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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本 (105)年 1月份舉辦 5場次「105年度第 1次目標管理」會議，參與
組室包括殘毒管制組、應用毒理組、農藥應用組、安全資材組及技術服務組，同

仁報告及考評重點為 105年科技計畫構想與其細部計畫以及年度重要業務等規劃
報告，各組同仁依個人目標項目擬定執行之規劃進行報告。

所長、副所長、主任秘書及各組組長皆全程參加，檢視各組科技計畫執行之

構想及業務規劃，並進行提問及

改善建議，擴大

跨組室間參與及

交流。
費雯綺所

長主
持會
議
聽

取
報
告
。

▲    各組室進行目標管理規劃報告。

本所主管全程
參加

並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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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朱益賢副教授。

藉由互動式授課技巧，講師們彼此腦力激盪。

本所教育訓練中心農民學院課程之「病蟲害防治及安全用藥班」已於 104
年 11月 11日通過 ISO29990評鑑，成為農委會所屬單位中第一批通過學習服務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之團隊。

本所以專業、優質、貼心之核心價值提供學員最完善的學習服務，亦十分

重視學員之意見回饋，於 104年學員問卷調查中發現，學員對於講師教學模式
已從以往之單方面經驗講授逐漸轉為期望以「互動式教學或實作課程」為主。

本中心依據學員期待與各講師協商討論是否可就自身專業能力為主軸，加入更

多元之互動學習法，以達課程「創新改進」之效益。

特於本 (105)年 1月 13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朱益賢副教授至本所為農
民學院講師群進行「訓練方法與技巧」之經驗分享，藉由教學方法介紹及操作

活動方式使現場氣氛頓時熱絡起來，俾益講師們理解如何在短時間內提升課程

訓練效果，激起教學相長的火花，互相提升。本所 105年農民學院課程「病蟲
害防治及安全用藥班」將於 4月及 7月開班，「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班」將於 8
月開設兩班，歡迎農友踴躍參加。(資料提供／戴肇鋒 )

活動視
窗 農民學院講師群培訓  多元教學模式

「農產品農藥殘留快速萃取技術」是本所研發領先全球農產品中殘

留農藥快速萃取之專利技術，與目前國際間最快速的 QuEChERS農藥萃
取技術比較，更進一步縮短農藥萃取所需時間達 40倍，農藥檢驗過程
總人力成本可減少 60%、化學溶劑使用量減少 50%且固體廢棄物可減少
70%以上，為一項節能且綠色的檢驗科技。

本技術已完成技術移轉，承接廠商已開始生產萃取套組，為使國內

公、民營農藥檢驗實驗室更加熟悉此技術，本所於本 (105)年 1月 22日
辦理「快速萃取技術實驗室比對試驗」座談會，共有 26家國內公、民營
實驗室報名，參加人數達 65人，相當踴躍。會議首先由殘毒管制組黃鎮
華研究員致歡迎詞及技術說明，再由林韶凱助理研究員進行詳細解說與

實體操作示範，與會人員親自操作試驗套組，體驗快速萃取技術之便利

性，經由實體操作後進行熱烈的問題討論，大家咸確認實驗室可正確操

作此萃取方法。本方法如可順利推廣應用，對環保綠能將有顯著之貢獻，

有助於提升我國外銷農產品安全形象與外銷數量；同時強化國內農產品

與進口食品抽檢效率與量能，為國人健康把關。(資料提供／林韶凱 )

