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 許 量
(ppm) 

備註 

Acequinocyl 亞醌蟎 小黃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山楂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木瓜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冬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印度棗 0.1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百香果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西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李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杏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芒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枇杷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油桃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南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扁蒲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柑桔類 0.2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洋香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胡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苦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茉莉花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香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香蕉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夏南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桃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荔枝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隼人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啤酒花 1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梅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梨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番荔枝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絲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越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溫桲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龍眼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蘋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櫻桃 0.5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 許 量
(ppm) 

備註 

Acequinocyl 亞醌蟎 小黃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山楂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冬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印度棗 0.1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西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李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杏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枇杷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油桃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南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扁蒲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柑桔類 0.2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洋香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胡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苦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茉莉花 10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香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夏南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桃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隼人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啤酒花 1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梅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梨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絲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越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溫桲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蘋果 0.5 殺蟎劑 

Acequinocyl 亞醌蟎 櫻桃 0.5 殺蟎劑 

  
 

 

 
 

一、增修訂農

藥「亞醌蟎」

在 芒 果 、 荔

枝、龍眼、番

荔枝、木瓜、

香 蕉 、 百 香

果 ； 農 藥

「 Benzovindif

lupyr 」 在 蘋

果 、 梨 、 大

麥、小麥、玉

米、花豆(乾 

)、油菜籽、

棉籽、花生、

大豆、豌豆、

甜瓜、甜椒、

辣椒、番茄、

胡 瓜 、 夏 南

瓜、葡萄、馬

鈴 薯 ； 農 藥

「克凡派」在

落花 生 、 紅

豆、芝麻、大

豆、綠豆、花

豆(乾)、樹豆

( 乾 ) 、 豇 豆

(乾)、油菜籽 

葵花籽、蠶豆

(乾)、結球萵

苣、牛蒡、蘿

蔔、山葵、蕪

菁、甘藷、洋

蔥、蒜頭、紅

蔥頭、蕎頭、

蘆 筍 、 薑 、

芋、碧玉筍、

甜菜根、洛神

葵、秋葵、金

針、菊花、風

茹草、艾草、

芫荽、仙草、

薄 荷 、 洋 甘

菊、薑黃、瓜

菜 類 、 瓜 果

類；農藥「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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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Benzovindiflupyr  大豆 0.04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大麥 1.5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小麥 0.1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玉米 0.01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油菜籽 0.15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花生 0.01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花豆(乾) 0.07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胡瓜 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夏南瓜 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梨 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甜瓜 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甜椒 0.8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棉籽 0.15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番茄 0.8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葡萄 1.0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辣椒 0.8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豌豆 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蘋果 0.2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刀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大豆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山葵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山藥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牛蒡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仙草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瓜果類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甘藷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印度棗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百香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艾草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李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杏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芋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芒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豆薯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他小葉菜

類 (韭菜除

1.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刀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山藥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印度棗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百香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李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杏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芒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豆薯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他小葉菜

類 (韭菜除

1.0 殺蟲劑 

普 洛 」 在 葡

萄、梨；農藥

「達特南」在

柑桔、葡萄、

紫 蘇 ； 農 藥

「益斯普」在

柑桔、茶；農

藥「依殺蟎」

在番石榴；農

藥「氟速芬」

在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不結

球萵苣、半結

球萵 苣 、 茼

蒿、紅鳳菜、

白鳳菜、山茼

蒿、芳香萬壽

菊、闊包菊、

葉用甘藷、蕹

菜、菠菜、龍

鬚菜、葉用豌

豆、芹菜、葉

用甜菜、十字

花科 包葉菜

類 、 結 球 萵

苣、瓜菜類、

瓜果 類 、 草

莓、咸豐草、

芫 荽 ； 農 藥

「氟派瑞」在

茶；農藥「氟

克殺」在油菜

籽、葵花籽、

玉米、葡萄、

無花 果 、 甘

藷、山藥、黑

皮婆羅門參；

農藥 「 曼 普

胺」在苦瓜、

絲瓜、冬瓜、

南瓜、扁蒲、

隼人 瓜 、 越

瓜、西瓜；農

藥「滅芬諾」

在李(乾)；農

藥「莫多草」

在馬鈴薯；農

藥「邁克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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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枇杷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油桃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油菜籽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芝麻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芫荽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花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花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金針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扁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枸杞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柿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洋甘菊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洋香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洋蔥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洛神葵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秋葵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紅豆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紅棗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紅蔥頭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胡蘿蔔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茄子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茉莉花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韭菜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風茹草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香瓜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茶籽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茶類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茼蒿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豇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豇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梅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梨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甜椒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甜菜根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番石榴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番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結球萵苣 1.0 殺蟲劑 

外)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枇杷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油桃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花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扁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枸杞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柿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洋香瓜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紅棗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胡蘿蔔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茄子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茉莉花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韭菜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香瓜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茶籽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茶類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茼蒿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豇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梅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梨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甜椒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番石榴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番茄 0.5 殺蟲劑 

     

