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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藥對溫血動物的毒性

1.農藥侵入人體的途徑

(1)經口：人類攝食含有農藥殘留的食品，

或是因意外直接使藥劑由口進入身體，

經過胃、腸，由腸絨毛吸收進入血液

中。

(2)皮膚：藥劑與皮膚接觸再透過皮膚進入

體內。曾有報告提到，穿著污染巴拉松

的衣服，由皮膚吸附轉移至受害器官而

造成死亡。

(3)呼吸：藥劑以氣體、粉末、霧狀或蒸氣

存在時，由呼吸而進入人體。因藥劑顆

粒或液滴大小不同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傷

害，一般直徑大於10µm的顆粒不能到達

肺部，而小於5µm的顆粒很容易就經過

咽喉氣管而到達肺泡。

農藥對人體產生毒害的程度與農藥本

身的毒性、與人體接觸的劑量、及暴露時

間的長短有關。又由於人體各器官酵素種

類不同，農藥對人體的傷害也因它進入人

體的途徑而異。

2.農藥侵入人體後的中毒現象

(1)物理現象：毛髮脫落，皮膚出現紅斑，

眼睛充血或發炎等。

(2)行為的改變：包括昏睡、鬆懈、四肢不

規則的動作等。

(3)取食量的改變：不正常的食慾，連帶影

響體重的增減。

(4)飲水量的改變：同時也造成排尿量的不

正常。

(5)血球的改變：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數目及形態發生不正常的變化。

(6)血化學的改變：包括血糖、尿素氮、血

清蛋白、三酸甘油脂、膽固醇、血中酵

素及凝血作用的改變等。

(7)尿的改變：包括還原糖、尿蛋白、沉澱

物的改變及滲血現象。

(8)碳水化合物新陳代謝作用及肝臟功能的

改變。

(9)器官形態及重量的改變。

(10)死亡。

當然，上面許多現象除了靠患者本身

的自覺外，還要靠醫師的臨床檢查才能發

現。

3.急性中毒的分類

農藥除了使用時可與人類接觸外，使

用後也會擴散到空氣中或沾到食物，當劑

量很高時，會直接影響到人畜產生急性中

毒，農藥的急性毒性分類如表一。

表一所示農藥經口及皮膚時引起急性

中毒的資料，乃是使試驗動物口服或皮膚

農藥的毒性與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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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抹某一藥量經過十四天，有半數死亡時

稱此藥量為半數致死劑量（LD
50
），單位以

毫克藥量／公斤試驗動物體重表示；至於

經呼吸毒性的資料，乃是將供試動物暴露

於含某一藥量的空氣中四小時之後，14天

內有半數死亡時之藥量稱半數致死濃度，

乃以LC
50
表示，單位為毫克藥量／公升空氣

體積。

當選擇農藥時，如果藥效相近，應該

盡量避免使用劇毒農藥。尤須注意的是，

許多農藥經皮膚的毒性大於經口的毒性，

例如離丹（morestan）、益發露（euparen）

等經口毒性歸於微毒類，經皮膚毒性則屬

於中等毒性類。又如巴拉松，易被皮膚吸

附，如果赤身暴露於噴洒後的空氣中是很

危險的。所以選擇農藥時，經口、經皮

膚、經呼吸三種毒性資料都要考慮到。

4.慢性中毒

當長期接觸藥劑，雖然所接觸的藥量

遠低於急毒性的致死量，但是極可能發生

慢性中毒。以有機磷劑為例，長期與低於

致死量的有機磷劑接觸時，常造成神經錯

亂、情緒激動及疲勞等病徵。

此外，長期與某些農藥接觸，易引起

生殖不正常或癌症。目前，這些會造成不

可復原慢性危害的農藥都已被禁用，禁用

農藥名單見表二。現在農藥上市前都會作

慢性毒性試驗，不具不可復原慢性危害的

化學藥品才能登記為農藥而准許使用。

表一、農藥急性毒性之分類

毒性分類 極劇毒 劇 毒 中等毒 微毒

經口LD50（毫克/公斤） 固體≦5       5-50       50-500     >500
液體≦20   20-200    200-2000    >2000

經皮膚LD50（毫克/公斤） 固體≦10    10-100    100-1000 >1000
液體≦40    40-400    400-4000    >4000

經呼吸LC50（毫克/公升）
(EPA標準)                                     ≦0.02         0.02-0.2     0.2-2.0     2.0-20
(WHO標準)                                 ≦0.5            0.5-2.0      2.0-20      20-100

