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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登記使用時，除需重視藥劑之
整體藥效外，尚需考量藥劑之作用
機制、劑型(formulation)、抗藥性之
產生等，以加強正面的功效，同時
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3 



藥效是否發揮，尚需考量下列因素： 
一、可在一作物之不同生長期大量使用 

二、可應用於害物之不同生活史 

三、不易受土壤與氣候條件影響 

四、可與其他保護資材及操作互容性 

五、不易產生抗藥性 

六、可同時防治其他害物(防治對象範圍廣) 

七、對非目標生物或益蟲抑制效果低 

 

基於上述原因，藥劑可作有限制性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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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沿革 

1.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字第092002196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2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0981484318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
農藥委託田間試驗準則） 

3.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二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1001485807號令修正發布第2條、第7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4.中華民國一Ｏ二年十月十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1021487501號令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農藥田間試驗包括藥效試驗、藥害試驗及殘留量試驗。 

前項各種試驗區分為完全試驗及驗證試驗二種，其試驗規範如附
件一。 

第四條   

第五條 農藥應經規格檢驗合格，且其國內田間試驗設計書應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進行田間試驗，其辦理場次及試驗規模如附件三。 

前項田間試驗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學校、法人
或團體為之。 

第六條 農藥田間試驗田區與非農藥田間試驗田區應有明確劃分，並應於
試驗田區設立明顯標示及警示文字。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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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驗設計 
依據農藥田間試驗規範，進行田間試驗前，應先擬訂 

田間試驗設計書(Protocol)，內容如下： 
(一) 試驗標題 

(二) 委託機構 

(三) 試驗機構 

(四) 試驗識別編號 

(五) 試驗主持人及主要試驗人員 

(六) 試驗目的 

(七) 試驗藥劑 

(八) 試驗作物 

(九) 標的功能 

(十) 試驗劑量 

(十一) 施藥方法 

(十二) 試驗地點 

(十三) 試驗期程 

(十四) 試驗規劃 

(十五) 敘明原始數據保存方式及期限 

(十六) 以基因改造微生物製劑進行田間試驗時之標準作業程序 

(十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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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試驗： 

一、試驗設計 
(一) 應述明欲保護之一種或數種作物種類，與欲防治之一種或多種害物種類

等對象。 

(二) 依據害物及環境選擇合理的設計方法進行試驗，合理量化害物發生之觀
察，重複數如下： 

完全試驗：每處理之重複數以不少於四重複為原則。 

驗證試驗或試驗條件特殊：每處理至少需有三重複。 

(三)試驗劑量： 

1.完全試驗：應至少包含三種試驗藥劑施用劑量（單位面積用藥量）或
稀釋倍數，最高及最低劑量相差二至三倍劑量。 

2.驗證試驗：應至少包含擬登記之試驗藥劑施用劑量或稀釋倍數。 

(四) 應選擇至少一種作用機制類似且已申請登記使用之參考藥劑，如無適當
藥劑則可免。試驗應有不施藥之空白對照組。 

(五) 若使用農藥增效劑，應設計對照處理組，以評估增效劑對藥效之影響。 

(六) 試驗之田區應適當設計與配置，小區、區集、緩衝區、無處理控制區等
應獨立設置並有適當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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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驗執行 
(一) 空白對照組須達到設計書內預定之害物發生量時，始得進行試驗。 

(二) 試驗期間應記錄溫度、溼度、降雨量等氣象資料；進行土壤相關試驗
時，應記錄土壤酸鹼值、有機質比例、質地（依國際標準分類）、水
分（乾、濕、湛水）、施藥當時及施藥後二十四小時之水深及水溫、
苗床品質、耕作方式及施肥種類等因子。 

(三) 處理前至少調查一次，處理後之調查次數及間隔期間長短，依試驗害
物之為害特性訂定，各次調查均應敘明樣本選取方式及樣本數量。 

(四) 每次調查之數據均應進行統計分析。 

(五) 應觀察並記錄藥劑對作物或其產物造成之損害。 

(六) 應記錄藥劑對其他有害生物（次要害物）或天敵等非目標生物之影響。 

(七) 記錄藥劑對作物產量之影響時，其計量應採用國際或國家標準方法。 

(八) 其他有害生物之發生足以干擾試驗執行時，得選用妥適之藥劑進行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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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及審查 
(一) 應述明試驗誤差(Experiment error)，如變方分析之變異係數值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二) 若田間無害物發生，須以人工接種方式進行時，須敘明之。 