「快速萃取技術實驗室比對試驗」
座談會  試驗套組研習

與會人員操作試驗套
組。

專講現場同仁參加踴躍。

本所周遭環境生態豐富

屢屢出現蛇蹤，為避免

致牠們於死地並保護同

仁免受傷害，於 104年
12月 1日邀請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陳元龍

助理研究員至所專題演講，

專講主題為「臺灣毒蛇辨識及

簡易意外處理原則」。

陳助理研究員專講內容包括臺灣六大毒蛇之辨

識、蛇毒毒傷症狀、毒蛇咬傷之緊急處理及如何避

免被蛇咬傷等。陳講師專講內容豐富且講授過程幽

默風趣，現場同仁笑聲連連。會後，綜合問答時間，

大家紛紛提出問題討論熱烈。

本次專講俾使同仁了解蛇不是想像中那麼可

怕，蛇也很怕人，打

草驚蛇、

居家環境

整 理 乾 淨

勿堆置雜物

皆可避免被

蛇咬傷。

專題
演講

臺灣毒蛇辨識及
簡易處理原則

林

韶
凱
助理研究員進行萃取技術解

說。

主講人特生中心陳
元龍
助理
研

究
員
。



本所生物藥劑組組長謝奉家博士經中華植物保護學會推薦並

評定獲選為 104年優良農業基層人員，並於 104年 12月 4日在中
華民國農學團體 104年聯合年會中接受表揚。

謝組長近 5年藉由農業科技研究成功開發跨領域應用產品，
尤其多功能創新策略，為技術多重加值，使單一菌株分別商品化

為生物農藥、微生物肥料與益生菌飼料添加物等 3項產品，應用
領域涵蓋植物與動物。在生物農藥、微生物肥料與益生菌飼料添

加物領域有 5件成功技轉案：「微生物肥料與生物農藥用液化澱
粉芽孢桿菌菌株 Ba-BPD1、發酵量產與應用技術 (含專利 )」技轉
台肥公司，可防治水稻稻熱病與草莓灰黴病等多種作物病害，亦

具溶磷等微生物肥料作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Ba-CL3技轉興農公
司，具有防治蝴蝶蘭黃葉病 (萎凋病 )的潛力；分別將益生菌飼
料添加物用液化澱粉芽孢桿菌菌株及相關培養與酵素活性檢測技

術，非專屬技轉沅渼生技公司、永信藥品

公司與全能營養公司等，協助促進

無毒農業發展。近 5年累計發
表 6篇國外英文 SCI期刊論
文、14篇技術推廣及技術
報告、2篇英文研討會論
文、15篇中文研討會論
文、2項發明專利與 1篇
生技產業專書。謝組長表

達特別感謝本所費雯綺所長

的支持與研發團隊多年來的共

同努力。(資料提供／謝奉家 )

賀  本所謝奉家博士榮獲
104 年優良農業基層人員

中興大學國際農
企學程師生參訪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of Agribusiness, IBPA)師生 16
人，於 104年 12月 30日由陳玟瑾助理教授帶領參訪
本所，由蘇文瀛副所長代表接待。

該學程學生來自亞洲、中美洲、歐洲等不同地區，

蘇副所長說明本所相關職掌、業務內容、國內農藥使

用現況，並帶領參觀展示室。接續師生一行參觀殘毒

管制組，由呂惠鈴助理研究員進行實驗室導覽，說明

本所在農產品農藥殘留檢驗之重點業

務，師生們對

於精密器械操

作及本所檢測

流程有較深入

之了解，參訪於

下午五時圓滿結

束。( 資料提供
／戴肇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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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瀛副所長於本 (105)年 1月 15日屆齡榮退，本所於 1月 6日在員工年終聚
會中舉辦蘇副所長榮退歡送會，由費雯綺所長代表致贈紀念品及卡片，感謝蘇副

所長 38年來為本所服務與奉獻，也祝福他退休生活更愜意。
蘇副所長於 66年 11月進入植物保護中心 (本所前身 )昆蟲系任職，在陳秋男

博士研究室從事水稻害蟲及甘藍小菜蛾的生態與蟲害管理研究，自此開始醉心於

生物統計學的鑽研，於 86年 8月接掌農藥應用系主任，91年因組織變更，繼續擔
任農藥應用組組長，103年 4月 1日接任本所副所長迄今，畢生精力奉獻本所。

蘇副所長於本所服務期間，除個人興趣鑽研生物統計學外，於

100年擔任農藥應用組組長期間督促組員建立田間試驗施藥技術及增
進田間藥效試驗報告品質，並親自講授「田間設計與統計分析」課程

50小時。在退休前也對全所研究人員舉辦 10場次的「田間設計與統計
分析」課程，將多年的學識及經驗不藏私的傾囊相授，以提攜後進及

提升本所試驗設計與分析的能力。(資料提供／黃莉欣 )

蘇文瀛副所長說明
本所業務內容。

蘇文瀛副所長奉獻本所 38 載屆齡榮退

蘇副所
長走
訪各
組

室
一
一
握
手
致
意
。

蘇文瀛副所長與同仁合影留念。

謝奉家組長 (右 )在中華民國農學團
體 104年

聯
合

年
會
中
接
受
表
揚
。

中興大學師生與本所接待人員合影。



政令宣導

人事異動

班別 日期 對象 預定人數 備註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
訓練 ( 一 ) ( 南區 -
屏東縣 -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

