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枝推薦用藥及安全使用 

 

一、前言 

荔枝為多年生常綠果樹，屬無患子科，為台灣的特產，亦屬台灣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後較具競爭力的果品種類。荔枝原產於中國大陸南部地區，以臺灣及中國

大陸廣東、廣西及福建一帶栽培最多。荔枝在臺灣栽培面積達一萬二千餘公頃，

新竹以南均可種植，主要栽培地區分佈於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台南縣及高

雄縣。主要栽培品種為黑葉、糯米滋、桂味、沙坑小核及玉荷包等。 

荔枝生育期間，病蟲害種類繁多，已記錄害蟲共計七目二十七科五十四種，

常見者僅十餘種。荔枝病害有酸腐病、露疫病、果實炭疽病、果腐病、葉枯病、

葉片藻斑病、粗皮病、褐根病、煤病及銹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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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銹蜱、荔

枝露疫病及酸腐病等病蟲害。 

荔枝病、蟲、草害的防治以藥劑防治為主，其推薦藥劑種類與防治對象如表

一、二。農藥對害物防治方法對農民而言簡單、易行且有效，惟農藥除了對害物

有防治效果，其對使用者、其他非標的生物亦有毒害；另使用不當時易引發藥害，

造成損失，應謹慎使用。 

 

二、荔枝推薦藥劑之特性 

在荔枝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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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農藥普通名稱及其商品名稱對照如表一。以下就每種藥劑的特性簡述如下，以作