在 豌 豆 、 刀

豆 、 花 豆

(鮮)、扁豆、

豇豆、菜豆、

萊 豆 、 樹 豆

(鮮)、翼豆、

蠶豆(鮮)；農

藥「施得圃」

在芫荽；農藥

「賜滅芬」在

茶 類 ； 農 藥

「賜派滅」在

百香果；農藥

「速殺氟」在

番荔枝、紅龍

果、百香果、

奇異 果 、 鳳

梨、木瓜、香

蕉、酪梨、榴

槤 蜜 、 黃 金

果、諾麗果、

楊 桃 、 無 花

果、番石榴、

蓮霧、桑椹、

楊梅、蘋果、

梨 、 枇 杷 、

李、梅、桃、

印度棗、柿、

紅 棗 ； 農 藥

「得克利」在

印度棗、紅棗

之殘 留容許

量。 

二 .因農藥滅

加 松 (mecarb 

am)及飛克松

(prothoate) ，

已於國內禁用

10年以上，市

場上應無使用

該等藥劑之農

產品 流通情

形，爰刪除滅

加松及飛克松

之 殘 留容許

量。 

三、配合修正

「食品中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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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fenapyr 克凡派 菊花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菜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菠菜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萊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楊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楊梅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落花生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葉用豌豆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葡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葵花籽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酪梨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碧玉筍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綠豆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蒜頭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辣椒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蓮霧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豌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樹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樹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樹番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蕎頭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蕪菁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翼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薄荷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薑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薑黃 2.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蘆筍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蘋果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櫻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蘿蔔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蠶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蠶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鷹嘴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人參(鮮) 1.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刀豆 5.0 殺菌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菜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菠菜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萊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楊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楊梅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葉用豌豆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葡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酪梨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辣椒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蓮霧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豌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樹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樹番茄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翼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蘋果 1.0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櫻桃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蠶豆(鮮)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鷹嘴豆 0.5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其 他 ( 茶

類)* 
0.1*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人參(鮮) 1.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刀豆 5.0 殺菌劑 

農藥檢驗方法

－多重殘留分

析 方 法 ( 五 ) 

(MOHWP0055

.03) 」，更新

「克凡派」於

其他(茶類)；

「四 氯異丙

腈」 於其他

(茶類)；「二福

隆」 於其他

(榖類)；「六伏

隆 」 於其他

(茶類)；「易胺

座」 於其他

(茶類)；「稻得

壯」 於其他

(茶類)；「普拉

草」 於其他

(榖類)、其他

(茶類)之方法

定量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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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小葉菜

類 (十字花

科小葉菜類

除外)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小漿果

類 (草莓、

藍莓除外) 

0.7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毛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瓜果類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瓜菜類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艾草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杏仁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乾豆類

(落花生除

外) 

0.1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果菜類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油桃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花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扁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柑桔類 3.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洋甘菊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風茹草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根莖菜

類 (人參除

外)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桃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茶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草莓 2.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豇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啤酒花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菊花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菜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萊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落花生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榛果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豌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樹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翼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藍莓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蘋果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櫻桃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蠶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小葉菜

類 (十字花

科小葉菜類

除外)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小漿果

類 (草莓、

藍莓除外) 

0.7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毛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瓜果類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瓜菜類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艾草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杏仁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乾豆類

(落花生除

外) 

0.1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果菜類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油桃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花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扁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柑桔類 3.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洋甘菊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風茹草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根莖菜

類 (人參除

外)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桃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茶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草莓 2.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豇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啤酒花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菊花 2.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菜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萊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落花生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榛果 0.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豌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樹豆(鮮)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翼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藍莓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蘋果 1.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櫻桃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蠶豆(鮮) 5.0 殺菌劑 



 6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鷹嘴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 (蔬果

類)* 
0.02*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 他 ( 穀

類)* 
0.04*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yprodinil 賽普洛 刀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大麥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小麥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小黃瓜 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木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火龍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冬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瓜果類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百香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李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杏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杏仁 0.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豆薯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豆菜類

(毛豆除外)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梨果類

(李、杏、

油 桃 、 櫻

桃 、 梨 除

外)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油桃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狗尾草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玫瑰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花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青蔥 4.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南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扁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扁蒲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枸杞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枸杞葉 4.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柑桔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柿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洋蔥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紅毛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胡瓜 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苦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茄子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香瓜茄 0.5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鷹嘴豆 5.0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他 (蔬果

類)* 
0.02*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 他 ( 穀

類)* 
0.04*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其 他 ( 茶

類)* 
0.1*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yprodinil 賽普洛 刀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大麥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小麥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小黃瓜 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木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火龍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冬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瓜果類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百香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李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杏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杏仁 0.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豆薯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豆菜類

