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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三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三及第六條附表五修

正案 

 

(僅修訂部分) 

第三條附表一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Bicyclopyrone - 大麥 0.04 除草劑 

Bicyclopyrone - 小麥 0.04 除草劑 

Bicyclopyrone - 玉米 0.03 除草劑 

Bicyclopyrone - 甘蔗 0.02 除草劑 

Cartap  培丹 柿 0.5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蘋果 1.5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桃 0.05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梨 0.6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米類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芥菜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羅勒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紫蘇(乾)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山藥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豆薯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狗尾草根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闊葉大豆根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洋蔥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甘藷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蘆筍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蘿蔔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洛神葵(乾)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刀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扁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豇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菜豆 0.1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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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萊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豌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樹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翼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蠶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鷹嘴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荔枝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龍眼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楊梅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印度棗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枇杷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馬鈴薯 0.2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瓜菜類 0.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瓜果類 0.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蘋果 0.5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梨 0.8 殺蟲劑 

Cyenopyrafen 賽派芬 香蕉 0.1 殺蟎劑 

Cyenopyrafen 賽派芬 番荔枝 0.1 殺蟎劑 

Cyenopyrafen 賽派芬 百香果 0.1 殺蟎劑 

Cyenopyrafen 賽派芬 芒果 0.1 殺蟎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櫻桃 0.5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莧菜 1.0 殺菌劑 

Ethiprole 益斯普 咖啡豆 0.07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柿 0.1 殺蟲劑 

Ethiprole 益斯普 米 0.09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柑桔 5.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結球白菜 2.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結球萵苣 1.5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半結球萵苣 8.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不結球萵苣 8.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毛豆 2.0 殺蟲劑 

Florpyrauxifen-

benzyl 比拉芬 米類 0.02 除草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柑桔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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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azinam 扶吉胺 葡萄 0.04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奇異果 0.1 殺菌劑 

Flupyradifurone - 酪梨 0.6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 石榴 0.6 殺蟲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青花菜 0.6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甘藍 1.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結球萵苣 1.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香瓜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洋香瓜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油菜籽 0.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高粱 1.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草莓 1.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番茄 0.6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番茄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甜椒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茄子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辣椒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枸杞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香瓜茄 3.0 殺菌劑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樹番茄 3.0 殺菌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山藥 0.03 殺線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毛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刀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花豆(鮮)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扁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豇豆(鮮)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菜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萊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豌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樹豆(鮮)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翼豆 0.3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蠶豆(鮮) 0.3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橄欖 1.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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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Isofetamid - 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Isofetamid - 半結球萵苣  7.0 殺菌劑 

Isofetamid - 不結球萵苣 7.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番茄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甜椒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茄子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辣椒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枸杞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香瓜茄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樹番茄 2.0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芒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奇異果 1.0 殺菌劑 

Lufenuron 祿芬隆 毛豆 1.0 殺蟲劑 

Metaldehyde 聚乙醛 火龍果 0.07 殺螺劑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米類 0.1 殺蟲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山藥 0.05 殺蟎劑 

Oxolinic acid 歐索林酸 結球萵苣 3.0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瓜菜類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毛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刀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花豆(鮮)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扁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豇豆(鮮)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菜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萊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豌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樹豆(鮮)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翼豆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蠶豆(鮮)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番茄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甜椒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茄子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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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cycuron 賓克隆 枸杞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香瓜茄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樹番茄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蘋果 0.4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梨 0.4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柿 0.4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蘆筍 0.2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柑桔 3.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平硫瑞 葡萄 5.0 殺菌劑 

Pydiflumetofen 派滅芬 葡萄 1.5 殺菌劑 

Pydiflumetofen 派滅芬 草莓 1.5 殺菌劑 

Pyflubumide - 蘋果 0.7 殺蟎劑 

Pyflubumide - 櫻桃 1.5 殺蟎劑 

Pyflubumide - 桃 1.0 殺蟎劑 

Pyflubumide - 梨 0.7 殺蟎劑 

Pyflubumide - 柿 0.4 殺蟎劑 

Pyflubumide - 葡萄 1.0 殺蟎劑 

Pyflubumide - 草莓 0.8 殺蟎劑 

Pyflubumide - 柑桔 1.0 殺蟎劑 

Pyribencarb - 桃 2.0 殺菌劑 

Pyribencarb - 草莓 5.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毛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刀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花豆(鮮)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扁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豇豆(鮮)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菜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萊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豌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樹豆(鮮)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翼豆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蠶豆(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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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axane -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甘藍 1.0 除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胡蘿蔔 0.9 除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洋蔥 0.9 除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蕪菁 1.0 除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蕪菁葉 1.5 除草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米類 0.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紫蘇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杏仁 0.02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大麥 0.4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小麥 0.08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杏 0.4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櫻桃 1.5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高粱 0.2 殺蟲劑 

Tebuconazole 得克利 柑桔 4.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毛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刀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花豆(鮮)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扁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豇豆(鮮)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菜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萊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豌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樹豆(鮮)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翼豆 2.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蠶豆(鮮) 2.0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山芹菜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毛豆 0.08 殺菌劑 

 

第四條附表三  得免訂容許量之農藥一覽表 

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Tcba05 

貝萊斯芽孢桿菌BF Bacillus velezensis BF 

茉莉酸丙酯 Prohydrojas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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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五  農藥殘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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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瓜菜類 木鱉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