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第三條附表一、第六條附表四修正草案 
 
附表一  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表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類別 容許量 
(ppm) 

備註 

Acetamiprid 亞滅培 玫瑰 1.0 殺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菊花 1.0 殺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蓮花 1.0 殺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羅勒 0.2 殺蟲劑 
Acrinathrin 阿納寧 玫瑰 0.5 殺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寧 菊花 0.5 殺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寧 蓮花 0.5 殺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菊花 0.1 殺蟎劑 
Benalaxyl 本達樂 玫瑰 0.5 殺菌劑 
Benalaxyl 本達樂 菊花 0.5 殺菌劑 
Benalaxyl 本達樂 蓮花 0.5 殺菌劑 
Bifenthrin 畢芬寧 菊花 1.0 殺蟲劑 

Bromopropylate 新殺蟎 菊花 1.0 殺蟎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玫瑰 1.0 殺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菊花 1.0 殺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蓮花 1.0 殺蟲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玫瑰 1.0 殺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洋甘菊 1.0 殺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洛神葵 0.5 殺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菊花 1.0 殺菌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 0.5 殺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洋甘菊 0.5 殺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菊花 0.8 殺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薄荷 0.8 殺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羅勒 0.5 殺蟲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菊花 0.1 生長調節劑 
Cyprodinil 賽普洛 玫瑰 1.0 殺菌劑 
Cyprodinil 賽普洛 菊花 1.0 殺菌劑 
Cyprodinil 賽普洛 蓮花 1.0 殺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菊花 0.5 殺菌劑 
Fenazaquin 芬殺蟎 玫瑰 0.5 殺蟎劑 



 

Fenazaquin 芬殺蟎 菊花 0.5 殺蟎劑 
Fenazaquin 芬殺蟎 蓮花 0.5 殺蟎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玫瑰 0.2 殺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菊花 0.2 殺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蓮花 0.2 殺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寧 玫瑰 0.5 殺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寧 菊花 0.5 殺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寧 蓮花 0.5 殺蟲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玫瑰 0.5 殺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菊花 0.5 殺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蓮花 0.5 殺蟎劑 

Fludioxonil 護汰寧 玫瑰 1.0 殺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寧 菊花 1.0 殺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寧 蓮花 1.0 殺菌劑 
Fluvalinate 福化利 菊花 0.5 殺蟲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玫瑰 2.0 殺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菊花 2.0 殺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蓮花 2.0 殺蟎劑 

Hexaconazole 菲克利 薄荷 0.5 殺菌劑 
Imibenconazole 易胺座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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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dacloprid 益達胺 玫瑰 0.5 殺蟲劑 
Imidacloprid 益達胺 菊花 0.5 殺蟲劑 
Imidacloprid 益達胺 蓮花 0.5 殺蟲劑 
Imidacloprid 益達胺 薄荷 1.0 殺蟲劑 

Malathion 馬拉松 玫瑰 1.0 殺蟲劑 
Malathion 馬拉松 洋甘菊 0.5 殺蟲劑 

Mepanipyrim 滅派林 玫瑰 1.0 殺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林 菊花 1.0 殺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林 蓮花 1.0 殺菌劑 

Metalaxyl 滅達樂 菊花 1.0 殺菌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玫瑰 0.2 殺蟎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薄荷 1.0 殺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洋甘菊 0.5 殺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菊花 0.5 殺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薄荷 1.0 殺蟲劑 
Propamocarb 普拔克 菊花 0.5 殺菌劑 



 

hydrochloride 
Propargite 毆蟎多 玫瑰 5.0 殺蟎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玫瑰 0.1 殺菌劑 
Triforine 賽福寧 玫瑰 0.05 殺菌劑 

 
 
附表四  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標準表中農作物類農產品之分類表 
類別 農作物類農產品 
9. 果菜類 番茄、茄子、甜椒、辣椒、金針、枸杞、秋葵、洛神葵等。 
21. 香辛植物及其他

草本植物 

玫瑰、菊花、蓮花、洋甘菊、薰衣草、薄荷、檸檬香茅、迷迭香、

胡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