註：EPA＝美國環保署；WHO＝世界衛生組織

（二）農藥對非標的生物的毒性

農藥噴灑後，除殘留在被處理的作物

上之外，其餘農藥常飄落或進入空氣、土

壤、河川中，或污染其他作物。這些到達

自然環境中的農藥，直接或間接經過食物

鏈，進入非目標動物體內，由於各種動物

對農藥的敏感度不同，造成傷害的程度也

不同。

1.農藥對鳥類的毒性

當農藥對鳥類之LD
50
小於15毫克／公

斤時，通常認為該農藥對鳥類為劇毒性，

當LD
50
在15至150間時為中等毒，大於150

者為微毒。

2.農藥對魚類的毒性

通常殺蟲劑對魚類有較高的毒性，例

如 屬 於 植 物 性 殺 蟲 劑 的 魚 藤 精 ， 只 要

0.5ppm（百萬分之一）的濃度可將水中的魚

殺死。有機氯劑的安特靈，對海水魚的LC
50

小於3.1ppb（10億分之一），如有機磷劑的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8

433

馬 拉 松 對 鱸 魚 的 L C 5 0 為 自 1 4 p p b 至

17.8ppb 。撒佈的殺蟲劑顆粒於空中飄浮

後，或經雨水沖流，都可能到達魚池、湖

泊或河口處，對養殖漁業或近海漁業產生

不良的影響。農委會將農藥對水生生物之

毒性區分如表三。

表三、農藥對水生生物毒性分類
毒性分類 鯉魚LC

50
(96小時) 水蚤EC

50
(48小時)

劇毒Ⅰ ≦1mg／1 ≦1mg／1

中等毒Ⅱ ＞1~≦10mg／1 ＞1~≦10mg／1

輕毒Ⅲ ＞10~≦100mg／1 ＞10~≦100mg／1

低毒Ⅳ ＞100mg／1 ＞100mg／1

註：LC
50
＝導致供試生物50％死亡的濃度；

EC
50
＝導致供試生物50％不活動的濃度。

農藥對水生生物毒性屬於劇毒及中等

毒者，標示應加註「魚毒警告標誌」。符合

下列條件者，禁用於水域、空中施藥或大

面積之施用（高爾夫球場在內）：

(1)對水生生物毒性屬劇毒者。

(2)對水生生物毒性屬中等毒性者，且具生

物蓄積性或具水中持續性者。（Kow≧

1000或BCF>100或水中溶解度<0.5毫克/

公升或水中半生期>4天者）。Kow代表

該化合物之脂溶性，而BCF則代表該化

合物之生物濃縮性。

(3)對水生生物毒性屬輕毒者，且其具生物

蓄積性及水中持續性者（Kow≧1000且

水中半生期 > 4天，且水中溶解度<0.5

mg/1者）。

3.農藥對益蟲的毒性

一些農藥對飼養的蜂群及害蟲的天敵

可能造成傷害，如何選出代表性的天敵作

為測試農藥毒性之用，導出農藥試驗的標

準，作為選用農藥的準則，亦為急需進行

的工作。所以選用農藥時不僅要了解它的

防治效力，對人畜的毒性，並且要知道它

對環境中其他動物的影響，以避免經濟的

損失及防止生態的不平衡。

4.農藥對非標的作物的藥害

曾有報告指出，某些農藥雖然達到防

治有害生物的目的，但也對被處理的作物

產生不良影響。一般來說，農藥對有害生

物有毒，而對被處理過的作物毒性較低，

且在正式推廣前已經試驗證明。但實際上

當使用農藥後，極有可能直接或經過環境

之污染間接接觸到其他作物而產生毒害，

此種毒害包括對種子萌芽的影響、生長不

良或畸型、品質變壞、產量減少等。

（三）藥害發生的原因

1.與農藥有關者：

(1)農藥品質不良。

(2)配製時意外的混入了有害的雜質。

(3)貯藏時期有效成分分解成有害之雜質。

2.與施用技術有關者：

(1)過量用藥，或噴施不平均造成局部超量。

(2)農藥混用不當。

(3)施藥方法不當，應用於土壤者接觸葉面。

(4)噴藥時產生飄散至其他作物。



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有機水銀劑 Organic mercury 60年10月25日 61年10月25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安特靈 Endrin 60年1月1日 61年1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滴滴涕 DDT 62年7月1日 63年7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飛佈達 Heptachlor 64年1月1日 64年10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阿特靈 Aldrin 64年1月1日 64年10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地特靈 Dieldrin 64年1月1日 64年10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蟲必死 BHC 64年1月1日 64年10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福賜松 Leptophos 66年6月1日 67年6月1日 劇毒性