為荔枝保護應用之參考。 

(一)殺蟲劑 

1.陶斯寧：本劑爲混合劑，由 22.5%陶斯松及 2.5%賽滅寧混合製成。陶斯松為屬

有機磷殺蟲劑，賽滅寧為除蟲菊類殺蟲劑。本劑對蜜蜂及水生物具劇毒性。推

薦於荔枝細蛾、蔬菜小菜蛾、蔬菜切根蟲、柑桔潛葉蛾、及紅豆豆莢螟等害蟲

之防治。 

2.加保利：本劑屬氨基甲酸鹽類殺蟲劑，對蜜蜂毒性極高及水生生物具中等毒

性。推薦於荔枝細蛾、百慕達草皮夜盜蟲、水稻褐飛蝨、水稻黑尾浮塵子、水

稻黑椿象、甘藷蝦殼天蛾、落花生小綠浮塵子、大豆害蟲(椿象類、白緣螟蛾

及夜蛾幼蟲)、玉米螟、高梁穗夜蛾、蔬菜擬尺蠖、蔬菜黃條葉蚤、番茄夜蛾、

蔬菜黃守瓜、菜豆豆莢螟、茶避債蛾類、茶捲葉蛾類、茶浮塵子、茶蠶、茶毒

蛾、香蕉粉介殼蟲、柑桔椿象類、檬果螟蛾、茶小白紋毒蛾、菸草青蟲、棉花

浮塵子、黃麻擬尺蠖、松毛蟲、鍾麻小造橋蟲、松綠葉蜂、檬果浮塵子、香蕉

花編蟲、棉鈴害蟲、玉米條背土蝗、草皮害蟲(斜紋夜蛾、切根蟲、台灣大蟋

蟀、螻蛄、草螟)、番石榴黑疣粉蝨等害蟲之防治。 



3.陶斯松：本劑為屬有機磷殺蟲劑，對水生物及蜜蜂具毒性。推薦於鍾麻小造橋

蟲、蔬菜幼根蟲、水稻褐飛蝨、玫瑰蚜蟲及薊馬、蔬菜紋白蝶、甘藷蟻象及猿

葉蟲、香蕉球莖象鼻蟲、茶園地下害蟲(金龜子幼蟲)、稻縱捲葉蟲及稻心蠅、

水稻二化螟蟲、香蕉假莖象鼻蟲、番茄夜蛾、茶蠶、玉米螟、山茶圓介殼蟲、

梨園介殼蟲、梨綠蚜蟲、木麻黃星天牛、鳳梨粉介殼蟲、荔枝細蛾、可可椰子

扁金花蟲、柑桔潛葉蛾、番石榴粉介殼蟲、香蕉花薊馬、百慕達草皮蠐螬害蟲、

積榖害蟲、亞洲棕櫚象鼻蟲、落花生夜蛾類、蓮霧腹鉤薊馬等害蟲之防治。 

4.第滅寧：本劑屬合成除蟲菊類殺蟲劑，對水生物劇毒，對蜜蜂稍具危害。推薦

於蔬菜小菜蛾及蚜蟲、西瓜淡色薊馬、茶尺蠖類、香蕉花薊馬、番荔枝斑螟蛾、

洋香瓜銀葉粉蝨、荔枝細蛾、葡萄咖啡木蠹蛾、玉米條背土蝗、菸葉防蟲、積

榖害蟲、水稻縱捲葉蟲、蔬菜紋白蝶、番石榴黑疣粉蝨、茄子薊馬、番茄夜蛾、

蓮霧腹鉤薊馬、及楊桃花姬捲葉蛾等害蟲之防治。 

5.芬殺松：本劑為屬有機磷殺蟲劑，對蜜蜂有毒。推薦於水稻一點螟蟲、二化螟

蟲、縱捲葉蟲、稻螟蛉、鐵甲蟲、負泥蟲、臺灣夜盜蟲、稻薊馬、香蕉粉介殼

蟲、檬果螟蛾、鳳梨果實粉介殼蟲、荔枝細蛾、桑木蝨、果實蠅、水稻稻心蠅、

檬果果蠅、柑桔園果實蠅等害蟲之防治。 

6.撲滅松：本劑為屬有機磷殺蟲劑，對蜜蜂有毒，對非目標之節肢動物具高毒性。

推薦於水稻一點螟蟲、稻苞蟲、縱捲葉蟲、稻螟蛉、鐵甲蟲、負泥蟲、臺灣夜

盜蟲、稻薊馬、水稻二化螟蟲、大豆椿象、蔬菜青椿象、甘蔗紫螟蟲、香蕉粉

介殼蟲、荔枝果樹膠蟲、檬果螟蛾、荔枝細蛾、菸草桃蚜、鳳梨果實粉介殼蟲、

水稻螟蟲、水稻二化蝗蟲、蝗蟲、玉米條背土蝗、柑桔果實蠅等害蟲之防治。 

7.加保扶：本劑為屬氨基甲酸鹽類殺蟲劑，對蜜蜂及水生物有毒。推薦於食用油

菜害蟲(蚜蟲、小菜蛾、擬尺蠖)、水稻黑尾浮塵子、褐飛蝨、負泥蟲、水稻斑

飛蝨、水稻二化螟蟲、蔬菜切根蟲、水稻毒素病媒介昆蟲、菊花蚜蟲、水稻電

光浮塵子、香蕉假莖象鼻蟲、綠豆莖潛蠅、水稻負泥蟲、稻心蠅、蔬菜斜紋夜

蛾、小菜蛾、擬尺蠖、白粉蝶、蚜蟲、香蕉蚜蟲、大桔蚜、荔枝細蛾、檬果浮

塵子、大豆根莖潛蠅、玉米螟、番茄根瘤線蟲、馬鈴薯蚜蟲、落花生根瘤線蟲、

水稻育苗箱媒介昆蟲防治控制毒素病、薑根瘤線蟲、鳳梨粉介殼蟲、梨園介殼

蟲、梨綠蚜蟲、柑桔木蝨及刺粉蝨、葡萄蝦殼天蛾、葡萄木蠹蛾、菸草根瘤線

蟲、香蕉假莖象鼻蟲、茶蠶、茶浮塵子、菸草桃蚜、菸草斜紋夜蛾、玉米青蟲

(穗夜蛾)、高梁蚜蟲、玉米螟、玉米蚜蟲、蔬菜蚜蟲、斜紋夜蛾、切根蟲、擬

尺蠖、白粉蝶、稻縱捲葉蟲、柑桔星天牛、木麻黃星天牛、西瓜淡色薊馬、水

稻褐飛蝨、水稻白背飛蝨、水稻水象鼻蟲、胡蘿蔔根瘤線蟲、水稻稻心蠅等害

蟲之防治。 

8.滅加松：本劑屬有機磷殺蟲劑，對魚毒稍高、對蜜蜂有毒。推薦於香蕉粉介殼

