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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除草劑 2,4,5-T 0.05 N.D.

除草劑 2,4-D 二‧四-地 0.05 0.05 0.2
（*） 暫訂

（SF）

除草劑 4-CPA 0.02
（4-chlorophen
oxyacetic acid）

殺蟲劑 abamectin 阿巴汀 0.01 0.02

殺蟲劑 acephate 毆殺松 0.02 1.0
暫訂

殺 劑 acequinocyl 亞 2.0

殺蟲劑 acetamiprid 亞滅培 2.0 5.0

植物活化劑 acibenzolar-s- 0.02
methyl 暫訂

殺 劑 acrinathrin 阿納寧 2.0

除草劑 alachlor 拉草 0.01

殺蟲劑 alanycarb 2.0

殺蟲劑 aldicarb 得滅克 0.05 0.05

殺蟲劑 aldrin 阿特靈 0.07

除草劑 alloxydim 亞汰草 0.1

殺蟲劑 alpha-cypermethrin 亞滅寧 2.0 0.5

除草劑 ametryn 草殺淨 0.4

殺 劑 amitraz 三亞 0.05 0.2

除草劑 amitrole 氨基三唑 0.05 0.01 N.D.
（aminotriazole） （*） 暫訂

（SF）

各國荔枝農藥殘留容許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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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anilazine （anirazine） 10

殺 劑 aramaite 0.01 0.01

殺 劑 aramite （aramaite） 0.01

除草劑 asulam 亞速爛 0.2

除草劑 atrazine 草脫淨 0.1 0.02

除草劑 azimsulfuron 0.02 0.02

殺蟲劑 azinphos-ethyl 乙基谷速松 0.05

殺蟲劑 azinphos-methyl 谷速松 2.0 0.5 1.0

殺菌劑 azoxystrobin 亞托敏 1.0 2.0 0.05 10

除草劑 barban 0.05 0.05

殺菌劑 benalaxyl 本達樂 0.05 0.05

殺蟲劑 bendiocarb 免敵克 0.5

殺蟲劑 benfuracarb 免扶克 0.05 0.5

殺菌劑 benomyl 免賴得 0.1 3.0

除草劑 benoxacor 0.02

除草劑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0.02

除草劑 bensulide 地散磷（ 0.1
開抑草成
分之一）

殺蟲劑 bensultap 免速達 3.0

除草劑 bentazone 本達隆 0.1 0.02
暫訂

植物生長 benzyladenine 甲苯胺 0.1

調節劑 （benzylaminoprin）

殺蟲劑 BHC（HCH） 蟲必死 0.01

殺 劑 bifenazat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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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蟲劑 bifenthrin 畢芬寧 0.05 2.0

除草劑 bilanafos 畢拉草 0.004

殺 劑 binapacryl 百 克 0.05

殺蟲劑 bioresmethrin 百列滅寧 0.1

殺菌劑 bitertanol 比多農 0.05 0.05

殺菌劑 boscalid （nicobifen） 白克列 1.2

殺鼠劑 brodifacoum 可滅鼠 0.001

除草劑 bromacil 克草 0.05

燻蒸劑 bromide 溴（溴 0.05 0.05 60
（methyl bromide） 化甲烷） （*）

殺蟲劑 bromophos-ethyl 溴磷松 0.05 0.05
（乙基）

殺 劑 bromopropylate 新殺 0.05 2.0

殺菌劑 bromuconazole 溴克座 0.5

殺菌劑 bupirimate 布瑞莫 2.0

殺蟲劑 buprofezin 布芬淨 1.0 0.3 1.0

除草劑 butafenacil 0.1

除草劑 butamifos 0.05

殺蟲劑 camphechlor 毒殺芬 0.1
（toxaphene）

殺菌劑 captafol 四氯丹 0.02 N.D.

