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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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ppm)  

2,4-D 二‧四地 小麥 2.0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小漿果類 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玉米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甘蔗類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米類 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李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杏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杏仁 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油桃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柑桔類 2.0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桃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馬鈴薯 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高粱 0.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堅果類 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梅 0.05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櫻

桃除外) 

0.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大豆 0.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黑麥 2.0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葡萄 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蔓越莓 0.1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蘆筍 1.0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櫻桃 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其他(蔬果類)* 0.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2,4-D 二‧四地 其他(茶類)* 0.1* 殺草劑 

2,6-DIPN  馬鈴薯 1.0 生長調節劑 

2-Phenylphenol  柑桔類 10 殺菌劑 

2-Phenylphenol  梨 20 殺菌劑 

2-Phenylphenol  奧勒岡草 0.5 殺菌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0.05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小黃瓜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其他小葉菜類

(芹菜除外) 
0.05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小漿果類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其他包葉菜類

(十字花科包葉

菜類、結球萵苣

除外)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瓜果類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李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杏仁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果菜類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油桃 0.09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芹菜 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柑桔類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胡瓜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胡桃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茉莉花 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夏南瓜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根莖菜類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桃 0.09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茶類 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啤酒花 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梅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梨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棉籽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紫蘇(乾) 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結球萵苣 0.05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菊花 0.5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酪梨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辣椒(乾) 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蘋果 0.02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櫻桃 0.09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小葉菜類

(芹菜除外)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菜豆(乾)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瓜菜類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白木耳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米類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豆菜類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果菜類 (甜

椒除外)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花豆(乾豆)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芹菜 4.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紅腎豆(乾豆)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香辛植物 0.2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根莖菜類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梨果類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甜椒 4.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結球萵苣 5.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萊豆(乾豆) 1.0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大豆 0.3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蔓越莓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雜糧類 0.5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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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tamiprid 亞滅培 刀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大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小扁豆(乾)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小黃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山茼蒿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山藥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不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半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木瓜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毛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火龍果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牛蒡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冬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瓜果類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瓜菜類 (小

黃瓜、冬瓜、南

瓜、扁蒲、胡

瓜、苦瓜、夏南

瓜、隼人瓜、絲

瓜、越瓜除外) 

0.2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甘藷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白鳳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百香果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竹筍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豆菜類 (刀

豆、毛豆、花

豆、扁豆、豇

豆、菜豆、萊

0.4 殺蟲劑 



豆、豌豆、樹

豆、翼豆、蠶

豆、鷹嘴豆除

外) 

Acetamiprid 亞滅培 豆薯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果菜類 (枸

杞、秋葵、茄

子、甜椒、番

茄、辣椒除外) 

0.2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狗尾草根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玫瑰(鮮)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玫瑰(乾)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花豆(鮮)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花豆(乾)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芳香萬壽菊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芹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南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扁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扁蒲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柑桔類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洋牛蒡葉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洋蔥 0.02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枸杞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秋葵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紅毛丹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紅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紅鳳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胡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苦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茄子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茉莉花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風茹草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香蕉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夏南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核果類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草莓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茶籽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茶類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茭白筍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茼蒿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豇豆(鮮)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豇豆(乾)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隼人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啤酒花 0.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堅果類 0.06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梨果類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甜椒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莧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野薑花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朝鮮薊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棉籽 0.7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番石榴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番茄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番荔枝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絲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菊花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菜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菠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菱角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萊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越瓜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黃金果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黑皮波羅門參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楊桃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落花生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葉用甘藷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葉用豌豆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葡萄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酪梨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鼠尾草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榴槤蜜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綠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蒜頭 0.02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辣椒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辣椒(乾)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鳳梨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蓮花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蓮藕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蓮霧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青蔥 5.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豌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樹豆(鮮)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樹豆(乾)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翼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闊包菊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闊葉大豆根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蕹菜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羅勒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蘆筍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蘿蔔 0.5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蠶豆(鮮)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蠶豆(乾)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鷹嘴豆 1.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Acetochlor  甜玉米 0.05 殺草劑 

Acibenzolar-S-methyl  不結球萵苣 0.05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半結球萵苣 0.05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甘藍 0.6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芹菜 0.2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芥菜 0.3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青花菜 0.6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洋蔥 0.1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胡瓜 1.0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甜椒 0.6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番茄 0.6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結球萵苣 0.1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菠菜 0.3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辣椒 0.6 殺菌劑 

Acibenzolar-S-methyl  蘋果 0.05 殺菌劑 

Acifluorfen 亞喜芬 乾豆類 0.1 殺草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油桃 0.2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玫瑰 0.5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茉莉花 2.0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桃 0.2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茶 2.0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梨 0.1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菊花 2.0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葡萄 2.0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蓮花 0.5 殺蟎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蘋果 0.1 殺蟎劑 

Alachlor 拉草 包葉菜類 0.2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玉米 0.2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甘蔗類 0.1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果菜類 0.2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乾豆類 0.1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Alachlor 拉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Alanycarb  油桃 2.0 殺蟲劑 

Alanycarb  柑桔 1.0 殺蟲劑 

Alanycarb  桃 2.0 殺蟲劑 

Alanycarb  梨 2.0 殺蟲劑 

Alanycarb  葡萄 1.0 殺蟲劑 

Alanycarb  蘋果 2.0 殺蟲劑 

Allethrin 亞烈寧 蕈菜類 3.0 殺蟲劑 

Allethrin 亞烈寧 其他(蔬果類)* 0.02* 殺蟲劑 

Allethrin 亞烈寧 其他(穀類)* 0.1* 殺蟲劑 

Allethrin 亞烈寧 其他(茶類)* 0.1* 殺蟲劑 

Alloxydim (sodium) 亞汰草 乾豆類 1.0 殺草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小黃瓜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不結球萵苣 4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半結球萵苣 4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瓜果類 3.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其他瓜菜類 (小

黃瓜、胡瓜除

外) 

3.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其他果菜類 (金

針、枸杞、洛神

葵、茄子 、香瓜

茄、甜椒、番

茄、辣椒、酸

漿、樹番茄除

外) 

1.5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芥菜 4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金針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青花菜 6.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枸杞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洋蔥 1.5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洛神葵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胡瓜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紅蔥頭 1.5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茄子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香瓜茄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啤酒花 1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甜椒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番茄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葡萄 5.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蒜頭 1.5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辣椒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酸漿 2.0 殺菌劑 

Ametoctradin 滅脫定 樹番茄 2.0 殺菌劑 

Ametryn 草殺淨 小漿果類 0.5 殺草劑 

Ametryn 草殺淨 甘蔗類 0.1 殺草劑 

Aminoethoxyvinyl- 

glycine 
艾維激素 油桃 0.08 生長調節劑 

Aminoethoxyvinyl- 

glycine 
艾維激素 桃 0.08 生長調節劑 

Aminoethoxyvinyl- 

glycine 
艾維激素 梨 0.08 生長調節劑 

Aminoethoxyvinyl- 

glycine 
艾維激素 鳳梨 0.08 生長調節劑 

Aminoethoxyvinyl- 

glycine 
艾維激素 蘋果 0.08 生長調節劑 

Aminopyralid  大麥 0.1 除草劑 

Aminopyralid  小麥 0.1 除草劑 

Aminopyralid  燕麥 0.1 除草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小黃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冬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甘藍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西瓜 0.2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南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扁蒲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枸杞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柑桔 2.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洋香瓜 0.2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胡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苦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茄子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香瓜 0.2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香瓜茄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夏南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草莓 2.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隼人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甜椒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番茄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絲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越瓜 0.5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葡萄 5.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辣椒 1.0 殺菌劑 

Amisulbrom 安美速 樹番茄 1.0 殺菌劑 

Amitraz 三亞蟎 小黃瓜 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柑桔類 0.2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胡瓜 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梨果類 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棉籽 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棉籽原油 0.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番茄 0.5 殺蟎劑 

Amitraz 三亞蟎 菊花 0.1 殺蟎劑 

Asulam 亞速爛 甘蔗類 0.1 殺草劑 

Asulam 亞速爛 柑桔類 0.2 殺草劑 

Atrazine 草脫淨 大漿果類 0.25 殺草劑 

Atrazine 草脫淨 甘蔗類 0.25 殺草劑 

Atrazine 草脫淨 雜糧類 0.25 殺草劑 

Azafenidin 草芬定 柑桔類 0.1 殺草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人參(鮮)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刀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大麥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小麥 0.2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小葉菜類

(半結球萵苣、

不結球萵苣、芹

菜、青蔥及蒜除

外)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小漿果類

(藍莓、覆盆子

除外)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不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毛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木瓜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火龍果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牛蒡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半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可可豆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玉米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瓜果類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瓜菜類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印度棗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百香果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米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李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杏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杏仁 0.02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芋頭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豆菜類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豆薯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咖啡豆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枇杷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果菜類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油桃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芝麻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花豆(鮮)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花豆(乾)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芹菜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青蔥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扁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柿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柑桔類 10.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枸杞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洋蔥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紅毛丹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紅豆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紅棗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茄子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百合鱗莖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食用玉米油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香蕉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核果類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根莖菜類

(芋頭、洋蔥、

馬鈴薯除外)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桃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紅蔥頭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茶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茶籽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草木本植物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馬鈴薯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豇豆(鮮)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豇豆(乾燥)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啤酒花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堅果類 (杏

仁、開心果除

外) 

0.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梅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梨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甜椒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朝鮮薊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棉籽 0.7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番茄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番荔枝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菊花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萊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菜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開心果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大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黑皮波羅門參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黑麥 0.2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落花生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葵花籽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酪梨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綠豆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蒜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辣椒 2.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豌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樹豆(鮮)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樹豆(乾)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燕麥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翼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蕎頭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薑 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藍莓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覆盆子 5.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蘆筍 0.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蘋果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櫻桃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蠶豆(鮮)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蠶豆(乾) 0.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鷹嘴豆 0.5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穀類)* 0.01*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瓜果類 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米類 0.2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果菜類 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玫瑰 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洋蔥 0.02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結球萵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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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diocarb 免敵克 瓜果類 0.5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米類 0.2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核果類 0.5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Benfluralin 倍尼芬 乾豆類 0.5 殺草劑 

Benfluralin 倍尼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enfluralin 倍尼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enfluralin 倍尼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米類 0.1 殺蟲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柑桔類 1.0 殺蟲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蓮霧 0.1 殺蟲劑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米 0.5 殺草劑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ensultap 免速達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Bensultap 免速達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Bentazone 本達隆 米類 0.5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馬鈴薯 0.1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乾豆類 0.5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豌豆 0.2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enthiazole 佈生 米類 0.1 殺菌劑 



Benthiazole 佈生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Benthiazole 佈生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Benthiazole 佈生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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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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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fenazate 必芬蟎 仙草(乾)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瓜菜類 0.3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西瓜 0.3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李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杏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豆菜類 7.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其他瓜果類 (洋

香瓜除外) 
0.3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

梨、蘋果、櫻桃

除外) 

0.7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油桃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枸杞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柳橙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洋香瓜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茄子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茉莉花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香瓜茄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桃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茶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草莓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乾豆類 0.3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啤酒花 1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堅果類 0.2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梅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梨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甜椒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番茄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葡萄 1.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葡萄(乾) 2.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辣椒 3.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酸漿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樹番茄 0.5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蘋果 1.0 殺蟎劑 

Bifenazate 必芬蟎 櫻桃 2.0 殺蟎劑 

Bifenox 必芬諾 米類 0.5 殺草劑 

Bifenox 必芬諾 乾豆類 0.5 殺草劑 

Bifenox 必芬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ifenox 必芬諾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ifenox 必芬諾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大麥 0.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除外)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山藥 0.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玉米 0.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瓜果類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百合花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芒果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豆菜類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其他果菜類 (金

針、洛神葵除

外) 

1.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玫瑰(鮮)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玫瑰(乾)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金針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柑桔類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洛神葵(乾)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洛神葵(鮮)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食用芥花油 0.1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香辛植物(果實) 0.03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香蕉 0.2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草莓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茶類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乾豆類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啤酒花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堅果類 0.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梨果類 0.5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番荔枝 0.2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絞股藍 0.4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菊花 2.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辣椒(乾) 5.0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Bioresmethrin  小麥 1.0 殺草劑 

Bioresmethrin  小麥麵粉 1.0 殺草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小麥 0.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小黃瓜 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大麥 0.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大漿果類 1.0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胡瓜 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乾豆類 0.1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梨果類 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番茄 3.0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黑麥 0.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燕麥 0.05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刀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小黃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不結球萵苣 4.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巴西栗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木瓜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毛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半結球萵苣 4.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其他瓜菜類 (南

瓜除外)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甘藍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印度棗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西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李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杏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杏仁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芒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豆薯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亞麻籽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油桃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油菜籽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狗尾草根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芝麻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芹菜 4.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落花生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花豆(鮮)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花豆(乾)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青花菜 2.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青蔥 3.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南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扁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枸杞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柑桔 5.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柿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美洲胡桃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洋香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洋蔥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洛神葵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秋葵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紅豆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紅蔥頭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胡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胡蘿蔔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茄子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香瓜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香瓜茄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香蕉 0.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栗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桃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草莓 3.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豇豆(鮮)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豇豆(乾)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啤酒花 3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梅 2.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梨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甜椒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野茄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番茄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萊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菜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開心果 0.7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大豆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黃金果 0.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黑莓 6.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豌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腰果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葵花籽 0.6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葡萄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綠豆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蒜頭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辣椒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酸漿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蓮霧 4.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樹豆(鮮)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樹豆(乾)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樹番茄 1.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覆盆子 6.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澳洲胡桃 0.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蕎頭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穗醋栗 4.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翼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闊葉大豆根 0.5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藍莓 10.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蘋果 2.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櫻桃 1.7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蠶豆(鮮)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蠶豆(乾) 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鷹嘴豆 1.0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Boscalid 白克列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Bromacil 克草 大漿果類 0.5 殺草劑 

Bromacil 克草 柑桔類 0.5 殺草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刀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大豆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大豆芽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小黃瓜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瓜果類 (西瓜除

外)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芒果 2.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果菜類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枇杷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芝麻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花豆(乾)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花豆(鮮)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扁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柑桔類 3.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胡瓜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苜蓿芽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夏南瓜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草莓 2.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豇豆(乾)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豇豆(鮮)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馬鞭草 0.5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其他梨果類 (枇

杷除外) 
2.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菊花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菜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萊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落花生芽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葡萄 2.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綠豆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綠豆芽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豌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豌豆芽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樹豆(乾)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樹豆(鮮)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翼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蠶豆(乾) 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蠶豆(鮮)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鷹嘴豆 1.0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Bromuconazole 溴克座 核果類 0.5 殺菌劑 