(毛豆除外)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梨果類

(李、杏、

油桃、櫻桃

除外)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油桃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狗尾草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玫瑰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花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青蔥 4.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南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扁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扁蒲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枸杞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枸杞葉 4.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柑桔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柿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洋蔥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紅毛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胡瓜 0.2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苦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茄子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香瓜茄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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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odinil 賽普洛 香蕉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夏南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核果類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草莓 5.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豇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隼人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馬鈴薯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梨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甜椒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野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無花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石榴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荔枝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絲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菊花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菜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萊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越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黑莓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楊桃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葡萄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葡萄(乾) 5.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酪梨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辣椒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酸漿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蓮花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蓮霧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豌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樹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樹番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翼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闊葉大豆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藍莓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覆盆子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櫻桃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蠶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鷹嘴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 他 ( 穀

類)* 

0.01*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香蕉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夏南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核果類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草莓 5.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豇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隼人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馬鈴薯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甜椒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野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無花果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石榴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番荔枝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絲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菊花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菜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萊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越瓜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黑莓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楊桃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葡萄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葡萄(乾) 5.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酪梨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辣椒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酸漿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蓮花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蓮霧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豌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樹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樹番茄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翼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闊葉大豆根 1.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藍莓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覆盆子 3.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櫻桃 2.0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蠶豆(鮮)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鷹嘴豆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 他 ( 穀

類)* 

0.01*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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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大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小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瓜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米類 0.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李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豆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果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油桃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落花生 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柑桔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根莖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桃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茶 10.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堅果類 0.2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他梨果類

( 李 、 油

桃 、 桃 除

外)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燕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蕈菜類 0.3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蘋果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 他 ( 穀

類)* 
0.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十字花科蔬

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山茼蒿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不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木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毛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火龍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牛蒡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冬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半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甘藷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白鳳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印度棗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百香果 1.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大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小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瓜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米類 0.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李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豆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果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油桃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落花生 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柑桔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根莖菜類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桃 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茶 10.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堅果類 0.2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他梨果類

( 李 、 油

桃 、 桃 除

外)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燕麥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蕈菜類 0.3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蘋果 1.0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十字花科蔬

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山茼蒿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不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木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毛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火龍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牛蒡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冬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半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甘藷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白鳳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印度棗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百香果 1.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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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tefuran 達特南 竹筍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米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西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李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杏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芋頭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芒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豆薯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其他瓜果類

(西瓜、洋

香瓜、香瓜

除外)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其他瓜菜類

(冬瓜、南

瓜、扁蒲、

苦瓜、夏南

瓜 、 隼 人

瓜、絲瓜、

越瓜除外)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枇杷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果菜類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油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芳香萬壽菊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芹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金針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南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扁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扁蒲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枸杞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柑桔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柑桔類 (柑

桔除外)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柿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洋香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洋蔥 0.1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秋葵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紅棗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紅鳳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苦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茄子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香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香蕉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夏南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桑椹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茶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竹筍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米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西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李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杏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芋頭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芒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豆薯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其他瓜果類

(西瓜、洋

香瓜、香瓜

除外)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其他瓜菜類

(冬瓜、南

瓜、扁蒲、

苦瓜、夏南

瓜 、 隼 人

瓜、絲瓜、

越瓜除外)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枇杷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果菜類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油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芳香萬壽菊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芹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金針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南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扁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扁蒲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枸杞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柑桔類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柿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洋香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洋蔥 0.1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秋葵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紅棗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紅鳳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苦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茄子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香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香蕉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夏南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桑椹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茶 1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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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tefuran 達特南 茶籽 0.2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茼蒿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草莓 1.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豇豆(鮮)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隼人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梅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甜椒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棉籽 0.2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石榴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茄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荔枝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紫蘇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絲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菊花 10.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菜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菠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萊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越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黃金果 0.7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楊桃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葉用甘藷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葉用豌豆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葡萄 1.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葡萄(乾) 3.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酪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榴槤蜜 0.7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辣椒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辣椒(乾) 5.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鳳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蓮霧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蔓越莓 0.1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豌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翼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蕹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闊包菊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羅勒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蘆筍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蘋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茶籽 0.2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草莓 1.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茼蒿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豇豆(鮮)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隼人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梅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甜椒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棉籽 0.2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石榴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茄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番荔枝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絲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菊花 10.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菜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菠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萊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越瓜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黃金果 0.7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楊桃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葉用甘藷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葉用豌豆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葡萄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葡萄(乾) 3.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酪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榴槤蜜 0.7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辣椒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辣椒(乾) 5.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鳳梨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蓮霧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蔓越莓 0.1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豌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翼豆 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蕹菜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闊包菊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羅勒 2.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蘆筍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蘋果 1.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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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tefuran 達特南 櫻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蘿蔔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蠶豆(鮮) 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Ethiprole 益斯普 柑桔 0.4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茶 10.0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番石榴 0.2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蘋果 1.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Etoxazole 依殺蟎 小黃瓜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木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印度棗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西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李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油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柑桔類 0.7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洋香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胡瓜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茉莉花 5.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香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茶類 5.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草莓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啤酒花 1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堅果類 0.01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梨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他梨果類

(印度棗、

李、油桃、

桃、梨、蘋

果、櫻桃除

外) 

0.07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番石榴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葡萄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蘋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櫻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Fluensulfone 氟速芬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2.0 殺 線 蟲