第一梯：3/21~3/25、3/28~ 4/1
報名期限：105/1/11~2/5

高中、高職以上學
校畢業，有志於從
事農藥販賣業者

130人 /班
1.請學員自行上「農藥安全教育訓練資源與管理系統」，或洽各縣市政府、
植保公會等協助報名。

2.報名後列印個人繳款單，繳款完成即為錄取。
3.洽詢電話 :04-23302101#117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
訓練 (中區 -台中
市 -藥毒所 )

第二梯：5/23~ 5/27、5/30~6/3
報名期限：3/23~4/20
第三梯：8/8~8/12、8/15~8/19
報名期限：6/8~7/6
第四梯：9/19~9/23、9/26~9/30
報名期限：7/19~8/16

高中、高職以上學
校畢業，有志於從
事農藥販賣業者

160人 /班
1.請學員自行上「農藥安全教育訓練資源與管理系統」，或洽各縣市政府、
植保公會等協助報名。

2.報名後列印個人繳款單，繳款完成即為錄取。
3.洽詢電話 :04-23302101#117

病蟲害防治及安全
用藥進階訓練班
(農民學院 )

第一梯：4/11~4/15、4/25~4/29
第二梯：7/11~7/15、7/25~7/29 農民 40人 /班

1.請農友自行上「農民學院」網站查詢報名， 或洽基層農會推廣股、公所
農業相關課、合作社 (場 )協助上網報名，並辦理初審作業。

2.查詢及報名：農民學院網站，客服專線：02-23012308
3.報名時間：自 4月陸續開放報名，各訓練班報名等相關資訊，以「農民
學院網站」所登載資料為主。

4.本班因應農忙所需，分隔 2週辦理。
5.洽詢電話 :04-23302101#145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訓練

第一梯：5/9~5/12
報名期限：3/1~3/25
第二梯： 6/20~6/23
報名期限：4/11~5/13 
第三梯：6/27~6/30 
報名期限：4/11~5/13 

年滿 18歲之國民，
欲取得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及格證
明者。

100人 /班
1.報名、繳款單列印、查詢作業請連線至「農藥安全教育訓練資源與管理
系統」，由「線上報名作業」開始辦理。 

2.洽詢電話 :04-23302101#145

生物農藥與生物肥
料進階訓練班 (農
民學院 )

第一梯：第一、二週
8/22~8/26、10/17~10/21
第二梯：第一、二週
8/29~9/2、10/24~10/28

有機栽培農民或
一般農民

40人 /班

1.請農友自行上「農民學院」網站查詢報名， 或洽基層農會推廣股、公所
農業相關課、合作社 (場 )協助上網報名，並辦理初審作業。

2.查詢及報名：農民學院網站，客服專線：02-23012308。 
3.報名時間：以「農民學院網站」所登載資料為主。
4.本班因實習訓練課程所需，分隔 2週辦理。

農藥管理人員資格
訓練再測驗

 7/5 (第一次 )
12/13 (第二次 )

一年內曾參加「農
藥管理人員資格訓
練」考試不及格者

依申請人數
請下載再測驗申請單，以掛號寄達，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 (填妥
收件人及地址 )。寄至「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地址：41358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號，信封註明「再測驗」。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訓練第一次再測驗

5/12 (第一次、針對台大 )
8/2 (第二次 )
12/20 (第三次 )

一年內曾參加「農
藥代噴技術人員訓
練」考試不及格者

依申請人數
請下載再測驗申請單，以掛號寄達，並附貼足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 (填妥
收件人及地址 )。寄至「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技術服務組」，地址：41358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明路 11號，信封註明「再測驗」。

近
期
公
告
看
板

訓練班訊息

105年度教育訓練開班排程表

1.農藥化學組江珮瑜助理研究員高考錄取，於 104年 12月 30日分發本所服務。
2.秘書室林建宏組員於 105年 1月 15日商調至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股長。
3.生物藥劑組謝奉家副研究員於 105年 1月 1日調陞生物藥劑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4.蘇文瀛副所長於 105年 1月 16日屆齡退休。
5.農藥化學組何明勳研究員兼組長於 105年 1月 16日調陞研究員兼副所長。