(三) 參考藥劑與空白對照組比較，須呈現出預期之效果。 

(四) 試驗藥劑與參考藥劑進行比較時，須呈現出預期之效果。若無參考藥劑
時，試驗藥劑之防治效果與空白對照組須呈現出預期效果。 

(五) 應對濃度、單位面積用藥量(藥液量、有效成分、含量）、施
用方法、使用適期等「使用方法」，以及可能影響預期效果之環

境因子進行討論。 

(六) 根據試驗結果建議可以達到預期防治效果之劑量及施用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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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田間試驗準則所規範的範圍 
 

一、試驗範圍：藥效、藥害、殘留量 

二、藥劑來源：通過規格檢驗 

三、試驗設計書：需經審查 

四、試驗機構：需認可 

五、試驗規模：三場 

六、試驗田區：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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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試驗： 

1、重複數：每處理之重複數以不少於四重複
為原則。 

2、試驗劑量：應至少包含三種試驗藥劑施用
劑量（單位面積用藥量）或稀
釋倍數，最高及最低劑量相差
二至三倍劑量。 

11 



驗證試驗或試驗條件特殊： 

1、每處理至少需有三重複。 

2、應至少包含擬登記之試驗藥劑施用劑量
或稀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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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田間試驗場次與規模 

未核准登記
有效成分 

已核准登記有效成分 

應於國內辦
理或提供國
外至少三場
次田間試驗
或其試驗資
料，且其中
至少二場次
為完全試驗。
註1 

  

少量使用範
圍 

主要使用範圍 

應於國內辦
理或提供國
外至少一場
次之完全試
驗、驗證試
驗或其試驗、
科學佐證資
料。 

新登記使用範圍 已登記使用範圍註3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三場次
田間試驗或其試驗
資料，除殘留量試
驗外，其中至少二
場次為完全試驗。
註2 

應於國內辦理或提
供國外至少一場次
之完全試驗、驗證
試驗或其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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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旅遊 藥劑田間試驗 

交通規則 藥劑田間試驗規範 

熟練開車技術 定量施藥技術 

規劃行進路線 試驗設計書 

取得駕照 試驗許可(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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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田間試驗設計書時，必需考量三要素： 

一、法規：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農藥田間試驗規範 

試驗設計 

試驗執行 

試驗結果與審查 

二、標準作業程序(SOP) 

三、特定之作業流程： 

依據作物、害物及藥劑之特殊性而設計 

缺乏可應用之SOP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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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藥劑試驗設計書規劃： 
廠商對藥劑及施用方法較為了解， 

試驗單位對作物及害物較了解； 

 

因此， 

 

透過多方諮詢、諮商與協商，針對各個試驗流程
充分討論，達成共識後再規劃設計書，較易完成
可被接受、並可於田間實際執行之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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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試驗之試驗方法之設計愈
接近田間實際使用方法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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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驗標題：包括之要項有作物、害物、藥劑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藥效試驗之個別規範如下： 

(一) 應述明欲保護之一種或數種作物種類，與欲防治
之一種或多種害物種類等對象。 

20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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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識別編號： 
編碼原則：年代(4)+藥劑(4)+作物(4)+害物(4)- 
          P：Protocol，設計書 
          T：Trail，試驗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試驗識別編號：該田間試驗之唯一識別編號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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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4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4AbcdGrapAnth - T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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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委託機構： 

敘明該機構名稱及地址，須有負責人或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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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姓  名 簽  章 日        期 

曾有錢 

委託機構名稱：瑪麗農藥公司 

委託機構地址：台北市___路___號 

負責人或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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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使用範圍之田間試驗場次： 

一、國外： 

二、國內規範： 

植物及栽培狀況 具足夠證據力之報告數 
主要作物之主要害物 10(6-15之間) 
少量作物 3(2-6之間) 
設施栽培之主要害物 6(4-8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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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核准登記
有效成分 

已核准登記有效成分 

至少三場次
且其中至少
二場次為完
全試驗 

  

少量使用範
圍 

主要使用範圍 

至少一場次 新登記使用範圍 已登記使用範圍註3 

至少三場次且其中
至少二場次為完全
試驗。 

至少一場次之完全
試驗。 

  