Bromuconazole 溴克座 梨果類 0.5 殺菌劑 

Bufencarb 必克蝨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Bufencarb 必克蝨 米類 0.1 殺蟲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瓜菜類 2.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西瓜 1.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洋香瓜 1.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香瓜 1.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核果類 2.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草莓 0.5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啤酒花 1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梨果類 2.0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冬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瓜果類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瓜菜類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印度棗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米類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李 2.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杏仁 0.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豆菜類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咖啡豆 0.1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油桃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玫瑰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南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扁蒲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柑桔類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柿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苦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茉莉花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夏南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核果類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桂花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桃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茶類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隼人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啤酒花 5.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梅 2.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梨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甜椒 2.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番茄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紫蘇(乾)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絲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菊花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越瓜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葡萄 0.5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葡萄(乾) 2.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蓮花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蘋果 1.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櫻桃 1.5 殺蟲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小葉菜類 0.5 殺草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米類 0.5 殺草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絞股藍 0.02 殺草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utachlor 丁基拉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utocarboxim 佈嘉信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Butocarboxim 佈嘉信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Butocarboxim 佈嘉信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Butocarboxim 佈嘉信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Butralin 比達寧 瓜果類 0.1 殺草劑 

Butralin 比達寧 乾豆類 0.1 殺草劑 

Butralin 比達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Butralin 比達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Butralin 比達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Butylate 拔敵草 雜糧類 0.5 殺草劑 

Cadusafos  香蕉 0.01 殺蟲劑 

Captan 蓋普丹 小黃瓜 3.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李 10.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甘蔗 1.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杏 10.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杏仁 0.3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其他瓜果類 (洋

香瓜除外) 
0.05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其他莓 (草莓除

外) 
20.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油桃 3.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柿 3.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洋香瓜 5.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胡瓜 3.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草莓 8.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梨 25.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桃 20.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番茄 3.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葡萄 25.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蘋果 25.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鳳梨 1.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櫻桃 25.0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其他(穀類)* 0.01*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Carbaryl 加保利 大漿果類 0.1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小葉菜類 0.8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瓜菜類 0.3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米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豆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核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茶類 2.0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乾豆類 0.1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梨果類 0.5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雜糧類 0.5 殺蟲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大豆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大麥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大漿果類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小麥 0.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小葉菜類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及葡萄除

外) 

2.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包葉菜類 4.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瓜果類 2.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瓜菜類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印度棗 1.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米類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芒果 2.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豆菜類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咖啡豆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果菜類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玫瑰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落花生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金盞花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柑桔類 (檸

檬除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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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香辛植物(果實)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香蜂草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核果類 2.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根莖菜類 0.2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桂花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草莓 3.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茶類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乾豆類 (油

菜籽、落花生除

外)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啤酒花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堅果類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紫蘇(乾)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絞股藍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葡萄 3.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及櫻桃除

外) 

3.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菊花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黑麥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奧勒岡草 1.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澳洲胡桃 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蕈菜類 0.5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檸檬 5.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櫻桃 5.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大漿果類 0.2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小葉菜類 0.2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小漿果類 0.4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包葉菜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瓜果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米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果菜類 0.4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柑桔類 0.5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核果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茶類 0.5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梨果類 0.1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雜糧類 0.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小漿果類 2.0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包葉菜類 0.2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瓜果類 1.0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米類 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柑桔類 2.0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核果類 2.0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根莖菜類 0.3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乾豆類 0.1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梨果類 0.5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雜糧類 0.5 殺蟲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玉米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柑桔類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馬鈴薯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啤酒花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榛果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藍莓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覆盆子 0.1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櫻桃 0.1 除草劑 

Carpropamid 加普胺 米類 1.0 殺菌劑 

Carpropamid 加普胺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arpropamid 加普胺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Carpropamid 加普胺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Cartap 培丹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仙草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米類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艾草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芫荽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柑桔類 3.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洋甘菊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茉莉花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風茹草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茶類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菊花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薄荷 1.0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薏仁 0.2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薑黃 1.0 殺蟲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大漿果類 0.1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小漿果類 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瓜果類 0.1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瓜菜類 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果菜類 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柑桔類 0.5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茶類 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蘋果 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刀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十字花科包

葉菜類 (青花菜

除外)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大麥 5.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小麥 0.8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小葉菜類

(十字花科小葉

菜類、不結球萵

苣、半結球萵

苣、芹菜、菠

菜、葉用豌豆除

外)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黑莓、

蔓越莓、藍莓、

覆盆子除外)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不結球萵苣 10.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毛豆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仙草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半結球萵苣 10.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瓜果類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瓜菜類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甘蔗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甘藍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白鳳菜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石榴 0.4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米 0.1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李 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杏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杏仁 0.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豆薯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油桃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油菜籽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狗尾草根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芝麻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芫荽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花豆(鮮)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花豆(乾)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芳香萬壽菊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芹菜 5.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青花菜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青蔥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扁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枸杞葉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柑桔類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洋香瓜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紅豆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紅鳳菜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美洲胡桃 0.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胡瓜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胡蘿蔔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韭菜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韭菜花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韭黃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香瓜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香椿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根莖菜類

(胡蘿蔔除外)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桃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草莓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茶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茼蒿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豇豆(鮮)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豇豆(乾)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高粱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啤酒花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堅果類 (杏

仁、美洲胡桃除

外)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梅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梨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

梨、蘋果、櫻桃

除外) 

0.4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甜椒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 他 麥 類 ( 大

麥、小麥除外)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朝鮮薊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棉籽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番茄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菜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菠菜 10.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萊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大豆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黑莓 1.8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落花生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葉用豌豆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葡萄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葵花籽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酪梨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綠豆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蒜 4.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辣椒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辣椒(乾) 5.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蔓越莓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豌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樹豆(鮮)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樹豆(乾)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蕈菜類 0.6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龍鬚菜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翼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薄荷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薑黃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闊包菊 3.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藍莓 2.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覆盆子 1.8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雜糧類 (高

粱除外)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蘋果 0.5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櫻桃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蘿蔔 0.3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蠶豆(鮮)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鷹嘴豆 1.0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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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除外) 

1.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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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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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牛蒡 0.2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果菜類 1.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草莓 0.5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茶類 5.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乾豆類 0.2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結球萵苣 1.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菠菜 2.0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大麥 2.0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小麥 3.0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小麥麵粉 2.0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油菜籽 5.0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棉籽 0.5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菊花 0.1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菜籽原油 0.1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黑麥 3.0 生長調節劑 

Chlormequat 克美素 黑麥粉 3.0 生長調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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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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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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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lorpropham  馬鈴薯 30.0 殺草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刀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麥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麥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麥麵粉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小葉菜類

(羅勒除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山藥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巴西利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可可豆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甘藷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印度棗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百合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米類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杏仁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豆薯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除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咖啡豆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狗尾草根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枇杷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鮮)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乾)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椰菜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芥菜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金盞花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扁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洋甘菊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洋蔥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洛神葵(乾)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紅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美洲胡桃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桃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椒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蘿蔔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茉莉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食用玉米油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果實)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根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種子) 5.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蜂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桂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荔枝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籽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豇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豇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馬鞭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番荔枝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紫蘇(乾)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菊花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菜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萊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奧勒岡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楊梅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落花生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葡萄(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鼠尾草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精製大豆油 0.03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綠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子(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花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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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龍眼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翼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薄荷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闊葉大豆根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雜糧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羅勒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蘆筍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蠶豆(鮮)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蠶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鷹嘴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大麥 3.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小麥 5.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米類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香辛植物(果實) 0.3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香辛植物(根莖) 5.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香辛植物(種子)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草莓 0.06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馬鈴薯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高粱 3.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葡萄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燕麥 3.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甲基陶斯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hlorthal 大克草 小葉菜類 0.1 殺草劑 

Chlorthal 大克草 根莖菜類 0.1 殺草劑 

Chlorthal 大克草 乾豆類 0.1 殺草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山茼蒿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山葵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山藥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山蘇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不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半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水蓮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牛蒡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仙草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甘藷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白鳳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艾草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豆薯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油菜籽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芝麻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芫荽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花豆(乾)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芹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金針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青蔥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南瓜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扁蒲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枸杞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枸杞葉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洋甘菊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洋蔥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洛神葵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秋葵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紅豆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紅鳳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紅蔥頭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茄子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韭菜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韭菜花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韭黃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風茹草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香瓜茄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香椿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夏南瓜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珠蔥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茼蒿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草莓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豇豆(乾)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隼人瓜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甜椒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甜菜根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莧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番茄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紫蘇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結球萵苣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絲瓜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菊花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菠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菱角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菾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越瓜 0.2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落花生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落葵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葉用甘藷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葉用豌豆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葵花籽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過溝菜蕨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碧玉筍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綠豆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蒜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蒜頭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辣椒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蓮子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蓮花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蓮藕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樹豆(乾) 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樹番茄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蕎頭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蕪菁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龍鬚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蕗蕎 1.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蕹菜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羅勒 3.0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蘆筍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蠶豆(乾) 0.5 殺蟲劑 



Cinosulfuron 西速隆 米類 0.5 殺草劑 

Cinosulfuron 西速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Cinosulfuron 西速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Cinosulfuron 西速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大豆原油 1.0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毛豆 0.2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豆菜類 0.2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油菜籽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洋蔥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食用芥花油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食用棉籽油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馬鈴薯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其他乾豆類 (油

菜籽、棉籽、落

花生、葵花籽除

外) 

2.0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啤酒花 0.1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甜菜根 0.1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棉籽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棉籽原油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番茄 1.0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菜籽原油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落花生 5.0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葵花籽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葵花籽原油 0.1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精製大豆油 0.5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蒜頭 0.5 除草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大漿果類 2.0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小黃瓜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其他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1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西瓜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杏仁 0.2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油桃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柑桔類 2.0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胡瓜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桃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草莓 2.0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堅果類 0.2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梨果類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番茄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葡萄 2.0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葡萄(乾) 2.0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穗醋栗 0.2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櫻桃 0.5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Clofentezine 克芬蟎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Clomazone 可滅蹤 刀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大豆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花豆(鮮)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花豆(乾)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扁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豇豆(鮮)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豇豆(乾)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菜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萊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綠豆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豌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樹豆(鮮)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樹豆(乾)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翼豆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蠶豆(鮮) 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蠶豆(乾) 0.05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Clomeprop 克普草 米類 0.1 殺草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刀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十字花科蔬菜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大麥 0.04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小麥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小黃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小葉菜類

(菠菜除外)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小漿果類

( 番 石 榴 、 葡

萄、蓮霧除外) 

0.07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山茼蒿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山葵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不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木瓜 0.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毛豆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火龍果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牛蒡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仙草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冬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半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可可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玉米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瓜果類 (西

瓜、洋香瓜、香

瓜除外)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瓜菜類 (小

黃瓜、冬瓜、南

瓜、扁蒲、胡

瓜、苦瓜、夏南

瓜、隼人瓜、絲

瓜、越瓜除外)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甘蔗 0.4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甘藷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白鳳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印度棗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百香果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竹筍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米類 0.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艾草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西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李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杏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芋頭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芒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豆菜類 (刀

豆、毛豆、花

豆、扁豆、豇

豆、菜豆、萊

豆、豌豆、樹

豆、翼豆、蠶

豆、鷹嘴豆除

外) 

0.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豆薯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枇杷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果菜類 (番 0.05 殺蟲劑 



茄除外)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油桃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狗尾草根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芫荽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花豆(鮮)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芳香萬壽菊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芹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青蔥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南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扁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扁蒲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柿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洋香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洋蔥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紅棗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紅鳳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紅蔥頭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胡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胡蘿蔔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苦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風茹草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香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香蕉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夏南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桃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茶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茼蒿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豇豆(鮮)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隼人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高粱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乾豆類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梅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梨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李、杏、

枇杷、油桃、

柿、紅棗、桃、

梅、梨、蘋果、

櫻桃除外) 

0.4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朝鮮薊 0.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番石榴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番茄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番荔枝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絲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菊花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菜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菠菜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萊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越瓜 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黃金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葉用甘藷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葉用豌豆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葡萄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葡萄(乾)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葡萄汁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酪梨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榴槤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碧玉筍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綠竹筍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蒜頭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辣椒(乾)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鳳梨 0.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蓮霧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豌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樹豆(鮮)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蕈菜類 0.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蕎頭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蕪菁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翼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薄荷 5.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闊包菊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蕹菜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羅勒 0.5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蘋果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櫻桃 1.0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蘿蔔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蠶豆(鮮)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鷹嘴豆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PMC 蝨必殺 米類 0.5 殺蟲劑 

Cryolite  柑桔類 7.0 殺蟲劑 

Cryolite  甜椒 7.0 殺蟲劑 

Cryolite  葡萄 7.0 殺蟲劑 

Cryolite  蔓越莓 4.0 殺蟲劑 

Cyanophos 氰乃松 桃 0.1 殺蟲劑 

Cyanophos 氰乃松 梨 0.06 殺蟲劑 

Cyanophos 氰乃松 蘋果 0.15 殺蟲劑 

Cyantraniliprole 賽安勃 茶 1.5 殺蟲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小黃瓜 0.5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木瓜 0.5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瓜菜類 0.5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西瓜 0.1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枸杞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枸杞葉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柑桔 5.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洋香瓜 0.1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胡瓜 0.5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香瓜 0.1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香瓜茄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草莓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甜椒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無花果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番石榴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番茄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葡萄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辣椒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蓮霧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青蔥 2.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龍鬚菜 1.0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Cyclosulfamuron 環磺隆 米類 0.1 除草劑 

Cyclosulfamuron 環磺隆 其他(蔬果類)* 0.01* 除草劑 

Cyclosulfamuron 環磺隆 其他(穀類)* 0.02* 除草劑 



Cyclosulfamuron 環磺隆 其他(茶類)* 0.05* 除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9.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不結球萵苣 1.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半結球萵苣 1.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玉米 0.2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瓜果類 0.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米類 0.09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羽衣甘藍 3.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洋蔥 3.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胡蘿蔔 5.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根芹菜 1.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草莓 3.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馬鈴薯 3.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乾豆類 0.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梨果類 0.09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甜椒 9.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甜菜根 0.2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番茄 1.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結球萵苣 1.5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葡萄 0.3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辣椒 9.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青蔥 4.0 殺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蕪菁 0.2 殺草劑 

Cyenopyrafen 賽派芬 茶 20 殺蟎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小黃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木瓜 0.1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冬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西瓜 0.07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芒果 0.1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奇異果 0.1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南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扁蒲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洋香瓜 0.07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胡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苦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香瓜 0.07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夏南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草莓 0.5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隼人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絲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越瓜 0.3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黃金果 0.1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葡萄 0.2 殺菌劑 

Cyflufenamid 賽芬胺 蘋果 0.5 殺菌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木瓜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仙草(乾) 2.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印度棗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李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杏仁 0.01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枇杷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油桃 2.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枸杞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柑桔類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柿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美洲胡桃 0.01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茄子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香瓜茄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桃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茶 5.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草莓 2.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梅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梨 2.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甜椒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楊桃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葡萄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酪梨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辣椒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酸漿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蓮霧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樹番茄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蘋果 1.0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Cyflumetofen 賽芬蟎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小麥 0.1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木瓜 0.2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玉米 0.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瓜菜類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米類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西瓜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芒果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豆菜類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油菜籽 0.07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柑桔類 0.3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茉莉花 5.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風茹草 5.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香辛植物(果實) 0.03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桑椹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茶類 5.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馬鞭草 2.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啤酒花 2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棉籽 0.7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棉籽原油 1.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無花果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番石榴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番荔枝 0.2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楊桃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辣椒(乾) 1.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蓮子(乾) 0.02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蓮花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蓮霧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澳洲胡桃 0.01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蘋果 0.5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yhalofop-butyl 丁基賽伏草 米 0.1 殺草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大麥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小麥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山藥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火龍果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牛蒡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玉米 0.02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瓜果類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瓜菜類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甘蔗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甘藷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百香果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米類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艾草 2.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芋頭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豆菜類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豆薯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果菜類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狗尾草根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洋蔥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洋甘菊 2.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柿 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胡蘿蔔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茉莉花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百合鱗莖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風茹草 2.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香辛植物(果實) 0.03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香蕉 0.2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核果類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其他根莖菜類

