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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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五修

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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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zovindiflupyr - 洋蔥 0.02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 甜菜根 0.08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 青蔥 0.4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 小扁豆 0.15 殺菌劑 

Benzovindiflupyr - 鷹嘴豆(乾) 0.15 殺菌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青蔥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蒜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韭菜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韭黃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韭菜花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珠蔥 0.8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蕗蕎 0.8 殺蟎劑 

Bixafen - 大麥 0.4 殺菌劑 

Bixafen - 小麥 0.05 殺菌劑 

Bixafen - 玉米 0.01 殺菌劑 

Bixafen - 棉籽 0.2 殺菌劑 

Bixafen - 油菜籽 0.02 殺菌劑 

Bixafen - 落花生 0.01 殺菌劑 

Bixafen - 大豆 0.04 殺菌劑 

Bixafen - 葵花籽 2.0 殺菌劑 

Bixafen - 馬鈴薯 0.01 殺菌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十字花科包葉

菜類 
0.5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番茄 1.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甜椒 1.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茄子 1.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辣椒 1.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枸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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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香瓜茄 1.3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樹番茄 1.3 殺蟲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青蔥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蒜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韭菜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韭黃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韭菜花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珠蔥 0.5 殺蟎劑 

Etoxazole 依殺蟎 蕗蕎 0.5 殺蟎劑 

Fluopyram 氟派瑞 小麥 0.15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油菜籽 0.3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胡蘿蔔 0.1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馬鈴薯 0.1 殺菌劑 

Fluopyram 氟派瑞 櫻桃 0.7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木瓜 0.5 殺菌劑 

Fluxapyroxad 氟克殺 黃金果 0.5 殺菌劑 

MAFA 鐵甲砷酸銨 瓜果類 0.5 殺菌劑 

MAFA 鐵甲砷酸銨 米類 0.5 殺菌劑 

MAFA 鐵甲砷酸銨 雜糧類 0.5 殺菌劑 

MALS 滅紋 米類 0.5 殺菌劑 

MALS 滅紋 雜糧類 0.5 殺菌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乾豆類 0.03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大漿果類 0.1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核果類 0.1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茶類 0.5 殺蟲劑 

Paraquat 巴拉刈 茶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其他乾豆類(大

豆除外) 
0.2 殺草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米類 0.5 殺蟲劑 

Phosphamidon 福賜米松 米類 0.05 殺蟲劑 

Phosphamidon 福賜米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黃金果 0.5 殺菌劑 

Pyribencarb 派本克 葡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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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riofenone 派芬農 黑莓 0.9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藍莓 1.5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洋香瓜 0.2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夏南瓜 0.1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甜椒 0.2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辣椒 0.2 殺菌劑 

Pyriofenone 派芬農 番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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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3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CL3 

肉桂醛 Cinnamaldehyde 

氯酸鈉 Sodium chl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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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乾豆類 鷹嘴豆(乾) 

11. 豆菜類 鷹嘴豆(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