護谷、護谷殺丹、 Nitrofen 70年1月1日 72年1月1日 致畸胎
護得壯、
丁拉甲護谷

二溴氯丙烷 DBCP 70年6月6日 生殖毒性

克氯苯 Chlorobenzilate 71年9月21日 72年9月21日 致癌性

毒殺芬 Toxaphene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致畸胎性

五氯酚鈉 PCP-Na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不純物dioxin致癌

保無根 PAMCON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草敵克 PCP-Na + CPH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益必田 EDIDEN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必脫草 PCP-Na + Phenothiol 72年7月19日 73年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二溴乙烷 EDB 73年2月22日 致癌性

靈丹 r-BHC (Lindane) 73年8月7日 74年2月1日 致腫瘤性

蕉特靈 Lindane-C 73年8月15日 74年2月1日 靈丹混合劑

抑芽素30%S MH-30 73年10月24日 74年5月1日 不純物致癌性

達諾殺 Dinoseb 75年12月8日 75年12月20日 致畸胎性

達得爛 Naptalam + Dinoseb 75年12月8日 75年12月20日 達諾殺混合劑

氰乃淨 Cyanazine 76年7月9日 76年7月1日 致畸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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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歷年政府禁用之農藥一覽表 TACTRI,200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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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滴滴 Dichloropropane+ 76年7月9日 76年7月9日 致癌性
Dichloropropene

滴滴滅 VORLEX 76年7月9日 76年7月9日 滴滴混合劑

樂乃松 Fenchlorphos 76年9月2日 76年9月2日 致畸胎性

四氯丹 Captafol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1日 致癌性

鋅銅四氯丹 Captafol + Zn + Cu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1日 四氯丹混合劑

保粒四氯丹 Polyoxins +Captafol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1日 四氯丹混合劑

安殺番35%乳劑 Endosulfan 78年1月13日 79年1月15日 劇毒及殘留

亞拉生長素 Daminozide 78年6月21日 79年1月1日 致腫瘤性

福爾培 Folpet 78年7月13日 79年7月1日 致腫瘤性

錫奶列 yhexatin 78年7月13日 79年7月1日 致畸胎性（FAO
評估不具畸型性，
修法）

五氯硝苯 PCNB 78年7月13日 79年7月1日 致腫瘤性

福爾本達樂 Folpet + Benalaxyl 78年7月13日 79年7月1日 福爾培混合劑

福賽培 Folpet + Fosetyl-Al 78年7月13日 79年7月1日 福爾培混合劑

白粉克 Dinocap 79年5月9日 79年12月31日 致畸胎性（註銷）

白克主 inocap + Dicofol 79年5月9日 79年12月31日 白粉克混合劑

鋅錳粉克 Dinocap + Mancozeb 79年5月9日 79年12月31日 白粉克混合劑

大脫主 inobuton 80年5月27日 80年12月1日 代謝物為達諾殺
（註銷）

得滅克 Aldicarb 80年10月15日 81年1月1日 極劇毒（註銷）

全滅草 Chlornitrofen, CNP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致腫瘤性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丁拉滅草 Butachlor + CNP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全滅草混合劑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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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殺滅丹 Benthiocarb + CNP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全滅草混合劑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得滅草 Molinate + CNP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全滅草混合劑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滅草 CNP + MCPA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全滅草混合劑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醋錫殺滅丹 Fentin acetate+ 83年7月15日 86年1月1日 全滅草混合劑
Benthiocarb + CNP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得脫冉 etradifon 83年10月4日 85年7月1日 致腫瘤性及畸胎性