蟲、荔枝銹蜱(腫葉病)、落花生紅蜘蛛等害蟲之防治。 

9.可濕性硫磺：本劑屬無機硫磺劑殺菌劑，亦可作為殺蟲劑，對人畜無毒，使用

安全。本劑施用於作物後，不產生臭味或污點，對防治白粉病、銹病、黑星



病及螨類有效，惟高溫易生藥害。本劑與油類使用應間隔二週以上。推薦於

紅蜘蛛、柑桔銹蜱、荔枝銹蜱、葡萄白粉病等病蟲害之防治。 

10.大滅松：本劑為屬有機磷殺蟲劑，對蜜蜂有毒。本劑於柑橘展葉期至幼果期

使用易引起落葉現象，不可與鹼性藥劑混合使用。由於本劑滲透性強，荔枝結

果期間避免使用本劑防治荔枝膠蟲。樹勢衰弱時，勿混用夏油噴灑防治介殼

蟲。推薦於柑桔各種介殼蟲(黑點、褐圓、綠、半圓、球粉、桔粉、白粉介殼

蟲)、柑桔蚜蟲類、潛葉蛾、紅蜘蛛、木蝨、刺粉蝨、椿象類、荔枝果樹膠蟲、

菸草桃蚜等害蟲之防治。 

11.夏油：本劑屬油類殺菌、蟲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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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單劑使用，亦可混合殺蟲劑使用，防治璧蝨、

介殼蟲、紅蜘蛛、蚜蟲、木蝨、膠蟲等害蟲。病害可防治甘蔗葉枯病及香蕉葉

斑病。 

12.礦物油：本劑屬油類殺菌、蟲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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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於柑橘紅蜘蛛、有殼及無殼介殼蟲，荔枝

果樹膠蟲、甘蔗葉枯病、香蕉葉斑病、桃樹桑擬輪盾介殼蟲等之防治。 

 

(二)殺菌劑 

1.福賽快得寧：本劑為混合劑，由 40%福賽得和 40%快得寧混合製成。福賽得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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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於荔枝露疫病、葡萄露菌病、蓮霧疫病、洋香瓜露菌病、木

瓜炭疽病、草莓果腐病等病害之防治。 

2.嘉賜貝芬：本劑為混合劑，由 3%嘉賜黴素和貝芬替混合製成。嘉賜黴素屬抗

生素殺菌劑，為系統性殺真菌及細菌劑，具保護及治療作用；貝芬替屬苯並咪

坐系(Benzimidazole)殺菌劑，為系統性殺菌劑，具預防及治療效果。嘉賜貝

芬限荔枝中果期前使用。推薦於荔枝露疫病、檬果炭疽病、水稻稻熱病、梨黑

星病、蓮霧炭疽病等病害之防治。 

3.腈硫醌銅：本劑為混合劑，由 13% 腈硫醌及 4%鹼性氯氧化銅混合製成。腈硫

醌屬醌類殺菌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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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於胡瓜露菌病、荔枝露疫病

等病害之防治。 

4.鋅錳克絕：本劑為混合劑，由 8%克絕和 64%鋅錳乃浦混合製成。鋅錳乃浦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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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劑推薦於番茄晚