殺菌劑 captan 蓋普丹 0.1 5.0

殺蟲劑 carbaryl 加保利 0.5 5.0 1.0 30

殺菌劑 carbendazim 貝芬替 2.0 10 0.1 3.0

殺蟲劑 carbofuran 加保扶 0.5 0.1 0.3

殺蟲劑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2.0 0.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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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除草劑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0.1 0.1

殺菌劑 carpropamid 加普胺 0.1

殺蟲劑 cartap 培丹 3.0

殺 劑 chinomethionat 離丹 0.3 0.3

殺 劑 chlorbenside 0.01 0.01

除草劑 chlorbufam 0.05 0.05

殺蟲劑 chlordane 氯丹 0.01 0.02

殺蟲劑 chlorfenapyr 克凡派 0.05 5.0
（chlorphenapyr） 暫訂

殺 劑 chlorfenson 0.01 0.01

殺蟲劑 chlorfenvinphos 克芬松 0.05 0.2

殺蟲劑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2.0

植物生長 chlormequat 克美素 0.05 0.1
調節劑

殺 劑 chlorobenzilate 克氯苯 0.02 0.02

殺菌劑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 0.01 5.0

除草劑 chloroxuron 0.05 0.05

除草劑 chlorpropham 0.05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1.0 0.05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methyl 陶斯松 0.05 0.05
（甲基）

除草劑 chlorthal 大克草 4.0

殺菌劑 chlozolinate 克氯得 0.05 0.05

殺蟲劑 chromafenozide 1.0

除草劑 cinidon-ethyl 0.05 0.05
暫訂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141

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除草劑 clethodim 剋草同 0.6

除草劑 clodinafop-propargyl 0.02

殺 劑 clofentezine 克芬 0.2 0.02 0.05
（SF）

除草劑 clomazone 可滅蹤 0.02

殺蟲劑 clopidol 氯啶 0.2

殺蟲劑 clothianidin 可尼丁 4.0

殺菌劑 copper 磺酸銅 5.0
nonylpheol Sulfonate

殺菌劑 copper Telephthalate 5.0

殺蟲劑 coumafos 牛壁逃 N.D.

除草劑 cumyluron 0.02

殺蟲劑 cyanophos 氰乃松 0.2

殺菌劑 cyazofamid 賽座滅 10

植物生長 cyclanide 0.05
調節劑 （cyclanilide） 暫訂

殺蟲劑 cycloprothrin 0.2

除草劑 cycloxydim 環殺草 0.05

殺菌劑 cyflufenamid 5.0

殺蟲劑 cyfluthrin 賽扶寧 0.02 1.0

除草劑 cyhalofop-butyl 丁基賽 0.02
伏草 暫訂

殺蟲劑 cyhalothrin 賽洛寧 1.0 0.5

殺 劑 cyhexatin 錫 丹 0.05 N.D.

殺菌劑 cymoxanil 克絕 1.0 0.2

殺蟲劑 cypermethrin 賽滅寧 0.5 0.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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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0.5

殺菌劑 cyprodinil 賽普洛 1.0 2.0 2.0 2.0 3.0
（SF） （SF）

殺蟲劑 cyromazine 賽滅淨 0.05 0.02

除草劑 dalapon （2,2-DPA） 得拉本 0.05

植物生長 daminozide 亞拉 0.02 N.D.
調節劑 生長素

燻蒸劑 dazomet 邁隆 0.1

殺菌劑 DBEDC 20

殺線蟲劑 DCIP （Nemamort） 滅線蟲 0.2

殺蟲劑 DDT 滴滴涕 0.05 0.5

殺蟲劑 deltamethrin 第滅寧 0.2 0.05 0.05 0.5
（SF）

殺蟲劑 demeton-s-methyl 滅賜松 0.4

殺蟲劑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0.02

除草劑 di-allate 二醛酯 0.05 0.05

殺蟲劑 diazinon 大利松 0.02 0.1

除草劑 dichlobenil 二氯苯 0.2

殺菌劑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5.0 5.0

除草劑 dichlorprop 0.05 3.0

除草劑 dichlorprop-P 0.05 3.0

殺蟲劑 dichlorvos 二氯松 0.1 0.1

殺菌劑 diclomezine 達滅淨 0.02

殺菌劑 dicloran 大克爛 10

殺 劑 dicofol 大克 0.02 3.0

殺蟲劑 dieldrin 地特靈 0.0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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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diethofencarb 5.0

