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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 一般試驗法(56項)附錄A 一般試驗法(56項)

1 氯化物檢查法 14 費氏水分測定法1. 氯化物檢查法
2. 硫酸鹽檢查法
3. 乾燥減重檢查法

熾灼殘渣檢查法

14. 費氏水分測定法
15. 鐵檢查法
16. 氣體發生量測定法

一般鑑別試驗法4. 熾灼殘渣檢查法
5. 熾灼減重檢查法
6. 易碳化物檢查法

17. 一般鑑別試驗法
18. 煤焦色素試驗法
19. 煤焦色素鋁麗基試驗法

7. 重金屬檢查法
8. 砷檢查法
9. 比重測定法

20. 鈣鹽定量法
21. 油脂類試驗法
22. 氮測定法9. 比重測定法

10. 折光率測定法
11. 旋光度測定法
12 熔融溫度測定法

22. 氮測定法
23. 甲氧基測定法
24. 鉛試驗法( 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法)12. 熔融溫度測定法
13. 吸光度測定法

法)
25. 不溶物檢查法
26. 凝固溫度測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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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沸騰溫度及蒸餾範圍測定法 45.二氧化硫測定法沸騰溫度及蒸餾範圍測定法
28. 香料試驗法
29. 紅外線吸收光譜定法
30 羧甲基纖維素鈉粘度測定法

二氧化硫測定法
46.乙醯基(acetyl groups) 測定

法
47.丙氯仲醇(propylene 30. 羧甲基纖維素鈉粘度測定法

31. 羥丙基測定法
32. 甲基纖維素粘度測定法
33 硒檢查法

丙氯仲醇(p py
chlorohydrin) 測定法

48.錳測定法
49.磷測定法33. 硒檢查法

34. 氟化物檢查法
35. 醇類測定法
36 揮發性酸測定法

50.非皂化物測定法
51.銅試驗法 ( 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法)
36. 揮發性酸測定法
37. 甲醇測定法
38. 1,4- 二氧雜環己烷測定法

)
52.Dimethylpolysiloxane 黏度

測定法
53.鐵試驗法(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39. 海藻酸定量法
40. 糖醇測定法
41. 還原糖測定法

(
法)

54.鎘試驗法(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法)

42. 軟化溫度試驗法
43. 膠強度測定法
44 粗脂肪測定法

55.鎳試驗法(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法)

56.鋅試驗法(原子吸光分光光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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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附錄 B

1. 試藥及試液

2 容量分析溶液2. 容量分析溶液

3. 標準溶液

4.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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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檢查法砷檢查法

砷限量標準：

– 砷：取本品0.25 g，加入定容至10 mL，量取此液1 mL
加水5 mL，作為檢品溶液，按照砷檢查第I-1法 (附錄A-
8) 檢查之，以所含砷 (以As2O3) 應在4 ppm以下。

砷 取本品 按照砷檢查第 法 (附錄 ) 檢查– 砷：取本品0.25 g，按照砷檢查第I-2法 (附錄A-8) 檢查
之，其所含砷 (As2O3計) 應在4 ppm以下。

砷：取本品1 0 按照砷檢查第Ⅱ 1法 (附錄A 8) 檢查– 砷：取本品1.0 g，按照砷檢查第Ⅱ-1法 (附錄A-8) 檢查
之，其所含砷 (以As計) 應在1 ppm以下。

砷： 取本品 0 g，按照砷檢查第II 2法( 附錄A 8 ) 檢查– 砷： 取本品 .0 g，按照砷檢查第II-2法( 附錄A-8 ) 檢查
之，其所含砷 ( 以As 計)應在 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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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法：本法係基於砷化氫遇溴化汞試紙
作用之呈色反應，以檢查檢品中所含砷是作用之呈色反應 以檢查檢品中所含砷是
否超過其規定之限量。

• 此限量通常以As2O3計算，並以其重量百萬2 3
分率(ppm)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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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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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砷標準溶液：Arsenic Standard Solution• 砷標準溶液：Arsenic Standard Solution 
– 適用於砷檢查其含量以As2O3計之砷標準液之調製。