試驗必需分別在不同年份、不同
生長季或不同之環境條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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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試驗機構：敘明該機構名稱及地址。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資格限制：農藥田間試驗應由中央主管機
關認可之機關（構）、學校、
法人或團體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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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O有關試驗機構之條件認定： 
一、應為政府機構或政府認可的機構。 

二、該機構的活動、位置及組織架構，為
當地已知的試驗機構。 

三、該試驗機構須確保在試驗過程中確實
依GEP之相關作業程序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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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試驗機構參與試驗人員： 

採分層負責方式管理 
 
資格限制： 
1. 農業或相關科系畢業的人員 
2. 具專業經驗人員 
3. 經一段時間訓練後可進行試驗的人員 
4. 均須列名、簽名或蓋章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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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委託機構名稱：瑪麗農藥公司 

委託機構地址：台北市___路___號 

負責人或代表人： 

試驗機關名稱： 農友田間試驗所 

試驗機關地址： 台中市霧峰區光明路11號 

本試驗為多場次試驗 
試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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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簽  章 日        期 

曾有錢 



姓  名 簽  章 日        期 職  掌 

賈聰明   2014年  月  日 

負責監督試驗單位
依規範及設計書確
實執行試驗工作項
目。 

姓  名 簽  章 日        期 職  掌 

第一名   2014年  月   日 

負責主持整體試驗
研究，包括設計書
擬定、修改與總報
告之彙整。 

曾惠施   2014年  月   日 
依設計書確實執行
試驗。 

負責人或代表人： 

試驗主持人及主要試驗人員 

試驗預定完成日期：2015年12月 33 



藥劑田間試驗設計書規劃 

以瑪麗農藥公司申請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
葡萄炭疽病為例，進行田間試驗設計書之規劃 

試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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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1.  試驗目的：本試驗欲評估50%Abcd可濕性粉劑對葡萄炭疽病
之防治效果，並以80%之防治率為基礎，對照參考藥劑之防
治率，探討最低有效劑量，於確定無藥害發生之條件下，擬
定使用方法，以為登記使用，並作為延伸使用之依據。 

2. 試驗條件： 

2.1. 試驗期程：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葡萄萌芽前開始進
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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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那些地區發生問題？ 

在那裡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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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1.  試驗目的：本試驗欲評估50%Abcd可濕性粉劑對葡萄炭疽病
之防治效果，並以80%且不低於參考藥劑之防治率為基礎，
探討最低有效劑量，於確定無藥害發生之條件下，擬定使用
方法，以為登記使用，並作為延伸使用之依據。 

2. 試驗條件： 

2.1. 試驗期程：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葡萄開花結果期開始
進行試驗 

2.2  試驗地點：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葡萄栽培區且曾發生
炭疽病之田區各擇一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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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O針對田區所作之相關規範： 

1. 田區與作物之狀況需作詳細之描述 

2. 一年生作物，需記錄播種或種植日期及種植
密度與行株距 

3. 對於多年生作物，需說明排列方式、行距或
單一植物，修剪或馴化系統，砧木，樹冠的
高度，寬度，株齡，以及是否為結果期 

4. 溫室栽培作物，種植間隔或植床栽培，無土
栽培等 

5. 特殊情況下，前一期作需種植特定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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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標的： 
Why：為何要噴藥？因為作物受害物為害？ 

1. 作物：感病品種、株齡與生長期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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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2.3 .標的： 

2.3.1. 作物 

中文名：葡萄 

英文名：grape 

學    名：Vitis vinifera ssp. vinifera 

品種名：巨峰 

栽培狀況：露天栽培 

試驗適期：BBCH Monogragh 生長期5-9(GS53-89) 

Bayer代碼：VITVI 

 

 

40 



41 



42 



43 



44 



試驗標的： 

Why：為何要噴藥？因為作物受害物為害？ 

2. 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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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2.3 .標的： 

2.3.2. 害物 

中文名：炭疽病 

別    名：晚腐病 

英文名：anthracnose 

學    名：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des 

Bayer代碼：COLLGL 

2.3.3. 功能：預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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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藥劑： 
試驗用所有藥劑均須提供 