疫病、葡萄露菌病、洋香瓜露菌病、荔枝露疫病、甘藍露菌病等病害之防治。 

5.鋅錳乃浦：鋅錳乃浦屬有機硫磺殺真菌劑，具保護作用。開花期使用易引起藥

害，不可與石灰硫磺混合使用。本劑使用範圍廣泛，推薦於落花生葉斑病、大

豆銹病、番茄疫病、番茄葉黴病、馬鈴薯晚疫病、香蕉葉斑病、香蕉果房保護



(水銹、炭疽病、黑點病、粉介殼蟲)、柑桔黑星病、葡萄黑痘病、檬果炭疽病、

香蕉葉斑病、西瓜炭疽病、敏豆銹病、稻胡麻葉枯病、穗稻熱病、稻熱病、草

皮病害(黃葉病)、蘆筍莖枯病、柑桔黑點病、荔枝露疫病、番茄晚疫病、金針

銹病等病害之防治。 

(三)殺草劑 

1.嘉磷塞：本劑為屬氨基酸系類殺草劑。為非選擇性、系統性除草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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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範圍廣

泛，推薦於柑桔園、水田畦畔、鳳梨畦畔、香蕉園、插秧前本田、茶園、梨園、

葡萄園、檬果園、荔枝園、梅園、紅甘蔗、枇杷、番石榴園、桃樹園等雜草之

防治。可防除的雜草包括茅草、狗牙根、牛筋草、霍香薊、扛板歸、升馬唐、

蘆草、鐵絲草、土香、鬼針草、紅骨草、葡黍草、雙穗雀稗、巴拉草、舖地黍、

毛潁雀稗、滿天星、含羞草及其他禾本科雜草、香附子、冷飯藤、管草、竹葉

菜、鹽水蘆草、母草、蟣子草、昭和草、水丁香、孟仁草、埃及指梳茅、鯽魚

草、白茅、布袋蓮、大理草、馬唐草、紫花霍香薊、鹅兒腸、兔兒草、節節花、

紫背草、鐵莧草、碎米莎草、水蜈蚣、葉下珠、山芥菜、鬼針毛穎雀稗、醡醬

草、圓果雀稗、狗牙草、刺殼草、升唐草、咸豐草、加拿大蓬等種類。 

(四)生長調節劑 

1.番茄美素：本劑屬植物生長調節劑，可促進番茄、茄子著果並促進果實肥大均

勻。本劑推薦於番茄之生長調節及荔枝之促進著果用。 

 

 

三、荔枝推薦藥劑之使用與安全注意事項 

荔枝病、蟲、草害的防治以藥劑防治為主，其藥劑之防治對象、安全採收期

及農藥殘留容許量如表二。一般，造成荔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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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生產期間主要針對荔枝細蛾及荔枝露疫病來

防治。防治時，於荔枝開花前需著重清園工作，包括防治介殼蟲類、毒蛾類害蟲

及荔枝銹蜱等害蟲，以降低其族群密度，減少於荔枝果實期間的危害。荔枝謝花

結小果時，即開始施藥防治荔枝細蛾及對荔枝露疫病作預防性之施藥，每隔約

7~10 日施藥一次，連續施藥 5~6 次。施藥防治期間於雨季來臨前需施藥防治荔

枝露疫病。 

荔枝細蛾的防治方法以藥劑防治為主，經田間藥效試驗及室內毒效測試顯示

一般殺蟲劑對荔枝細蛾均有毒殺作用，惟各藥劑對荔枝細蛾的毒性具有差異，以

除蟲菊類藥劑第滅寧及賽滅寧對荔枝細蛾防治效果較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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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較好的防治效果。殺菌劑推

薦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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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農藥之亞磷酸對荔枝露疫病亦有防治效果。由於施用藥劑防治病蟲害，

致使果品有農藥殘留之虞，因此，藥劑施用時應使用該作物的推薦藥劑、依照農

藥稀釋倍數使用，並遵守安全採收期的施行。此外，於果實生長期間，具滲透性



強的藥劑應避免使用，如於 5~6 月間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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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間執行病蟲害防治時，混合數種農藥作一次的噴施防治是普遍的。一般