取經硫酸乾燥器內乾燥之三氧化二砷細粉100 0 置– 取經硫酸乾燥器內乾燥之三氧化二砷細粉100.0 mg，置
於1000 mL容量瓶中，加氫氧化鈉溶液(1：5) 5 mL 溶
解之，以稀硫酸中和後，再加稀硫酸10 mL及適量新煮解之，以稀硫酸中和後，再加稀硫酸10 mL及適量新煮
沸冷卻之水定容至1000 mL，供作標準原液。

– 量取此原液10 mL，置於1000 mL容量瓶中，加稀硫酸量取此原液10 mL 置於1000 mL容量瓶中 加稀硫酸
10 mL及適量新煮沸卻之水定容至1000 mL，混合均勻。

– 本液1 mL含1 μg之三氧化二砷，應貯於玻璃瓶中，於3μg
日內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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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液試液

• 溴酚藍試液

• 氨試液： Ammonia T.S. 
– 取氨水(NH4OH, 28%) 400 mL，加水使成1000 mL。

• 稀鹽酸(10%)：Hydrochloric Acid Diluted (10%)稀鹽酸(10%)：Hydrochloric Acid, Diluted (10%)
– 取鹽酸(HCl) 23.6 mL，加水使成 100 mL。

• 2﹪硝酸鎂乙醇溶液• 2﹪硝酸鎂乙醇溶液

• 稀鹽酸 (1：2)
• 酸性氯化亞錫試液

• 溴化汞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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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1法(直接溶解法) ：Ⅰ 1法(直接溶解法) ：

(1)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 檢品溶液

• 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加水5 mL，必要時加溫溶解
供作檢品溶液。

• 除另有規定外，將檢品溶液移入氣體發生瓶中，加
溴酚藍試液1滴(指示劑) 以銨試液或稀鹽酸 (10 )溴酚藍試液1滴(指示劑)，以銨試液或稀鹽酸 (10﹪)
中和之。

對照溶液– 對照溶液

• 另精確量取砷標準溶液 (As2O3) 1.0 mL供作對照溶
液 移入另一氣體發生瓶中 並按下法檢查之液，移入另一氣體發生瓶中，並按下法檢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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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2法(乾式灰化法)：
(1)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 檢品溶液檢品溶液

• 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白金、石英或瓷製坩鍋中，
加2﹪硝酸鎂乙醇溶液 10 mL，點火將乙醇然盡後，加 ﹪硝酸鎂乙醇溶液 點火將乙醇然盡後
於450～550℃徐徐加熱灰化，如有碳化物殘留，加
少量硝酸潤濕，再以450～550℃熾灼灰化。

• 冷後，殘渣加鹽酸3 mL，置水浴上加溫溶解，供作
檢品溶液

• 除另有規定外，將檢品溶液移入氣體發生瓶中，加溴
酚藍試液1滴，以氨試液或稀鹽酸 (10﹪)中和之。

對照溶液– 對照溶液

• 另精確量取砷標準溶液 (As2O3) 1.0 mL供作對照溶液，
移入另一氣體發生瓶中 並按下法檢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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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法：(2)檢查法：

– 於檢品溶液與對照溶液之氣體發生瓶中，分別
各加稀鹽酸 (1：2) 5 mL及碘化鉀試液 5 mL，
放置2～3分鐘後

– 加酸性氯化亞錫試液5 mL，靜置10分鐘，再加
水40 mL，加無砷鋅粒 (20號篩) 2 g投入後，立( ) g
即將以連接並夾有溴化汞試紙之 C、D管與B管
之橡皮塞 E接裝氣體發生瓶A上，再浸入25°水
中置瓶肩部，放置1小時後

– 取出溴化汞試紙，儘速觀察比較其呈色，檢品取出溴化汞試紙 儘速觀察比較其呈色 檢品
溶液所呈之色不得較對照溶液所呈者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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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Ⅱ法：本法係基於砷化氫與二乙基二硫
代氨基甲酸銀作用之呈色反應，以檢查檢代氨基甲酸銀作用之呈色反應 以檢查檢
品中所含砷是否超過其規定之限量。