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櫻桃 1.0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蘿蔔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蠶豆(鮮) 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Ethiprole 益斯普 番石榴 0.2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蘋果 1.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Etoxazole 依殺蟎 小黃瓜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木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印度棗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西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李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油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柑桔類 0.7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洋香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胡瓜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茉莉花 5.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香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茶類 5.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草莓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啤酒花 1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堅果類 0.01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梨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他梨果類

(印度棗、

李、油桃、

桃、梨、蘋

果、櫻桃除

外) 

0.07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葡萄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蘋果 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櫻桃 1.0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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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sulfone 氟速芬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1.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山茼蒿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不結球萵苣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半結球萵苣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瓜果類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瓜菜類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白鳳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芫荽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芳香萬壽菊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芹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咸豐草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枸杞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紅鳳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茄子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香瓜茄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茼蒿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草莓 0.3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甜椒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番茄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結球萵苣 1.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菠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葉用甘藷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葉用甜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葉用豌豆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辣椒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樹番茄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龍鬚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蕹菜 2.0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闊包菊 2.0 殺 線 蟲

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Fluopyram 氟派瑞 小黃瓜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木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火龍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百香果 0.8 殺菌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枸杞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茄子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香瓜茄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甜椒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番茄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辣椒 0.5 殺 線 蟲

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樹番茄 0.5 殺 線 蟲

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Fluopyram 氟派瑞 小黃瓜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木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火龍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百香果 0.8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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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pyram 氟派瑞 芒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其他乾豆類

(落花生除

外) 

0.07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其他梨果類

(桃、櫻桃

除外)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紅毛丹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胡瓜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胡蘿蔔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香蕉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桃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茶 5.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草莓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荔枝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馬鈴薯 0.03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堅果類 0.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甜菜根 0.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無花果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石榴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茄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荔枝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楊桃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落花生 0.03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葡萄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葡萄(乾) 5.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酪梨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蓮霧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龍眼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櫻桃 0.7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大豆 0.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大麥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小扁豆(乾) 0.4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小麥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山葵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山藥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毛豆 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牛蒡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玉米 0.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瓜果類 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瓜菜類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芒果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其他乾豆類

(落花生除

外) 

0.07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其他梨果類

(桃、櫻桃

除外)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紅毛丹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胡瓜 0.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胡蘿蔔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香蕉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桃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草莓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荔枝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馬鈴薯 0.03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堅果類 0.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甜菜根 0.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無花果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石榴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茄 0.4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番荔枝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楊桃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落花生 0.03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葡萄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葡萄(乾) 5.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酪梨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蓮霧 2.0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龍眼 0.8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櫻桃 0.7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大豆 0.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大麥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小扁豆(乾) 0.4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小麥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山葵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毛豆 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牛蒡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玉米 0.01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瓜果類 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瓜菜類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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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apyroxad 氟克殺 甘藷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印度棗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米類 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李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杏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杏仁 0.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豆薯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豆菜類

(毛豆除外)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乾豆類

(大豆、落

花生、小扁

豆、棉籽、

豌豆、油菜

籽、葵花籽

除外)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梨果類

(李、杏、

油桃、桃、

梅、櫻桃除

外) 

0.9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果菜類 0.6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油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油菜籽 0.8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狗尾草根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洋蔥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美洲胡桃 0.06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胡蘿蔔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香蕉 1.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草莓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馬鈴薯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梅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甜菜根 0.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棉籽 0.01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無花果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番茄 0.7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黑皮婆羅門

參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黑麥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落花生 0.01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葡萄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葵花籽 0.8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蒜頭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辣椒(乾) 6.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豌豆(乾) 0.4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燕麥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印度棗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米類 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李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杏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杏仁 0.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豆薯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豆菜類

(毛豆除外)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乾豆類

(大豆、落

花生、小扁

豆、棉籽、

豌豆除外)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其他梨果類

(李、杏、

油桃、桃、

梅、櫻桃除

外) 

0.9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果菜類 0.6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油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狗尾草根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洋蔥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美洲胡桃 0.06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胡蘿蔔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香蕉 1.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草莓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馬鈴薯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梅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甜菜根 0.1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棉籽 0.01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番茄 0.7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黑麥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落花生 0.01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蒜頭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辣椒(乾) 6.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豌豆(乾) 0.4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燕麥 2.0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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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xapyroxad 氟克殺 蕪菁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闊葉大豆根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藍莓 5.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蘆筍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櫻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蘿蔔 0.03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Hexaflumuron 六伏隆 瓜果類 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乾豆類 0.1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他 (蔬果

類)* 
0.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 他 ( 穀

類)* 
0.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玫瑰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柑桔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茶類 2.0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梨果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菊花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蓮花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他 (蔬果

類)* 
0.02*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 他 ( 穀

類)* 
0.04*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 他 ( 茶

類)* 
0.1*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2.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3.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小黃瓜 0.3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不結球萵苣 8.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冬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半結球萵苣 8.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5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西瓜 0.3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青蔥 7.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南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扁蒲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枸杞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洋蔥 0.1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胡瓜 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蕪菁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闊葉大豆根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藍莓 5.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蘆筍 0.03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櫻桃 2.0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蘿蔔 0.03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Hexaflumuron 六伏隆 瓜果類 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乾豆類 0.1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他 (蔬果