(山藥、牛蒡、

甘藷、芋頭、豆

薯、洋蔥、胡蘿

蔔、百合鱗莖、

紅蔥頭、馬鈴

薯、黑皮波羅門

參、蒜頭、樹

薯、蕎頭及蘆筍

除外) 

0.01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紅蔥頭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茶類 2.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荔枝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馬鈴薯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啤酒花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堅果類 0.01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梨果類 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番荔枝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紫蘇(乾) 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菊花(鮮) 2.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菊花(乾) 10.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黃金果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黑皮波羅門參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黑麥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葡萄(乾) 0.3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酪梨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榴槤蜜 1.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蒜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蒜頭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辣椒(乾) 3.0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樹薯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燕麥 0.05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蕎頭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闊葉大豆根 0.04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蘆筍 0.02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Cymoxanil 克絕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山茼蒿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牛蒡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包葉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瓜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瓜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白鳳菜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百香果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豆薯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果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狗尾草根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芳香萬壽菊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枸杞葉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洋牛蒡葉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紅毛丹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紅鳳菜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核果類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茼蒿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草莓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馬鈴薯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啤酒花 2.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黑皮波羅門參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酪梨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闊包菊 1.0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闊葉大豆根 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大豆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大麥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小麥 1.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小漿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1.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瓜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瓜菜類 0.07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甘蔗 0.2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甘藍 1.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米類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豆菜類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豆薯 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初榨橄欖油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果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狗尾草根 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芝麻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芥菜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青花菜 1.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柑桔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洋蔥 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紅豆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紅豆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苜蓿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茉莉花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香辛植物(果實)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香辛植物(根莖) 0.2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香蜂草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核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他根莖菜類

(豆薯、狗尾草

根、洋蔥、甜菜

根、闊葉大豆

根、蘆筍除外) 

0.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茶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啤酒花 3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堅果類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梨果類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甜菜根 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 他 麥 類 ( 大

麥、小麥、黑

麥、燕麥除外) 

0.3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紫蘇(乾)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大豆 0.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黑麥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落花生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葡萄(乾)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榴槤 1.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精製橄欖油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綠豆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豌豆芽 0.5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燕麥 2.0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闊葉大豆根 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雜糧類 0.3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蘆筍 0.4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他(穀類)* 0.03*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其他(茶類)* 0.5* 殺蟲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大漿果類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玉米 0.01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青蔥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洋蔥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紅蔥頭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韭菜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韭菜花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韭黃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珠蔥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乾豆類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麥類 0.08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奧勒岡草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精製大豆油 0.1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蒜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蒜頭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豌豆 0.01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蕎頭 0.05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蕗蕎 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其他雜糧類 (玉

米、高粱除外) 
0.08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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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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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romazine 賽滅淨 小黃瓜 2.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其他小葉菜類

(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芹

菜、青蔥、菠菜

除外)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不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牛蒡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冬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半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瓜果類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芒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豆薯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其他豆菜類 (萊

豆除外)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2.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其他果菜類 (甜

椒除外)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芹菜 4.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青蔥 3.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南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扁蒲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茄子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洋蔥 0.2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紅蔥頭 0.2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胡瓜 2.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苦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枸杞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夏南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馬鈴薯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茼蒿 2.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隼人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乾豆類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甜椒 1.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番茄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絲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菠菜 4.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萊豆 3.0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越瓜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蒜頭 0.2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辣椒 0.5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蕎頭 0.2 殺蟲劑 

Dalapon 得拉本 甘蔗類 0.1 殺草劑 

DCIP(Nemamort) 滅線蟲 柑桔類 0.5 殺線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大麥 1.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大漿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小扁豆(乾)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小麥 1.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小麥麵粉 0.3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小葉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小漿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牛蒡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包葉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可可豆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瓜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瓜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葵花籽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竹筍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米類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杏仁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豆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根莖菜類

(牛蒡、竹筍、

洋蔥、胡蘿蔔、

黑皮波羅門參、

蘿蔔除外) 

0.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雜糧類 (高

粱除外)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果菜類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花豆(乾)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金針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柑桔類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洋蔥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紅豆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美洲胡桃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胡桃 0.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胡蘿蔔 0.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風茹草 5.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香辛植物(果實) 0.03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香辛植物(根莖) 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核果類 (橄

欖除外) 
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桃 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茶籽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茶類 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豇豆(乾)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高粱 2.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啤酒花 5.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梨果類 (桃

除外)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菊花 5.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大豆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黑皮波羅門參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落花生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榛果 0.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綠豆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樹豆(乾)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橄欖 1.0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蕈菜類 0.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蘿蔔 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蠶豆(乾) 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Demeton-s-methyl 滅賜松 甘蔗類 0.1 殺蟲劑 

Demeton-s-methyl 滅賜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Demeton-s-methyl 滅賜松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柑桔類 1.0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茶類 5.0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梨果類 1.0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大漿果類 1.0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瓜菜類 0.2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米類 0.1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杏仁 0.05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豆菜類 0.2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果菜類 0.2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胡桃 0.01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胡蘿蔔 0.3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其他根莖菜類

(胡蘿蔔除外) 
0.1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茶類 2.0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梨果類 1.0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蕈菜類 0.2 殺蟲劑 

Dicamba  大豆 3.0 殺草劑 

Dicamba  大麥 7.0 殺草劑 

Dicamba  小麥 2.0 殺草劑 

Dicamba  玉米 0.1 殺草劑 

Dicamba  甘蔗 1.0 殺草劑 

Dicamba  高粱 4.0 殺草劑 

Dicamba  棉籽 0.04 殺草劑 

Dicamba  蘆筍 5.0 殺草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小黃瓜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柿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洋蔥 0.1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胡瓜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桃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馬鈴薯 0.1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梨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甜椒 2.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番茄 2.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蘋果 5.0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其他(穀類)* 0.01*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Dichlorprop  蘋果 0.1 除草劑 

Diclomezine 達滅淨 米 1.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小葉菜類 2.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油桃 7.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桃子 7.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乾豆類 0.1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梨果類 5.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葡萄 7.0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蕈菜類 0.5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Dicofol 大克蟎 豆菜類 0.5 殺蟎劑 



Dicofol 大克蟎 柑桔類 1.0 殺蟎劑 

Dicofol 大克蟎 茶 3.0 殺蟎劑 

Dicofol 大克蟎 乾豆類 0.1 殺蟎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小麥 0.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山茼蒿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山葵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山藥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不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巴西利 2.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木瓜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水蓮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火龍果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牛蒡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半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瓜果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瓜菜類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甘藍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白鳳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百香果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米類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艾草 2.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杏仁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豆菜類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豆薯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抱子甘藍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花椰菜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青蔥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枸杞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枸杞葉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柑桔類 0.6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香瓜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香蕉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柿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洋甘菊 2.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洋蔥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紅毛丹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紅鳳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紅蔥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美洲胡桃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胡蘿蔔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茄子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韭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韭菜花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韭黃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風茹草 2.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其 他 梨 果 類

(柿、桃、梨、

櫻桃除外)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核果類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桃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茶類 5.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茼蒿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馬鈴薯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堅果類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梨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甜椒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甜菜根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野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番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番荔枝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結球萵苣 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菊花 2.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菠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菱角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葉用甘藷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大豆 0.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葵花籽 0.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酪梨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蒜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辣椒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酸漿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樹番茄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蕎頭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龍鬚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蕗蕎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蕹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雜糧類 0.5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蘆筍 0.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蘋果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櫻桃 1.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蘿蔔 0.3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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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thenamid 汰草滅 玉米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甘藍 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甘藷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洋蔥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紅蔥頭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馬鈴薯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高粱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其他乾豆類 (落

花生除外)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甜菜根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落花生 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蒜頭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Dimethenamid 汰草滅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米類 0.5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油菜籽 0.2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食用棉籽油 0.1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馬鈴薯 0.05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棉籽 1.0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棉籽原油 0.1 生長調節劑 

Dimethipin 穫萎得 葵花籽 1.0 生長調節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0.1 殺蟲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0.02 殺蟲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柑桔類 2.0 殺蟲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胡椒 0.5 殺蟲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核果類 0.5 殺蟲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人參(鮮) 0.9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刀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山茼蒿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山葵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小黃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葡萄及

蓮霧除外)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木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牛蒡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不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半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白鳳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瓜果類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瓜菜類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甘藷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芳香萬壽菊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紅鳳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紅蔥頭 0.6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西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芋頭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豆薯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其他果菜類 (番

茄除外)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狗尾根草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花豆(鮮)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花豆(乾)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青蔥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咸豐草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扁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枸杞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洋牛蒡葉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洋香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洋蔥 0.6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胡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茄子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韭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韭菜花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韭黃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茼蒿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香瓜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草苺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珠蔥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豇豆(鮮)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豇豆(乾)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啤酒花 5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球莖甘藍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甜椒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莧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朝鮮薊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番茄 1.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紫蘇(乾)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菠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菊花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菜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菾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萊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黑皮波羅門參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葉用甘藷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葉用豌豆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葡萄 3.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葡萄(乾) 5.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綠豆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蒜頭 0.6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辣椒 1.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辣椒(乾) 5.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鳳梨 0.01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蓮霧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豌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樹豆(鮮)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樹豆(乾)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蕎頭 0.6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蕪菁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龍鬚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翼豆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蕗蕎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蕹菜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薑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闊包菊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蟛蜞菊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羅勒 2.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蘿蔔 0.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蠶豆(鮮) 2.0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蠶豆(乾)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Diniconazole 達克利 洋香瓜 0.5 殺菌劑 

Diniconazole 達克利 梨 0.5 殺菌劑 

Diniconazole 達克利 葡萄 0.5 殺菌劑 

Dinitramine 撻乃安 乾豆類 0.1 殺草劑 

Dinitramine 撻乃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Dinitramine 撻乃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Dinitramine 撻乃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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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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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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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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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henamid 大芬滅 包葉菜類 0.2 殺草劑 

Diphenamid 大芬滅 果菜類 0.2 殺草劑 

Diphenamid 大芬滅 乾豆類 0.2 殺草劑 

Diphenamid 大芬滅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Diphenamid 大芬滅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Diphenamid 大芬滅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Diphenylamine  梨 5.0 生長調節劑 

Diphenylamine  蘋果 10.0 生長調節劑 

Diphenylamine  蘋果汁 0.5 生長調節劑 

Dithianon 腈硫醌 山藥 0.1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瓜菜類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其他核果類 (芒

果除外) 
3.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芒果 0.5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果菜類 1.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油桃 3.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柑桔類 2.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茶 5.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桃 3.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啤酒花 5.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梨 1.0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無花果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番石榴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楊桃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葡萄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蓮霧 0.2 殺菌劑 

Dithianon 腈硫醌 蘋果 3.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大漿果類 2.5 殺菌劑 



類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小葉菜類 4.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小漿果類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巴西利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包葉菜類 2.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瓜果類 1.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瓜菜類 2.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米類 0.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杏仁 0.1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豆菜類 2.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果菜類 2.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柑桔類 2.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美洲胡桃 0.1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胡椒 0.1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核果類 2.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根莖菜類 0.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桂花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草莓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乾豆類 0.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啤酒花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梨果類 2.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麥類 0.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紫蘇(乾) 5.0 殺菌劑 



類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鼠尾草 5.0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

類 
雜糧類 0.5 殺菌劑 

Dithiopyr 汰硫草 米 0.01 除草劑 

Diuron 達有龍 大漿果類 0.2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甘蔗類 0.2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其他柑桔類 (葡

萄柚除外) 
0.2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茶類 0.2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葡萄 0.05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葡萄柚 0.05 殺草劑 

Diuron 達有龍 蘆筍 0.05 殺草劑 

Dodine 多寧 梨果類 2.0 殺菌劑 

Dymron 汰草龍 米類 0.1 殺草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米類 0.1 殺菌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核果類 0.5 殺菌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刀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大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小葉菜類 0.05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毛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其他瓜果類 (洋

香瓜除外) 
0.007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瓜菜類 0.007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其他豆菜類 (刀

豆、毛豆、花

豆、扁豆、豇

豆、菜豆、萊

豆、豌豆、樹

豆、翼豆、蠶

豆、鷹嘴豆除

外) 

0.01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0.05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杏仁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豆薯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果菜類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油桃 0.03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狗尾根草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花豆(鮮)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扁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洋香瓜 0.01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桃 0.03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茶 0.05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草莓 0.1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豇豆(鮮)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其他梨果類 (油

桃、桃、蘋果除

外)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甜椒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番茄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結球萵苣 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菜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萊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葡萄 0.03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辣椒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辣椒(乾) 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豌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樹豆(鮮)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翼豆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蘋果 0.03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蠶豆(鮮) 0.02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鷹嘴豆 0.02 殺蟲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米類 0.5 殺菌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香蕉 0.5 殺菌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啤酒花 0.1 殺菌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小麥 1.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大麥 1.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大漿果類 2.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小漿果類 2.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甘蔗類 2.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芒果 1.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果菜類 2.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洋香瓜 1.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胡桃 0.5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其他梨果類 (櫻 2.0 生長調節劑 



桃除外)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棉籽 2.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黑麥 1.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葡萄(乾) 5.0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榛果 0.2 生長調節劑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櫻桃 3.0 生長調節劑 

Ethion 愛殺松 小漿果類 0.5 殺蟎劑 

Ethion 愛殺松 果菜類 0.5 殺蟎劑 

Ethion 愛殺松 柑桔類 3.0 殺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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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irimol 依瑞莫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瓜菜類 2.0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西瓜 0.2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洋香瓜 0.2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香瓜 0.2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核果類 2.0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小麥 0.5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竹筍 0.1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米類 0.5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油桃 0.6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油菜籽 0.01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桃 0.6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梨 0.6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葡萄 4.0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葡萄(乾) 8.0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薑 0.1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雜糧類 1.0 殺蟲劑 

Etofenprox 依芬寧 蘋果 0.6 殺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大漿果類 0.02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瓜果類 0.02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甘蔗 0.02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柑桔類 0.02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其他(穀類)* 0.01*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其他(茶類)* 0.05* 殺線蟲劑 