1.唯一識別名稱 

2.有效成分名稱 

3.含量 

4.劑型 

5.生產廠商 

6.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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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2.4.  處理：包括供試藥劑、參考藥劑及不施藥之空白對照組。 

2.4.1.  供試藥劑： 

中文名稱：50%英美塑化可濕性粉劑 

英文名稱：50 % Abcd WP 

化學成分：aaaabbbbccc 

生產廠商：瑪麗農藥公司 

藥劑代碼：Abcd50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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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藥劑(對照藥劑(reference product))： 

作用：提供有效性評估標準，同時作為比對用 

1. 至少一種已申請登記使用之藥劑 

2. 作用機制、施用時間與施用方法與供試藥劑
相同者為宜 

3. 如無適當藥劑則可免 

4. 可考慮採用生物農藥作為參考 

50 



試驗藥劑為混合藥劑，且為接觸性與系統性
藥劑混合時，則建議以接觸性、系統性之藥
劑各一種作為參考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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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之對照組(untreated control)： 

1.  確認試驗期間，不論作物或害物均正常生長 

2.  作為防治效果評估之基準。 

52 



特殊狀況時可設立兩組不處理對照組： 

1.無藥劑處理之對照組：噴水處理，將藥
劑濃度視為0。設立方式為與其他處理
同時規劃於試驗田區。 

2.完全對照組：完全不作任何處理之空白
對照組。需與其他處理區隔。 

 

例：木瓜白粉病 

蟎害 

接種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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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2.4.2.  參考藥劑： 

中文名稱：23.6%百克敏乳劑 

英文名稱：23.6% Pyraclostrobin EC 

化學成分： METHYL N-{2-[1-(4-CHLOROPHENYL)-1H-

PYRAZOL-3-YLOXYMETHYL] PHENYL}-(N-

METHOXY)CARBAMATE 

生產廠商： 台灣巴斯夫公司 

藥劑代碼：Pyra23.6EC 

2.4.3.  藥劑來源：購自市售，經規格檢驗、確認有效成分無虞
後進行試驗，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5. 對照組：以清水噴施之空白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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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劑量： 

1.  至少包含三種試驗藥劑施用劑量
（單位面積用藥量）或稀釋倍數 

2.  最高及最低劑量相差二至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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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2.6.  供試藥劑種類與稀釋倍數：詳如表： 

2.7.  展著劑或增效劑：無 

序號 處理編號 藥劑名稱 劑型 有效成
分(%) 

稀釋
倍數 

A Abcd50EC 很有效（Abcd） WP 50  2000 

B Abcd50EC 很有效（Abcd） WP 50 1000 

C Abcd50EC 很有效（Abcd） WP 50   500 

D Pyra23.6EC 百克敏(Pyraclostrobin ) EC 23.6 3000 

E control untreated --- --- --- 

供試藥劑種類與稀釋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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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3. 田間規劃： 

3.1.  試驗植株及栽植方式：以地勢較平坦田區、3年
生以上植株為試驗區，採用農民慣用栽培方法
管理，並紀錄實際田間情形。 

3.2.  小區：以4公尺×5公尺為一小區，小區面積20平
方公尺，所有小區之栽培管理方法需均一。 

3.3.  田區設計：本試驗為單因子試驗，採逢機完全
區集設計(Randomized Complete Block Design, 

RCBD)，共計5處理，每處理4重複(區集)。共計
20小區。將5處理以逢機方式配置於各區集內。
小區間設置30公分之隔離區(田區設計詳見圖一)。 58 



隔離行 BLOCK I BLOCK II 
BLOCK 

III 

BLOCK 

IV 
隔離行 

隔離行 A 隔
離
帶 

隔
離
帶 

隔
離
帶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B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隔離行 

C 

D 

E   

葡萄炭疽病藥劑試驗之田區設計圖，綠色部份
為施藥區(英文字母代表處理，詳見3.田區規劃) 

59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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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3. 田間規劃： 

 

3.4. 藥害試驗：於藥效試驗進行期間，同時調查試驗
區內測試作物，單次施藥與二次施藥發生藥害
之狀況。藥害評估調查不包括參考藥劑處理之
小區內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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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藥方法： 
1. 敘明施藥之器械及操作方法。 

2. 若添加農藥增效劑或田間立即桶混，應敘
明調配方式。 

3. 敘明施藥部位、方式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4. 敘明施用次數與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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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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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藥方法： 
4.1.  適期： 