殺菌劑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0.5 5.0

除草劑 difenzoquat 0.05

殺蟲劑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0.05

除草劑 diflufenican 0.02

除草劑 diflufenzopyr 0.05

殺菌劑 dihydrostreptomycin/ 鏈黴素 0.05
streptomycin

植物生長 dimethipin 穫萎得 0.04
調節劑

殺菌劑 dimethirimol 0.1

殺蟲劑 dimethoate 大滅松 1.0 5.0 0.02 0.5

殺菌劑 dimethomorph 達滅芬 5.0

除草劑 dinoseb 達諾殺 0.05 0.05

殺蟲劑 dinotefuran 達特南 10

除草劑 dinoterb 0.05 0.05

殺蟲劑 dioxathion 大克松 0.05 0.05

殺菌劑 diphenylamine 二苯基胺 0.05 0.05

除草劑 diquat 大刈特 0.05 0.05
暫訂

殺蟲劑 disulfoton 二硫松 0.02 0.5

殺菌劑 dithianon 硫 3.0 0.5

殺菌劑 dithiocarbamates 二硫代胺 2.0 7.0 5.0 0.6
基甲酸鹽 （SF） 暫訂
類 暫訂

除草劑 diuron 達有龍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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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類別 國際英文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除草劑 DNOC（2-methyl-4, 二硝基 0.05
6-dinitrophenol） 鄰甲酚

殺菌劑 dodine 多寧 0.2 1.0

殺菌劑 edifenphos 護粒松 0.5

殺蟲劑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0.1

殺蟲劑 endosulfan 安殺番 0.05 0.5

殺蟲劑 endrin 安特靈 0.01 0.01

殺蟲劑 esfenvalerate 益化利 1.0 3.0

植物生長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0.05 2.0
調節劑

殺蟲劑 ethiofencarb 愛芬克 7.0

殺 劑 ethion 愛殺松 0.1 0.3

殺蟲劑 ethiprole 0.02

殺菌劑 ethirimol 依瑞莫 2.0

除草劑 ethofumesate 益覆滅 0.05
暫訂

殺線蟲劑 ethoprophos 普伏松 0.02 0.02
（*）

殺菌劑 ethoxyquin 衣索金 0.05

植物生長 ethychlozate 5.0
調節劑

燻蒸劑 ethylene dibromide 二溴乙烷 0.01 N.D.
（1,2-dibromoethane, 
EDB）

燻蒸劑 ethylene dichloride 二氯乙烷 0.01 0.01
（1,2-dichloroethane）

燻蒸劑 ethylene oxide 環氧乙烷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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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 劑 etoxazole 依殺 1.0