得克冉 etradifon +Chloropropylate 83年10月4日 85年7月1日 得脫必V合劑

大克脫冉 etradifon + Dicofol 83年10月4日 85年7月1日 得脫必V合劑

必芬得脫冉 etradifon +Pyridaphenthion 83年10月4日 85年7月1日 得脫必V合劑

巴拉松47%乳劑 Parathion 84年3月24日 86年1月1日 極劇毒

致癌性Ｃ級 Parathion + Malathion 84年3月24日 86年1月1日 極劇毒致癌性Ｃ級
巴馬松50%乳劑

飛克松40%乳劑 Prothoate 84年3月24日 86年1月1日 極劇毒致癌性Ｃ級

亞特文松50%乳劑 Pirimiphos-methyl + 84年3月24日 86年1月1日 極劇毒致癌性Ｃ級
mevinphos

能死仗 NFA 85年7月3日 88年11月1日 致腫瘤性
（得加工至86年

10月31日止）

能殺仗 NFA + Bromopropylate 85年7月3日 88年11月1日 能死必V合劑
（得加工至86年
10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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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加保扶85%可濕性 Carbofuran 85年9月16日 88年1月1日 劇毒
粉劑

得氯主 ienochlor 85年10月14日 87年8月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一品松 EPN 85年12月9日 87年8月1日 極劇毒遲發性
（得加工至86年 神經毒

2月28日止）

甲品松 Methyl parathion + EPN 85年12月9日 87年8月1日 一品松混合劑
（得加工至86年

2月28日止）

二氯松原體二氯松 Dichlorvos, DDVP 85年12月30日 87年8月1日 致腫瘤性
50%乳劑 （得加工至86年

2月28日止）

益穗 Thiram + Ziram +Urbacid 86年3月7日 86年3月7日 不純物致癌性

鎳乃浦 SANKEL 86年7月7日 87年7月1日 不純物致癌性

益地安 ETM 86年7月7日 87年7月1日 不純物致癌性

三苯羥錫 TPTH 86年9月30日 88年1月1日 畸型性
(得加工至86年
12月31日止)

三苯醋錫 Fentin acetate, TPTA 86年9月30日 88年1月1日 畸型性
(得加工至86年
12月31日止)

亞環錫 Azocyclotin 86年9月30日 88年1月1日 代謝物為錫奶
(得加工至86年
12月31日止)

鋅乃浦 Zineb 86年9月30日 88年1月1日 致大鼠畸型性
(得加工至86年
12月31日止)

銅鋅錳乃浦 Copper oxychloride + 86年9月30日 88年1月1日 鋅乃浦混合劑
Zineb + Maneb (得加工至86年

12月31日止)

銅合浦 Basic copper sulfate + 86年11月11日 88年1月1日 致腫瘤性
Cufra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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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加保扶75%可濕性 Carbofuran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劇毒
粉劑

大福松47.3%乳劑 Fonofos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美文松25.3%乳劑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福文松70%溶液 Phosphamidon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福賜米松51%溶液 Phosphamidon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普伏松70.6%乳劑 Ethoprop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普硫美文松45.3% Prothiofos +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1月1日 極劇毒
乳劑

鋅錳波爾多 Basic copper sulfate + 87年2月13日 88年1月1日 鋅乃浦混合劑
Maneb + Zineb

亞素靈55%溶液 Monocrotophos 89年1月1日 89年9月1日 對鳥類高毒性、呼
吸極劇毒及農民曝
露風險

百尼 JBinapacryl 90年7月1日 90年7月1日 具生殖毒性

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92年1月1日 92年4月1日

西脫且 enzoximate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溴磷松 Bromophos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得滅多 Buthiobate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松 Carbophenothio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丁滅蝨 Carbophenothion +BPMC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賽寧 Carbophenothion +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cypermethrin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滅蝨 Carbophenothion +MIPC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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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克氯丘 hloropropylate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可力松 Cone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甲基滅賜松 Demephio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得拉松 Dialifos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普得松 Ditalimfos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繁福松 Fensulfothio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美福松 Mephofola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殺它 hPPPS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亞殺仙 PPS + azoxybenzene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殺力松 Salithio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托美松 Terbufos + mephofolan 92年6月3日 92年6月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福木松 Fomothion 92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松 Fonofos 93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丁滅蝨 Fonofos + BPMC 93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賽寧 Fonofos + cypermethrin 93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福保扶 Fonofos + Carbofuron 93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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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福滅蝨 Fonofos + MIPC 93年7月1日 95年1月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滅加松35%乳劑 Mecarbam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多年無產銷紀錄

普伏瑞松10%粒劑 Ethoprophos + phorate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多年無產銷紀錄

裕馬松40%乳劑 Phosalonemethamidophos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多年無產銷紀錄

普硫美文松30% Prothiofos + mevinphos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乳劑 多年無產銷紀錄

