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非臨床優良操作規範 GLP 實驗室  

GLP 委託試驗申請單 
(服務範圍:毒性試驗/致變異性試驗/水域與陸域生物之環境毒性試驗) 

委  
託 
單 
位 
/ 
報 
告 
通 
訊 
處 

委託單位名稱(中文):  
 
 
地址(中文):郵遞區號 
 
 
 
承辦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委託單位名稱(英文):申請英文報告必填  
 
 
地址(英文): 
 
 
 

送

件

類

別 
與 
資 
訊 

□化學性農藥 □環衛用藥 □微生物農藥 □飼料添加物 □其他:             

每一試驗物使用一張申請單,並同時檢附該試驗物含量分析資料 
試驗物名稱(中文):此名稱為出具報告依據,送件試驗物/公文資料名稱必須一致性 

 

試驗物名稱(英文):申請英文報告必填 

 

劑型: 顏色形態: 

批號: 送件數量: 

製造日期: 保存期限: 

儲存條件:□常溫 □冷藏 □冷凍 □避光 □其他 

來源:□自製 □非自製(來源處:                                        ) 

送件方式:□郵寄 □親送 □其他 

結案剩餘退回: 
□同意試驗單位擇期銷毀  
□結案後通知寄回(貨到付款) 
□自行取回 
 試驗物含量分析資料如已詳具以下特性資料等，可免填以下特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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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化學名稱及含量 

請依據 IUPAC 填寫 

 
 
 
 

穩定性說明 

 

 
 

溶解度說明  
 

 

報 
告 
格

式 

□中文報告(原則上以中文報告出具,紙本 1 份+電子檔) 
□英文報告(收費標準額外依各試驗項目收取) 
報告稿件是否選擇預先提供電子檔由委託者先審閱後再出具 
□選擇預先提供電子檔審閱  □不需先審閱 
 追加英文報告僅受理原報告日期六年內的報告，依試驗項目收取費用。 

報告提供:原則上以公文辦理，若需自取請打勾  □自取 
報告封面：以 GLP 試驗委託申請單為主，需加列請來文告知。 

申 
請 
試

驗 
項 
目 

1.毒性試驗 

選項 
(打) 

試驗項目 代碼 試驗執行含中文 
報告 收費標準(元) 

英文報告 
收費標準(元) 

 大鼠口服急毒性 AOR 80,000 10,000 
 大鼠皮膚急毒性 ADE 80,000 10,000 
 大鼠呼吸急毒性 AIN 450,000 15,000 

欲進行該項測試前，需提供溶解度 (非液體試驗物)、黏度 (液體試驗物)、
粒子顆粒大小分布 (偵測方式不限) 及田間施藥方式資訊，以利進行測試

試驗物型態之選擇。如在進行物化特性測試預備試驗或前試驗後，判定無

法或不需再繼續試驗者，僅收取 15 萬元整，其餘費用無息退還。 
 大鼠 28 天餵食亞急毒性 SOR 1,000,000 20,000 
 大鼠出生前發育毒性 PDT 1,620,000    25000 
 小鼠局部淋巴結分析皮膚

過敏性 
LNA 150,000   10,000 

 白兔眼睛刺激性 AEI 100,000   10,000 
 白兔皮膚刺激性 ADI 80,000   10,000 

2.毒性試驗(微生物農藥類) 
選項 
(打) 

試驗項目 代碼 試驗執行含中文 
報告 收費標準(元) 

英文報告 
收費標準(元) 

 大鼠口服急毒性與致病性

試驗 
MAO 200,000   15,000 

 大鼠肺急毒性與致病性試

驗 
MAP 250,000   15,000 

 微生物類因其具活性特殊性，委託者可共提供「4」次送樣，若菌數仍不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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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後一次送樣進行試驗。 
 致病性試驗應提供試驗物之培養條件與形態鑑定資料『如最佳培養溫度與培養

基或選擇性培養基及菌落形態等』。 
 如為病毒類，需另負擔分子生物材料費用(另行通知)。 
 如對微生物農藥類試驗有任何諮詢問題，請洽(04)23302101 分機 506。 
3.致變異性試驗 
選項 
(打) 