殺菌劑 etridiazole 依得利 0.2

殺蟲劑 etrimfos 益多松 0.2

殺菌劑 famoxadone 凡殺同 0.02 2.0
暫訂

殺線蟲劑 fenamiphos 芬滅松 0.02 0.02

殺菌劑 fenarimol 芬瑞莫 0.5 0.02 1.0

殺菌劑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5.0

殺 劑 fenbutatin oxide 芬佈賜 0.05 3.0

殺蟲劑 fenchlorphos 樂乃松 0.01 0.01

殺菌劑 fenhexamid 0.05 3.0
暫訂

殺蟲劑 fenitrothion 撲滅松 1.0 0.5 0.2

殺蟲劑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0.3

殺 劑 fenothiocarb 芬硫克 0.5

除草劑 fenoxaprop-ethyl 芬殺草 0.1

殺蟲劑 fenoxycarb 芬諾克 0.05

殺蟲劑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5.0

殺菌劑 fenpropimorph 芬普福 0.05 0.05

殺 劑 fenpyroximate 芬普 0.5

殺蟲劑 fenthion 芬殺松 1.0 1.0

殺菌劑 fentin acetate 三苯醋錫 0.05
殺螺劑

殺菌劑 fentin compounds 錫化合物 0.05 0.05
殺螺劑

殺菌劑 fentin hydroxide 三苯羥錫 0.05
殺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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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蟲劑 fenvalerate 芬化利 1.0 0.02 3.0

殺蟲劑 fipronil 芬普尼 0.1

除草劑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0.02

除草劑 florasulam 0.01
暫訂

除草劑 fluazifop 伏寄普 0.1

殺菌劑 fluazinam 扶吉胺 0.5

殺蟲劑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1.0 0.05 0.05

殺菌劑 fludioxonil 護汰寧 5.0 1.0 5.0
（SF）

殺蟲劑 flufenoxuron 氟芬隆 2.0

除草劑 flumioxazine 0.05 0.1
暫訂

除草劑 fluometurom 0.02

殺菌劑 fluoroimide 0.04

除草劑 flupyrsulfuron-methyl 0.02
暫訂

除草劑 fluridone 0.1

除草劑 fluroxypyr 氟氯比 0.05 0.05

殺蟲劑 fluvalinate 福化利 1.0
（tau-fluvalinate）

殺菌劑 folpet 福爾培 0.1 30

植物生長 forchlorfenuron 福芬素 0.1
調節劑

殺蟲劑 formothion 福木松 1.0 0.02 0.02
（禁用）

殺菌劑 fosetyl-Al 福賽得 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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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線蟲劑 fosthiazate 福賽絕 0.05

殺菌劑 fthalide （phthalide） 熱必斯 2.0

殺菌劑 furametpyr 福拉比 0.1

殺蟲劑 furathiocarb 0.05 0.1

植物生長 gibberellic acid 勃激素 0.2
調節劑 （gibberellin）

除草劑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0.05 0.5
（*）

（SF）

除草劑 glyphosate（IPA salt） 嘉磷塞 0.2 0.2 0.2 0.1 0.2

除草劑 halosulfuron-methyl 0.05

除草劑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0.05

殺蟲劑 heptachlor 飛佈達 0.01 0.03

殺菌劑 hexachlorobenzene 六氯苯 0.01 0.01
（HCB）

殺菌劑 hexaconazole 菲克利 0.5 0.02 0.5

殺蟲劑 hexaflumuron 六伏隆 0.02

殺 劑 hexythiazox 合賽多 2.0

殺蟲劑 hydrogen cyanide 氰化氫 5.0

殺蟲劑 hydrogen phosphide 磷化氫 0.01

殺菌劑 hymexazol 殺紋寧 0.5

殺菌劑 imazalil 依滅列 1.0 0.02 0.02

除草劑 imazaquin 0.05

除草劑 imazethapyr-ammonium 0.05

殺菌劑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5.0

殺蟲劑 imidacloprid 益達胺 0.5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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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iminoctadine 克熱淨 0.5