Ethoxyquin  梨 3.0 殺菌劑 

Ethoxysulfuron 亞速隆 米 0.1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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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ridiazole 依得利 小葉菜類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木瓜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包葉菜類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瓜菜類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米類 0.1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西瓜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豆菜類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果菜類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洋香瓜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香瓜 0.5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根莖菜類 3.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小麥 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大麥 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小黃瓜 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冬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百香果 0.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西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豆薯 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狗尾草根 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南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扁蒲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枸杞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洋香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紅毛丹 0.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胡瓜 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苦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茄子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香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香瓜茄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香蕉 0.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夏南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馬鈴薯 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草莓 2.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隼人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甜椒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無花果 2.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番石榴 2.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絲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越瓜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葡萄 2.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葡萄(乾) 5.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酪梨 0.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辣椒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蓮霧 2.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番茄 1.0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闊葉大豆根 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小漿果類 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瓜果類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甘藍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米類 0.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抱子甘藍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果菜類 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花生原油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柑桔類 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香蕉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根莖菜類 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乾豆類 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棉籽原油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蘋果 0.05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其他(穀類)* 0.01*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其他(茶類)* 0.05* 殺線蟲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牛蒡 0.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瓜果類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瓜菜類 0.1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美洲胡桃 0.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香蕉 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核果類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啤酒花 5.0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櫻桃 1.0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其他梨果類 (櫻

桃除外)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甜椒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朝鮮薊 0.1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黃金果 0.5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葡萄(乾) 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辣椒(乾) 5.0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木瓜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瓜果類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瓜菜類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百香果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玫瑰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枸杞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柑桔類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香瓜茄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茶籽 0.02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茶類 20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草莓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梨果類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甜椒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番石榴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番茄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菊花 2.0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楊桃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葡萄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酪梨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辣椒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酸漿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蓮花 0.5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蓮霧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樹番茄 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Fenazaquin 芬殺蟎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大麥 0.2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小麥 0.1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小黃瓜 0.2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瓜果類 (西瓜除

外) 
0.2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李 0.3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油桃 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落花生 0.1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胡瓜 0.2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香蕉 0.3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夏南瓜 0.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桃 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茶 5.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堅果類 0.01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其 他 梨 果 類

(李、櫻桃除外) 
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甜椒 0.6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黑麥 0.1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葡萄 1.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葵花籽 0.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辣椒 0.6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辣椒(乾) 2.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蔓越莓 1.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藍莓 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蘋果 0.5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櫻桃 1.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小黃瓜 0.5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杏仁 0.5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柑桔類 2.0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美洲胡桃 0.5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胡瓜 0.5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胡桃 0.5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乾豆類 1.0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梨果類 2.0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番茄 1.0 殺蟎劑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葡萄 5.0 殺蟎劑 

Fenhexamid  小黃瓜 1.0 殺菌劑 

Fenhexamid  山桑 5.0 殺菌劑 

Fenhexamid  李 1.0 殺菌劑 

Fenhexamid  杏仁 0.02 殺菌劑 

Fenhexamid  胡瓜 1.0 殺菌劑 

Fenhexamid  茄子 2.0 殺菌劑 

Fenhexamid  夏南瓜 1.0 殺菌劑 

Fenhexamid  接骨木莓 5.0 殺菌劑 

Fenhexamid  梅 1.0 殺菌劑 

Fenhexamid  甜椒 2.0 殺菌劑 

Fenhexamid  番茄 2.0 殺菌劑 

Fenhexamid  葡萄 4.0 殺菌劑 

Fenhexamid  辣椒 2.0 殺菌劑 

Fenhexamid  醋栗 5.0 殺菌劑 

Fenhexamid  穗醋栗 5.0 殺菌劑 

Fenhexamid  藍莓 5.0 殺菌劑 

Fenhexamid  櫻桃 7.0 殺菌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大麥 0.3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小麥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包葉菜類 0.3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瓜菜類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甘蔗類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米類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果菜類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玫瑰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香辛植物(果實) 1.0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核果類 1.0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茶類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高粱 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梨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菊花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葡萄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蓮花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其他雜糧類 (高

粱除外)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蘋果 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瓜果類 0.5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米類 0.5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nothiocarb 芬硫克 柑桔類 1.0 殺蟎劑 

Fenoxanil 芬諾尼 米類 1.0 殺菌劑 

Fenoxaprop-ethyl 芬殺草 乾豆類 0.05 殺草劑 

Fenoxaprop-ethyl 芬殺草 啤酒花 0.1 殺草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柑桔類 1.0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大漿果類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瓜菜類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李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芒果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豆菜類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其他莓 (草莓除

外) 
3.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果菜類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油桃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玫瑰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柑桔類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桃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草莓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荔枝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茶類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其 他 梨 果 類

﹙李、油桃、桃

及櫻桃除外﹚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棉籽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棉籽原油 3.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葡萄 5.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番荔枝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番石榴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菊花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楊桃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蓮花 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蓮霧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龍眼 1.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櫻桃 5.0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香蕉 1.0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啤酒花 10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麥類 0.1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enpyrazamine  葡萄 3.0 殺菌劑 

Fenpyrazamine  葡萄(乾) 3.0 殺菌劑 

Fenpyrazamine  葡萄汁 4.0 殺菌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小黃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小漿果類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毛豆 2.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冬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他瓜果類 (西

瓜、洋香瓜、香

瓜除外) 

0.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西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芒果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波羅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他果菜類 (枸

杞、茄子、香瓜

茄、甜椒、番

茄、辣椒除外) 

0.2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玫瑰(鮮)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玫瑰(乾) 5.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南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扁蒲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枸杞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柑桔類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洋香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胡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苦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茄子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茉莉花 5.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香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香瓜茄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夏南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茶類 5.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隼人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馬鈴薯 0.02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啤酒花 1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堅果類 0.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梨 0.4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 他 梨 果 類

(梨、蘋果除外) 
0.3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甜椒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番茄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絲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菊花 5.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越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葡萄(乾) 0.3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榴槤蜜 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辣椒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辣椒(乾) 1.0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蓮花 0.5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蘋果 0.4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Fenthion 芬殺松 大漿果類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米類 0.1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初榨橄欖油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核果類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梨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番荔枝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楊桃 0.5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薏仁 0.02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蘋果 1.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櫻桃 2.0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小茴香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瓜果類 0.2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瓜菜類 0.2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百合花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米類 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豆菜類 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芫荽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金針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柑桔類 2.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枸杞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洛神葵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秋葵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胡蘿蔔 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茄子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香瓜茄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香辛植物(果實) 0.03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核果類 1.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茶類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乾豆類 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梨果類 1.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甜椒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野薑花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番茄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番荔枝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紫蘇(乾)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絞股藍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菊花 1.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楊桃 1.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榛果 0.2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辣椒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酸漿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蓮花 5.0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樹番茄 0.5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erimzone 富米綜 米 1.0 殺菌劑 

Fipronil 芬普尼 大麥 0.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小麥 0.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玉米 0.01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米類 0.01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香蕉 0.005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黑麥 0.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葵花籽 0.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燕麥 0.002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其他(蔬果類)* 0.001*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其他(穀類)* 0.001*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其他(茶類)* 0.002* 殺蟲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柑桔類 0.2 殺草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葡萄 0.2 殺草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小黃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冬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印度棗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米 1.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西瓜 0.3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李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枇杷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油桃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南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扁蒲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洋香瓜 0.3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胡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苦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香瓜 0.3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香蕉 1.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夏南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桃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茶 5.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隼人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啤酒花 2.0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梅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梨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絲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番茄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越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黃金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榴槤蜜 0.4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蘋果 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lonicamid 氟尼胺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大漿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小葉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包葉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瓜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果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風茹草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根莖菜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茶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乾豆類 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啤酒花 0.1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Fluazinam 扶吉胺 山楂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山藥 0.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火龍果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印度棗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百香果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李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杏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芒果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枇杷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油桃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柿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柑桔類 0.2 殺蟲劑 

Fluazinam 扶吉胺 紅毛丹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桃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茶 5.0 殺蟲劑 

Fluazinam 扶吉胺 茶籽 0.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梅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梨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無花果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番石榴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椰子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楊桃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榅桲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酪梨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蓮霧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蘋果 0.5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櫻桃 0.5 殺菌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十字花科蔬菜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玉米 0.02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瓜果類 0.2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瓜菜類 0.2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李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杏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杏仁 0.06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豆菜類 2.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油桃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青蔥 2.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柿 0.3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洋香瓜 0.2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美洲胡桃 0.06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桃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草莓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其他乾豆類 (棉

籽除外)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堅果類 0.06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梅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柿、桃、

梅、蘋果、櫻桃

除外) 

0.8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甜椒 2.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棉籽 1.5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番茄 2.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結球萵苣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葡萄 2.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辣椒 0.7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辣椒(乾) 7.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蘋果 1.0 殺蟲劑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櫻桃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瓜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米類 0.1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豆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果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柑桔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風茹草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核果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茶類 10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菊花 0.5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雜糧類 0.5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人參(鮮) 0.7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刀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小黃瓜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山藥 8.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木瓜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火龍果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瓜果類 (西

瓜除外) 
0.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甘藍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甘藷 3.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石榴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百香果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米類 0.0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李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芒果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豆菜類 (毛

豆除外)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豆薯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奇異果 1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油桃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油菜籽 0.02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狗尾草根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玫瑰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花豆(鮮)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青花菜 0.7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青蔥 2.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扁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枸杞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枸杞葉 2.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柿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柑桔類 7.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洋蔥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紅毛丹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胡瓜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胡蘿蔔 0.7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茄子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香瓜茄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香蕉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夏南瓜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桃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草莓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荔枝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豇豆(鮮)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馬鈴薯 6.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乾豆類 (棉

籽除外) 
0.02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梨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梨果類 (柿

除外)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甜椒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野茄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麥類 0.0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棉籽 0.0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無花果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番石榴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番茄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番荔枝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菊花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菜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菠菜 2.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萊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開心果 0.2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大豆 0.02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黑莓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椰子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楊桃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葡萄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葡萄柚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酪梨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辣椒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酸漿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蓮花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蓮霧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豌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樹豆(鮮)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樹番茄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龍眼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翼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闊葉大豆根 1.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檸檬 7.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藍莓 2.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覆盆子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雜糧類 0.0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蘋果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櫻桃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露珠莓 5.0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蠶豆(鮮)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鷹嘴豆 0.3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其他(茶類)* 0.06* 殺菌劑 

Fluensulfone 氟速芬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2.0 殺線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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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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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fenoxuron 氟芬隆 瓜果類 0.2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油桃 0.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青蔥 1.0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茉莉花 1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桃 0.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茶 15.0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高梁 0.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梨 0.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紫蘇 5.0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薑 0.05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蘋果 1.0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小黃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山茼蒿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不結球萵苣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木瓜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牛蒡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冬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半結球萵苣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瓜果類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瓜菜類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甘藷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白鳳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百香果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西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芋頭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芒果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豆薯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果菜類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狗尾草根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芳香萬壽菊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金針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青蔥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南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咸豐草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扁蒲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枸杞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洋牛蒡葉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洋香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洋蔥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洛神葵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紅毛丹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紅鳳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胡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苦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茄子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韭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韭菜花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韭黃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香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香瓜茄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香椿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夏南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紅蔥頭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茼蒿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草莓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荔枝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隼人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甜椒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甜菜根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莧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朝鮮薊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無花果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番石榴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番茄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番荔枝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結球萵苣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絲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菠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菾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越瓜 0.5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黑皮波羅門參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葉用甘藷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葉用豌豆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葡萄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蒜頭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辣椒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辣椒(乾) 7.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酸漿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鳳梨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蓮霧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樹番茄 1.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蕎頭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龍眼 2.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蕗蕎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蕹菜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薑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闊包菊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蟛蜞菊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羅勒 3.0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luopicolide 氟比來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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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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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椒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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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oroimide  蘋果 3.0 殺菌劑 

Flupyradifurone  大豆 0.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大麥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小麥 1.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不結球萵苣 9.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半結球萵苣 9.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玉米 0.0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甘藍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杏仁 0.02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咖啡豆 0.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花椰菜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芹菜 4.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青花菜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柑桔類 1.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洋香瓜 0.4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美洲胡桃 0.02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胡瓜 0.4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胡蘿蔔 0.1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夏南瓜 0.2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草莓 1.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高粱 1.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啤酒花 6.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梨 0.6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甜椒 1.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棉籽 0.8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番茄 1.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菜豆 1.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菠菜 9.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萊豆 0.3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落花生 0.04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葡萄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辣椒 1.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豌豆(鮮) 3.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豌豆(乾) 2.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藍莓 4.0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蘋果 0.5 殺蟲劑 

Flupyradifurone  蘿蔔 0.1 殺蟲劑 

Fluroxypyr 氟氯比 柑桔類 1.0 殺草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大豆 0.05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瓜果類 0.5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油菜籽 0.1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香蕉 0.1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梨果類 0.2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麥類 0.2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奧勒岡草 0.05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葡萄(乾) 0.3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葵花籽 0.1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精製大豆油 0.1 殺菌劑 

Flusilazole 護矽得 雜糧類 0.2 殺菌劑 

Flusulfamide 氟硫滅 甘藍 0.05 殺菌劑 

Flusulfamide 氟硫滅 芥藍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小葉菜類 2.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毛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米類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芋頭 4.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其他根莖菜類

(芋頭、胡蘿蔔

除外)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果菜類 2.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芝麻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花豆(鮮)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花豆(乾)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扁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紅豆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胡蘿蔔 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大豆 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豇豆(鮮)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豇豆(乾)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菜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萊豆(鮮)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豌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落花生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綠豆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樹豆(鮮)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樹豆(乾) 0.05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翼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蠶豆(鮮)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鷹嘴豆 1.0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lutolanil 福多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小米 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小麥 0.1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玉米 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印度棗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李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咖啡 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油桃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落花生 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柿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香蕉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桃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茶 3.0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梅 0.4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梨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李、油

桃、柿、桃、

梅、櫻桃除外)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甜椒 1.0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大豆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葡萄 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葡萄(乾) 2.0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蘋果 0.3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櫻桃 1.0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lutriafol 護汰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瓜果類 1.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瓜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李 0.3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豆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果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油桃 0.1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柑桔類 1.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核果類 1.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桃 0.1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茶類 5.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啤酒花 1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菊花(鮮) 2.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菊花(乾) 10.0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櫻桃 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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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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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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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tanate 覆滅蟎 大豆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小扁豆(乾)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天竺葵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瓜果類 0.3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瓜菜類 0.3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百合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果菜類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油桃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玫瑰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芝麻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花豆(乾)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金盞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柑桔類 1.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洋甘菊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紅豆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桂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桃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草莓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豇豆(乾)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馬鈴薯 0.0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梨 0.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野薑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番石榴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菊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楊桃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落花生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葡萄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碧玉筍 0.0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綠豆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蓮子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蓮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蓮藕 0.0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蓮霧 0.4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曇花 2.0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樹豆(乾) 0.1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蘋果 0.5 殺蟎劑 

Formetanate 覆滅蟎 蘭花 2.0 殺蟎劑 

Fosetyl-Al 福賽得 大漿果類 2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除外) 
2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不結球萵苣 75.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半結球萵苣 75.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瓜果類 15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瓜菜類 15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其他小葉菜類

(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及蕹

菜除外) 