而言，調配農藥的水質偏酸較好。據調查台灣主要灌溉河川水質酸鹼度主要分布

在 pH 7.1-8.0，佔 68.8%為偏鹼性的。因此，為確保藥效，配好農藥後儘可能在

2小時內就噴完，就不會影響主成分之藥效。藥劑混合前，先詳閱標示，不混用

不可混合之藥劑。藥劑混合時，先小量配製成約 1.0 公升之混合稀釋藥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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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經 30 分鐘後混合藥液出現不均勻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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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需在持續攪拌

之情形下施用。混合稀釋藥液之配製程序為取一公升的透明塑膠瓶先裝水 0.5

公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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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除了對害物有防治效果，其對使用者、其他非標的生物亦有毒害。其毒

害分兩大類：農藥之急性毒害及農藥之慢性毒性。農藥之急性毒害表現於口服、

皮膚、呼吸毒性，皮膚、眼刺激性及皮膚過敏性，以及遲發性神經毒。其毒性等

級分為極劇毒、劇毒、中等毒、輕毒等四級毒性。農藥之慢性毒性表現於致癌性、

發育及生殖毒性等。由長期餵食少量藥劑，可得知農藥無毒害作用劑量，並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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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使用農藥前，應注意該藥劑之警告標誌、注意標示及中毒之處理方法。

施用農藥時，本身的防護要重視及做好，避免藥液接觸人體，危及本身安全。施

用農藥後，需徹底將全身洗淨，換穿乾淨衣服。在吃或喝東西前要以肥皂及水洗

手。施藥後的果園要豎立警告標示，禁止進入採果，以免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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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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荔枝推薦藥劑普通名稱與商品名稱之對照表 

藥劑普通

名稱 

商品名稱 

          殺蟲劑 

陶斯寧 

 

一條龍、上介通、介親切、水噹噹、快安滅、毒斯寧、特賜寧、得

斯寧、陶士寧、陶大寧、惠大強、農得意、滿意、福多松、撲滅殺、

確斯寧、賜必寧、總司寧、點點通、蟲斯斯、穩介讚、農順 

加保利 

 

百加利、百克蝨、佳倍寧、佳寶、佳寶利、治蟲寶、勇將、施美文、

飛殺滅、納克、殺猛、速敏、萬克蝨、嘉保利、蝨文、賽文、賽保

利、加保利 

陶斯松 

 

陶斯松、陶殺松、陶大松、陶大強、陶速松、陶絲蟲、陶蟲王、陶

蟲本、陶斯本、易利特陶斯松、庵原陶斯松、百農靈、百蟲靈、金

順、金正勇、毒絲本、毒速丹、毒絲本、毒蟲本、毒蟲勇、毒死蟲、

毒斯蟲、臺益毒速丹、好吉兆、好是松、好家在、好顧、好厝邊、

好作伙、好吉強、佳絲本、吉利松、真穩冬、真好、真勇、安本、

安農松、松好作夥、松好斯本、松穩夠本、松毒斯松、松寧、多利

松、必洛斯、必樂斯、蟲煞、蟲必効、速施蟲、速美靈、托斯本、

多斯本、道氏本、樂斯本、嘉斯本、保毒本、特賜本、效死本、興

時本、獨斯本、能敵師、強斯陶、樂心、免煩、億萬、統殺、富雨、

真賜錫、全多寧、剋必寧、霹力寧、拔蟲去、金農村、特速滅、除

絲蟲、專治蟲、克滅蟲、愛滅能、國益松、福力松、旺來松、大旺

寶、農事寶、統殺粉、穩滅淨、美吉克、霹靂克、土蟲清 

第滅寧 

 