• 此限量通常以As計算，並以其重量百萬分
率 (ppm)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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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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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砷標準溶液：Arsenic Standard Solution 
– 適用於砷檢查其含量以As計之砷標準液之調製。

– 取經硫酸乾燥器內乾燥之三氧化砷細粉132.0 mg，置
於1000 mL容量瓶中，加氫氧化鈉溶液(1：5) 5 mL溶
解之 以稀硫酸中和後 再加稀硫酸10 L及適量新煮解之，以稀硫酸中和後，再加稀硫酸10 mL及適量新煮
沸冷卻之水定容至1000 mL，供作標準原液。

量取此原液10 mL 置於1000 mL容量瓶中 加稀硫酸– 量取此原液10 mL，置於1000 mL容量瓶中，加稀硫酸
10 mL及稀硫酸10 mL及適量新煮沸冷卻之水定容至
1000 mL，混合均勻。1000 mL 混合均勻

– 本液1 mL含1 μg之砷，應貯於玻璃瓶中，於3日內使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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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法(直接溶解法)：
(1)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1)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 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 按正文規定方法配製之檢液 移入• 除另有規定外，按正文規定方法配製之檢液，移入
氣體發生瓶中，加適量之水使成35 mL，供作檢品
溶液。溶液。

– 對照溶液

另精確量取砷標準溶液(A ) 3 0 L 移入另一氣體• 另精確量取砷標準溶液(As) 3.0 mL，移入另一氣體
發生瓶中，加適量之水使成35 mL，供作對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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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法(濕式消化法)：
(1)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1)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 檢品溶液

• 除另有規定外，取檢品1 0 g置於氣體發生瓶中，加硫酸5 mL及玻璃• 除另有規定外，取檢品1.0 g置於氣體發生瓶中，加硫酸5 mL及玻璃
小珠數粒，於排氣櫥內加熱至開始碳化，碳化前先加熱至120℃。必
要時再多加少量硫酸，使檢品潤濕，但所用硫酸之總量不得超過10 
mL。殆與硫酸反應完成後，放冷，小心滴加30%過氧化氫1滴，俟反mL 殆與硫酸反應完成後 放冷 小心滴加30%過氧化氫1滴 俟反
應完畢後，微熱，撤火，搖勻，再繼續滴加第2滴，如此小心反覆操
作，在滴加最初幾滴時，應儘量小心，緩慢，以防反應過劇，又若發
生過多泡沫時，應暫停加熱，在此分解過程中，須時時搖動，以防止生過多泡沫時 應暫停加熱 在此分解過程中 須時時搖動 以防止
未反應物質形成結塊附著於瓶壁或瓶底。若混合液顏色變深或呈棕色，
則滴加過氧化氫，繼續分解，直至檢品全部分解而放出大量三氧化硫
之白煙且溶液呈無色或淡黃色為止。放冷，小心加水10 mL，蒸發至
再生濃煙，必要時，重覆此操作，以完全除去殘留之過氧化氫，放冷，
小心加水10 mL，混合均勻，用極少量之水沖洗瓶壁，並加水使成35 
mL，供作檢品溶液。

– 對照溶液

• 另精確量取砷標準溶液3.0 mL，移入另一氣體發生瓶中，加水使成35 
mL，供作對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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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法：( ) 檢查法
– 於分置檢品溶液與對照溶液之氣體發生瓶中，分別各加稀硫

酸(1：5) 20 mL、碘化鉀試液2 mL及氯化亞錫鹽酸試液0.5 
mL混勻，靜置30分鐘mL混勻，靜置30分鐘。

– 於吸收管內置入二乙基二硫代胺基甲酸銀試液3.0 mL為吸收
液。於氣體發生瓶內加入鋅粒3.0 g (20號篩)，並立即連接
氣體發生瓶、洗淨管及吸收管。

– 將氣體發生瓶置於25±3℃之水浴中，每隔10分鐘輕搖之 (加
異丙醇1 mL於氣體發生瓶內可使氣體均勻逸出)。異丙醇1 mL於氣體發生瓶內可使氣體均勻逸出)