產地到餐桌　通路到校園　產銷履歷全方位串起安心
首選好食材
　　農委會推動產銷履歷至 104年邁入第九年，在農民、認驗證
機構及輔導單位用心投入與嚴謹把關下，逐漸獲得消費市場肯

定，在家庭採購或外食餐飲，都提供消費者安心的選擇。農委會

表示，安全只是產銷履歷最基本的承諾，其他消費者重視卻難以

從產品本身分辨的特質，諸如友善環境、動物福利之生產管理等，

也都是產銷履歷關注的重點，藉由 SOP系統化生產、作物健康栽
培等模式落實管理，透過第三方驗證機構專業稽核管理，讓產銷

履歷農產品為消費者食用安全全方位把關。國內包括家樂福、頂

好、愛買、大潤發、台糖、全聯、台灣樂菲、248農學市集等零
售通路，都優先選擇產銷履歷農產品，保障顧客健康與企業形象，

其中愛買、家樂福等 11家通路業者於 392處門市設立產銷履歷農
產品專櫃，穩定供應產銷履歷農產品。 
溯源餐廳 一指查詢餐點食材來源 
　　104年已有「台灣農業跨領域發展協會 (AMOT)」與「有心肉
舖子」兩家溯源服務業者，帶動超過百餘家餐飲業者熱情參與，

外食族可以打開 AMOT溯源餐廳 APP或至有心溯源餐廳官網，鎖
定溯源餐點，讓自己吃得健康又安心。 
履歷 e 把抓 讓農民紀錄更便利 
　　農委會開發「履歷 e把抓」APP，讓農民在工作現場即可用
智慧載具完成紀錄，上傳資料輕鬆又即時，操作介面以簡明易懂、

大圖大字為原則，只要一指即可輕易完成所有紀錄，體貼年長農

友，連 88歲的崑濱伯試用後都說讚 ! 
產銷履歷 365天與消費者共創新食代 
　　農委會表示，每張產銷履歷標籤都代表了生產者的用心和負

責，透過通路、溯源餐廳的支持讓農友的用心、消費者的認同串

連在一起。消費者不論自行在家開伙或外食，365天都能享用最
安心的食物。(農委會 104.12.08)

老農津貼自 105年 1月起每月調整為 7,256元，調整
後之金額將於 105年 2月入帳
　　老農津貼每 4 年依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調整，自 105年 1月
起調增256元，調整後之金額每月為7,256元，並將105年2月入帳。 
　　農委會表示，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老農津貼

發放金額每 4年應依 CPI成長率調整，且調升不調降。目前老農
津貼每月發放 7,000元係於 101年調整，依規定應於 105年 1月起
依 CPI的成長率調整之。 
　　農委會指出，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資料，104年 CPI較 100
年上漲 3.65%。經計算，老農津貼發放金額應調增 256元，即每
月發放金額調整為 7,256元，自 105 年 1月起實施，並將於 105 年
2月發放調整後之金額。 
　　農委會說明，由於現行農保無老年給付，政府特於 84年 5 
月 31日制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發放老農津貼，以
照顧老年農民晚年生活，並保障其經濟安全。104年度發放金額
約 540.7億元，受惠人數約 63.8萬人； (農委會 105.01.07)

農業新藍海　網路時代的青農新勢力
　　農業委員會於 1月 8日舉辦「網路時代的青農新勢力成果」記
者會，邀請臺東在地優秀青年農友，分享他們投入農村產業，利

用電子商務發展事業的心路歷程。青農們的農產品於電子商務通

路上架後，銷售金額大幅成長，短短幾個月便達到 600萬的銷售金
額，成功打造百萬青農的經驗，也顯示電子商務銷售的力道強勁。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表示，該會水土保持局與電商的合作，替

