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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本手冊係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截至１０１年十二月止所陸續公告

登記之農藥資料。經整理後，將其中至１０１年十二月止已屬無效證件之資料剔除，分

別編輯成「農藥中文名稱一覽表」及「英文農藥普通名稱與中文農藥普通名稱對照表」，

提供相關之團體及人員參考。  

 

二. 本手冊，第一部份為「農藥中文名稱一覽表」，其排列方 式是按照中文農藥名稱第一個

中文字之筆劃順序排列。使用者可以中文商品名稱或普通名稱進行查閱，若以商品名稱

去查，可查到對應之中文普通名稱；若由中文普通名稱去查，則可查到所有的商品名稱、

含量、劑型以及登記之廠商名稱。在每頁之側緣是該頁所包含之筆劃數及其中之文字（農

藥名稱的第一個中文字），使用者可先由目錄中查到該農藥名稱第一個字筆劃數之所屬

頁次，找到該頁後，即可依側緣之索引，查到所欲找尋之農藥。普通名稱後之商品名稱

若為「＊」，表示該公司未另訂定商品名稱。 

 

三. 手冊第二部份為「農藥英文普通名稱與農藥中文普通名稱對照表」，其排列方 式是按照

英文字母順序，使用者可由英文普通名稱查到所對應之中文普通名稱。本期另參「The 

Pesticide Manual」在每一農藥之後增加 RAC（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s ）碼，

以代表該藥劑之類別及作用機制。 

 

四. 中、英文名稱之前註記有「※」者表示該藥劑係自上期出版至目前止之期間核准登記之

「新農藥有效成份」。 

 

五. 附錄為「農藥廠商聯絡資訊」及「歷年政府禁用之農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一Ｏ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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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中文名稱一覽表 

【 1 劃】  
一大利  （免賴得）  
一多好  （阿巴汀）  
一成靈  （納乃得）  
一克草  （甲氧基護谷）  
一克淨  （硫滅松）  
一把罩  （丁基加保扶）  
一定好  （益達胺）  
一定安  （益達胺）  
一定勇  （阿巴汀）  
一直旺  （腈硫醌銅）  
一品靈  （百滅寧）  
一度勇  （阿巴汀）  
一掃淨  （甲基砷酸鈣）  
一掃滅  （鐵甲砷酸銨）  
一掃螨  （三亞蟎）  
一條龍  （陶斯寧）  
一路清  （達滅芬）  
乙基克繁草  （carfentrazone-ethyl）  