4.1.1. 作物生長適期：萌芽前、開花後期至結
小果時(BBCH 生長期0、5-6) 開始施藥。 

4.1.2. 害物發生適期：適合進行試驗、且易獲
佳試驗結果之起始點。 

4.2.  部位：全株均勻噴施。 

4.3.  間隔及次數：萌芽前施藥一次，開花後每7天
施藥1次，至套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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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4.  器械：選用之器械需先校準，以確認施藥量準

確且分布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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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4.  器械： 

4.4.1. 施藥用相關器具及器械須定期交由認可
單位校正；選用之器械於每次施用前須
先校準，以確認施藥量準確且分布均勻。 

4.4.2. 噴霧器：選用CO2定壓式噴霧器、扇形噴
嘴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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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5. 施藥標準作業程序：(附件一) 

4.5.1. 器械校準及記錄。 

4.5.2. 藥液量：依每公頃藥劑量及稀釋倍數等計算
每小區之藥液量，小區間噴施之藥液量不可
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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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施用器械校準之主要項目： 

一、流量(單位時間內噴嘴藥液噴出量) 

二、壓力 

三、前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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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型號   壓力(psi)   施藥序數   
噴頭型式 □扇形 

□圓錐形 
□空心圓錐 

校準日期   校準序數   

噴頭距離   其他紀錄   

流量校準 

序號 
毫升/30秒 

毫升/秒 
±10% 
差異度 1 2 3 4 5 6 平均  

一                 □是□否 
二                 □是□否 
三                 □是□否 

噴幅校準(
公分 ) 

序號 項目 1 2 3 4 5 6 平均 
±10% 
差異度 

一 幅寬               □是□否 

  
噴頭
高度 

              □是□否 

二 幅寬               □是□否 

  
噴頭
高度 

              □是□否 

三 幅寬               □是□否 

  
噴頭
高度 

              □是□否 

校準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 

校準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表、噴嘴選用及流量校準 



精準調配藥劑 

(一) 正確計算用藥量 

(二) 正確的調配方法 

(三) 注意配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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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液量： 
1. 已知單位面積藥液量： 

小區藥液量(公升)=單位面積用藥量(公升/公頃)×面積(公頃) 

以A藥為例：1200公升/公頃，小區面積20平方公尺。 

20平方公尺=0.002公頃 

小區藥液量=1200公升×0.002=2.4公升 

2. 已知單位面積用藥量： 

小區藥液量(ml)=單位面積用藥量(ml 或g/公頃)×稀釋倍數
×面積(公頃) 

以B藥為例：每公頃用藥量0.75公斤，稀釋倍數3000倍，
小區面積20平方公尺 

20平方公尺=0.002公頃 

小區藥液量(ml)=750×3000×0.002=4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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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液量： 
 

3. 未知單位面積藥液量：每次施藥時，以清水先行噴施對照
區，確認並記錄每小區之用水量，並以碼錶記錄噴施時間；
以相同之壓力與時間，依每重複每處理順序噴施藥劑處理
區之不同小區，記錄每處理每重複用水量(毫升/小區)，重
複間用水量差異不可超過±10%，並以此換算為公頃用水量
(公升/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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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5.2. 藥液量： 1200公升/公頃，小區面積20平方公

尺，小區施用的藥液量為何? 

 

1公頃=100公尺×100公尺=10000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藥液量=1200公升÷10000= 0.12公升
小區藥液量=0.12公升×20=2.4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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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5. 施藥標準作業程序：(附件一) 

 

4.5.3. 藥劑施用及紀錄：藥劑施用過程中，記錄施
藥時期、施藥日期、施藥時植株生長勢及田
間藥劑施用次序(包括序號、處理代碼、稀釋
倍數、小區、施藥人員、及施藥時間等資料。 

4.5.4. 水質資料：若以試驗田區之灌溉用水為施藥
用水時，須測定水質，包括酸鹼值、鹽基等，
必要時進行適當之調整，並保存相關紀錄。
若使用自來水或逆滲透水可不須測定。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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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實際施藥時間(秒) 噴施人員 備註 

        

        

        

        

        

        

        

        

        

        

        

        

        

        

        