– 經45分鐘後，將吸收液移入1 ㎝貯液管，於波長525 nm測
定其吸光度，以二乙基二硫代胺基甲酸銀試液為空白對照液。
檢品溶液所呈之吸光度不得較對照溶液所得者為大檢品溶液所呈之吸光度不得較對照溶液所得者為大。

[註]：干擾物質：金屬或其鹽類如鉻、鈷、銅、汞、鉬、鎳、鈀及[註]：干擾物質：金屬或其鹽類如鉻 鈷 銅 汞 鉬 鎳 鈀及
銀可能干擾砷化氫之發生，銻則形成銻化氫，而與二乙基二硫
代胺基甲酸銀試液作用呈色，但此呈色於波長525 nm處之吸光
度無明顯影響，致可略而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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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試驗法：鉛試驗法：

• 限量標準：

– 鉛：取本品1.0 g，按照鉛試驗法 (附錄A-24)鉛 取本品1.0 g 按照鉛試驗法 (附錄A 24) 
試驗之，其所含鉛 (Pb) 應在2 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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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法 (原子吸光分光光度法) ：( )
本品係檢查檢品中所含鉛是否超過其規定限量，用原子吸光分光光

度法測定，並以其重量百萬分率(ppm)表示之。

(1)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除另有規定外，按下述方法調製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按下述方法調製檢品溶液。

– 檢品溶液：

• 取規定量檢品，置白金製或石英製坩堝中，加少量硫酸使濕潤，
徐徐加熱，儘量以低溫使充分碳化後，放冷，再加硫酸1 mL，
徐徐加熱至不再發生硫酸白煙，移入電器爐以450～550℃熾
灼使完全灰化，殘渣加少量稀硝酸(1→150)溶解，再加稀硝酸灼使完全灰化 殘渣加少量稀硝酸(1→150)溶解 再加稀硝酸
(1→150)使成10 mL，供作檢品溶液。

– 對照溶液：

• 除另有規定外，另取鉛標準溶液1.0 mL，加稀硝酸(1→150)使
成10 mL，供作對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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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

– 除另有規定外，就檢品溶液與對照照液，按下除另有規定外 就檢品溶液與對照照液 按下
列操作條件利用火焰原子吸光分光光度法測定
時，檢品溶液之吸光度不得較對照溶液者為大。時 檢品溶液之吸光度不得較對照溶液者為大

操作條件：

光源燈管：鉛中空陰極射線管。光源燈管：鉛中空陰極射線管

分析波長：283.3 nm。

助然氣體：空氣。助然氣體：空氣。

可燃氣體：乙炔。

101年度「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申辦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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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法(比色法)：
以下所選擇之試劑均含極低濃度之鉛含量，且均貯藏在矽酸硼材質之玻

璃容器內。所有玻璃容器經水洗後浸泡在燒熱的稀硝酸中(1→2)。

(1) 檢品溶液之調製：
– 除另有規定外，按下述方法調製檢品溶液。除另有規定外 按下述方法調製檢品溶液

– 取檢品1.0 g於適當的燒瓶中，加硫酸5 mL及少量玻璃珠，於不超過
120℃下進行消化直至焦黑開始(硫酸量不能超過10 mL)，小心滴加
30%過氧化氫1滴 俟反應完畢後 微熱 撤火 再繼續滴加第2滴30%過氧化氫1滴，俟反應完畢後，微熱，撤火，再繼續滴加第2滴。
在滴加最初幾滴時，應儘量小心，緩慢，以防反應過劇，若發生過多
泡沫時，應暫停加熱，在此分解過程中，須時時搖動，以防止未反應
物質形成結塊附著於瓶壁或瓶底 若混合液有顏色時 則滴加過氧化物質形成結塊附著於瓶壁或瓶底。若混合液有顏色時，則滴加過氧化
氫，繼續分解，並逐漸升溫至250-300℃，直至檢品全部分解而釋出
大量三氧化硫之白煙且溶液呈無色或淡黃色，放冷，小心加水10 mL，
再加熱至冒出大量的煙，放冷，再加少量的水溶解，轉移至分液漏斗，
供作檢品溶液。

101年度「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申辦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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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法：