除草劑 ioxynil 0.1

殺菌劑 iprodione 依普同 5.0 0.02 5.0

殺菌劑 iprovalicarb 0.05
暫訂

殺菌劑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0.1

除草劑 isoproturon 0.05
暫訂

除草劑 isouron 愛速隆 0.02

殺蟲劑 isoxathion 加福松 0.2

殺菌劑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0.5 0.05

殺菌劑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1.0 0.05 20

殺蟲劑 lambda-cyhalothrin 賽洛寧 0.02 0.5

除草劑 lenacil 0.3

殺蟲劑 lindane 靈丹 0.01 1.0
（gamma HCH）

除草劑 linuron 理有龍 0.2

殺蟲劑 lufenuron 祿芬隆 0.02

殺蟲劑 malathion 馬拉松 0.5 2.0

植物生長 maleic hydrazide 抑芽素 1.0 0.2
調節劑

殺菌劑 mancozeb 鋅錳乃浦 0.05 0.6

殺菌劑 maneb 錳乃浦 0.05 0.6

除草劑 MCPB 加撲草 0.2

殺蟲劑 mecarbam 滅加松 0.1 0.05 0.05

殺菌劑 mepanipyrim 滅派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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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植物生長 mepiquat-chloride 2.0
調節劑

殺菌劑 mercury compounds 汞化合物 0.01

殺菌劑 metalaxyl 滅達樂 0.05 1.0

殺菌劑 metalaxyl-m 右滅達樂 0.02 1.0
（mefenoxam） 暫訂

殺螺劑 metaldehyde 聚乙醛 1.0

殺蟲劑 methacrifos 0.05 0.05

殺蟲劑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0.2 0.01 0.1
暫訂

殺蟲劑 methidathion 滅大松 0.1 0.1 0.02 1.0
暫訂

殺蟲劑 methiocarb 滅賜克 0.05

殺蟲劑 methomyl 納乃得 2.0 0.05 1.0

殺蟲劑 methoxychlor 甲氧DDT 0.01 0.01

殺蟲劑 methoxyfenozide 2.0 2.0 0.1
（SF）

殺菌劑 metiram 免得爛 0.05 0.6

除草劑 metolachlor 莫多草 0.05
（s-metolachlor）

除草劑 metsulfuron-methyl 0.05
暫訂

殺蟲劑 mevinphos 美文松 0.1 0.5

殺 劑 milbemectin 密滅汀 0.5

殺菌劑 milneb 0.6

除草劑 molinate 稻得壯 0.02

除草劑 monolinuron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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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myclobutanil 邁克尼 0.5 2.0 0.02 1.0
（SF）

植物生長 NAA（1-naphthalen 根生長素 0.1
調節劑 eacetic acid） （ 乙酸）

殺蟲劑 naled 乃力松 0.1

除草劑 napropamide 滅落脫 0.1

殺蟲劑 nicotine 尼古丁 2.0

殺蟲劑 nitenpyram 5.0

除草劑 nitrofen 護谷 0.01

除草劑 norflurazon 0.2

殺蟲劑 novaluron 諾伐隆 0.02

殺蟲劑 omethoate 歐滅松 0.2 1.0

除草劑 oryzalin 歐拉靈 0.08

殺菌劑 oxadixyl 毆殺斯 1.0

除草劑 oxaziclomefone 0.02

殺菌劑 oxine-copper 快得寧 2.0 2.0

殺菌劑 oxpoconazole-fumarate 5.0

殺蟲劑 oxydemeton-methyl 滅多松 0.02 0.02

除草劑 oxyfluorfen 復祿芬 0.05

植物生長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0.5 0.01
調節劑

除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0.05 1.0

殺蟲劑 parathion 巴拉松 0.05 0.05

殺蟲劑 parathion-methyl 甲基巴拉松 0.2 0.2

除草劑 pebulate 克草猛 0.1

殺菌劑 penconazole 平克座 0.5 0.05 0.05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6

151

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pencycuron 賓克隆 0.1

除草劑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0.1

殺蟲劑 permethrin 百滅寧 2.0 0.05 5.0
（SF）

殺蟲劑 perthane 潘生 0.01 0.01
[1,1-dichloro-2,2-bis 

（4-ethylphenyl）ethane]