表、藥劑田間實際噴施時間 



78 

編號 
初始藥液量 

(毫升) 
初始校準漏施量

(毫升) 
剩餘藥液量 

(毫升) 
實際噴施藥液量

(毫升) 

          

          

          

          

          

          

          

          

表、藥劑田間實際噴施藥液量紀錄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4. 施藥方法： 
4.6.  其他注意事項： 

4.6.1.每小區施用之藥劑應單獨配製及施用，噴
施供試藥劑時，自最低濃度開始噴施，
依序噴施至最高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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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藥方法： 
4.6.  其他注意事項： 

4.6.2.  不同處理間以使用不同組施藥器械為主，
且不同器械組間必需校正，使所有小區
間之施藥量相同；若無法使用不同器械
時，而需以同一組器械噴施不同處理時，
噴施不同處理前，需充分清洗施藥器械，
並將清洗廢液擕回所內，依廢液處理方
法集中處理。藥劑秤量、分裝及包裝用
之紙張及塑膠袋等含藥劑資材亦同時携
回所內，以廢棄物處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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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藥方法： 
4.6.  其他注意事項： 

4.6.3. 施藥時，須進行防護措施，防止藥液飄
移，並加以記錄。 

4.6.4. 清晨或黃昏溫度較低時施藥；風速超過
3-4公尺/秒(輕風)時暫停施藥，以避免
交叉污染。 

4.6.5. 供試藥劑試驗區之農產品全數銷毀，不
進行採收販售。供試藥劑區鄰近之保護
行同時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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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項目 
紀錄 

開始施藥 施藥結束 

時間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溫度(℃)     

濕度     

風速(公尺/秒)     

風向     

光照     

表、施藥時之氣象資料紀錄表 

記錄人員：__________________ 

記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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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5.  調查及計量： 

5.1.  環境資料 

5.2.  作物資料 

5.3.  害物發生調查 

5.4.  統計分析 

5.5. 藥害發生調查 

5.6. 對非目標生物之影響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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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月) 溫度(℃) 濕度(%) 雨量(mm) 其他 備註 

            

            

            

            

            

            

            

            

            

            

            

            

            

            

            

            

            

表、藥效試驗期間之氣象紀錄表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5.  調查及計量： 

5.5.  害物發生調查： 

5.3.1.  調查時間：採收時每小區收穫50

果房，在第0、3、6、9、12、及
15天調查果實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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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5.  調查及計量： 

5.5.  害物發生調查： 

5.3.2.  調查及計量方法：  
調查時數每房病果數，0代表無發病；
1代表1個果實發病；2代表2~5個果實
發病；3代表6~10個果實發病；4代表
11~20個；5代表21個以上；每次用病
果計數之。由此再算出罹病度(採收當
天記錄果粉著生狀及糖度)。 

罹病度＝Σ(指數ｘ該指數罹病果房數目)／(5

ｘ總調查果房數)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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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炭疽病罹病度調查表  

調查方法：調查時數每房病果數，0代表無發病；1代表1個果實發病；2代表2~5

個果實發病；3代表6~10個果實發病；4代表11~20個；5代表21個以上。 

  

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人員： 

處理代號： 小區代號： 

                    

                    

                    

                    

                    

罹病果實數   罹病率   查核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表、葡萄炭疽病調查紀錄表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5.  調查及計量： 

5.4.  統計分析： 

5.4.1.  單場試驗資料分析 

5.4.2.  三場試驗資料合併分析 

5.5.  藥害發生調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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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5.  調查及計量： 

5.6. 對非目標生物之影響與管理：調查是否
對其他害物、天敵、有益生物族群密度
變化之影響，若有影響，則須於報告中
詳細說明密度變化的情形。試驗期間如
田區遭受其他病蟲害為害，依植物保護
手冊選用適當藥劑進行管理，並記錄藥
劑名稱、劑型含量、廠牌及施用量與施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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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小區須均一處理，同時記錄於表、
非標的害物之管理與施用資材。選用
之藥劑必須與供試驗作用機制不同、
種類不同、不會干擾供試藥劑且對疫
病無毒效、無負面效果之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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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防除對象 
管理方法 

施用資材 稀釋倍數 施用量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月     日   
名稱*： 
  
廠牌： 

    

*含成分、劑型、含量等資料 

表、非標的害物之管理與施用資材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6.  記錄： 
6.1. 施藥標準作業程序之表格。 