– 除另有規定外，將檢品溶液移入分液漏斗，加檸檬酸除另有規定外 將檢品溶液移入分液漏斗 加檸檬酸
銨試液6 mL及羥胺試液2 mL (若檢驗鐵鹽中鉛限量時，
則加檸檬酸試液10 mL)，加酚紅試液2滴，再以較強的
氨試液滴定至剛呈鹼性(紅色)，放冷或用自來水沖冷，
再加氰化鉀試液2 mL，立刻以每次5 mL的二苯硫腙萃
取液萃取 直至二苯硫腙溶液維持其綠色 合併二苯取液萃取，直至二苯硫腙溶液維持其綠色，合併二苯
硫腙萃取液，加稀硝酸(1→100) 20mL，振搖30秒，去
除氯仿層，再加二苯硫腙標準液5.0 mL及銨．氰化鉀除氯仿層 再加二苯硫腙標準液5.0 mL及銨 氰化鉀
試液4 mL，振搖30秒。

– 若有任何二苯硫腙鉛存在，則氯仿層溶液會呈紫色，
檢品溶液所呈之色不得較對照溶液按照同法操作所呈
者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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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金屬檢查法重金屬檢查法

• 限量標準：

– 重 金 屬 ：取本品1.0g，按照重金屬檢查第Ⅱ重 金 屬 取本品1.0g 按照重金屬檢查第Ⅱ
法 (附錄A-7) 檢查之，其所含重金屬 (以Pb計) 
應在20 ppm以下。應在20 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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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重金屬檢查法（比色法）(總)重金屬檢查法（比色法）

• 本法係指在規定的試驗條件下，檢品所含金屬離子與硫化
物離子反應顯色後，與標準鉛溶液目視比較，以確定其重
金屬雜質含量不超過正文規定限量(以百萬分中含鉛的之

• 本法係指在規定的試驗條件下，檢品所含金屬離子與硫化
物離子反應顯色後，與標準鉛溶液目視比較，以確定其重
金屬雜質含量不超過正文規定限量(以百萬分中含鉛的之金屬雜質含量不超過正文規定限量(以百萬分中含鉛的之
量表示之) 。
金屬雜質含量不超過正文規定限量(以百萬分中含鉛的之
量表示之) 。

對本試驗有反應的典型物
質有鉛、汞、鉍、砷、銻

錫 鎘 銀 銅和鉬等、錫、鎘、銀、銅和鉬等
。

其限量可由檢品溶液與標其限量可由檢品溶液與標
準鉛溶液作對照試驗以測
得之。

101年度「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申辦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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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法
為直接溶解法，適用於在規定試驗條件下，能

• 第一法
為直接溶解法，適用於在規定試驗條件下，能為直接溶解法 適用於在規定試驗條件下 能
產生澄清、無色溶液的物質。
為直接溶解法 適用於在規定試驗條件下 能
產生澄清、無色溶液的物質。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檢品溶液：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檢品溶液：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50 mL鈉氏比色
管中，加水溶解使成25 mL，用氨試液或稀醋酸 (1→20) 
調整pH值至3 0 4 0之間 加水稀釋至50 mL 混合均勻

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50 mL鈉氏比色
管中，加水溶解使成25 mL，用氨試液或稀醋酸 (1→20) 
調整pH值至3 0 4 0之間 加水稀釋至50 mL 混合均勻調整pH值至3.0～4.0之間，加水稀釋至50 mL，混合均勻，
供作檢品溶液。

對照溶液：

調整pH值至3.0～4.0之間，加水稀釋至50 mL，混合均勻，
供作檢品溶液。

對照溶液：
另精確量取鉛標準溶液2.0 mL，置另一鈉氏比色管中，加
稀醋酸 (1→20) 2 mL及水至50 mL，混合均勻，供作對照
溶液。

另精確量取鉛標準溶液2.0 mL，置另一鈉氏比色管中，加
稀醋酸 (1→20) 2 mL及水至50 mL，混合均勻，供作對照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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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法
為乾式消化法，適用於有色物質、固定油、揮發性油及生成重金

