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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紐約州食品實驗室  (NEW YORK STATE FOOD LABORATORY) 消費者  

保護行動  (CONSUMER PROTECTION ACTIONS) 成果  

 
作為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ew York State Grown & Certified Initiative) 的一部分，  

2016 年的試驗量增加了  10% 

 
實施標籤準確度試驗以抵制欺詐  

 
實驗室工作換來  300 多起食品召回行動  - 1 級召回行動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食品實驗室為了解健康風險、純度以及標籤準

確度而把餐飲樣本的試驗量增加  10%，從  2015 年的  6.1 萬次試驗增加到  2016 年

的  6.7 萬次試驗。前沿實驗室實施的現金食品檢測換來  300 多起商品召回行動和

多起聲勢浩大的食品調查行動，進而使得受污染的商品從紐約州撤櫃。  

 
「作為美國最精密的食品實驗室之一，紐約州的食品檢測能力有助於減少食源性疾

病風險、保證食品標籤體現其承諾交付的商品，並確保顧客的權益被放在首位，」

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引領全國開展高科技食品檢測，利用這座現代化實驗

室，我們將繼續提高產品安全以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的健康和福祉。」  

 

標籤準確度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是全州首個多方面的食品認證項目，旨在為紐約州農民提供

協助。該計畫讓農民能夠利用民眾對當地種植出產的食品持續增加的需求，透過處

理食品標籤問題把這些產品提升到更高標準。作為種植與認證計畫的組成內容，該

實驗室專注於檢測產品與其標籤內容的符合度。  

 

該項檢測旨在防範經濟欺詐，並確保從商品市場上撤掉受污染的食品。2016 年，

紐約州食品實驗室首次採用  DNA 方法檢測魚的物種形成。食品實驗室執行的標籤

檢測的其他例子包括：  

http://www.agriculture.ny.gov/AD/alertList.asp


  檢測橄欖油，以確保未添加其他相對廉價的油  

  檢測低脂肪產品，以確保產品符合低脂肪標準 

  檢測寵物食品，以確保標籤內容準確無誤，例如含  8% 蛋白質 

 

增加檢測進口食品  

 

去年，食品實驗室的科學家們還增加檢測進口食品，例如奶酪和調味料。這項研究

作為輔助工作啟動並實施，旨在減少市場上受污染食品的數量。2016 年，食品實

驗室處理了  1,073 種進口食品樣本，比  2015 年增加了 28%。 

 

紐約州食品實驗室是美國首批檢測調味料是否含有可能帶來重大健康後果的材料的

實驗室之一。2016 年，該實驗室檢測了數百件調味料樣本用於識別無標號的填

料、未獲准用於食品商品的工業染料，以及鉛等有害污染物。 

 

此外，在 2016 年，農業市場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食品安全與

檢驗局 (Division of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和乳製品管控與奶場服務局  (Division 

of Milk Control and Dairy Services) 收集了逾 2.33 萬件食品、飲料、牛奶樣本，數

量比去年增加了  17%。這些樣本大多依據常規公共安全監督計畫進行收集，但也

有很多樣本收集用於應對食源性疾病、疫情調查、消費者調查，以及多項其他與食

品相關的調查。  

 

食品實驗室按照多項國際認可的質量體系標準實施認證。工作人員開展創新的分析

試驗以支持食品安全計畫和生物安全計畫，並滿足紐約州的消費者利益和農業利

益。該食品實驗室於近期啟用全基因組測序，這極大提高了描繪食源性病原體特征

的能力。工作人員因此能夠精確識別受污染食品的來源，並協助在紐約州各地減少

食源性疾病。該食品實驗室也是美國食品應急響應網絡  (National Food Emergency 

Response Network) 的成員，並與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ulseNet 網絡 (PulseNet network) 合作開展公共衛生監測與食源性

疾病爆發調查。  

 

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保爾  (Richard Ball) 表示，「透過紐約州

食品實驗室工作人員開展的工作，紐約州參與前沿分析活動，這不僅有助於保障食

品供應的安全和質量，還有助於支持更精確快速的檢測方法。我很自豪地說，今年

我們部門的現場工作人員收集了更多數量的樣本，不僅如此，我們在實驗室的科學

家和工作人員還對收到的食品產品開展了更多種類的試驗。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術水

準獲得全國認可，並證明紐約州在食品安全檢測方面居領先地位。」  

 

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  (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APHL) 食品安

全計畫  (Food Safety Program) 主任沙朗·謝頓  (Sharon Shea) 表示，「紐約州農業

市場部食品實驗室加入成為主要的準機構會員，令公共衛生實驗室協會得以擴大實

力。先進的設備和優秀的科學家代表著微生物污染檢測和化學污染物檢測方面的金



標準。我們自豪於工作人員為保障紐約州及美國全體民眾的食品安全而開展的工

作。」 

 

食品與藥品官員協會  (Association of Food and Drugs Officials，AFDO) 執行理事

喬伊·科比  (Joe Corby) 表示，「若為公共衛生與食品檢測實驗室的積極參與，美

國永遠無法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體系。紐約州農業市場部食品實驗室的貢獻給食品

與藥品官員協會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象，這些工作人員自願犧牲時間幫助委員會、

工作組以及其他正式工作，旨在幫助為全體民眾保障更安全的食品供應。」  

 

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農藥數據項目  (Pesticide 

Data Program) 採樣經理克瑞斯·帕帕斯  (Chris Papas) 表示，「25 年來，紐約州

農業市場部食品實驗室局  (Markets Food Laboratory Division) 始終是美國農業部農

藥數據項目的重要合作夥伴，提供可靠的數據用來幫助向消費者確保其供給自己和

家人的食品是安全的。」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事務辦公室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Regulatory Affairs) 實驗室認證計畫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Program) 

負責人瑞慶·帕姆布吉安  (Ruiqing Pamboukian) 和專案主任艾琳·伍杜姆-科勒曼  

(Erin Woodom-Coleman) 表示，「紐約州農業市場部食品實驗室局始終是我們的

重要合作夥伴。作為顧問實驗室，紐約州農業市場部食品實驗室局開展大量工作幫

助三家接受指導的實驗室取得認證。其中兩家接受指導的實驗室在  2016 年取得認

證，第三家實驗室計畫於近期開展現場評估。這三家實驗室都積極參與該計畫，並

經常在我們的實驗室認證會議上擔任會議發言人。這些實驗室的最佳實踐方法是彌

足珍貴，並分享給我們群體內的其他實驗室。」  

 

紐約州食品實驗室簡介  

紐約州食品實驗室在  2013 年搬遷至新建的大樓內。這個佔地  6.7 萬平方英呎的機

構有  43 位微生物學家、化學家以及支持人員。  

 

該食品實驗室經常合作的對象包括：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美國農業部、環境保護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紐約州酒類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Liquor 

Authority)。紐約州食品實驗室還簽訂合同來為大學、州和聯邦政府的其他機構提供

專項分析服務。該食品實驗室還幫助設立綜合快速反應小組  (Rapid Response 

Team，RRT)，涵蓋州及聯邦政府的多個合作夥伴，讓該部門能夠響應紐約州境內

發生的各種與食品相關的緊急狀況。  

 

此外，該食品實驗室還與美國農業部農產品銷售局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簽訂了合作協議，用於檢測農產品和乳製品的農藥殘留量以支持美國農業部的農藥

數據項目。作為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撥款的機構，該食品實驗室還負責監督動物飼料和寵物食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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