2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柑桔類 1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荔枝 5.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草莓 75.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啤酒花 3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梨 1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球莖甘藍 6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無頭甘藍 6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結球萵苣 10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蕹菜 100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蘆筍 0.1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蘋果 10.0 殺菌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西瓜 0.1 殺線蟲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洋香瓜 0.1 殺線蟲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香瓜 0.1 殺線蟲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番茄 0.1 殺線蟲劑 

Fthalide 熱必斯 米類 1.0 殺菌劑 

Fthalide 熱必斯 核果類 2.0 殺菌劑 

Fthalide 熱必斯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Fthalide 熱必斯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Fthalide 熱必斯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Furametpyr 福拉比 米類 0.1 殺菌劑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A3 小葉菜類 5 生長調節劑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A3 小漿果類 5 生長調節劑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A3 芹菜 0.2 生長調節劑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A3 啤酒花 5.0 生長調節劑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A3 梨果類 5 生長調節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大漿果類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小黃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毛豆 0.2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包葉菜類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玉米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瓜果類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印度棗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芒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咖啡豆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油菜籽 1.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金針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青蔥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扁蒲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枸杞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枸杞葉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柑桔類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洋香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洋蔥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胡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胡蘿蔔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苦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茄子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香瓜茄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荔枝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馬鈴薯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堅果類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柿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梨 0.1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其他梨果類 (柿 0.1 殺草劑 



除外)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番茄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甜椒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絲瓜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菜籽原油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大豆 2.0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碧玉筍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辣椒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蓮霧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樹番茄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龍眼 0.05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蘆筍 0.4 殺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其他小漿果類

(蓮霧除外)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毛豆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大豆 1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大漿果類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小麥 5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小漿果類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玉米 1.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甘蔗類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米類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杏仁 1.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小扁豆(乾) 5.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柑桔類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核果類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茶類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馬鈴薯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其他乾豆類 (小

扁豆、葵花籽、

豌豆、大豆除

外) 

2.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梅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梨果類 0.2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甜椒 0.1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葵花籽 7.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豌豆(乾) 5.0 殺草劑 

Glyphosate 嘉磷塞 蘆筍 0.5 殺草劑 

Guazatine 克熱淨 柑桔 5.0 殺菌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木瓜 0.5 殺蟲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茶類 5.0 殺蟲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梨 0.5 殺蟎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蓮霧 1.0 殺蟎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Halfenprox 合芬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包葉菜類 0.1 殺草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米類 0.1 殺草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柑桔類 0.1 殺草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茶類 0.1 殺草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乾豆類 0.1 殺草劑 

Heptenophos 飛達松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Heptenophos 飛達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Heptenophos 飛達松 其他(穀類)* 0.04* 殺蟲劑 

Heptenophos 飛達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小葉菜類 0.5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瓜菜類 0.5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印度棗 0.5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米類 0.1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金針 0.1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核果類 0.5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根莖菜類 0.2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乾豆類 0.2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除外) 
1.0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薄荷 0.5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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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zinone 菲殺淨 大漿果類 0.2 殺草劑 

Hexazinone 菲殺淨 甘蔗類 0.2 殺草劑 

Hexazinone 菲殺淨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Hexazinone 菲殺淨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Hexazinone 菲殺淨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小漿果類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瓜果類 (西瓜除

外) 
0.05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瓜菜類 0.05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李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油桃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柑桔類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美洲胡桃 0.3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茄子 0.1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桃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啤酒花 3.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其他堅果類 (美

洲胡桃除外) 
0.05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梨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油 桃 、

桃、梨及櫻桃除

外) 

0.5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番茄 0.1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葡萄(乾)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櫻桃 1.0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Hymexazol 殺紋寧 瓜果類 0.5 殺菌劑 

Hymexazol 殺紋寧 瓜菜類 0.5 殺菌劑 

Hymexazol 殺紋寧 米類 1.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小麥 0.01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小黃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小葉菜類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木瓜 1.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冬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包葉菜類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瓜果類 1.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南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扁蒲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柑桔類 5.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柿 2.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胡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苦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香蕉 2.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夏南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核果類 1.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草莓 2.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隼人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馬鈴薯 5.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梨 5.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其他梨果類 (柿

除外) 
5.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絲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越瓜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覆盆子 2.0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雜糧類 0.1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蘋果 5.0 殺菌劑 

Imazapic  大豆 0.4 除草劑 

Imazapyr 依滅草 甘蔗類 0.1 殺草劑 

Imazapyr 依滅草 大豆 4.0 殺草劑 

Imazosulfuron 依速隆 米類 0.5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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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小麥麵粉 0.03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小黃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小葉菜類

(半結球萵苣、

不結球萵苣及芹

菜除外)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山藥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木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毛豆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不結球萵苣 3.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火龍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牛蒡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冬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半結球萵苣 3.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可可豆 0.1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瓜果類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石榴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印度棗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百合花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百香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竹筍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米類 0.2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艾草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李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杏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芋頭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豆菜類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豆薯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咖啡豆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果菜類 (甜

椒除外)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枇杷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油桃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油菜籽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玫瑰(鮮)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玫瑰(乾)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芝麻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落花生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芹菜 2.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金針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南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扁蒲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柿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柑桔類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洋甘菊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洋蔥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洛神葵(乾) 2.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紅棗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胡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胡椒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苦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茉莉花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風茹草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百合鱗莖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香蕉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夏南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核果類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根莖菜類

(茭白筍、蓮藕
0.5 殺蟲劑 



除外)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桃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紅蔥頭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茶類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馬鈴薯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茭白筍 0.4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乾豆類 (油

菜籽、葵花籽、

蓮子除外)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啤酒花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堅果類 0.01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梅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隼人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梨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甜椒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野薑花(鮮)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野薑花(乾)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麥類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番荔枝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紫蘇(乾)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絞股藍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絲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菊花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越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大豆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黑皮波羅門參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葵花籽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酪梨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蓮子(乾)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蓮花(鮮)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蓮花(乾) 3.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蓮藕 0.1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蕗蕎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薄荷 1.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雜糧類 0.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蘋果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櫻桃 0.5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木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火龍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冬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印度棗 0.2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百香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米類 0.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西瓜 0.2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李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芒果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枇杷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油桃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南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扁蒲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柑桔類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柿子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洋香瓜 0.2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紅毛丹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紅棗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苦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香瓜 0.2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香蕉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夏南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桃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草莓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荔枝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茶 1.0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隼人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梅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梨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無花果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番石榴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番荔枝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絲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黃金果 0.1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越瓜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楊桃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葡萄 1.0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酪梨  0.3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蓮霧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龍眼 0.5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醋酸鹽或烷

苯磺酸鹽) 
蘋果 0.5 殺菌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十字花科蔬菜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毛豆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李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杏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油桃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青蔥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洋蔥 0.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紅豆 0.01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紅蔥頭 0.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茄子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韭菜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韭菜花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韭黃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桃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珠蔥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梅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梨 0.2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甜椒 0.3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落花生 0.01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番茄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大豆 0.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綠豆 0.01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蒜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蒜頭 0.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辣椒 0.3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蔓越莓 1.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蕎頭 0.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蕗蕎 2.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藍莓 1.0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蘋果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櫻桃 0.5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Indoxacarb 因得克 其他(茶類)* 0.01* 殺蟲劑 

Iprobenfos 丙基喜樂松 米類 0.2 殺菌劑 

Iprobenfos 丙基喜樂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Iprobenfos 丙基喜樂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Iprobenfos 丙基喜樂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大麥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大漿果類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小黃瓜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小葉菜類 7.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小漿果類 5.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木瓜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包葉菜類

(結球萵苣除外) 
7.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米類 1.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杏仁 0.2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芒果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豆菜類 5.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油菜籽 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枸杞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胡瓜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茄子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香瓜茄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香辛植物(種子) 0.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核果類 (芒

果除外)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根莖菜類 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乾豆類 (油

菜籽、葵花籽除

外) 

0.1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梨果類 5.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甜椒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野茄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落花生 0.1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茭白筍 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葵花籽 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辣椒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酸漿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樹番茄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番茄 1.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薏仁 2.0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雜糧類 0.5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Iprovalicarb  葡萄 2.0 殺菌劑 

Isazofos 依殺松 包葉菜類 0.01 殺蟲劑 

Isofenphos 亞芬松 甘蔗類 0.02 殺蟲劑 

Isofenphos 亞芬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Isofenphos 亞芬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Isofenphos 亞芬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Isoprocarb 滅必蝨 瓜果類 0.2 殺蟲劑 



Isoprocarb 滅必蝨 米類 0.5 殺蟲劑 

Isoprocarb 滅必蝨 柑桔類 2.0 殺蟲劑 

Isoprocarb 滅必蝨 梨果類 0.5 殺蟲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山楂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米類 2.0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杏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枇杷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油桃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楊桃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榅桲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蘋果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櫻桃 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大麥 0.07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小麥 0.03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瓜果類 0.2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瓜菜類 0.2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香蕉 0.06 殺菌劑 

Isopyrazam 亞派占 黑麥 0.03 殺菌劑 

Isotianil 亞汰尼 米 0.3 殺菌劑 

Isouron 愛速隆 大漿果類 0.5 殺草劑 

Isouron 愛速隆 小漿果類 0.5 殺草劑 

Isouron 愛速隆 甘蔗類 0.5 殺草劑 

Isoxaflutole  大豆 0.05 除草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瓜菜類 0.1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米 0.2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豆菜類 0.1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果菜類 0.1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茶類 5.0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其他(茶類)* 0.1* 殺蟲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米類 0.2 殺菌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芋頭 0.03 殺菌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青蔥 0.2 殺菌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核果類 0.5 殺菌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茶 0.04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大麥 0.1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小麥 0.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小黃瓜 0.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小葉菜類 5.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小漿果類 5.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山藥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冬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瓜果類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初榨橄欖油 0.7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南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扁蒲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枸杞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柑桔 5.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柿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洋蔥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紅蔥頭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胡瓜 0.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胡蘿蔔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苦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茄子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香瓜茄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夏南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核果類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草莓 3.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茶 10.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隼人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馬鈴薯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梨果類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甜椒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野茄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番石榴 2.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番茄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絲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越瓜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黃金果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黑麥 0.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葡萄(乾) 2.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葡萄柚 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蒜頭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辣椒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酸漿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樹番茄 1.0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蕎頭 0.3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Linuron 理有龍 巴西利 1.0 殺草劑 

Linuron 理有龍 根莖菜類 0.5 殺草劑 

Linuron 理有龍 芹菜 0.2 殺草劑 

Linuron 理有龍 茶類 0.5 殺草劑 

Linuron 理有龍 乾豆類 0.5 殺草劑 

Lufenuron 祿芬隆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果菜類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柑桔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洋蔥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紅蔥頭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茶 5.0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草莓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梨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蒜頭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蕎頭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蘋果 0.5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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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thion 馬拉松 小麥 1.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小麥麵粉 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牛蒡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玉米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瓜菜類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甘蔗類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百合花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米類 0.1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豆菜類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其他大漿果類

(番荔枝、黃金
1.0 殺蟲劑 



果及榴槤蜜除

外) 

Malathion 馬拉松 
其他果菜類 (金

針除外)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玫瑰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金針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柿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柑桔類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洋甘菊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洋香瓜 0.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洋蔥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香瓜 0.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香辛植物(果實)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香辛植物(根莖)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香辛植物(種子)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紅蔥頭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草莓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高粱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乾豆類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番茄汁 0.01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番荔枝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絞股藍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黃金果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葡萄 5.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鼠尾草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榴槤蜜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辣椒(乾)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蓮藕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蕈菜類 2.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蕪菁 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蕎頭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蘆筍 1.0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蘋果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櫻桃 0.5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Maleic Hydrazide 抑芽素 根莖菜類 15.0 生長調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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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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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S 滅紋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MALS 滅紋 瓜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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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PA  大麥 0.2 殺草劑 

MCPA  小麥 0.2 殺草劑 

MCPA  玉米 0.01 殺草劑 

MCPA  亞麻籽 0.01 殺草劑 

MCPA  黑麥 0.2 殺草劑 

MCPA  豌豆(乾) 0.01 殺草劑 

MCPA  燕麥 0.2 殺草劑 

MCPB 加撲草 米類 0.1 殺草劑 

MCPB 加撲草 梨果類 0.2 殺草劑 

Mefenacet 滅芬草 米類 0.1 殺草劑 



Mefenacet 滅芬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Mefenacet 滅芬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Mefenacet 滅芬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油桃 0.5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玫瑰 1.0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桃 0.5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草莓 1.0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梅 0.5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梨 0.5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菊花 1.0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葡萄 3.0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蓮花 1.0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蘋果 0.5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玉米 0.2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米類 1.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芋頭 2.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豆菜類 1.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其他根莖菜類

(胡蘿蔔及芋頭

除外) 

0.5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胡蘿蔔 1.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梨 1.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菠菜 1.0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Mepronil 滅普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十字花科蔬菜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毛豆 1.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茄子 0.6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茶 3.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甜椒 0.6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番茄 0.6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結球萵苣 7.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辣椒 0.6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辣椒(乾) 6.0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其他小葉菜類

(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芹

菜、青蔥及菠菜

除外)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其他小漿果類

(草莓、葡萄、

蔓越莓及藍莓除

外)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不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毛豆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大豆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包葉菜類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半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可可豆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瓜果類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瓜菜類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百香果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米類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西瓜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其他果菜類 (甜

椒除外)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落花生 0.1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芹菜 4.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青蔥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柑桔類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洋香瓜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洋蔥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紅毛丹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紅蔥頭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胡椒 0.1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胡蘿蔔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韭菜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韭菜花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韭黃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香瓜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香辛植物(種子)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其他根莖菜類

( 洋 蔥 、 胡 蘿

蔔、馬鈴薯、甜

菜根及蘿蔔除

外) 

0.1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珠蔥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草莓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馬鈴薯 0.3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啤酒花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梨果類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甜椒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甜菜根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麥類 0.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棉籽 0.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番荔枝 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菊花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菠菜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葡萄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葵花籽 0.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酪梨 4.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蒜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蒜頭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辣椒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蔓越莓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豌豆(鮮) 0.05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蕎頭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蕗蕎 5.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澳洲胡桃 1.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藍莓 2.0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雜糧類 0.1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蘋果 0.2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蘿蔔 0.5 殺菌劑 

Metazachlor 滅草胺 包葉菜類 0.1 殺草劑 

Metazachlor 滅草胺 雜糧類 0.1 殺草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小麥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李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杏仁 0.04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芒果 0.5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油桃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油菜籽 0.04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美洲胡桃 0.04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香蕉 0.1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桃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馬鈴薯 0.04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梨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大豆 0.05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菾菜 2.0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落花生 0.1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蓮霧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藍莓 0.4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蘋果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櫻桃 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Metconazole 滅特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米類 0.1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核果類 0.2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乾豆類 0.03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梨果類 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雜糧類 0.1 殺蟲劑 