加護松50%乳劑 Propaphos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多年無產銷紀錄

芬保扶50%可溼性 Carbofuroncarbophenothion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粉劑 多年無產銷紀錄

氯化苦99%溶液 Chloropicrin 95年1月3日 95年1月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多年無產銷紀錄

納乃得90%可濕性 Methomyl 95年6月1日 95年6月1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粉劑 多年無產銷紀錄

納乃得90%水溶性 Methomyl 95年6月1日 95年6月1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
粒劑 多年無產銷紀錄

覆滅50%可溶性 Formetanat 96年12月31日 96 年12 月31日 持有覆滅•50%可溶
粉劑 性粉劑許可證者，

得於96 年12月31日
前申請變更為20%
可溶性粉劑

歐殺滅24%溶液 Oxamyl 96 年12 月31日 96 年12 月31日 持有毆殺滅24%溶
液許可證者，得於
96年12月31日前申
請變更為10%溶液。

二氯松30%煙燻劑 Dichlorvos 97 年12月31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普滅蝨40%乳劑 Ethoprop + MIPC 97 年12月31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普二硫松10%粒劑 Ethoprop + Disulfoton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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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英文名稱 禁止製造、加 禁止銷售 備註（禁用原因）
工、輸入日期 使用日期

谷速松20%乳 劑Azinphos methyl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普伏松45%乳劑E thoprop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雙特松27.4%溶液 Dicrotophos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益保扶50%可濕性 Phosmet + Carbofuran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粉劑

福賜米松25%溶液 Phosphamidon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福賜米松50%可濕 Phosphamidon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性粉劑

福文松35%溶液 Phosphamidon +Mevinphos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Omethoate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歐滅松50%溶液

甲基巴拉松50% Methyl parathion 97 年12 月31 日 97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乳劑

滅大松40%乳劑 Methidathion 99 年12 月31 日 99 年12 月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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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次用藥與第二次用藥時期太接近，致藥

劑間產生加成作用而產生藥害。

(6)因藥劑之揮發危害臨近作物。

(7)藥劑流入鄰近農田，危害對該農藥敏感性

的作物。

(8)前期用藥殘留於土壤中危害下期作物。

(9)農藥在土壤中分解成其他化合物而產生

毒性。

(10)所添加的表面活性劑增強對作物之毒

性。

(11)誤用農藥，將商品名類似但實際有效成

分不同之農藥混淆使用。

另外藥害的發生與作物種類及環境條

件也有很大的關係，譬如：(1)作物不同對

藥劑之敏感度不同，同一種作物在品種間

之敏感度也常有差異。(2)不同葉齡和生育

期之作物對藥劑之敏感度也有差異，如過

早或過遲用藥都會造成藥害。(3)環境條件

不同會改變作物對農藥之敏感性，如土壤

為砂質土壤，土壤水份過高，高溫或極低

溫等條件下施藥，都可能會有藥害發生。

使用農藥時要考慮安全使用的原則，

其主要目的就在避免施用者本身及其他人

的中毒，避免污染環境，避免危害到環境

中的其他生物，為達到此目的，下面數點

應特加警惕：

（一）施用者應注意之安全措施

1.稀釋農藥時，避免接觸到眼睛、皮膚

及衣服。

2.施用時避免吸入飛散的微細粉末及液體顆

粒。

3.要有防毒的配備。

4.每年體檢一次，體檢重點在肝臟機能，腦

神經及膽鹼脂酵素的檢查。

5.農藥效果相近時，儘量選擇對人畜毒性

低、且不易飛散的劑型使用。粒劑最不

易飛散，而後依次為液劑、粉劑。

（二）使用時應嚴守規定濃度和安全採收期

廠商在標籤上所推薦的稀釋濃度和安

全採收間隔期乃是依據農藥「最高殘留容

許量」的規定試驗決定，必須遵守它才能

避免採收後的農作物含有超過容許量的農

藥殘量。若是擅自增加用藥量或不遵守安

全採收間隔期，農藥殘量很可能過高，在

長期取食後，對人類就會產生不良的影

響。

為保護人類健康，每日接觸食物中，

不得超過一定量的農藥容許量，這個量即

稱為最高殘留容許量。該容許量是經過一

連串複雜步驟求得，即將某一種農藥分別

加入供試動物的飼料中，長期觀察供試動

物有沒有不良的反應。一般觀測時間有90

天、二年甚至達到供試驗動物的第三代，

以完全不對動物造成任何不良反應的藥量

為「無毒害藥量」。根據人與動物對藥劑敏

感度的差異，將「無毒害藥量」轉換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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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洗滌，洗滌液應澆入距離水源較遠的