試驗項目 代碼 試驗執行含中文 
報告 收費標準(元) 

英文報告 
收費標準(元) 

 細菌基因逆向變異試驗 GAT 90,000   10,000 
 枯草桿菌重組檢定試驗 GRA 70,000    5,000 
 小鼠紅血球微核試驗 GMN 350,000   10,000 
 哺乳動物細胞微核試驗 GCM 120,000   10,000 

4.水域與陸域生物之環境毒性試驗 
選項 
(打) 

試驗項目 代碼 試驗執行含中文 
報告 收費標準(元) 

英文報告 
收費標準(元) 

 蜜蜂口服急毒性試驗 AOH 60,000   10,000 
 蜜蜂接觸急毒性試驗 ACH 63,000   10,000 
 A斑馬魚急毒性試驗 

   水樣濃度分析 
AZT 100,000   10,000 

 A斑馬魚急毒性試驗 
水樣濃度分析+80,000 

180,000 

 D水蚤急毒性試驗 
   水樣濃度分析 

DAT 80,000   10,000 

 D水蚤急毒性試驗 
水樣濃度分析+80,000 

160,000 

 勾選「水域生物之環境毒性試驗」者，需附農藥標準品或農藥原體。 
 如對水域生物之環境毒性試驗有任何諮詢問題，請洽(04)23302101 分機 606。 
 如對陸域生物之環境毒性試驗有任何諮詢問題，請洽(04)23302101 分機 310。 

注

意

事

項 

 各試驗項所需天數與需求量，詳如毒理委託試驗收費與收件標準資訊表。 
 如對填表及收費有任何諮詢疑問歡迎電洽(04)23302101 分機 500。 
 取消委託(試驗物經點收逾 2 周)或委託者於研究執行中請求變更，導致研究

必須重新調整，使研究時程可能因此延長，將視情況通知酌收試驗處理費用。 
 本所 GLP 實驗室均依 GLP 規範進行研究，並以計畫書方式通知委託者確認

其委託為 GLP 研究案。委託者應瞭解 GLP 規範的要求，尤其是與試驗單位

管理階層、研究主持人相關的部分，其細節可參考 OECD GLP 系列出版品

NO.11：1998。 
 計畫書以 E-mail 提供委託者審核，審閱期 3 個工作天內雙方未有異議，研究

主持人將視同委託者同意，即 GLP 研究案成立。 
 本所 GLP 實驗室為委託者資料建檔、業務聯繫之目的，須蒐集您的姓名、聯

繫方式等資料，僅作為雙方業務往來期間的資料建檔、及業務聯繫之用。您

可依法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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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由受理試驗單位(藥毒所)人員填寫 

GLP 人員收案前確認 
試驗物是否送達 □否 下列項目免填 □是 簽收人員(檔管): 
實際送達狀態 □常溫 □冷藏 □冷凍 □避光 □其他 
送件方式 □郵局 □宅急便 □親送 □其他 
實際送件型態 註記數量/包裝型態… 

 
 
 

文件是否備齊 □是 □否 缺件備註說明: 
GLP 品保人員簽署: 
□符合 給予研究編號 □不符合 
本案是否知會化學分析實驗室: □否 □是 實驗室負責人簽署: 
註: 
1. 如未完整提供資料，將無法完成 GLP 研究案之委託，待補齊所需資料並經

確認後方可列入排程。 
2. 自收到試驗物逾 3 個月仍未列入排程，試驗物即寄還委託者(貨到付款)。 

 

GLP 收案 
研究編號: 

 
 

 
應繳費金額:新台幣                                    元 

繳納方式 

 

□ 完成確認公文與收費同步收訖。 

□ 本案屬政府公務政策計畫,費用來源為計畫預算。 

□ 等待試驗單位電話或電郵通知後方才繳費。 
匯款資訊: 

台灣銀行霧峰分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301 專戶 

 台灣銀行代碼:004   匯款帳號:037037090594 

計畫書出具 □ 擬於    年   月   日前提供委託者研究計畫書。  
□ 研究計畫書出具日期依各試驗排程。 

備註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