Metham-sodium 斯美地 甘蔗類 0.01 燻蒸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大漿果類 0.1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小漿果類 0.1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柑桔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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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iocarb 滅賜克 大麥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小麥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小漿果類 0.2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玉米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瓜果類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甘藍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百香果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芒果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抱子甘藍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油菜籽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花椰菜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青蔥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枸杞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洋蔥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秋葵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茄子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茉莉花 5.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韭菜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韭菜花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韭黃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紅蔥頭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珠蔥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甜椒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甜菜根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朝鮮薊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番茄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結球萵苣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葵花籽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榛果 0.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蒜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蒜頭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辣椒 1.0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豌豆(鮮)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豌豆(乾) 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蕎頭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蕗蕎 0.5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小葉菜類 3.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小漿果類 2.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包葉菜類 0.7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瓜菜類 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百合花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米類 0.2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豆菜類 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果菜類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芫荽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柑桔類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風茹草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核果類 2.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根莖菜類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小茴香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茶類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乾豆類 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梨果類 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野薑花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番荔枝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菊花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蓮花 1.0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雜糧類 1.0 殺蟲劑 

Methoprene 美賜平 小麥 2.0 殺蟲劑 

Methoprene 美賜平 大麥 2.0 殺蟲劑 

Methoprene 美賜平 玉米 5.0 殺蟲劑 

Methoprene 美賜平 高粱 5.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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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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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yl bromide 溴化甲烷 米類 1.0 燻蒸劑 

1-Methylcyclopropene  柿 0.01 生長調節劑 

1-Methylcyclopropene  梨 0.01 生長調節劑 

1-Methylcyclopropene  蘋果 0.01 生長調節劑 

Metobromuron 撲多草 乾豆類 0.5 殺草劑 

Metobromuron 撲多草 雜糧類 0.5 殺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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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olachlor 莫多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Metolcarb 治滅蝨 米類 0.5 殺蟲劑 

Metolcarb 治滅蝨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Metolcarb 治滅蝨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Metolcarb 治滅蝨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洋香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冬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西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南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扁蒲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苦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香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夏南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隼人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梨果類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絲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越瓜 1.0 殺菌劑 

Metrafenone 滅芬農 葡萄 2.0 殺菌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甘蔗類 0.5 殺草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馬鈴薯 0.6 殺草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蘆筍 0.1 殺草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Metribuzin 滅必淨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大漿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小葉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小漿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包葉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瓜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瓜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果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玫瑰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柑桔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茉莉花 2.0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風茹草 2.0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茶類 2.0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梨果類 0.2 殺蟎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菊花 2.0 殺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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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ocrotophos 亞素靈 米類 0.02 殺蟲劑 

Monocrotophos 亞素靈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Monocrotophos 亞素靈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Monocrotophos 亞素靈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MPMC 滅爾蝨 米類 0.5 殺蟲劑 



MSMA 甲基砷酸鈉 柑桔類 0.5 殺草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刀豆 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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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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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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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led 乃力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根莖菜類 0.2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茶類 2.0 殺蟲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包葉菜類 1.0 殺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甘蔗類 1.0 殺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果菜類 1.0 殺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Naptalam 鈉得爛 瓜菜類 0.1 殺草劑 

Norflurazon  李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杏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杏仁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油桃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柑桔類 0.2 除草劑 

Norflurazon  桃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葡萄 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藍莓 0.1 除草劑 

Novaluron 諾伐隆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0.7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小米 0.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小麥 0.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毛豆 0.01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玉米 0.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瓜果類 0.2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瓜菜類 0.2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甘蔗 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竹筍 0.01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其他果菜類 (枸

杞、茄子、香瓜

茄、甜椒、番

茄、辣椒除外) 

0.7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枸杞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茄子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香瓜茄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草莓 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馬鈴薯 0.01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高粱 0.05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乾豆類 0.1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梨 2.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梨果類 2.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甜椒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番茄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辣椒 1.0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蕈菜類 0.7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薑 0.01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蘋果 2.0 殺蟲劑 

Nuarimol 尼瑞莫 瓜果類 0.2 殺菌劑 

Nuarimol 尼瑞莫 梨果類 0.2 殺菌劑 

Nuarimol 尼瑞莫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Nuarimol 尼瑞莫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Nuarimol 尼瑞莫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Omethoate 歐滅松 柑桔類 0.2 殺蟲劑 

Omethoate 歐滅松 荔枝 0.2 殺蟲劑 

Omethoate 歐滅松 龍眼 0.2 殺蟲劑 

Oxadiazon 樂滅草 米類 0.05 殺草劑 

Oxadiazon 樂滅草 乾豆類 0.05 殺草劑 

Oxadiazon 樂滅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Oxadiazon 樂滅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Oxadiazon 樂滅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Oxadixyl 毆殺斯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瓜果類 1.0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瓜菜類 1.0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馬鈴薯 0.1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莧菜 1.0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小葉菜類

(芹菜除外) 
0.5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包葉菜類 0.5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瓜果類 0.2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瓜菜類 2.0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米 0.02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豆菜類 0.1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芹菜 1.0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柑桔類 (柳

橙除外) 
0.5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柳橙 1.0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香辛植物(果實) 0.07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根莖菜類 0.2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乾豆類 0.1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番茄 0.05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果菜類 (番

茄除外) 
2.0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蔬果類)* 0.01*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穀類)* 0.01* 殺線蟲劑 

Oxamyl 毆殺滅 其他(茶類)* 0.05* 殺線蟲劑 

Oxine sulfate chinosol 歐硫素 梨果類 3.0 生長調節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十字花科蔬菜

(小葉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大漿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不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半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瓜果類 5.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瓜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豆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果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柑桔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核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梨果類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莧菜 2.0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菱角 2.0 殺菌劑 

Oxolinic acid 歐索林酸 不結球萵苣 0.7 殺菌劑 

Oxolinic acid 歐索林酸 半結球萵苣 0.7 殺菌劑 

Oxolinic acid 歐索林酸 芒果 1.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刀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毛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花豆(鮮)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扁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豇豆(鮮)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乾豆類 0.5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菜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萊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豌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樹豆(鮮)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翼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蠶豆(鮮)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鷹嘴豆 5.0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Oxycarboxin 嘉保信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Oxydemeton methyl 滅多松 根莖菜類 0.02 殺蟲劑 

Oxydemeton methyl 滅多松 梨果類 0.2 殺蟲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小葉菜類 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其他包葉菜類

(朝鮮薊除外) 
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甘蔗類 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米類 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李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杏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油桃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洋蔥 0.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桃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乾豆類 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堅果類 0.05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梅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朝鮮薊 0.05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無花果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葡萄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櫻桃 0.03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小漿果類 0.5 生長調節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核果類 0.5 生長調節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乾豆類 0.1 生長調節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其他(蔬果類)* 0.01* 生長調節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其他(穀類)* 0.02* 生長調節劑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其他(茶類)* 0.05* 生長調節劑 

Paraquat 巴拉刈 大漿果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小葉菜類 0.07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小漿果類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玉米 0.03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玉米粉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瓜果類 0.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瓜菜類 0.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甘蔗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米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李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杏仁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豆菜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果菜類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油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柑桔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其他根莖菜類

(蘆筍除外)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茶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馬鈴薯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高粱 0.03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堅果類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梅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梨果類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大豆 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葡萄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橄欖 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蕈菜類 0.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蘆筍 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櫻桃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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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藍 0.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米類 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油桃 0.3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香辛植物(果實) 5.0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香辛植物(根莖) 3.0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香辛植物(種子) 5.0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桃 0.3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梨 0.2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甜菜根 0.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葡萄 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葡萄(乾) 1.0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雜糧類 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蘋果 0.2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小黃瓜 0.1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瓜果類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豆菜類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胡瓜 0.1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核果類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啤酒花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梨果類 0.2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番茄 0.2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葡萄(乾) 0.5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十字花科蔬菜

(包葉菜類) 
2.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小葉菜類 2.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米類 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西瓜 0.5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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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flufen 平氟芬 米類 0.01 殺菌劑 

Penoxsulam 平速爛 米 0.02 殺草劑 



Penthiopyrad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5.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5.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瓜果類 0.5 殺菌劑 

Penthiopyrad  瓜菜類 0.5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李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杏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豆菜類 3.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果菜類 2.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油桃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洋蔥 0.7 殺菌劑 

Penthiopyrad  胡蘿蔔 0.6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桃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草莓 3.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Penthiopyrad  
乾豆類 (大豆除

外) 
0.3 殺菌劑 

Penthiopyrad  堅果類 0.05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梅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青蔥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櫻桃 4.0 殺菌劑 

Penthiopyrad  蘿蔔 3.0 殺菌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大豆原油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大漿果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小麥麵粉 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小葉菜類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包葉菜類

(甘藍及結球萵

苣除外)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瓜果類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瓜菜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甘藍 5.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百合花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米類 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杏仁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豆菜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果菜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油菜籽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芝麻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柑桔類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茉莉花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風茹草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食用棉籽油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食用葵花籽油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香辛植物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根莖菜類

(蘆筍除外) 
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桃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茶類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乾豆類 (棉

籽、葵花籽除

外)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啤酒花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梨果類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麥類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棉籽 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紫蘇(乾)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結球萵苣 5.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菊花 3.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開心果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大豆 0.05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葵花籽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葵花籽原油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橄欖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蕈菜類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雜糧類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蘆筍 1.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櫻桃 2.0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henothiol 脫禾草 米類 0.5 殺草劑 

Phenothrin 酚丁滅蝨成分之一 米類 0.5 殺菌劑 

Phenothrin 酚丁滅蝨成分之一 核果類 0.5 殺菌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米類 0.1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柑桔 0.2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香辛植物(種子) 7.0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梨 0.2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蘋果 0.2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大漿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小葉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小漿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包葉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玉米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玉米原油 0.1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玉米粉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瓜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甘蔗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豆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果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食用玉米油 0.02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香辛植物(果實) 0.1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香辛植物(種子) 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高粱 0.05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乾豆類 0.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大漿果類 2.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杏仁 0.1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胡桃 0.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香辛植物(果實) 2.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香辛植物(根莖) 3.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香辛植物(種子) 2.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茶類 5.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梨果類 1.0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榛果 0.05 殺蟲劑 

Phosdiphen 嘉賜米松成分之一 米類 0.1 殺菌劑 

Phosmet 益滅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瓜菜類 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米類 0.1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芒果 0.1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豆菜類 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根莖菜類 0.1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荔枝 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馬鈴薯 0.05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堅果類 0.1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梨果類 2.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棉籽 0.05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番石榴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番荔枝 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楊桃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蓮霧 1.0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龍眼 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其他(茶類)*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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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sphine 磷化氫 大麥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小麥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水果(乾)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可可豆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玉米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米類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落花生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香辛植物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根莖菜類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高粱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堅果類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麥類 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蔬菜(乾) 0.01 燻蒸劑 

Phosphine 磷化氫 雜糧類 0.1 燻蒸劑 

Phoxim 巴賽松 米類 0.05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大麥 15.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小麥 15.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水果(乾) 0.2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瓜果類 1.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瓜菜類 1.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落花生 1.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柑桔類果汁 0.05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柑桔類 5.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根莖菜類 (胡蘿

蔔除外) 
0.5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高粱 8.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乾豆類 0.2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甜椒 2.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麥類 15.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番茄 2.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番茄汁 0.3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辣椒 2.0 殺蟲劑 

Piperonyl butoxide 協力精 雜糧類 8.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小麥 0.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小 漿 果 類 ( 草

莓、葡萄除外) 
1.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大麥 0.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瓜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李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杏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豆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果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油桃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油菜籽 0.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柑桔類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香辛植物(種子) 5.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柳橙 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桃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其他乾豆類 (大

豆、油菜籽、葵

花籽除外) 

0.2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啤酒花 4.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梅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櫻

桃除外) 

1.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麥類 0.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葵花籽 0.1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薄荷 1.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雜糧類 0.05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櫻桃 3.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大麥 5.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大漿果類 2.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小麥 5.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玉米 7.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米類 1.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香辛植物(果實) 0.5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香辛植物(種子) 3.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根莖菜類 0.2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高粱 7.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麥類 5.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雜糧類 7.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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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enazole 撲殺熱 米 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瓜果類 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米類 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亞麻籽 0.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核果類 1.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根莖菜類 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梨果類 1.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麥類 2.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番荔枝 1.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蕈菜類 0.5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雜糧類 2.0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小葉菜類 5.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小漿果類 5.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包葉菜類 5.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瓜果類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瓜菜類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豆菜類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果菜類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芝麻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柑桔 0.5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柿 0.5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其他梨果類 (柿

除外)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根莖菜類 0.5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番茄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蘭花 2.0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瓜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瓜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百合花 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芒果 0.2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豆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果菜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芝麻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花豆(乾)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金盞花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洋甘菊 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紅豆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風茹草 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香辛植物(果實) 0.07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香辛植物(根莖)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茶類 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豇豆(乾)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菊花 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大豆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落花生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綠豆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樹豆(乾)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薄荷 1.0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蠶豆(乾) 0.05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rofenophos 佈飛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rohexadione calcium  梨 3.0 生長調節劑 

Prohexadione calcium  蘋果 3.0 生長調節劑 

Prohexadione calcium  櫻桃 0.4 生長調節劑 

Prometryn 佈滅淨 芹菜 0.5 殺草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5.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小黃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山茼蒿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不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木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牛蒡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冬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半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瓜果類 2.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瓜菜類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甘藷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白鳳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百合花 0.5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百合鱗莖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百香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芋頭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芒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豆薯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果菜類 2.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狗尾草根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芳香萬壽菊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青蔥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南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咸豐草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扁蒲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枸杞葉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洋牛蒡葉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洋蔥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紅毛丹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紅鳳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胡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胡椒 0.2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苦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韭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韭菜花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韭黃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香椿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夏南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紅蔥頭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茼蒿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草莓 9.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荔枝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隼人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馬鈴薯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甜菜根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莧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朝鮮薊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紫蘇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無花果 9.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番石榴 9.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番荔枝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結球萵苣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絲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菊花 0.5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菠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菾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越瓜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黑皮波羅門參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葉用甘藷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葉用豌豆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葡萄 9.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碧玉筍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蒜頭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鳳梨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蓮霧 9.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龍眼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龍鬚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蕎頭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蕗蕎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蕹菜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薑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闊包菊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闊葉大豆根 0.3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蟛蜞菊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羅勒 10.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蘿蔔 1.0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ropanil 除草靈 米類 0.1 殺草劑 

Propanil 除草靈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Propanil 除草靈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Propanil 除草靈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Propaphos 加護松 米類 0.1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核果類 0.5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梨果類 0.5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玉米 0.1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玉米原油 0.7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玉米粉 0.2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瓜果類 1.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李 4.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杏 4.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杏仁 0.1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油桃 3.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玫瑰 5.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花生原油 0.3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柑桔類果汁 0.3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柑桔類 5.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胡桃 0.3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食用玉米油 0.5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食用花生油 0.3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食用棉籽油 0.2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香蜂草 5.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桃 4.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茶 2.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馬鈴薯 0.03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乾豆類 0.2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啤酒花 3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梅 4.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梨 4.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番茄 2.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蘋果 3.0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蘋果汁 0.2 殺蟎劑 