類)* 
0.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 他 ( 穀

類)* 
0.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其 他 ( 茶

類)* 
0.1*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玫瑰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柑桔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茶類 2.0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梨果類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菊花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蓮花 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他 (蔬果

類)* 
0.02*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 他 ( 穀

類)* 
0.04*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其 他 ( 茶

類)* 
0.25*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2.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3.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小黃瓜 0.3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不結球萵苣 8.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半結球萵苣 8.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5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青蔥 7.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枸杞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洋蔥 0.1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胡瓜 0.3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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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苦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茄子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夏南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草莓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隼人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馬鈴薯 0.01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啤酒花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甜椒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番茄 2.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絲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越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葡萄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葡萄(乾)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辣椒 1.0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大豆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木瓜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玉米 0.02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瓜菜類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甘藍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甘藷 0.02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李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李(乾)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豆菜類

(豌豆除外)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乾豆類

(大豆除外)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梨果類

(梨、蘋果

除外)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油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青花菜 3.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柑桔類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胡蘿蔔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食用花生油 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茶 10.0 殺蟲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茄子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夏南瓜 0.2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草莓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馬鈴薯 0.01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啤酒花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甜椒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番茄 2.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葡萄 1.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葡萄(乾) 5.0 殺菌劑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辣椒 1.0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ecarbam 滅加松 大漿果類 0.1 殺蟲劑 

Mecarbam 滅加松 核果類 0.1 殺蟲劑 

Mecarbam 滅加松 乾豆類 0.1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大豆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木瓜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玉米 0.02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瓜菜類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甘藍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甘藷 0.02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李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豆菜類

(豌豆除外)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乾豆類

(大豆除外)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梨果類

(梨、蘋果

除外)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油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青花菜 3.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柑桔類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胡蘿蔔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食用花生油 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茶 10.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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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草莓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豇豆(乾) 5.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堅果類 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梨 1.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甜椒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甜菜根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棉籽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番茄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紫蘇(乾) 0.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落花生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葉用蘿蔔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葡萄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葡萄(乾)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酪梨 0.7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辣椒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蔓越莓 0.7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豌豆(乾) 5.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豌豆(鮮)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藍莓 4.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蘋果 1.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櫻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蘿蔔 0.4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 他 ( 穀

類)* 

0.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etolachlor 莫多草 大豆 0.2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毛豆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甘蔗類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甘藍 0.6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他雜糧類

(高粱除外)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洋蔥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馬鈴薯 0.2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高粱 0.3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乾豆類 (大

豆除外)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豌豆 0.3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藍莓 0.15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草莓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豇豆(乾) 5.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堅果類 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梨 1.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甜椒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甜菜根 0.3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棉籽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番茄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紫蘇(乾) 0.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落花生 0.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葉用蘿蔔 7.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葡萄 1.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葡萄(乾)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酪梨 0.7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辣椒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蔓越莓 0.7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豌豆(鮮)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豌豆(乾) 5.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藍莓 4.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蘋果 1.5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櫻桃 2.0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蘿蔔 0.4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 他 ( 穀

類)* 

0.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etolachlor 莫多草 大豆 0.2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毛豆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甘蔗類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甘藍 0.6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他雜糧類

(高粱除外)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洋蔥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高粱 0.3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乾豆類 (大

豆除外) 

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豌豆 0.3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藍莓 0.15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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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olinate 稻得壯 米類 0.1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刀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瓜果類 2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瓜菜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李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小漿果

類 (葡萄除

外)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梨果類

( 李 、 油

桃、桃及櫻

桃除外)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油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花豆(鮮)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扁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枸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枸杞葉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茄子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香瓜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香蕉 2.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核果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根莖菜類 0.2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豇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啤酒花 2.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甜椒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野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朝鮮薊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番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菜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萊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葡萄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辣椒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酸漿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豌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樹豆(鮮) 0.5 殺菌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olinate 稻得壯 米類 0.1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其 他 ( 茶

類)* 
0.2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瓜果類 2.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瓜菜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李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小漿果

類 (葡萄除

外)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梨果類

( 李 、 油

桃、桃及櫻

桃除外)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油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枸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枸杞葉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茄子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香瓜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香蕉 2.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核果類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根莖菜類 0.2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啤酒花 2.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甜椒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野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朝鮮薊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番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葡萄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辣椒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酸漿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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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lobutanil 邁克尼 樹番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翼豆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櫻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蠶豆(鮮)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小葉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包葉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瓜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米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豆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芫荽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金針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枸杞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香瓜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根莖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乾豆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甜椒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番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辣椒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酸漿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樹番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雜糧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Pretilachlor 普拉草 米類 0.1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piromesifen 賜滅芬 仙草 5.0 殺蟲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樹番茄 0.5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櫻桃 1.0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小葉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包葉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瓜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米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豆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金針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枸杞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香瓜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根莖菜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乾豆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甜椒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番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辣椒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酸漿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樹番茄 0.05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雜糧類 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Pretilachlor 普拉草 米類 0.1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 他 ( 穀

