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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名稱 特性 防治對象 稀釋倍數 安全 農藥殘
採收期 留容許量
（日） （ppm）

殺蟲劑

50％陶斯寧乳劑 本劑為混合劑，由22.5％陶斯 荔枝細蛾 1,300 18 1.0

松（有機磷劑）及2.5％賽滅 0.5

寧（除蟲菊類）混合組成。

本劑對蜜蜂及水生物具劇毒

性。

荔枝為臺灣的特產，亦為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後較具競爭力的果品種類，其生育期

間，病蟲害種類繁多，已紀錄害蟲共計7目

27科54種，常見者僅10餘種；荔枝病害有

酸腐病、露疫病、炭疽病、果腐病、葉枯

病、藻斑病、粗皮病、褐根病、煤煙病及銹

病等；其中危害普遍且嚴重，必須採取防治

措施的關鍵病蟲害，主要有荔枝細蛾、黃綠

棉介殼蟲、膠蟲、荔枝銹 、荔枝露疫病及

酸腐病等。

荔枝病、蟲、草害的防治以藥劑防治為

主，此防治對農民而言簡單、易行且有效，

惟農藥除了對害物有防治效果外，其對使用

者、其他非標的天敵生物等亦有毒害，另使

用不當時易引發藥害或農藥殘留過量，造成

損失，應謹慎使用。

在荔枝推薦之藥劑種類，包括殺蟲劑、

殺菌劑、殺草劑及生長調節劑等，每種藥劑

的防治對象、安全採收期、農藥殘留容許量

及特性簡述如下，以作為荔枝保護應用之參

考。

荔枝推薦用藥及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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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加保利可 本劑屬氨基甲酸鹽類殺蟲劑， 荔枝細蛾 850 15 0.5

濕性粉劑 對蜜蜂毒性極高及水生生物具

中等毒性。

40.8％陶斯松 本劑屬有機磷殺蟲劑，對水生 荔枝細蛾 1,000 10 1.0

乳劑 物及蜜蜂具毒性。

2.4％第滅寧水 本劑屬合成除蟲菊類殺蟲劑， 荔枝細蛾 1,500 9 0.2

懸劑 對水生物劇毒，對蜜蜂稍具危

害。

50％芬殺松乳劑 本劑屬有機磷殺蟲劑，對蜜蜂 荔枝細蛾 1,000 10 1.0

有毒。

50％撲滅松乳劑 本劑屬有機磷殺蟲劑，對蜜蜂 荔枝細蛾 1,000 10 1.0

有毒，對非目標之節肢動物具 荔枝膠蟲

高毒性。

40.64％加保扶水 本劑屬氨基甲酸鹽類殺蟲劑， 荔枝細蛾 800~1,200 10 0.5

懸劑 對蜜蜂及水生物有毒。 荔枝銹

35％滅加松乳劑 本劑屬有機磷殺蟲劑，對魚毒 荔枝銹 1,000 30 0.1

稍高、對蜜蜂有毒。

80％可濕性硫磺 本劑屬無機硫磺劑殺菌劑，亦 荔枝銹 320 免訂

水分散性粒劑 可做殺蟲劑，施用於作物後，

不產生臭味或污點，高溫易生

藥害，與油類一起使用應間隔

2週以上，對人畜無毒，使用

安全。

75％可濕性硫磺 本劑屬無機硫磺劑殺菌劑，亦 荔枝銹 300 免訂

粉劑 可做殺蟲劑，施用於作物後，

不產生臭味或污點，高溫易生

藥害，與油類一起使用應間隔

2週以上，對人畜無毒，使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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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大滅松乳劑 本劑為屬有機磷劑，於柑橘展 荔枝膠蟲 1,000 18 1.0

葉期至幼果期使用易引起落葉

現象，不可與鹼性藥劑混合使

用；因其滲透性強，荔枝結果

期間避免使用，樹勢衰弱時，

勿混用夏油噴灑防治介殼蟲，

對蜜蜂有毒。

95％夏油 本劑屬油類殺菌、蟲劑，可單 荔枝膠蟲 150 免訂 免訂

劑使用，亦可混合殺蟲劑使用 介殼蟲

，對人畜毒性低，惟使用時需

注意植株的狀況及施用時間，

以免藥害產生。

殺菌劑

80％福賽快得寧 本劑屬混合劑，由40％福賽得 荔枝 800 21 5.0

可濕性粉劑 和40％快得寧混合製成。福賽 露疫病 2.0

得屬有機磷殺菌劑，系統性，

有預防及治療效果；快得寧屬

有機銅劑，為保護性殺菌劑，

無滲透移行性。本劑對水生物

具毒性，不可與石灰、硫磺、

大生、硫磺劑混合使用。

33.5％快得寧水 本劑屬銅劑，為保護性殺菌劑 荔枝 2,000 3 2.0

懸劑 ，無滲透移行性土壤不淋溶， 露疫病

藥害少。

55％ 硫 銅 本劑屬混合劑，由13％ 硫 荔枝 500 9 3.0

可濕性粉劑 及4％鹼性氯氧化銅混合製 露疫病 免訂

成。 硫 屬 類殺菌劑，具

保護及微具治療作用；鹼性氯

氧化銅屬無機銅劑殺菌劑，具

低毒性，具預防效果。本劑對

人畜毒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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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園中造成荔枝非生理性大量落果的