Propargite 毆蟎多 櫻桃 4.0 殺蟎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大麥 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大漿果類 2.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小麥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甘蔗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米類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杏仁 0.05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咖啡豆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油菜籽 0.1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芹菜 5.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柑桔 4.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洋蔥 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美洲胡桃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核果類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草莓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梨果類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甜菜根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茭白筍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菜豆 0.7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大豆 2.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黑莓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黑麥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奧勒岡草 0.1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葡萄柚 4.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蔓越莓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檸檬 4.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藍莓 2.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覆盆子 0.5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雜糧類 0.1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櫻桃 1.0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ropoxur 安丹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米類 0.1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草豆蔻 0.05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番石榴 1.0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roquinazid 普快淨 葡萄 0.5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大麥 0.2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小麥 0.1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油菜籽 0.1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落花生 0.02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其他乾豆類 (大

豆、油菜籽、落

花生除外) 

1.0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黑麥 0.05 殺菌劑 

Prothioconazole  燕麥 0.05 殺菌劑 

Prothiofos 普硫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Prothiofos 普硫松 小漿果類 0.2 殺蟲劑 

Prothiofos 普硫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不結球萵苣 0.6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半結球萵苣 0.6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瓜果類 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瓜菜類 0.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甘藍 0.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米類 0.1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豆菜類 0.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芹菜 0.6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芥菜 0.2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青花菜 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美洲胡桃 0.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茭白筍 0.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核果類 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草莓 1.0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馬鈴薯 0.1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啤酒花 15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梨 0.1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甜椒 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番茄 0.2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結球萵苣 1.0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菠菜 0.6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蘋果 0.1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Pyraclofos 白克松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Pyraclofos 白克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Pyraclofos 白克松 瓜菜類 0.5 殺蟲劑 

Pyraclofos 白克松 豆菜類 0.5 殺蟲劑 

Pyraclofos 白克松 果菜類 0.5 殺蟲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刀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十字花科小

葉菜類 (芥菜除

外)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大麥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小麥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山茼蒿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山藥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山蘇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不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木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半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毛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火龍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牛蒡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冬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可可豆 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玉米 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瓜果類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瓜菜類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甘藷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白鳳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印度棗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百合花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百香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艾草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西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李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杏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杏仁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芋頭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芒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豆薯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咖啡豆 0.3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枇杷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油桃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狗尾草根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落花生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花豆(鮮)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芳香萬壽菊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芹菜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芥菜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小扁豆(乾)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金針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金盞花 0.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金線蓮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南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扁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扁蒲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柿子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柑桔類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枸杞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枸杞葉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洋甘菊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洋香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洋蔥 1.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洛神葵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紅毛丹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紅鳳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紅蔥頭 1.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胡蘿蔔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苦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茄子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韭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韭菜花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韭黃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風茹草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香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香瓜茄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香蕉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夏南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桃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珠蔥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荔枝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草莓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茶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茶籽 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茼蒿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豇豆(鮮)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隼人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高粱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乾豆類 (落

花生、小扁豆、

菜豆、大豆、葵

花籽、豌豆除

外) 

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啤酒花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堅果類 (開

心果除外)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梅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梨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梨果類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甜椒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甜菜根 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朝鮮薊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無花果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番石榴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番茄 1.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番荔枝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菠菜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絲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菊花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萊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菜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菜豆(乾) 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越瓜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開心果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大豆 0.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黑莓 3.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黑麥 0.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楊桃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葉用甘藷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葉用豌豆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葵花籽 0.3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葡萄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葡萄(乾)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葡萄柚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酪梨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碧玉筍 0.02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蒜頭 1.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辣椒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蓮霧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青蔥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闊包菊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闊葉大豆根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豌豆 (包括莢豌

豆及甜豌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豌豆(乾) 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樹豆(鮮)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樹番茄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燕麥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蕎頭 1.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龍眼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龍鬚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穗醋栗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翼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蕗蕎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蕹菜 2.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薄荷 5.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薑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檸檬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藍莓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覆盆子 3.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蘆筍 0.4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蘋果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櫻桃 1.0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蘿蔔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蠶豆(鮮)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鷹嘴豆 0.5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穀類)* 0.01* 殺菌劑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yraflufen-ethyl 派芬草 柑桔類 0.1 除草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瓜果類 0.5 殺菌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玫瑰 0.1 殺菌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yrazosulfuron-ethyl 百速隆 米類 0.5 殺草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水果(乾) 0.2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瓜菜類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米類 0.3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落花生 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柑桔類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根莖菜類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其他乾豆類 (落

花生除外) 
0.1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堅果類 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甜椒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麥類 0.3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番茄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辣椒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辣椒(乾) 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蕈菜類 1.0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雜糧類 0.3 殺蟲劑 

Pyribencarb  柑桔 5.0 殺菌劑 

Pyribencarb  茶 20 殺菌劑 

Pyribencarb  梨 2.0 殺菌劑 

Pyribencarb  蘋果 2.0 殺菌劑 

Pyridaben 畢達本 刀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李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山藥 0.1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毛豆 0.1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枇杷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果菜類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花豆(鮮)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扁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柑桔類 2.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茉莉花 0.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桃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草莓 1.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茶類 5.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豇豆(鮮)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啤酒花 5.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堅果類 0.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梅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梨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梨果類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菜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萊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番荔枝 1.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葡萄 1.0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蔓越莓 0.5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豌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樹豆(鮮)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翼豆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蠶豆(鮮) 0.4 殺蟎劑 

Pyridaben 畢達本 鷹嘴豆 0.4 殺蟎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米類 0.5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果菜類 1.0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柑桔類 2.0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yridate 必汰草 乾豆類 0.5 殺草劑 

Pyridate 必汰草 雜糧類 0.5 殺草劑 

Pyrifenox 比芬諾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Pyrifenox 比芬諾 梨果類 0.5 殺菌劑 

Pyrifenox 比芬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yrifenox 比芬諾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yrifenox 比芬諾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Pyrifluquinazon  油桃 0.7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柑桔 1.0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柿 0.5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桃 0.2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茶 20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梨 1.0 殺蟲劑 

Pyrifluquinazon  蘋果 0.5 殺蟲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刀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百合鱗莖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李 2.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杏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杏仁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豆薯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油桃 4.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狗尾草根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花豆(鮮)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扁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枸杞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枸杞葉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柑桔類 7.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洋蔥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胡蘿蔔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茄子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香瓜茄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香蕉 0.1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桃 4.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草莓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豇豆(鮮)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馬鈴薯 0.05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梅 8.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梨 2.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

梨、櫻桃除外) 

7.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甜椒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野茄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野薑花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番茄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結球萵苣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菜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萊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葉用豌豆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葡萄 4.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葡萄(乾) 5.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葡萄柚 7.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青蔥 3.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辣椒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酸漿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豌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豌豆(乾) 0.5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樹豆(鮮)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樹番茄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翼豆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闊葉大豆根 0.2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檸檬 7.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蘋果 7.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櫻桃 4.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蘭花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蠶豆(鮮) 1.0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鷹嘴豆 1.0 殺菌劑 

Pyrimidifen 畢汰芬 木瓜 0.1 殺蟲劑 

Pyrimidifen 畢汰芬 柑桔類 0.5 殺蟲劑 

Pyrimidifen 畢汰芬 茶類 1.0 殺蟲劑 

Pyrimidifen 畢汰芬 番荔枝 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小黃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山茼蒿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冬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瓜果類 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白鳳菜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艾草 5.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杏仁 0.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波羅蜜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南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扁蒲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枸杞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枸杞葉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其他柑桔類 (葡

萄柚及檸檬除

外) 

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洋甘菊 5.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秋葵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紅鳳菜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胡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苦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茄子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風茹草 5.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食用棉籽油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香瓜茄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夏南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茶 5.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茼蒿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隼人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堅果類 0.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柿 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梨果類 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甜椒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棉籽 0.05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棉籽原油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番茄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絲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菊花 5.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菠菜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越瓜 0.2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葡萄柚 0.3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榴槤蜜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辣椒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樹番茄 1.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龍鬚菜 3.0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檸檬 0.3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Pyroquilon 百快隆 米類 0.5 殺菌劑 

Pyroquilon 百快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Pyroquilon 百快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Pyroquilon 百快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小葉菜類 0.03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包葉菜類 0.03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米類 0.05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根莖菜類 0.03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Quinclorac 快克草 米類 1.0 殺草劑 

Quinclorac 快克草 油菜籽 1.0 殺草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大麥 0.01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小麥 0.01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冬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其他瓜果類 (西

瓜、洋香瓜、香

瓜除外) 

0.1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西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南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扁蒲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洋香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苦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香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夏南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草莓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隼人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啤酒花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甜椒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甜菜根 0.03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結球萵苣 8.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絲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越瓜 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葡萄 2.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辣椒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穗醋栗 1.0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櫻桃 0.4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Quinoxyfen 快諾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刀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毛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瓜果類 0.5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豆薯 0.1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狗尾草根 0.1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花豆(鮮)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扁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豇豆(鮮)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乾豆類 0.5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菜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萊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豌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樹豆(鮮)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翼豆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闊葉大豆根 0.1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蠶豆(鮮) 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Quizalofop-ethyl 快伏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Rotenone 魚藤精 小葉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包葉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瓜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豆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果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根莖菜類 0.2 殺蟲劑 

Rotenone 魚藤精 茶類 2.0 殺蟲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大豆 0.07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大麥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小麥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毛豆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玉米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米類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李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杏仁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咖啡豆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油桃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油菜籽 0.6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柑桔類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美洲胡桃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香蕉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桃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高粱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其他乾豆類 (大

豆、油菜籽、棉

籽、菜豆、葵花

籽、豌豆除外)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堅果類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梨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油 桃 、

桃、梨、蘋果除

外)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其他麥類 (大麥

除外)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棉籽 0.2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菜豆(乾) 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葡萄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葵花籽 0.7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豌豆(鮮)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豌豆(乾) 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其他雜糧類 (玉

米、高粱除外) 
0.01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蘋果 0.03 殺草劑 

Saflufenacil 殺芬草 櫻桃 0.01 殺草劑 



Sedaxane  大豆 0.01 殺菌劑 

Sedaxane  大麥 0.01 殺菌劑 

Sedaxane  小麥 0.01 殺菌劑 

Sedaxane  油菜籽 0.01 殺菌劑 

Sedaxane  黑麥 0.01 殺菌劑 

Sedaxane  燕麥 0.01 殺菌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大豆 15.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毛豆 1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杏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油桃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落花生 15.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花豆(鮮) 10.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桃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菜豆 10.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草莓 10.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馬鈴薯 4.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豇豆(鮮) 10.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其他乾豆類 (落

花生及大豆除

外) 

1.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梨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萊豆 10.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葡萄 1.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蔓越莓 2.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覆盆子 0.5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蘆筍 4.0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蘋果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櫻桃 0.2 殺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榅桲 0.2 殺草劑 

Silafluofen 矽護芬 小漿果類 2.0 殺蟲劑 

Silafluofen 矽護芬 米類 0.5 殺蟲劑 

Silafluofen 矽護芬 核果類 2.0 殺蟲劑 

Simazine 草滅淨 玉米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甘蔗類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美洲胡桃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葡萄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酪梨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榛果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藍莓 0.2 殺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覆盆子 0.2 殺草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小米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小扁豆(乾)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小麥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山茼蒿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山藥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不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木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火龍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牛蒡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半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玉米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瓜果類 1.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瓜菜類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白鳳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印度棗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百合花 3.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百合鱗莖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百香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李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杏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杏仁 0.01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芒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豆菜類 (毛豆、

菜豆、蠶豆除

外)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豆薯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奇異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枇杷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油桃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狗尾草根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芝麻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花豆(乾)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芳香萬壽菊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芹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金針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青蔥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枸杞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枸杞葉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柑桔類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柿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洋牛蒡葉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洋蔥 0.01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秋葵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紅豆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紅棗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紅鳳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紅蔥頭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茄子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韭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韭菜花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韭黃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香瓜茄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香蕉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桃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桑椹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珠蔥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茶 3.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茼蒿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草莓 1.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豇豆(乾)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高粱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堅果類 0.01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梅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梨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梨果類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甜椒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甜菜根 0.01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朝鮮薊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番石榴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番茄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番荔枝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結球萵苣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菜豆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菠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黑皮波羅門參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大豆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楊桃 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楊梅 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落花生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葉用豌豆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葡萄 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酪梨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碧玉筍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綠豆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蒜頭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辣椒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酸漿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蓮子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蓮花 3.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蓮藕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蓮霧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樹豆(乾)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樹番茄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蕎頭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龍鬚菜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蕗蕎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薏仁 0.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闊包菊 2.0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藍莓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覆盆子 0.5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蘆筍 0.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蘋果 0.2 殺蟲劑 

Spinetoram 賜諾特 櫻桃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大麥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小麥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其他小葉菜類

(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芹

菜及青蔥除外)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山楂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不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木瓜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牛蒡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玉米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包葉菜類 2.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半結球萵苣 4.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瓜果類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瓜菜類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百合花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百合鱗莖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米 0.8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李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杏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杏仁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豆菜類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豆薯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奇異果 0.05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枇杷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狗尾草根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玫瑰(乾)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玫瑰(鮮)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芝麻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花豆(乾)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芹菜 2.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金針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落花生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青蔥 2.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柑桔類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枸杞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洋蔥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秋葵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紅豆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紅蔥頭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美洲胡桃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胡蘿蔔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茄子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茉莉花(乾)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茉莉花(鮮)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食用棉籽油 0.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香瓜茄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桂花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桃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高粱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茶類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草莓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豇豆(乾)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馬鈴薯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啤酒花 2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堅果類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梅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梨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其他梨果類 (蘋 0.2 殺蟲劑 



果除外) 

Spinosad 賜諾殺 甜椒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野薑花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麥類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棉籽 0.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棉籽原油 0.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番石榴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番茄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大豆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菊花(乾)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菊花(鮮)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黑皮波羅門參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黑莓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溫桲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葡萄 0.5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葡萄(乾)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葡萄柚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綠豆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蒜頭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辣椒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辣椒(乾) 3.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酸漿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蓮子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蓮花(乾)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蓮花(鮮)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蓮藕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蔓越莓 0.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豌豆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曇花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樹豆(乾) 0.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樹番茄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燕麥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闊葉大豆根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檸檬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藍莓 0.4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覆盆子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雜糧類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蘆筍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蘋果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櫻桃 0.2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蘭花 0.3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露珠莓 1.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蘿蔔 0.1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蠶豆(乾) 0.02 殺蟲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小黃瓜 0.07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山楂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木瓜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印度棗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李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杏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芒果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咖啡豆 0.03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枇杷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油桃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柑桔類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柚子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胡瓜 0.07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香蕉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桃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荔枝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茶 5.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草莓 2.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啤酒花 3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堅果類 0.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梅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梨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除外)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甜椒 0.2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番石榴 2.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番茄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番荔枝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萊姆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楊桃 2.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榅桲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葡萄 2.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葡萄(乾) 0.3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葡萄柚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酪梨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蓮霧 2.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穗醋栗 1.0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龍眼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檸檬 0.5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蘋果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櫻桃 0.8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木瓜 1.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百香果 1.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仙草 5.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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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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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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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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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荔枝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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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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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眼 1.0 殺蟲劑 