非耕地土壤中。

自民國80年開始台灣省農藥工業公會

成立農藥廢棄容器回收計劃，使用後之廢

棄容器可直接送至該計劃規定之收集站，

集中處理。本項業務現在已由環保署委託

民間機構辦理。

（五）注意對非目標生物之毒性

在蜜源植物，水域，或臨近栽種有敏

感作物之地區選擇農藥時應特別慎重，避

免發生不良之副作用。

（一）中毒現象

農藥是具有毒性的物質，不但對有害

生物有毒，使用不慎對人也會產生毒害。

在使用農藥前，施用者必須知道所使用的

農藥會造成何種中毒的現象，並且要知道

在何種情況下會中毒。大約同一類屬的農

藥，所造成的中毒現象是相同的，而中毒

的深淺，則依農藥本身的毒性及吸入量而

定。依不同農藥造成的中毒現象可分為下

面幾類：

1.有機磷劑中毒：它使神經系統受傷害，下

面現象依次表示中毒由淺入深。

(1)輕度中毒：依次現出疲倦、頭痛、頭

暈、眼花、流汗、唾液過多、噁心嘔

吐、胃痙攣或者腹瀉等現象。

(2)中度中毒：依次現出不良於行、虛弱、

類對該種農藥的「每日可攝食量」。最後根

據此農藥的使用在食物中殘留情形及國人平

均體重、食用習慣，由「每日可攝食量」推

算出「容許量」，即作物中此種農藥的「最

高殘留容許含量」。容許量的單位是 ppm

（百萬分之一），如果規定某種農作物中，某

農藥的容許量為1ppm，則在1公斤農作物

中，該農藥含量不得超過 1毫克。各種農藥

在不同作物上之容許量皆公布在食品衛生管

理法中。

（三）適當的貯存農藥

未用完的農藥要密封瓶蓋，保存在原

裝瓶中，不可與食物、飼料、種子及飲用水

放在相同的場所，最好放在通風良好、易於

清洗的地方，也不可以和沙拉油、酒類或醬

油等空瓶放在一起，中毒事件常因錯誤取用

而造成，尤其要注意的，切忌放在兒童可拿

取之處，以免幼兒無知，誤食中毒。

（四）妥善處理農藥廢棄物

用完的農藥容器，應該像處理農藥一

樣的慎重，因為容器中會有殘餘農藥存在。

容器若是玻璃，用完應打碎，埋入45∼50

公分深的土中，若為可燃燒性容器，用火燒

燬，但燃燒時須避免吸入燃燒的煙霧。許多

種類的農藥，包括多種殺草劑及具有呼吸毒

性的農藥容器不宜燃燒。小型金屬容器可用

肥皂水清洗，清洗液澆入距離水源較遠的土

壤中，再將容器埋入 40 ∼ 50 公分深的土

中。噴霧器用完後，不可在灌溉的水源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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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不適、肌肉抽搐、瞳孔收縮等現

