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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刪除未訂農藥殘留容許量之使用範圍一覽表 

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凡殺克絕                                               FAMOXADONE + CYMOXANIL WG 52.500 百香果 疫病 未訂 1051216 

    紅毛丹 疫病 未訂 1051216 

        酪梨 疫病 未訂 1051216 

可芬諾                                                CHROMAFENOZIDE SC 5.000 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十字花科乾

豆類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山葵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山藥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葉蜂類 未訂 1051230 

    山蘇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丹參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仙草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豆科根菜類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芫荽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芹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南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扁蒲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洋甘菊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洛神葵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秋葵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胡麻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茄科小葉菜

類 

植食性瓢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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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茄科果菜類 植食性瓢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風茹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香椿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夏南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草莓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隼人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旋花科小葉

菜類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旋花科根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莧菜 夜蛾類 未訂 1051102 

     螟蛾類 未訂 1051102 

    紫蘇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絲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菊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包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菱角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褐帶紋水螟蛾 未訂 1051230 

    越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當歸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落葵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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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葫蘆科小葉

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過溝菜蕨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蓮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豌豆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蕪菁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龍骨瓣莕菜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薄荷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羅勒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藜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藜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蘆筍 金花蟲類 未訂 1051230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30 

因得克                                                INDOXACARB EC 15.800 茶 小綠葉蟬 0.01* 1060310 

因滅汀                                                EMAMECTIN BENZOATE EC 19.2 G/L 

(1.92% 

W/V)                          

豆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豆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2.150 豆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豆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油茶 捲葉蛾類 未訂 1051216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5.000 豆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豆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EW 2.150 豆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豆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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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SG 5.000 豆科小葉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豆科乾豆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金針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菊科根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百克敏                                                PYRACLOSTROBIN EC 23.600 莧菜 炭疽病 未訂 1051102 

百利普芬                                               PYRIPROXYFEN EC 11.000 山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白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洋甘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秋葵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紅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小葉菜

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果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風茹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菠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黃耆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EW 11.000 山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白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洋甘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秋葵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紅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小葉菜

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果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風茹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菠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黃耆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SC 11.000 山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白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洋甘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秋葵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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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紅鳳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小葉菜

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果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風茹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茼蒿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菠菜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黃耆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依芬寧                                                ETOFENPROX EC 10.000 小麥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竹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薑 玉米螟 未訂 1051216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WP 20.000 小麥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竹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薑 玉米螟 未訂 1051216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SL 13.500 茶 雜草 未訂 1051228 

   18.020 茶 雜草 未訂 1051228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EC 24.900 莧菜 炭疽病 未訂 1051102 

   250 G/L 

(25% 

W/V)                             

莧菜 炭疽病 未訂 1051102 

  SC 24.900 莧菜 炭疽病 未訂 1051102 

    WG 10.000 莧菜 炭疽病 未訂 1051102 

氟比拔克                                               FLUOPICOLIDE +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SC 60.800 旋花科小葉

菜類 

白銹病 未訂 1051216 

    旋花科根菜

類 

白銹病 未訂 1051216 

    甜菜 露菌病 未訂 1051216 

    莧菜 白銹病 未訂 1051102 

氟克殺                                                fluxapyroxad SC 300 G/L 

(30% 

W/V)                             

菊科根菜類 黑斑病 未訂 1051216 

        蔥科根菜類 黑斑病 未訂 1051216 

氟殺克敏                                               fluxapyroxad+pyraclostrobin SC 500 G/L 

(50% 

W/V)                             

茄科果菜類 白粉病 未訂 1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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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灰黴病 未訂 1051216 

    甜椒 炭疽病 未訂

+0.5 

1060310 

    葡萄 銹病 未訂

+2 

1060310 

培丹                                                 CARTAP SP 50.000 丹參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仙草 夜蛾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艾草 夜蛾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洋甘菊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毒蛾類 未訂 1051230 

    紫蘇 夜蛾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當歸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薄荷 夜蛾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繖形花科小

葉菜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30 

普拔克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SL 39.500 莧菜 幼苗疫病 未訂 1051102 

   66.500 莧菜 幼苗疫病 未訂 1051102 

達特南                                                DINOTEFURAN SG 20.000 莧菜 蚜蟲類 未訂 1051102 

銅右滅達

樂                                              

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M 

WP 71.600 百香果 疫病 未訂 1051216 

    紅毛丹 疫病 未訂 1051216 

    無花果 疫病 未訂 1051216 

    鼠李科梨果

類 

疫病 未訂 1051216 

銅滅達樂                                               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 

WP 76.500 百香果 疫病 未訂 1051216 

    紅毛丹 疫病 未訂 1051216 

    無花果 疫病 未訂 1051216 

        鼠李科梨果

類 

疫病 未訂 1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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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賜派滅                                                SPIROTETRAMAT OD 150 G/L 

(15% 

W/V)                             

十字花科根

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粉蝨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洋甘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秋葵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茄科果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風茹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旋花科根菜

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根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SC 100 G/L 

(10% 

W/V)                             

十字花科根

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艾草 粉蝨類 未訂

香辛 

1051230 

    洋甘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風茹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旋花科根菜

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菊科根菜類 粉蝨類 未訂 1051230 

賜滅芬                                                spiromesifen SC 240 G/L 

(24% 

W/V)                             

鼠李科梨果

類 

葉蟎類 未訂 1051216 

賜諾特                                                SPINETORAM SC 11.700 小米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5.870 小米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茄科小葉菜

類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諾伐隆                                                NOVALURON DC 100 G/L 

(10% 

W/V)                             

小米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小麥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玉米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竹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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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 英文普通名稱 劑型 含量% 作物名稱 病蟲名稱 MRL 通過日期 

    高粱 鱗翅目害蟲 未訂 1051216 

    薑 玉米螟 未訂 1051216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賽洛寧                                                LAMBDA-CYHALOTHRIN CS 2.46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EC 2.80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ME 2.50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SC 2.80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WG 5.00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鼠李科梨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WP 1.000 山茶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艾草 薊馬類 未訂

香辛 

1051216 

    洋甘菊 薊馬類 未訂 1051216 

    鼠李科梨果

類 

夜蛾類 未訂 1051216 

          毒蛾類 未訂 1051216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