• 第二法
為乾式消化法，適用於有色物質、固定油、揮發性油及生成重金為乾式消化法，適用於有色物質、固定油、揮發性油及生成重金
屬硫化物反應時，易受干擾之物質。
為乾式消化法，適用於有色物質、固定油、揮發性油及生成重金
屬硫化物反應時，易受干擾之物質。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石英或瓷製堝坩中，加

檢品溶液及對照溶液之調製：

檢品溶液：

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石英或瓷製堝坩中，加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石英或瓷製堝坩中，加
適量硫酸使檢品潤濕，用小火熾灼至充分碳化，冷後，加硝酸2 
mL及硫酸5滴，小心加熱至不再發生白煙，於450～500℃熾灼
灰化。冷後，加鹽酸2 mL，置水浴上蒸乾，殘留物以鹽酸3滴潤

除另有規定外，取正文規定量之檢品，置石英或瓷製堝坩中，加
適量硫酸使檢品潤濕，用小火熾灼至充分碳化，冷後，加硝酸2 
mL及硫酸5滴，小心加熱至不再發生白煙，於450～500℃熾灼
灰化。冷後，加鹽酸2 mL，置水浴上蒸乾，殘留物以鹽酸3滴潤灰化 冷後 加鹽酸2 mL 置水浴上蒸乾 殘留物以鹽酸3滴潤
濕，熱水10 mL加溫浸漬2分鐘，冷後，加酚酞試液1滴，滴加氨
試液至呈微紅色為止，再加水稀釋至25 mL。必要時過濾，以水
10 mL清洗，合併濾液與洗液，移入鈉氏比色管中，加稀醋酸

灰化 冷後 加鹽酸2 mL 置水浴上蒸乾 殘留物以鹽酸3滴潤
濕，熱水10 mL加溫浸漬2分鐘，冷後，加酚酞試液1滴，滴加氨
試液至呈微紅色為止，再加水稀釋至25 mL。必要時過濾，以水
10 mL清洗，合併濾液與洗液，移入鈉氏比色管中，加稀醋酸10 mL清洗 合併濾液與洗液 移入鈉氏比色管中 加稀醋酸
(1→20) 2 mL及水使成50 mL，混合均勻，供作檢品溶液。

對照溶液：

另取同材質坩堝，加硝酸2 mL，硫酸5滴及鹽酸 2 mL，置水浴

10 mL清洗 合併濾液與洗液 移入鈉氏比色管中 加稀醋酸
(1→20) 2 mL及水使成50 mL，混合均勻，供作檢品溶液。

對照溶液：

另取同材質坩堝，加硝酸2 mL，硫酸5滴及鹽酸 2 mL，置水浴另取同材質坩堝，加硝酸2 mL，硫酸5滴及鹽酸 2 mL，置水浴
上蒸乾，殘留物加鹽酸3滴，以下按照檢品溶液調製法同樣操作，
加鉛標準溶液2.0 mL及水使成50 mL，混合均勻，供作對照溶液。

另取同材質坩堝，加硝酸2 mL，硫酸5滴及鹽酸 2 mL，置水浴
上蒸乾，殘留物加鹽酸3滴，以下按照檢品溶液調製法同樣操作，
加鉛標準溶液2.0 mL及水使成50 mL，混合均勻，供作對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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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法檢查法• 檢查法
於分置檢品溶液與對照溶液之鈉氏比色管中，分別各
加硫化鈉試液2滴混合

• 檢查法
於分置檢品溶液與對照溶液之鈉氏比色管中，分別各
加硫化鈉試液2滴混合加硫化鈉試液2滴混合。

放置5分鐘後，襯以白色背景，由上方及側面觀察比較
之。

加硫化鈉試液2滴混合。

放置5分鐘後，襯以白色背景，由上方及側面觀察比較
之。之

檢品溶液所呈之色不得較對照溶液所呈者為濃。

之

檢品溶液所呈之色不得較對照溶液所呈者為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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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重金屬檢查法（比色法）總重金屬檢查法（比色法）

• 優點• 優點

設備簡單，操作容易。設備簡單，操作容易。

• 缺點

易受檢體基質之干擾

• 缺點

易受檢體基質之干擾易受檢體基質之干擾。易受檢體基質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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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檢驗方法食品添加物檢驗方法

htt // fd t /it i li t ? it t t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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