殺蟲劑 phenothrin 酚丁滅蝨 0.5 0.02
成分之一

殺蟲劑 phenthoate 賽達松 0.1

殺蟲劑 phorate 福瑞松 0.05 0.3

殺蟲劑 phosalone 裕必松 2.0 1.0 1.0
（SF）

殺蟲劑 phosmet 益滅松 0.2

殺蟲劑 phosphamidon 福賜米松 0.15 0.2

殺蟲劑 phoxim 巴賽松 0.02

除草劑 picolinafen 0.05
暫訂

殺鼠劑 pindone 0.001

協力劑 piperonyl butoxide 胡椒基丁醚 8.0

殺蟲劑 pirimicarb 比加普 2.0

殺蟲劑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0.05 1.0

殺菌劑 polyoxins 保粒黴素 0.1

殺菌劑 probenazole 撲殺熱 0.03

殺菌劑 prochloraz 撲克拉 1.0 0.05 0.05 10
（SF）

殺菌劑 procymidone 撲滅寧 0.0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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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蟲劑 profenofos 佈飛松 0.05 0.05
（profenophos）

植物生長 prohexadione calcium 0.05 2.0
調節劑

除草劑 prometryn 佈殺丹 0.1

除草劑 propanil 除草靈 0.1

殺蟲劑 propaphos 加護松 0.5

殺 劑 propargite （BPPS） 毆 多 4.0 2.0
（SF）

除草劑 propazine 0.1

除草劑 propham 0.05 N.D.

殺菌劑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1.0 1.0 0.05 0.1
（SF）

殺菌劑 propineb 甲基鋅乃浦 0.05 0.6

殺蟲劑 propoxur 安丹 0.05 1.0

除草劑 propyzamide 0.02 0.02

除草劑 prosulfuron 0.02
暫訂

殺蟲劑 pymetrozine 派滅淨 0.2 0.02 1.0
暫訂

除草劑 pyraflufen-ethyl 0.02 0.1
暫訂

除草劑 pyrazolynate 0.02

殺菌劑 pyrazophos 白粉松 0.05 0.05

殺蟲劑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1.0 1.0

殺 劑 pyridaben 畢達本 2.0

殺蟲劑 pyridalyl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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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類別 國際英文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蟲劑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0.1

除草劑 pyridate 必汰草 0.05
暫訂

殺菌劑 pyrimethanil 派美尼 10

殺蟲劑 pyrimidifen 畢汰芬 0.3

殺蟲劑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0.3 1.0

殺蟲劑 quinalphos 拜裕松 0.05 0.02

殺菌劑 quintozene （PCNB） 五氯硝苯 0.02 0.02

除草劑 quizalofop 快伏草 0.05

殺蟲劑 resmethrin 列滅寧 0.1 0.1

除草劑 sec-butylamine 0.1

除草劑 sethoxydim 西殺草 1.0

殺蟲劑 silafluofen 矽護芬 2.0 5.0

除草劑 simazine 草滅淨 0.2

殺菌劑 simeconazole 5.0

殺蟲劑 spinosad 賜諾殺 0.2 0.3 0.3
（SF）

殺 劑 spirodiclofen 5.0

殺 劑 spiromesifen 0.3

殺菌劑 spiroxamine 0.05
暫訂

除草劑 sulfentrazone 0.05

除草劑 sulfosulfuron 0.05
暫訂

殺蟲劑 sulfuryl fluoride 1

殺蟲劑 tebufenozide 得芬諾 2.0 1.0

殺 劑 tebufenpyrad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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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殺菌劑 tecnazene 0.05 0.05