象。

(3)嚴重中毒：依次現出失去知覺、瞳孔嚴

重收縮、肌肉不斷抽搐、口鼻分泌液

體、呼吸困難，如果不立刻治療則會死

亡。

2.氨基甲酸鹽類中毒：徵狀與有機磷劑相

似，但是造成的傷害較前者易於治癒，

所以也較安全。

3.有機氯劑中毒：早期的徵狀為頭痛、噁

心、嘔吐、不舒服、頭暈，較嚴重則接

著會抽搐、昏睡，或者變得興奮而敏

感。

4.硝基酚類與五氯酚（PCP）中毒：皮膚暴

露於此類農藥，產生的徵狀為出現紅

斑、焦痂及水泡。一般的徵狀依次為頭

痛、噁心、胃部不適、慌張、燥熱、皮

膚發紅、流汗、呼吸深沉而急速、心跳

加快、發燒蒼白、崩潰、昏睡等，很快

會到達嚴重中毒，若不急救在24∼48小

時就會死亡，但是治癒也較快。

5.燻蒸劑和溶劑中毒：吸收這類農藥過量

時，患者呈醉酒似的模樣，即動作不協

調、發音模糊、神智混淆、睏睡。如果

連續暴露在少量溴化甲烷中，雖然不顯

出上面的徵狀，久而久之也會造成如癌

腫等永久性傷害。

6.無機鹽類中毒：一次大量攝取無機鹽類農

藥，通常造成嘔吐及胃痛。

7.植物性農藥中毒：其中幾種毒性很大，例

如工業級的除蟲菊精造成過敏性反應，

魚藤精粉末刺激呼吸道，尼古丁是很強

的神經毒劑，作用相當於巴拉松。

（二）中毒的急救

發現中毒者，應立刻送醫，必要時加

以急救處理，以減輕患者的痛苦，爭取送

醫的時間。

1.由皮膚接觸中毒：須立刻脫掉中毒者所穿

污染農藥的衣服，並且用大量的水沖洗

附著於皮膚上的農藥，不要忽略頭髮、

指甲處。可溶性粉劑和懸浮液用水就能

清洗掉，以石油醚或油溶解的農藥較難

處理，須要用肥皂或清潔劑，而以清潔

劑效果較好。須用有機溶劑時應注意不

可用得太多，否則加速藥劑滲入皮膚內

部則更為不利。

2.呼吸中毒：將中毒者迅速移至新鮮空氣

處，如已昏迷，或呼吸困難，可行人工

呼吸。

3.口服中毒：刺激咽喉部，使患者嘔出農

藥，以水清洗口部，如果中毒者還清醒

時，可使患者喝下1∼2大杯的溫開水或

食鹽水，將手指插入咽喉內部使用湯匙

柄使刺激吐出，可以反覆多次，直到吐

出的液體，無藥臭味為止。然而中毒者

已呈昏迷時，則不可使患者飲水，以免

流入氣管，造成肺部的傷害，須迅速送

醫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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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身體中毒的配備

如前面提過，農藥進入人體的途徑不

外是皮膚、呼吸及口，因此，必須有防護

的衣服及其他設備以避免或減少與農藥的

接觸，如果使用的農藥毒性愈大防護配備

必須愈嚴密。另有一件務必做到的為施用

農藥以後，一定要以清潔劑洗淨身體，任

何時候，不小心沾上農藥都要立刻沖洗

掉。使用農藥時如果遵照下面的原則，可

達預防中毒的效果。

1.衣服：質料緊密的長袖上衣及長褲，如果

使用的農藥濃度很高或有劇毒性，必需

另穿防水雨衣或圍裙，長褲穿在雨靴外

面避免農藥流入雨靴中。

2.手套：以橡皮手套為最好，內面不襯裡，

否則一旦沾染，清洗困難，手套的長度

蓋過手腕，襯衫的衣袖放在手套外，以

免農藥流到裡面。

3.帽子：以塑膠製品寬邊防水的帽子為最

好。

4.鞋：以雨靴及長筒塑膠鞋為最好。

5.眼鏡：使用防風沙或游泳時用的護目鏡。

6.防毒面具：呼吸道比皮膚更具吸附力，所

以除了穿著上述衣物避免皮膚暴露於農

藥外，最好戴防毒面具，防止農藥由呼

吸道進入身體。尤其在密封地點施用劇

毒性的農藥時更不可缺少。一般防毒面

具有下面幾種：

(1)卷軸口罩式：這種面具可遮住口鼻，吸

入的空氣經過卷軸狀過濾網，大部分的

蒸氣、氣體或顆粒都被吸附而除去。不

是連續地暴露於農藥中，戴此面具即

可。

(2)罐裝面罩式：可遮住面部，它所過濾的

物質較前者為多，當連續暴露於農藥

中，戴此面具對整個臉部的保護作用較

佳。

以上兩種型式在燻蒸時或空氣缺乏處

（如穀倉中）使用效果不好，可改用下面兩

種：

(3)灌氣式防毒面具：將新鮮空氣由外面以

馬達灌入面罩中，當施用農藥的工作地

點空氣不足，且又密封時可用此種面

具。

(4)附帶呼吸筒防毒面具：施藥者呼吸的空

氣是由背附的呼吸筒內輸入，這種型式

與上式有相同的作用，而使用者行動較

為自由。

如因某些原因無法使用上述設備，最

少也要帶內附一塊濕紗布的口罩。如果工

作時間較久，裡面紗布須常更換，如此才

可保障生命的安全。

7.使用後的清潔：施用農藥時沾濕衣服，應

馬上換下，若被濃縮物或高毒性的物質

所沾染，則將衣服燒燬，因為普通洗滌

法很難洗淨。噴洒農藥時穿著的衣服不

可和日常衣服一起洗，必須另外處理，

帽子、手套、鞋、眼鏡每次用後內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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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並檢查手套是否有破洞。