類)* 
0.04* 殺草劑 

Pretilachlor 普拉草 
其 他 ( 茶

類)* 
0.25* 殺草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Prothoate 飛克松 柑桔類 0.5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piromesifen 賜滅芬 仙草 5.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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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omesifen 賜滅芬 艾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李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杏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枇杷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枸杞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茄子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風茹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香瓜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桃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茶類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草莓 1.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梅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梨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甜椒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甜菊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野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番石榴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番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菊花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楊桃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葡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辣椒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酸漿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蓮霧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樹番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蘋果 2.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十字花

科包葉菜類

(甘藍除外)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小葉菜

類 (十字花

科 小 葉 菜

類、芹菜除

外)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山葵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木瓜 0.4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牛蒡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瓜果類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瓜菜類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甘藍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印度棗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百香果 0.1 殺蟎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艾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李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杏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枇杷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枸杞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茄子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風茹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香瓜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桃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草莓 1.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梅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梨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甜椒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甜菊葉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野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番石榴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番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菊花 5.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楊桃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葡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辣椒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酸漿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蓮霧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樹番茄 2.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蘋果 2.0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十字花

科包葉菜類

(甘藍除外)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小葉菜

類 (十字花

科 小 葉 菜

類、芹菜除

外)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山葵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木瓜 0.4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牛蒡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瓜果類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瓜菜類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甘藍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印度棗 0.5 殺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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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艾草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李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杏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杏仁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芒果 0.3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豆菜類 1.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豆薯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火龍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奇異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枇杷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果菜類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油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狗尾草根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芹菜 4.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青花菜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柑桔類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柿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洋甘菊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洋蔥 0.4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紅棗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美洲胡桃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風茹草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香蕉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夏南瓜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茶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馬鈴薯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乾豆類

(棉籽、大

豆除外)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啤酒花 1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堅果類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梅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梨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梨果類

(印度棗、

李、杏、枇

杷、油桃、

紅棗、桃、

梅、梨、櫻

桃除外)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朝鮮薊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棉籽 0.3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番石榴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番荔枝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艾草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李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杏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杏仁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芒果 0.3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豆菜類 1.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豆薯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火龍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奇異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枇杷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果菜類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油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狗尾草根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芹菜 4.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青花菜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柑桔類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柿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洋甘菊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洋蔥 0.4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紅棗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美洲胡桃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風茹草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香蕉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夏南瓜 0.2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茶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馬鈴薯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乾豆類

(棉籽、大

豆除外)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啤酒花 1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堅果類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梅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梨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其他梨果類

(印度棗、

李、杏、枇

杷、油桃、

紅棗、桃、

梅、梨、櫻

桃除外)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朝鮮薊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棉籽 0.3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番石榴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番荔枝 0.1 殺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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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結球萵苣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菊花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菠菜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大豆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黃金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楊桃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乾) 4.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柚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酪梨 0.6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榴槤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鳳梨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蓮霧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蕪菁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闊葉大豆根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檸檬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蘋果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櫻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蘿蔔 0.8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ulfoxaflor 速殺氟 大麥 0.6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小麥 0.2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小葉菜類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木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瓜果類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瓜菜類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印度棗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百香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李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芒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十字花

科包葉菜類

(花椰菜除

外)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根莖菜

類 (蒜頭、

洋蔥、胡蘿

蔔除外) 

0.03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乾豆類

(棉籽、油

菜籽除外) 

0.3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奇異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枇杷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果菜類 1.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油菜籽 0.15 殺蟲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結球萵苣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菊花 1.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菠菜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大豆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黃金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楊桃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乾) 4.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葡萄柚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酪梨 0.6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榴槤蜜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鳳梨 0.1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蓮霧 2.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蕪菁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闊葉大豆根 0.8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檸檬 0.5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蘋果 0.7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櫻桃 3.0 殺蟎劑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蘿蔔 0.8 殺蟎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Sulfoxaflor 速殺氟 大麥 0.6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小麥 0.2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小葉菜類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瓜果類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瓜菜類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芒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十字花

科包葉菜類

(花椰菜除

外)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根莖菜

類 (蒜頭、

洋蔥、胡蘿

蔔除外) 

0.03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其他乾豆類

(棉籽、油

菜籽除外) 