第滅寧、景茂第滅寧、地美寧、帝滅寧、特佳寧、蟲滅寧、金星第

滅寧、貝士得第滅寧、國豐第滅寧、通殺寧、大寧、達喜、億喜、

聯喜、送喜、太喜、佳喜、茂喜、泰喜、眾喜、報喜、豐收喜、大

成禧、大禧、松樹大禧、日禧、多禧、安禧、泰禧、越禧、嘉禧、

雙禧、寶禧、寶囍、天禧、日禧、新囍、刺馬、果卡好、金有效、



金得利、大有、大力、大順、保青、勁殺、通用、帝美年、真清去、

速樂農、喜來樂、喜得旺、滴死、歐霸、薊馬靈、蟲淨、代喜多、

台喜精、治台禧一精、益禧精、新喜精、達喜精、雙喜丹精、臺喜

精王 

芬殺松 

 

芬殺松、力巴山、力百山、力拔山、力拔松、力保山、力蓋世、大

開殺、立巴三、立拔產、好拔蟲、利百山、利百仙、利富果、利滅

松、利霸山、拔力殺、拜粒產、蛀蟲清、富華松、滅蟲精、嘉芬松

撲滅松 

 

撲滅松、住友速滅松、治滅松、正滅松、富粒松、福利松、可樂松、

豐果松、史美松、好米松、松速滅松、青山撲滅松、速滅松、速落

松、速達松、普克松、艾立松、新速松、嘉滅松、福利松、福農松、

臺聯撲滅松、豐利松、速美松、富粒松、包允殺、喜萬年、富米多、

富力收、滅蟲、永滅蟲、速滅蟲、死沒蟲、好吉果、益速旺、通通

好、速美旺、速密吉旺、速殺旺、喜萬年、普滅、滴滴強、撲克靈、

撲剋、博果、速青、果蠅寶、喜萬年、撲殺多 

加保扶 

 