主要原因為荔枝細蛾的危害及荔枝露疫病的

發生，因此荔枝生產期間須針對荔枝細蛾及

荔枝露疫病來防治。防治時，於荔枝開花前

著重清園工作，防治介殼蟲類、毒蛾類害蟲

及荔枝銹 等害蟲，以降低其族群密度，減

少危害荔枝果實；荔枝謝花結小果時，即開

始施藥預防荔枝細蛾的危害及荔枝露疫病的

發生，每隔約7 ~ 10日施藥1次，連續施藥5

~ 6次。各種推薦殺菌劑對荔枝露疫病的防

治效果有差異，以福賽快得寧及鋅錳克絕防

治效果較佳，非農藥之亞磷酸亦有防治效

果，施藥防治期間於雨季來臨前須施藥防治

荔枝露疫病。荔枝細蛾的防治以藥劑為主，

經室內及田間藥效試驗顯示，一般殺蟲劑對

其均有毒殺作用，但各藥劑的毒性有所差

異，以第滅寧及賽滅寧等除蟲菊類藥劑防治

效果較佳；殺蟲劑防治時期亦影響田間防治

效果，於荔枝謝花結小果時即開始施藥亦可

得較好的防治效果。

134

72％鋅錳克絕可 本劑屬混合劑，由8％克絕和 荔枝 500 12 2.0

濕性粉劑 64％鋅錳乃浦混合製成。鋅錳 露疫病 1.0

乃浦屬有機硫磺殺真菌劑，具

保護作用；克絕屬脂肪族類殺

菌劑，葉面撒布具保護及治療

作用，有接觸及局部滲透作用

，並有抑制孢子發芽作用。

33％鋅錳乃浦水 本劑屬有機硫磺殺菌劑，具保 荔枝 600 15 2.0

懸劑 護作用。開花期使用易引起藥 露疫病

害，不可與石灰硫磺混合使用

，使用範圍廣泛。

殺草劑

41％嘉磷塞 本劑屬氨基酸系類，為非選擇 荔枝 100~120 未訂 0.2

（異丙胺鹽） 性、系統性除草劑，使用範圍 園雜草

液體 廣泛，對一年生及多年生雜草

不論狹葉或闊葉皆有效。對有

益昆蟲無影響或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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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進行病蟲害防治應使用單一種農藥

為宜，若同時發生2種病蟲害以上，須混合

農藥進行防治，應於藥劑混合前先詳閱標

示。據調查臺灣主要灌溉河川水質偏鹼性，

為確保藥效，藥劑配好後儘可能在2小時內

施用完，才不會影響主成分之藥效，混合時

先配製成約1公升小量之混合稀釋藥液，裝

於透明塑膠瓶中，靜置5分鐘後觀察，如無

沉澱、分層、絮聚、凝集、膠結及稠化等現

象，則表示此組藥劑可混合；經30分鐘後混

合藥液若出現不均勻情形，經將瓶子上下倒

置5次仍可恢復混合均勻情形者，表示仍可

混合，但施用時持續攪拌。混合稀釋藥液之

配製程序為取1公升的透明塑膠瓶先裝0.5公

升水，依序逐一加入可濕性粉劑、水分散粒

劑、可溶性粉劑、水懸劑、溶液、乳劑、界

面活性劑、肥料等藥劑，再加水約 0.5 公

升，均勻混合即可。混合藥液經觀察測試通

過後，須先小規模試噴，觀察5天後，確定

無藥害產生，才進行大面積施藥防治。由於

施用藥劑防治病蟲害，果品有農藥殘留之

虞，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施用推薦藥劑，詳閱

標示，依照農藥稀釋倍數使用，並遵守安全

採收期的施行；於果實生長期間，具滲透性

強的藥劑應避免使用，如於5 ~ 6月間須防治

荔枝膠蟲則應選擇撲滅松來防治，以免農藥

殘留量過高。

農藥除了對病、蟲、雜草、鼠害有防治

效果，其對使用者、其他非標的生物亦有毒

害，其毒害分急性毒性及慢性毒性兩大類。

農藥之急性毒害包括口服、皮膚、呼吸急毒

性，皮膚、眼刺激性，皮膚過敏性，及遲發

性神經毒性等；急性毒性等級依毒性大小

LD50值分為極劇毒、劇毒、中等毒、輕毒等

4級。農藥之慢性毒性包括致癌性、致畸胎

性、發育及生殖毒性等。由實驗動物長期餵

食少量藥劑，可得知農藥無毒害作用劑量，

並推算人體每日可攝取劑量，再依據國人的

飲食習慣依比率制定該作物上之農藥安全容

許量。另使用農藥前，應注意該藥劑之警告

標誌、標示及中毒之處理方法；施用時，做

好本身的防護，避免藥液接觸人體，危及本

身安全；施用後，須徹底將全身洗淨，換穿

乾淨衣服，取食前要以肥皂及水洗手。施藥

後的果園要豎立警告標示，短期間內禁止進

入採果，以免中毒。另外，施用農藥後務遵

守安全採收期規定，以免因果品殘留過高的

農藥而影響外銷或消費者的健康。廢棄農藥

空容器依規定丟入農藥回收桶，農藥空瓶免

費回收專線：0800-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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