Spiromesifen 賜滅芬 蘋果 2.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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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殺蟎劑 



葉菜類 (甘藍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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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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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殺蟎劑 



籽、大豆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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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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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foxaflor 速殺氟 刀豆 4.0 殺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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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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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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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類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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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foxaflor 速殺氟 花椰菜 0.1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花豆(鮮)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扁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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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豇豆(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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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豆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萊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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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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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豌豆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樹豆(鮮)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翼豆 4.0 殺蟲劑 

Sulfoxaflor 速殺氟 蠶豆(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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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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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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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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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甘蔗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米類 0.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杏仁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豆薯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狗尾草根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柿 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青花菜 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柑桔類 1.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茼蒿 3.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小葉菜類

(茼蒿除外) 
5.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奇異果 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洋蔥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紅蔥頭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胡桃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草莓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乾豆類 0.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啤酒花 0.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梨果類 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甜椒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番茄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葡萄 2.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葡萄(乾) 2.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酪梨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蒜頭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辣椒 1.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蔓越莓 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蕎頭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闊葉大豆根 0.05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覆盆子 2.0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木瓜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印度棗 1.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芒果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柑桔類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茉莉花 2.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香蕉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茶 2.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草莓 1.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荔枝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啤酒花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番石榴 1.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番荔枝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菊花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楊桃 1.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葡萄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酪梨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蓮霧 1.0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龍眼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蘋果 0.5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其他(穀類)* 0.02* 殺蟎劑 

Tebufenpyrad 得芬瑞 其他(茶類)* 0.05* 殺蟎劑 

Tecloftalam 克枯爛 米 0.2 殺菌劑 

Tecloftalam 克枯爛 青蔥 1.0 殺菌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大豆 0.05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小葉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包葉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玉米 0.1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瓜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李 0.1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豆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咖啡豆 0.5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果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油桃 0.3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根莖菜類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桃 0.3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茶 5.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草莓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梅 0.1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梨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油 桃 、

桃、梅、蘋果除

外) 

1.0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蘋果 0.5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毛豆 1.0 殺草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落花生 0.2 殺草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Terbufos 托福松 大漿果類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小葉菜類 0.05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包葉菜類 0.05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玉米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瓜果類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甘蔗類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咖啡豆 0.05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果菜類 0.05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柑桔類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高粱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乾豆類 0.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甜菜根 0.02 殺蟲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米 0.2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冬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瓜果類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芒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南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扁蒲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苦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夏南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茶 8.0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隼人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梨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絲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越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黃金果 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etramethrin 治滅寧 白木耳 0.2 殺蟲劑 

Tetramethrin 治滅寧 米類 0.05 殺蟲劑 

Tetramethrin 治滅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etramethrin 治滅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etramethrin 治滅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henylchlor 欣克草 米類 0.02 除草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大漿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小漿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瓜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米類 2.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柑桔類 10.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核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其他根莖菜類

(馬鈴薯除外) 
3.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馬鈴薯 10.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梨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落花生 0.1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酪梨 2.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蕈菜類 5.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小麥 0.1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小黃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其他瓜果類 (洋

香瓜除外) 
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米類 0.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李 0.5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杏 0.5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奇異果 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油桃 1.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南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枸杞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洋香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秋葵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胡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茄子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夏南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桃 1.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馬鈴薯 0.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啤酒花 0.1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堅果類 0.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梅 0.5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梨 1.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桃、梅、

梨、蘋果、櫻桃

除外) 

0.7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甜椒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番茄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辣椒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蘋果 0.3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櫻桃 2.0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hiacloprid 賽果培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刀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大麥 0.4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小麥 0.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小葉菜類

(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除

外)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小漿果類

(番石榴、葡萄

除外)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山茼蒿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不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木瓜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毛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火龍果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半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可可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玉米 0.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瓜果類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瓜菜類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白鳳菜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冬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百香果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米類 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西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李 0.4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杏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杏仁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芒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豆菜類 (刀

豆、毛豆、花

豆、扁豆、豇

豆、菜豆、萊

豆、豌豆、樹

豆、翼豆、蠶

豆、鷹嘴豆除

外)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豆薯 0.2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咖啡豆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果菜類 (番

茄除外)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油桃 0.4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狗尾草根 0.2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花豆(鮮)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芳香萬壽菊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芹菜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金針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青蔥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南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扁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扁蒲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柑桔類 (葡

萄柚、檸檬除

外)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柿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茄子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洋香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紅鳳菜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美洲胡桃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胡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苦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風茹草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香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香蕉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夏南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根莖菜類 0.2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桃 0.4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茶類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馬鈴薯 0.2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茼蒿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豇豆(鮮)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隼人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高梁 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乾豆類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啤酒花 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梅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梨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 他 梨 果 類

( 李 、 杏 、 油

桃、柿、桃、

梅、梨、蘋果、

櫻桃除外) 

0.3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甜椒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朝鮮薊 0.4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番石榴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番茄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番荔枝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結球萵苣 3.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菊花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菜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菠菜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萊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葉用甘藷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葉用豌豆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絲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越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大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黃金果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葡萄 0.3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葡萄柚 0.4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酪梨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榴槤蜜 1.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辣椒(乾) 7.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鳳梨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蓮霧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豌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樹豆(鮮)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蕈菜類 0.7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翼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闊包菊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闊葉大豆根 0.2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蕹菜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羅勒 2.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檸檬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蘋果 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櫻桃 0.5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蠶豆(鮮)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鷹嘴豆 0.02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穀類)* 0.01*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hifluzamide 賽氟滅 米 0.2 殺菌劑 

Thiobencarb 殺丹 米類 0.5 殺草劑 

Thiobencarb 殺丹 乾豆類 0.5 殺草劑 

Thiobencarb 殺丹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Thiobencarb 殺丹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Thiobencarb 殺丹 其他(茶類)* 0.05* 殺草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瓜菜類 0.5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豆菜類 0.5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果菜類 0.5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大豆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小扁豆(乾)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小茴香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其他小葉菜類

(芹菜除外)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其他包葉菜類

(甘藍、青花菜
1.0 殺蟲劑 



及結球萵苣除

外) 

Thiodicarb 硫敵克 瓜菜類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甘藍 3.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百合花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豆菜類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果菜類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芫荽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花豆(乾)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芹菜 2.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青花菜 2.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紅豆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豇豆(乾)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野薑花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番荔枝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結球萵苣 5.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落花生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綠豆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蓮子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蓮花 1.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樹豆(乾) 0.5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蘋果 0.3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hiofanox 硫伐隆 根莖菜類 0.2 殺蟲劑 

Thiometon 硫滅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Thiometon 硫滅松 乾豆類 0.2 殺蟲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不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半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洋香瓜 0.1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馬鈴薯 0.2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結球萵苣 2.0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蘿蔔 0.1 殺菌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不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半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芒果 1.0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油桃 1.0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柑桔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桃 1.0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茶 10.0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梨 1.0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結球萵苣 0.5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olfenpyrad 脫芬瑞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小黃瓜 1.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胡瓜 1.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草莓 3.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啤酒花 3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梨果類 5.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甜椒 2.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番茄 3.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黑莓 5.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葡萄 3.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青蔥 2.0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穗醋栗 0.5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靈 覆盆子 5.0 殺菌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小葉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瓜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豆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果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根莖菜類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葵花籽 0.1 殺蟲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小麥 0.1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大麥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小漿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牛蒡 0.1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瓜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瓜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咖啡豆 0.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果菜類 1.0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核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草莓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茶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乾豆類 0.1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梨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其 他 麥 類 ( 小

麥、大麥除外) 
0.2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朝鮮薊 0.7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辣椒(乾) 5.0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雜糧類 (玉米除

外) 
0.2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小麥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小葉菜類 2.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大豆 0.1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大麥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牛蒡 0.1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瓜果類 2.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其他瓜菜類 (胡

瓜除外)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印度棗 1.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芒果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豆菜類 2.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咖啡豆 0.1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果菜類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油桃 1.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胡瓜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枸杞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胡蘿蔔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香蕉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桃 1.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茶 6.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梨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麥類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朝鮮薊 0.7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辣椒(乾) 5.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鳳梨 5.0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雜糧類 (玉米除

外)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蘋果 0.5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白木耳 0.1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米類 0.05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香辛植物(果實) 0.07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香辛植物(根莖) 0.1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柑桔類 0.5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Triclopyr 三氯比 米類 1.0 殺草劑 

Tricyclazole 三賽唑 米類 3.0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小葉菜類 1.0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瓜菜類 1.0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豆菜類 1.0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茶類 20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乾豆類 0.5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麥類 0.2 殺菌劑 

Tridiphane 三地芬 米類 0.1 殺草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5.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大麥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小麥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小黃瓜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山葵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山藥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木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火龍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牛蒡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冬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玉米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瓜果類 (西

瓜、洋香瓜、香

瓜除外)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瓜菜類 (小

黃瓜、胡瓜除

外)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甘藍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印度棗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百合花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百合鱗莖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百香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米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艾草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西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李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杏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杏仁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芒果 0.7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初榨橄欖油 0.9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抱子甘藍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枇杷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油桃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油菜籽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落花生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花豆(乾)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芹菜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金針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金盞花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青蔥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南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咸豐草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扁蒲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枸杞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柿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柑桔類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柚子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洋甘菊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洋香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洋蔥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紅毛丹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紅棗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美洲胡桃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胡瓜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胡蘿蔔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苦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茄子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韭菜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韭菜花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韭黃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風茹草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香瓜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香瓜茄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香蕉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夏南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桃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紅蔥頭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珠蔥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茶籽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茶類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草莓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荔枝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豇豆(乾)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隼人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啤酒花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堅果類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梅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梨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梨果類 (印

度棗、李、杏、

枇杷、油桃、

柿、紅棗、桃、

梅、梨、櫻桃除

外) 

0.7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甜椒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甜菜根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野茄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無花果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番石榴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番茄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番荔枝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結球萵苣 5.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絲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菊花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萊姆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越瓜 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黑皮波羅門參 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大豆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楊桃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葡萄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葡萄(乾) 5.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葡萄柚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葵花籽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酪梨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碧玉筍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精製橄欖油 1.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綠豆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蒜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蒜頭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辣椒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酸漿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蓮霧 1.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樹豆(乾)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樹番茄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橄欖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龍眼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蕎頭 0.02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蕗蕎 2.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檸檬 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蟛蜞菊 0.3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蘆筍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蘋果 0.7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櫻桃 3.0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蘿蔔 0.08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蠶豆(乾)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穀類)* 0.01*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小漿果類 1.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牛蒡 0.5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瓜果類 1.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瓜菜類 0.5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咖啡鮮果 1.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茶類 5.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梨果類 1.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小葉菜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包葉菜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甘蔗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米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李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豆菜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果菜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柑桔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胡蘿蔔 1.0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茶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馬鈴薯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乾豆類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梅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葡萄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蘆筍 0.05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其他(穀類)* 0.02* 殺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其他(茶類)* 0.04* 殺草劑 

Triforine 賽福寧 大漿果類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小葉菜類 5.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瓜果類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瓜菜類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米類 0.1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豆菜類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抱子甘藍 0.2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玫瑰 0.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胡蘿蔔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草莓 1.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乾豆類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梨果類 1.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麥類 0.1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番茄 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醋栗 1.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穗醋栗 1.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藍莓 1.0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雜糧類 0.1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大漿果類 1.0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小漿果類 0.5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瓜果類 1.0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米類 0.2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其他(穀類)* 0.02*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其他(茶類)* 0.05* 殺蟲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小葉菜類 3.0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小漿果類 2.0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包葉菜類 0.5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豆菜類 0.5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果菜類 0.5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根莖菜類 0.1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其他(蔬果類)* 0.01*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其他(穀類)* 0.02*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其他(茶類)* 0.05* 殺菌劑 

XMC 滅克蝨 米類 0.2 殺蟲劑 

Zoxamide 座賽胺 
十字花科小葉菜

類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十字花科包葉菜

類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小黃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山茼蒿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牛蒡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瓜果類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瓜菜類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白鳳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西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豆薯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狗尾草根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洋香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紅鳳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胡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香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茼蒿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馬鈴薯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莧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朝鮮薊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番茄 2.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結球萵苣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菠菜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黑皮波羅門參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葉用豌豆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葡萄 3.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闊葉大豆根 0.02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羅勒 1.0 殺菌劑 

Zoxamide 座賽胺 蘿蔔 0.02 殺菌劑 

註一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容許量以 CS2計，其適用於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農藥之殘留

總量，包括： 

1. 使用 ziram (益穗單劑成分之ㄧ)、免得爛 (metiram)、鎳乃浦(sankel)殘留之



dimethyldithiocarbamates。 

2. 使用鋅錳乃浦(mancozeb) 、錳乃浦(maneb) 、甲基鋅乃浦(propineb) 、鐵鋅錳乃

浦及 cufraneb (銅合浦單劑)殘留之 ethylenebis(dithiocarbamate)s。 

3. 使用益地安 (ETM)、得恩地(thiram)及富爾邦(Ferbam)。 

註二 貝芬替之容許含量適用於免賴得、甲基多保淨產生代謝物之貝芬替殘留、或直接使

用貝芬替之殘留。 

註三 Iminoctadine之容許量適用於 iminoctadine、iminoctadine triacetate或 iminoctadine 

tris(albesilate)之殘留。 

註四 農藥相關異構物之殘留以總量計算，包括： 

1. 賽滅寧(cypermethrin)之容許量，適用於賽滅寧及亞滅寧(alphacypermethrin)之殘

留總量。 

2. 賽扶寧(cyfluthrin)之容許量，適用於賽扶寧及貝他賽扶寧(beta-cyfluthrin)之殘留

總量。 

3. 芬化利(fenvalerate)之容許量，適用於芬化利及益化利(esfenvalerate)之殘留總量。 

4. 滅達樂(metalaxyl)之容許量，適用於滅達樂及右滅達樂(metalaxyl-M)之殘留總量。 

5. 莫多草(metolachlor)之容許量，適用於左旋及右旋莫多草(S-enantiomer and R-

enantiomer of metolachlor)之殘留總量。 

註五 本表中加註「*」不代表可使用農藥之作物範圍，其係依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

訂定，除該農藥已訂定在特定作物之殘留容許量者外，其餘作物應符合本項規定，

適用範圍包括相同檢驗方法定量極限者，例如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木本植物適用

於其他(茶類)*之規定，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註六 大滅松(Dimethoate)之容許量，適用於大滅松及歐滅松(Omethoate)之殘留總量。歐

滅松之殘留，應同時符合歐滅松之容許量。 

註七 磷化氫(phosphine)之容許量適用於好達勝(aluminium phosphide)、磷化鎂

(magnesium phosphide)、磷化鋅(zinc phosphide)之殘留，或直接使用磷化氫

(phosphine)之殘留。 

 



附表四  公告禁用農藥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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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八十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八十六年元月一日 

得脫蟎 Tetradifon 八十三年十月四日 八十五年七月一日 

飛克松40%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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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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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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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