（一）農藥標籤的作用

在農藥容器的表面，一般都貼有經過

政府嚴格審查通過的標籤，標籤不但指示

如何正確、合法的使用該農藥及使用安全

上特殊注意事項。同時標籤也可當政府機

構控制農藥產品分散、貯存、買賣、利用

及廢棄的線索。標籤上的記載事項，多由

研究試驗的結果而來。使用農藥前仔細閱

讀標籤，常有助於有效安全的使用農藥。

（二）農藥標籤的內容

1.商品名稱：每一製造廠商都為他所產的產

品訂出一個商品名稱，亦即廣告時所用

的名稱，通常表示在標籤上最明顯的位

置。

2.農藥劑型：由於不同的劑型有不同的使用

方式，而一種農藥常可配成許多劑型，

所以標籤上會加以註明。

3.農藥的普通名稱：通常農藥的化學名都很

複雜，而大多數農藥一定有一個普通名

稱，使它容易被辨認。一種農藥雖然由

不同的工廠製造出來，因而有不同的商

品名，但必有一個為學界及產業界統一

且公認的普通名稱，因此從普通名稱可

選擇農藥，不會被商品名稱所混淆。

4.農藥的成分：任何一種農藥產品，必須標

出它所含的有效成分名稱，並以重量百

分比指出有效成分的含量。

5.淨重：指出容器內農藥的重量，可用如公

斤或公克等不同的單位指出。

6.製造工廠名稱及地址：依法律規定製造者

或配售者須將公司的名稱及住址寫在標

籤上。

7.註冊號碼：合格的產品才有註冊號碼，通

常放在標籤正面。

8.一般注意事項的敘述：

(1)對人及家畜的傷害：指出以何種方式使

用時對人畜會造成傷害。並敘述避免中

毒的措施，如為劇毒性農藥，則包括給

醫師適當解毒處理的建議。

(2)對環境的傷害：雖然農藥對有害生物是

一種很好的防治工具，但錯誤或不當使

用時，常會造成意外的反效果，為了避

免對環境的傷害，應有適當的標示。例

如對蜜蜂是否會造成毒害，清洗容器或

棄置殘留物時應避免污染水源，避免施

用於雨水沖刷處，以及對魚類、鳥類及

野生動物應注意的事項等。

(3)化學或物理性質可能造成的傷害：農藥

產品是否為易燃物或爆炸性皆須指出。

9. 農藥中毒時的急救處理：由於意外吞食

農藥，或經呼吸及皮膚、眼睛的接觸，

都可能造成傷害，因此急救的處理方

法，也在標籤中標出。中毒者送醫時，

標籤上的說明亦可當醫師治療時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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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用的方法：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它

告訴使用者如何正確地使用該農藥，這

部分指出：

(1)防治對象名稱。

(2)處理的作物、動物或其他物件。

(3)可為「一般使用」或「有條件」使用之區

別。

(4)可使用之方式。

(5)使用量。

(6)使用場所、地點。

(7)使用時期，通常都有規定使用次數。

(8)安全採收期。

此外標籤上，也應該敘述下面數點，

以提醒使用者：

(1)不要誤用藥劑，譬如不要使用於未推薦

的有害生物或作物上的防治，使用的次

數亦不可超過推薦的次數。

(2)如果農藥毒性的消退期有一段時間，須

說明可重新進入施藥區域的時期，許多

燻蒸劑都有此需要。

(3)貯藏及棄置農藥的方法，以免貯藏不

當，使藥物失效，或棄置不當，污染環

境。

11.農藥產品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有效期

間為廠商保証該農藥不變質的時間。使

用時要注意該農藥是否已超過此一期

間，若超過時此農藥可能已失去防治效

果。

12.示警之字眼及圖形，由於農藥是用於防

治有害生物的，它本身就有毒性，而其

毒性對人類也會造成傷害。因此在標籤

上必須有示警之字眼和圖形，以提醒人

們注意它的毒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

定依農藥種類之不同其標籤上應具備代

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示警圖形。使用人應

熟習該等圖形之意義。

（作者：李國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