殺蟲劑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1.0

殺蟲劑 tefluthrin 0.1

殺蟲劑 TEPP 帖普 0.01

除草劑 tepraloxydim 得殺草 0.05

除草劑 terbaci 0.1

殺蟲劑 terbufos 托福松 0.005

殺菌劑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2.0

殺 劑 tetradifon 得脫 1.0

殺菌劑 thiabendazole 腐絕 5.0 0.05 3.0

殺蟲劑 thiacloprid 5.0

殺蟲劑 thiamethoxam 賽速安 5.0

除草劑 thifensulfuron-methyl 0.05
暫訂

殺蟲劑 thiocyclam 硫賜安 3.0

殺蟲劑 thiodicarb 硫敵克 0.05 1.0

殺蟲劑 thiometon 硫滅松 0.05

殺菌劑 thiophanate-methyl 甲基多保淨 0.1 3.0

殺菌劑 thiram 得恩地 3.0 0.6

殺菌劑 tolclofos-methyl 脫克松 0.1

殺菌劑 tolylfluanid 甲基益發寧 0.5

殺蟲劑 tralomethrin 泰滅寧 0.5

殺菌劑 triadimefon 三泰芬 0.5 0.1 0.2

殺菌劑 triadimenol 三泰隆 0.1 0.2

除草劑 tri-allate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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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ppm）

農藥種類 英文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中華 Codex 美國 澳洲 加拿大 歐盟 日本
民國

除草劑 triasulfuron 0.05
暫訂

殺蟲劑 triazophos 三落松 0.02 0.02

殺菌劑 trichlamide 0.1

殺蟲劑 trichlorfon 三氯松 0.5 0.5
（trichlorphon）

除草劑 triclopyr 三氯比 0.03

殺菌劑 tricyclazole 三賽唑 0.02

殺菌劑 tridemorph 三得芬 0.05 0.05

殺菌劑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5.0

殺菌劑 triflumizole 賽福座 2.0

殺蟲劑 triflumuron 三福隆 0.02

除草劑 trifluralin 三福林 0.05

殺菌劑 triforine 賽福寧 0.05 2.0

植物生長 trinexapac-ethyl 0.02
調節劑

植物生長 uniconazole P 單克素 0.1
調節劑

殺菌劑 validamycin 維利黴素

殺蟲劑 vamidothion 繁米松 0.05 0.05

殺菌劑 vinclozolin 免克寧 0.05
暫訂

殺鼠劑 warfarin 殺鼠靈 0.001

殺蟲劑 XMC 滅克蝨 0.2

殺菌劑 zineb 鋅乃浦 0.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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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表列各國殘留農藥容許量規定參考資料查詢網站如下：

（1）中華民國衛生署之食品資訊網：http：//food.doh.gov.tw/chinese/ruler/ pesticide_standard.htm

參考核果類（Drupe）和荔枝（Litchi）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6.03.15）

（2）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網站：http://faostat.fao.org/faostat/collections?

hasbulk=0&subset=FoodQuality&&language=EN

參考參考核果類（Stone Fruits, SF）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5.04.12）

（3）美國環境保護署網站：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www.

epa.gov/pesticides/food/viewtols.htm

參考荔枝（Lychee）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4.07.01）

（4）澳洲網站：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http://www.foodstandards. gov.au/foodstandard-

scode/index.cfm

參考荔枝（Litchi）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5.10.25）

（5）加拿大網站：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PMRA） http://www. pmra-

arla.gc.ca/english/legis/maxres-e.html

參考核果類（Stone Fruits, SF）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5.09.19）

（6）歐盟網站：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http://europa.eu.int /comm/food/plant/protec-

tion/pesticides/index_en.htm

參考荔枝（Litchis）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5.08.23）

（7）日本網站：http://www.m5.ws001.squarestart.ne.jp/foundation/search.html 

參考其他水果（Other Fruits）的標準。（資料更新日期：2006.04.24）

2. 代號

（ * ）：儀器偵測農藥之最小極限值作為產品之農藥殘留容許量（At or about the limit of determina-

tion）。

（Po）：農藥殘留容許量適用於採收後儲藏處理之產品（The MRL accommodates post-harvest treat-

ment of the commodity）。

（SF）：Codex和加拿大資料中未明列荔枝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本表參考核果類（Stone Fruits, SF）

的標準。

（作者：蔡恕仁、王佩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