加保扶、加保富、大勝冬、世大冬、正豐冬、尚好冬、好年冬、金

克冬、滿收冬、億加冬、好吉丹、必收丹、好利丹、好寶丹、安可

丹、佳寶丹、東和丹、庵原丹、萬順丹、滿福丹、福克丹、興農丹、

豐收丹、霸王丹、大勝冬精、世大冬精、正豐冬精、好收丹精、好

利丹精、好寶丹精、洽益蟲精、嘉扶精、好年冬精、興農丹精、蟲

包無、穩勝水仙、好幫手、自立雙富、大發財、好保扶、自立日日

春、真盈利、臺聯大 

滅加松 介刺寧、果殺螨、速殺靈 

可濕性硫

黃 

可濕性硫黃、大慶、允滅菌、水粉剋、白粉淨、白菇淨、高山青、

掃粉精、速發、新力精、新磺、可樂農、好利靈、旺果粉、金磺粉、

高硫磺、賜樂農、自立愛果丹、果樂多、松克魔粒、愛瓜果、愛果

旺、蜱螨卒、確實金、克魔力 DF、尚螨益、殺也特一勁、速發力、

新力 

大滅松 大滅松、快滅松、絕滅殺、滴滅速、大美速、大無速、台美速、立

農樂果、好桔青、沖天砲、松大滅松、治滅蟲、勇松、殺滅速、速

霸松、新加速、獅馬大滅速 S、萬果福、達滅速、億速松、衛滅松、

霸滅殺、穩滅寧 

殺菌劑 

福賽快得

寧 

雙贊 

嘉賜貝芬 美谷丹 

睛硫醌銅 一直旺 

鋅錳克絕 克露、真清露、除露霸、速配、嘉樂達 

快得寧 快得寧、一番、上介青、世大棒、世界棒、松疫奇棒、法台一級棒、



疫露棒、泰棒、億級棒、仙得寧、絕菌寧、萬得寧、樂克寧、國豐

寧、得安寧、賀安寧、加富冬、快淨、尚青、東和快安、益旺、淨

果精、賀安寧精、萬枝春、好枝春、在叢青、滿青、穩尚青、老貴

諾、快安得、快益清、佳安農、奇速綠、東和快安、松疫急粉、美

果銅、益吉讚、得寧寶、綠健、賜果丹、絕菌王 

鋅錳乃浦 鋅錳乃浦、嘉濱鋅錳乃浦、大生霸王、法台霸王、好速大王、新富

王、鋅錳天王、台生水仙、台生精、四五生精、利總寧精、美果精、

嘉益精、旺生、愛你錳、賜爾丹、興農生、大生 M-45、安生四十

五、大勝-45、台生勇-45、好速-45、保農安四十五、益果生-M45、

新綠生-45、萬生-200、新茂生-四十五、萬果好-45、億萬生－45、

興農生-45、大昇、好意、大新、利果蔬、來仙、旺綠生、果興旺、

台生粉、美升、美多果、美果寶、強龍、愛鋅錳、萬果生、霸生 

殺草劑 

嘉磷塞 嘉磷塞、速來春、一路春、大地春、大家春、互利春、日產春、世

大春、世界春、先逢春、好伯春、好過春、年年春、妙妙春、東和

春、治草春、狀元春、迎新春、金穗春、保田春、保農春、春多多、

春春春、春春福、春匯春、春達、紅星、家家春、益利春、祝友春、

納殺、國益春、莎霸、速速綜來春、富貴春、惠大春、椪椪春、新

新春、萬代春、萬家春、農好春、農家春、農會春、農農春、賜桂

春、興農春、總是春、雙春、攏總春、加互春、上緊滅、穠蕪草、

允除、克根、免鋤草、哈雷、臺聯新滅草、攏免蕪、蘭達、魔草、

興農除草樂 

植物生長調節劑 

9.8%番茄

美素溶液 

無 

 

 

 

 

 
 

 

 

 

 

 

 

 



表二、荔枝推薦藥劑種類之防治對象、安全採收期及農藥殘留容許量 

農藥名稱 防治對象 

 

稀釋

倍數

安全

採收

期

(日)

農藥

殘留

容許

量

(ppm) 

備註 

       殺蟲劑 

50%陶斯寧乳劑 荔枝細蛾 1300 18 1.0 

0.5 

陶斯松 

賽滅寧 

85%加保利可濕性粉劑 荔枝細蛾 850 15 0.5  

40.8%陶斯松乳劑 荔枝細蛾 1000 10  1.0  

2.4%第滅寧水懸劑 荔枝細蛾 1500 9 0.2  

50%芬殺松乳劑 荔枝細蛾 1000 10 1.0  

50%撲滅松乳劑 荔枝細蛾 

荔枝膠蟲 

1000 10 1.0  

40.64%加保扶水懸劑 荔枝細蛾 

荔枝銹蜱 

800-

1200

10 0.5  

35%滅加松乳劑 荔枝銹蜱 1000 30 0.1  

80%可濕性硫磺水分散性利劑 荔枝銹蜱 320  免訂  

75%可濕性硫磺粉劑 荔枝銹蜱 300  免訂  

44%大滅松 荔枝膠蟲 1000 18 1.0  

夏油 

 

荔枝膠蟲、

介殼蟲 

100~

150 

免訂 免訂  

礦物油 荔枝膠蟲、

介殼蟲 

150 免訂 免訂  

        殺菌劑 

80%福賽快得寧可濕性粉劑 荔枝露疫病 800 21 5.0 

2.0 

福賽得 

快得寧 

33.5%快得寧水懸劑 荔枝露疫病 2000 3 2.0  

43%嘉賜貝芬可濕性粉劑 荔枝露疫病 750 28 0.5 

2.0 

嘉賜黴素 

貝芬替 

55%腈硫醌銅可濕性粉劑 荔枝露疫病 500 9 3.0 

免訂 

腈硫醌 

鹼性氫氧化銅 

72%鋅錳克絕可濕性粉劑 荔枝露疫病 500 12 2.0 

1.0 

二硫代 

克絕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荔枝露疫病 600 15 2.0 二硫代 

       殺草劑 

41%嘉磷塞 荔枝園雜草 100- 未訂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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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長調節劑 

9.8%番茄美素溶液 促進荔枝著

果 

6000 免訂 免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