臺東在地優秀青農開啟新藍海；同時編撰了國內第一本結合農業、

青年及電子商務的「青農的網路時代」專書，歸納了應用電子商

務的簡要原則，並蒐集國內外農業電子商務的成功案例，希望啟

發有志從農青年，開創農業新契機。 
　　記者會邀請三位青農代表分享心得：清亮生態農場的李奇軍，

將父親的有機生態農場，結合企業化管理概念進行轉型，成為臺

東第一家有「慈心有機農產品加工認證」的農企業，除運用市集

與客戶推廣，更透過電子商務在短時間內讓自家生產的麻油薑和

薑黃粉達到百萬元營收。 
　　林一葉與臺東大竹社區雜糧產銷班總幹事張金福，凝聚族人

的共識，攜手向外推廣排灣族傳統作物－紅藜與小米。以紅蔾為

例，104年首次透過網路販賣，當季產量即銷售一空，更因網路
曝光使知名度提升，已有許多通路接洽。目前市場供不應求，今

年更擴大 2倍的耕作面積。 
　　臺東振興社區的羅永昌，自海外學成返鄉打拼，意識到生

產、管理與銷售須緊密結合，著手研究自家池上米與市售米的差

異化，綜合白米、糙米及紫米，建立黃金比例「源天然健康米」

品牌，更透過電子商務經營一群死忠客戶，大大提升回購率。 (農
委會 105.01.08)

105年 1月寒流農業災情報告
　　臺灣地區自 105年 1月 22日起受強烈寒流影響，造成農業寒
害災情，經本會畜牧處、農糧署、漁業署及林務局彙整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查報資料 (至 1月 26日 11時止 )，說明如下： 
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施估計損失計 2億 2,600萬元。 
1.縣市受損情形：以臺南市損失 1億 896萬元 (占 48%)最多，雲
林縣損失 5,466萬元 (占 24%)、苗栗縣損失 4,443萬元 (占 20%) 
次之。

2.農產損失：估計損失金額 6,274萬元，農作物被害面積 954公頃，
損害程度 16％；受損作物主要為草莓，被害面積 144公頃，損
失金額 2,241萬元，其次分別為薑、桶柑、蓮霧及高接梨穗等
損失金額較多。

3.畜產損失：估計損失金額 7萬元，主要係小鴕鳥及紅羽土雞受
損所致。 

4.漁產損失：估計損失金額 1億 6,318萬元，主要係 虱目魚、石斑、
文蛤及吳郭魚受損所致。 

5.本會已公告各直轄市及縣 (市 )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
低利貸款地區，自本 (105)年 1月 26日起至 2月 4日止，受理
農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並依公告事項相關規定辦

理。(農委會 10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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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我們社區農特產品金煌芒果是否可採樣送去貴所檢驗，是
否有農藥殘留問題？ 

A：本所接受農產品農藥殘留之委託檢驗，但依使用者付費原
則需請申請人自行負擔檢驗費，申請可逕洽本所窗口，04-
23302101#424潘小姐。或洽當地縣市政府農業局聯繫抽檢事宜，
如由農業局人員抽檢可免負擔檢驗費，但若檢驗不符規定則需

依相關法令查處。

Q：蔬菜清洗時使用中性洗劑 (成分為高級非離子界面活性劑、陰
離子界面活性劑 )，是否能有效 100%去除蔬菜中的農藥殘留？ 

A：一般使用於農藥製劑作為佐劑之界面活性劑，主要為陰離子型
與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農藥中添加界面活性劑之目的為：(1)
降低藥劑之表面張力，以增加藥劑之濕潤展佈性質；(2)提供藥
劑粒子之表面斥力，以增加粒子之分散性質；(3)提供藥劑粒子
之空間位阻，以減少藥劑粒子之聚集與合併發生。故以中性洗

液清洗蔬菜，可能會增加或減少農藥對蔬菜表面之附著與展佈，

理論上無法有效 100%去除農藥，對於個別清潔劑去除農藥之效
果，應設計更嚴謹之實驗方能證明。另外部分農藥屬於系統性

藥劑，其作用機制乃依靠植物體吸收水分，使溶於水之農藥移

行至各部位，故此種農藥無法透過清洗去除，即便添加中性洗

液亦無明顯效果。清洗蔬菜建議以大量之流動清水浸洗，配合

適當之清洗工具，如牙刷、毛刷等，即可清除大部分殘留於蔬

菜表面上之農藥。

Q：果園的檸檬樹苗如何不用農藥來防治扁蝸牛？ 
A：扁蝸牛大部分可能來自菜圃，其為害方式均係以爬行至檸檬樹
苗後，再危害葉片或枝條（特別是嫩枝條），因此可考慮採取

