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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2015/C0387*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測試報告

NO.1:強化玻璃, NO.2:TPE, NO.3:PP, NO.4:矽膠, NO.5:ABS

2015/11/16 TO 2015/11/25 AND 2015/12/11 TO 2015/12/22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號8樓之1

收件日期

測試期間

2015/12/11

送樣廠商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fi真空保溫壺 (GUTG-100-PL)

以下測試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及確認：

生產或供應廠商

德國

樣品名稱

樣品型號

樣品材質

alfi GmbH

原產國

GUTG-100-PL

測試需求

測試結果 請見下一頁.

依據客戶指定，參考中華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3.12.10)進行測試，測試項目請參閱測

試結果表格.

其他測試項目請參閱測試結果表格.

* 本報告部份測試結果係引用自報告 CT/2015/B0510A, CT/2015/B0525 及 CT/2015/C0337 相同材質/部位之測試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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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銀色塑膠(壺嘴) (CT/2015/C0337 No.3)

耐熱性試驗 (100℃, 1 小時)

白色塑膠(壺頸圈) (CT/2015/B0510A No.2)

測試方法

參考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之耐熱溫度標示

符合性試驗方法(102年10月4日部授食字第

1021950587號公告).

測試方法

黑色塑膠(上蓋) (CT/2015/B0525 No.3)

測試部位 No.4

"-" = Not Regulated / 無規格值

"---" = Not Conducted / 未測項目

測試報告僅就委託測試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至若本產品之合法性，仍應由主

管機關依法判斷。

測試部位 No.1

測試部位 No.3

黑色矽膠(矽膠圈) (CT/2015/B0525 No.4)

測試部位 No.5

測試項目

測試部位 No.2

結果

測試項目
結果

限值

測試結果

測試報告 號碼 : CT/2015/C0387 日期 : 2015/12/22 頁數 : 2 of 4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壺(內膽) (CT/2015/B0510A No.1)

*CT/2015/C0387*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號8樓之1

(※): 參考CT/2015/B0510A.

(※1): 參考CT/2015/B0525.

基於商業競爭及其他因素考量，除了第一頁的資料以外，顧客表示無法提供其餘與樣品相關的資料。

(※2): 參考CT/2015/C0337.

耐熱性試驗 (160℃, 1 小時)

備註：

參考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之耐熱溫度標示

符合性試驗方法(102年10月4日部授食字第

1021950587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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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中如有箭頭標示，則表示為實際檢測之樣品/部位. *

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T/2015/C0387*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號8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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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結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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