0.3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果菜類 1.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油菜籽 0.1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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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oxaflor 速殺氟 花椰菜 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柑桔類 0.7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柿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洋蔥 0.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紅棗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紅龍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胡蘿蔔 0.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香蕉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桃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桑椹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草莓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梅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梨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朝鮮薊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棉籽 0.4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無花果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番石榴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番荔枝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黃金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楊桃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楊梅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葡萄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葡萄(乾) 6.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酪梨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榴槤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蒜頭 0.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辣椒(乾) 1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鳳梨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蓮霧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諾麗果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蘋果 0.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大麥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小麥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小黃瓜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山葵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山藥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木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火龍果 0.5 殺菌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花椰菜 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柑桔類 0.7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洋蔥 0.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胡蘿蔔 0.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草莓 0.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朝鮮薊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棉籽 0.4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葡萄 2.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葡萄(乾) 6.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蒜頭 0.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辣椒(乾) 15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小麥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大麥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小黃瓜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山葵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山藥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木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火龍果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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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uconazole 得克利 牛蒡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可可豆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瓜果類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甘藍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印度棗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百香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米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艾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李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杏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芒果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咖啡豆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奇異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抱子甘藍 0.3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枇杷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油桃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花椰菜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金盞花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青花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咸豐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枸杞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柿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洋甘菊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洋蔥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紅毛丹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紅棗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紅蔥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胡瓜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胡蘿蔔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茄子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風茹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香瓜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香蕉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夏南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桃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茶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草莓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荔枝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馬鈴薯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乾豆類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啤酒花 3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堅果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牛蒡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可可豆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瓜果類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甘藍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百香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米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艾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李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杏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芒果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咖啡豆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奇異果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抱子甘藍 0.3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枇杷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油桃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花椰菜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金盞花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青花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咸豐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枸杞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柿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洋甘菊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洋蔥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紅毛丹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紅蔥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胡瓜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胡蘿蔔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茄子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風茹草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香瓜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香蕉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夏南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桃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茶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草莓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荔枝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馬鈴薯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乾豆類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啤酒花 3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堅果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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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uconazole 得克利 接骨木莓 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梅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梨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甜椒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野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朝鮮薊 0.6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無花果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石榴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茄 0.7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荔枝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結球萵苣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菊花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黃金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黑皮波羅門

參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黑麥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奧勒岡草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楊桃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葡萄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葡萄(乾) 7.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酪梨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蒜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辣椒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酸漿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蓮霧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樹番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橄欖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蕎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龍眼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蟛蜞菊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蘋果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櫻桃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蘿蔔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接骨木莓 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梅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梨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甜椒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野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朝鮮薊 0.6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無花果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石榴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茄 0.7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番荔枝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結球萵苣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菊花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黃金果 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黑皮波羅門

參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黑麥 0.1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奧勒岡草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楊桃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葡萄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葡萄(乾) 7.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酪梨 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蒜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辣椒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酸漿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蓮霧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樹番茄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橄欖 0.05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蕎頭 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龍眼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蟛蜞菊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蘋果 1.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櫻桃 2.0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蘿蔔 0.4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他 (蔬果

類)* 

0.01*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 他 ( 穀

類)* 

0.02* 殺菌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其 他 ( 茶

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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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五條附表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輸入

日期 

禁止銷售、使用

日期 

有 機 水 銀

劑 

Organic mercury 六十年十月二十

五日 

六十一年十月二

十五日 

安特靈 Endrin 六十年元月一日 六十一年元月一

日 

滴滴涕 DDT 六十二年七月一

日 

六十三年七月一

日 

飛佈達 Heptachlor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阿特靈 Aldrin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地特靈 Dieldrin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蟲必死 BHC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福賜松 Leptophos 六十六年六月一

日 

六十七年六月一

日 

護 谷 、 護

谷 殺 丹 、

護 得 壯 、

丁拉護谷 

Nitrofen 七十年元月一日 七十二年元月一

日 

二 溴 氯 丙

烷 

DBCP 七十年六月六日  

克氯苯 Chlorobenzilate 七十一年九月二

十一日 

七十二年九月二

十一日 

毒殺芬 Toxaphene 七十二年七月十

九日 

七十三年元月十

九日 

五氯酚鈉 PCP-Na 七十二年七月十

九日 

七十三年元月十

九日 

二溴乙烷 EDB 七十三年二月二

十二日 

 

靈丹 γ-BHC (Lindane) 七十三年八月七

日 

七十四年二月一

日 

達諾殺 Dinoseb 七十五年十二月

八日 

七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 

氰乃淨 Cyanazine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七十七年七月一

日 

滴滴 Dichloropropane- 
Dichloropropene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樂乃淨 Fenchlorphos 七十六年九月二

日 

七十六年九月二

日 

四氯丹 Captafol 七十六年十月二

十二日 

七十七年十月一

日 

亞 拉 生 長

素 

Daminozide 七十八年六月二

十一日 

七十九年元月一

日 

福爾培 Folpet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錫蟎丹 Cyhexatin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五氯硝苯 PCNB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白粉克 Dinocap 七十九年五月九

日 

七十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大脫蟎 Dinobuton 八十年五月二十

七日 

八十年十二月一

日 

得滅克 Aldicarb 八十年十月十五

日 

八十一年元月一

日 

全滅草 Chlornitrofen, 

CNP 
輸入：八十三年

七月十

五日 

 

八十六年元月一

日 

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輸入

日期 

禁止銷售、使用

日期 

有 機 水銀

劑 

Organic mercury 六十年十月二十

五日 

六十一年十月二

十五日 

安特靈 Endrin 六十年元月一日 六十一年元月一

日 

滴滴涕 DDT 六十二年七月一

日 

六十三年七月一

日 

飛佈達 Heptachlor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阿特靈 Aldrin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地特靈 Dieldrin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蟲必死 BHC 六十四年元月一