6.2. 試驗田區栽培管理調查與紀錄表。 

6.3. 病害調查紀錄：表二、草莓灰黴病調查紀錄表。 

6.4. 藥害紀錄：表三、藥害調查結果。若無影響，則
於報告中說明，不須填寫表三。 

6.5. 對非標的生物影響之紀錄管理：若無影響，亦說
明之，若進行非標的害物管理，則詳細記錄使用
之藥劑種類與施用方法。 

6.6. 施藥過程防止藥液飄散之防護措施。 

6.7. 前期作栽培管理，包括肥培管理等紀錄。 

6.8. 前期作之藥劑施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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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7.  數據保存及期限： 
7.1.  原始數據種類：。 

7.1.1.  前述各項紀錄 

7.1.2.  分析數據：各處理間原始數據之常態性分
析與統計分析數據與圖表。 

7.1.3.  設計書、試驗報告：經審核通過之田間試
驗設計書與彙整後之試驗報告書。 

7.1.4.  書面與電子檔：為印證上述資料之書面與
電子檔之關聯，應於書面資料呈現該資料
之電子檔名稱，以便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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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7.  數據保存及期限： 
7.2.  保存方式：書面文件儲存於文件資料櫃中，電子

文件儲存於電腦硬碟中並燒錄光碟備份。文件資
料櫃及具有維持溫度與相對溼度之電子保存櫃。 

7.3.  保存期限：自核准登記日起 8 年，保存至20xx年
xx月xx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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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8. 其他： 

8.1.  警語： 

8.1.1.  試驗田區需明顯標示，並設置警告
標示。 

8.1.2.  試驗田區需設置安全防護措施，維
護試驗人員於施藥及調查期間之安
全。 

8.1.3.  試驗田區需適當隔離，避免非試驗
人員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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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9. 試驗報告： 
9.1.  藥效試驗報告：藥效試驗報告需包括： 

9.1.1.  摘要 

9.1.2. 植株為害狀描述及圖片，以確認是否試驗區
確為試驗對象害物之為害。 

9.1.3.  害物描述及圖片，以確認藥劑防治 對象確
為目標害物。 

9.1.4. 試驗期間之氣象與環境調查結果及對藥效之
影響評估。 

9.1.5.  試驗期間之作物管理與對藥效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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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9. 試驗報告： 
9.1.  藥效試驗報告：藥效試驗報告需包括： 

9.1.6.  試驗評估：評估不施藥空白對照組炭疽病
發生情形，確認試驗期間之環境因子是否適
合炭疽病發生。 

9.1.7.  不同時間調查之罹病度數變化及防治率的
分析 

9.1.8. 藥效評估：以供試藥劑與參考藥劑之罹病度
及防治率進行比較，評估供試藥劑之最低有
效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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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9. 試驗報告： 
9.1.  藥效試驗報告：藥效試驗報告需包括： 

9.1.9.  根據分析結果評估供試藥劑對葡萄炭疽病
之防治效果，擬定施藥適期、劑量、濃度、
施藥間隔與次數等合理、有效施用方法。 

9.2.  藥害試驗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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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標示： 

一、頁首標示頁數/總頁數 

二、頁尾標示：委託者、設計書代號、試驗機構 

100 



50%Abcd可濕性粉劑防治葡萄炭疽病 

田間試驗設計書 

設計書識別編號：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試驗識別編號： 2011AbcdGrapAnth - T0001 

頁數/總頁數 

瑪麗農藥公司    2011AbcdGrapAnth - P0001   農友田間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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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藥劑試驗之藥效的因子： 
1、作物之適合度：品種、生長時期 

2、供試害物之適合度：品系、生活史、族群
密度、為害率 

3、試驗地點 

4、器械之可信賴度 

5、正確之劑量 

6、其他曾施用保護資材之影響 

7、氣候 

8、土壤型態與狀況(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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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效可被接受，但是否可於田間實際應用， 

決定於： 

一、在無參考藥劑之狀況下，藥效絕對優於未
處理對照組，且對防治對象呈現出穩定
之效益。 

二、防治效果原則上不低於參考藥劑，或稍遜
於參考藥劑，若作用機制不同且安全性較
參考藥劑高時，則仍可考慮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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