物理防治措施：其作法即在檸檬苗周圍撒佈顆粒狀之苦茶粕或

粗糠 (碾米後之稻殼 )，一方面可阻礙扁蝸牛爬行前進，另一方
面亦可當檸檬樹苗之有機肥料，一舉兩得。  

Q：請教小菜蛾的性費洛蒙誘餌，一分地的用量需要多少？酵母錠
可用來誘捕瓜實蠅嗎？因驗證有機轉型期，似乎不得使用甲基

丁香油與克蠅？ 
A：1.小菜蛾性費洛蒙誘餌在田間有效期為 3個月，每分地使用 12-20

個性費洛蒙誘蟲器，進行大量誘殺小菜蛾。

2.酵母錠可用來誘捕瓜實蠅、果實蠅，雌、雄都抓。
3.驗證有機轉型期應可用「不含毒、無含殺蟲劑」的甲基丁香
油與克蠅等誘引劑，配合使用「只入不出」的誘蟲器型式，

如安啦誘蟲器、一善牌誘捕器。 

Q：頻繁使用鋅錳乃浦，是否會造成鋅錳微量元素過多？ 
A：如依農藥標示使用鋅錳乃浦 (含使用濃度及施用頻率 )，應不致
造成微量元素過多。因該藥劑登記時已進行評估，在推薦劑量

使用情況下應不會造成鋅錳量過多之結果。   

Q：有機磷類農藥是屬於水溶性？還是脂溶性？ 
A：農藥根據其所含的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AI)的特性，無法
直接分類為水溶性或脂溶性，且水溶性或脂溶性大小，因化學

結構之不同亦有其差異，多數有機磷農藥，製為乳劑 (EC)劑型，
則其有效成分較偏脂溶性，少數有機磷 (如：達馬松 )製成溶液
(SL)劑型，則屬較水溶性，而農藥於環境或生物體內之分布，
可參考其辛醇 -水分配係數 (partition coefficience，log P)，log P大
於 1則偏親脂性，小於 1則偏親水性。 

Q：芹菜種了大約 2個月上下，但是有些長得很正常有的卻很小，
是什麼原因？

A：芹菜為冷涼蔬菜，播種適期為 8月至翌年 3月，夏季栽種易因
高溫 (25℃以上 )使種子休眠或發芽延遲，造成發芽不整齊而生
長不一致；且芹菜為需水好肥作物，水分、養分不足亦會造成

生長遲滯；或種子品質不佳亦有可能。

Q：地鼠通常使用福瑞松、托福松或加保扶化學藥劑防治，而對於
老鼠則用 0.025%伏滅鼠蠟米餌劑等來防治，但因老鼠不喜取食
率低。這樣我們是否也可參照防治地鼠的化學防治法來防治老

鼠呢？ 
A：地鼠防治目前未有推薦使用之藥劑，而目前登記於田間鼠類防
除的殺鼠劑有殺鼠靈、得伐鼠、可伐鼠、撲滅鼠、可滅鼠、伏

滅鼠及達滅鼠等 7種；登記於環境用藥的有可滅鼠、雙滅鼠、
立滅鼠、撲滅鼠、剋滅鼠、伏滅鼠、可伐鼠、得伐鼠、殺鼠靈

等 9種，目前除了可伐鼠、得伐鼠及殺鼠靈已無廠商展延外，
其餘 6種均在市面上販售使用。福瑞松、托福松或加保扶其毒
性均屬劇毒對人體健康與環境安全危害風險大，且未登記於鼠

類防除用，建議野鼠防除還是選擇可滅鼠、伏滅鼠等合法登記

藥劑，現有殺鼠餌劑型態有蠟米餌塊、玉米粒劑、麻糬式餌塊、

液態餌劑等可依施用場地選擇。若選擇蠟米餌塊可於外觀塗抹

花生油或花生醬等增加誘引取食效果，以改善取食率低，提高

防除率。  

Q：若果乾經乾燥減重後，超過鮮果的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是否
還能販售？因為查詢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表，荔枝 (核果
類 )僅有訂定鮮果殘留容許量的標準，而「果乾」似乎無相關
規定。 

A：除少數乾燥產品 (如葡萄乾 )及磷化氫訂有水果 (乾 )之標準
外，目前衛福部的農藥殘留容許量並未特別針對乾燥水果訂定

標準，一般果乾仍得適用該類農產品標準，即生鮮荔枝與荔枝

乾均比照公告荔枝標準。理論上鮮果只要

符合殘留標準已屬合格產品，若擔心加工

過程造成殘留超標，可考慮將產品送農藥

殘留檢驗，若超過生鮮農產品的殘留標準，

建議可向衛福部食藥署詢問判定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