日 

六十四年十月一

日 

福賜松 Leptophos 六十六年六月一

日 

六十七年六月一

日 

護 谷 、護

谷 殺 丹、

護 得 壯、

丁拉護谷 

Nitrofen 七十年元月一日 七十二年元月一

日 

二 溴 氯丙

烷 

DBCP 七十年六月六日  

克氯苯 Chlorobenzilate 七十一年九月二

十一日 

七十二年九月二

十一日 

毒殺芬 Toxaphene 七十二年七月十

九日 

七十三年元月十

九日 

五氯酚鈉 PCP-Na 七十二年七月十

九日 

七十三年元月十

九日 

二溴乙烷 EDB 七十三年二月二

十二日 

 

靈丹 γ-BHC (Lindane) 七十三年八月七

日 

七十四年二月一

日 

達諾殺 Dinoseb 七十五年十二月

八日 

七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 

氰乃淨 Cyanazine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七十七年七月一

日 

滴滴 Dichloropropane- 
Dichloropropene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七十六年七月九

日 

樂乃淨 Fenchlorphos 七十六年九月二

日 

七十六年九月二

日 

四氯丹 Captafol 七十六年十月二

十二日 

七十七年十月一

日 

亞 拉 生長

素 

Daminozide 七十八年六月二

十一日 

七十九年元月一

日 

福爾培 Folpet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錫蟎丹 Cyhexatin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五氯硝苯 PCNB 七十八年七月十

三日 

七十九年七月一

日 

白粉克 Dinocap 七十九年五月九

日 

七十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大脫蟎 Dinobuton 八十年五月二十

七日 

八十年十二月一

日 

得滅克 Aldicarb 八十年十月十五

日 

八十一年元月一

日 

全滅草 Chlornitrofen, 

CNP 
輸入：八十三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八十六年元月一

日 

增列 「 滅 加

松」、「飛克

松」、「安殺

番」為公告禁

用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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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八十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

日 

 

得脫蟎 Tetradifon 八十三年十月四

日 

八十五年七月一

日 

飛克松 Prothoate 八十四年三月二十

四日 

八十六年一月一

日 

能死蟎 MNFA (Nissol) 八十五年七月三

日 

八十八年十一月

一日 

得氯蟎 Dienochlor 八十五年十月十

四日 

八十七年八月一

日 

一品松 EPN 八十五年十二月

九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月三

十一日止) 

八十七年八月一

日 

亞環錫 Azocyclotin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三苯醋錫 TPTA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三苯羥錫 TPTH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鋅乃浦 Zineb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百蟎克 Binapacryl 九十年七月一日 九十年七月一日 

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九十二年四月一

日 

西脫蟎 Benzoxim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克氯蟎 Chlorophyl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殺蟎多 smi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可力松 Cone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得滅多 Buthiob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普得松 Ditalimf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加芬松 Carbopheno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甲 基 滅 賜

松 

Demep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美福松 Mephosfola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得拉松 Dialif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殺力松 Sali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溴磷松 Bromoph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繁福松 Fensulfo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福木松 Formothion 九十二年七月一

日 

九十五年一月一

日 

殺佈蟎 Cycloprate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賜加落 Pyracarbolid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九十三年二月二

製造：八十四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得脫蟎 Tetradifon 八十三年十月四

日 

八十五年七月一

日 

    

能死蟎 MNFA (Nissol) 八十五年七月三

日 

八十八年十一月

一日 

得氯蟎 Dienochlor 八十五年十月十

四日 

八十七年八月一

日 

一品松 EPN 八十五年十二月

九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月三

十一日止) 

八十七年八月一

日 

亞環錫 Azocyclotin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三苯醋錫 TPTA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三苯羥錫 TPTH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鋅乃浦 Zineb 八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 (得加工至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八十八年元月一

日 

百蟎克 Binapacryl 九十年七月一日 九十年七月一日 

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九十二年四月一

日 

西脫蟎 Benzoxim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克氯蟎 Chlorophyl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殺蟎多 smi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可力松 Cone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得滅多 Buthiobate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普得松 Ditalimf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加芬松 Carbopheno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甲 基 滅賜

松 

Demep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美福松 Mephosfola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得拉松 Dialif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殺力松 Sali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溴磷松 Bromophos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繁福松 Fensulfothion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九十二年六月三

日 

福木松 Formothion 九十二年七月一

日 

九十五年一月一

日 

殺佈蟎 Cycloprate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賜加落 Pyracarbolid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九十三年二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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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十五日 

滅蘇民 Aziprotryne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固毆寧 Glyodin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益多松 Etrimfos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普滅克 

 

Promecarb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滅加松 Mecarbam 九十五年一月三日 九十五年一月三

日 

安殺番 Endosulfan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

日 

一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 
 

五日 十五日 

滅蘇民 Aziprotryne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固毆寧 Glyodin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益多松 Etrimfos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普滅克 Promecarb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

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