 * 40.00% 水分散性粒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2 劃】  

丁拉殺丹  （butachlor + benthiocarb）  
 掃除丹 8.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甲護谷  （butachlor + chlomethoxynil）  
 克草丹 6.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丁拉百速隆  （butachlor + pyrazosulfuron-ethyl）  
 省草繁─丁 2.57% 粒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免速隆  （buta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億草除 2.583%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龍無草–丁 2.583%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汰草  （butachlor + dymron）  
 田王–８ 8.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依速隆  （butachlor + imazosulfuron）  
 清田草 2.7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立草除-丁 2.7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芬諾  （butachlor + bifenox）  
 東東好 6.5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草 6.5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魔丹–Ｍ 7.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復祿芬  （butachlor + oxyfluorfen）  
 稻多多 3.25%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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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拉普芬草  （butachlor + pyrazoxyfen）  
 萬全 8.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丁拉氯比  （butachlor + triclopyr）  
 稻家樂 4.5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丁拉樂滅草  （butachlor + oxadiazon）  
 全滅草王 4.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犁草 4.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蓋好除 4.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樂全除 4.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穗 4.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博士 2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友 2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草 2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滴草靈 2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滴滅草─Ｍ 2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蓋好除 2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樂速達 2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無草 2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除草 2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丁基加保扶  （carbosulfan）  
 新威克 3.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克 3.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過冬 5.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好年丹 5.00% 粒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富農丹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興農丹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獅子王 5.00% 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滿堂 5.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介利 2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好收冬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一把罩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新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過冬 4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好過冬 4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保冬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真正水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限好 40.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勝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大冬 4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正豐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興農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農順福 40.00% 可溼性粉劑 啟承有限公司 
 蒙賽得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48.34%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吉利 48.34%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羅罩 48.34%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保冬 48.34%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新丹 48.34%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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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好年精 48.34%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保冬精 48.34% 乳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省力 48.34%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效冬精 48.34%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真正讚 48.34%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尚剋 48.34% 乳劑 啟承有限公司 
 國豐丹 48.34%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大丹 48.34%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正豐丹 48.34%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好年丹 48.34% 乳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收冬 48.34%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新利台丹 48.34%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和丹 48.34%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威克 48.34%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庵原丹 48.34%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興農丹 48.34%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農好丹精 48.34%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農來勇 48.34%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益扶 48.34%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捲風 48.34%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掃 48.34%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克 48.34%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好年丹 86.50%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丁基拉草  （butachlor）  
 * 5.00% 粒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5.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不發草 5.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好除 5.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田草除 5.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計較 5.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快速除 5.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金上好除 5.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省事事省 5.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祝好除 5.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全除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草好除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滅除 5.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草劍 5.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馬上除 5.0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稻草除 5.00% 粒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聯草除 5.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32.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介好治 32.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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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基拉草  （butachlor）  
 允殺草 32.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田草除 32.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捘草 32.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祝好除 32.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全除 32.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草好除 32.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總除 32.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精 32.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靈 32.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除雜草 32.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殺田草 32.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淨無草 32.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新剋草精 32.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滅田草 32.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瑞克草 32.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嘉滅草 32.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萊除 32.00% 乳劑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草除 32.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雜草除 32.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拉梭 60.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根本除 6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草必除 6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馬上除 60.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淨園草 6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草全除 8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 91.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丁基滅必蝨  （ fenobucarb）  
 *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可滅蝨 4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包蝨 4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殺 4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治蝨寶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靈 4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萬殺靈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霸殺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殺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蝨冬 4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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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蝨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允滅蝨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殺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包殺蝨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蝨 5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殺 5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丁蝨 5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殺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百蝨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滅蝨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蝨寶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參滅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蝨靈 5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特蝨寶 5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清百蝨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新必滅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農寶蝨 5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歐斯巴克 5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蝨必淨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蝨速淨 5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殺 5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霸殺 5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蝨冬 5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乃力松  （naled）  
 力克蟲 58.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強 58.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卡有力 58.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掃 58.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好撲蟲 58.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富農 58.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剋蟲 58.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納力農 58.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億力松 58.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噴卡多 58.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好 58.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王精 58.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九威旺  （波爾多）  
九龍丹  （培丹）  
二、四─地  （2,4-D）  

 * 72.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地 72.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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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地  （2,4-D）  
 * 8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除 8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草多滅 80.00% 水溶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奧斯地 80.00% 水溶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二、四─地（胺鹽）  （2,4-D(amine)）  
 * 40.00% 溶液 德方有限公司 
 長年刈 40.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旺地 40.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濱二、四地 40.00% 溶液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二、四─地（鈉鹽）  （2,4-D-sodium）  
 * 80.00% 水溶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松二四地 80.00% 水溶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二、四－地鈉鹽 80.00% 水溶性粉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地鈉鹽  （二、四─地（鈉鹽））  
二氟林  （diflumetorim）  

 粉好治 1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二硫松  （disulfoton）  
 大神松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大億松 5.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樂 5.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真甲意 5.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粒粒強 5.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二福隆  （diflubenzuron）  
 抵蟻猛 0.50% 餌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金福氣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猛 2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億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立敏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八蟎王  （芬硫克）  
力巴山  （芬殺松）  
力百山  （芬殺松）  
力克寧  （賽滅寧）  
力克蟲  （乃力松）  
力拔山  （芬殺松）  
力拔松  （芬殺松）  
力果農  （新殺蟎）  
力除  （二、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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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降蝨  （滅必蝨）  
力蓋世  （芬殺松）  
力頭飽  （益達胺）  
力寶  （蘇力菌）  
十八釗  （固殺草）  
又夠贏  （毆殺松）  

【 3 劃】  

5 克拉  （撲克拉）  
三元硫酸銅  （ tribasic copper sulfate）  

 果太保 27.12% 水懸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果神 27.12%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稱 27.12% 水懸劑 名方有限公司 
 銅尚讚 27.12%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銅高尚 27.12%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8.04%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三元銅克絕  （ tribasic copper sulfate + cymoxanil）  
 安可穩 29.69%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共加福斯  （加福松）  
三多芬  （布芬三亞蟎）  
三亞蟎  （amitraz）  

 * 2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掃螨 20.00% 乳劑 鴻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三殺蟎 2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落蟎 2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可滅蟎 2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滅蟎 2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掃蟎 2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克蟎王 2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易滅蟎 2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松樹掃蟎 20.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毒克蟎 2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清蟎寶 2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壹蟎淨 2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塞亞蟎 20.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蟎 2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蟎久力 2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亞斯 2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怕怕 2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通靈 2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鴻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三氟得克利  （ trifloxystrobin + tebuconazole）  
 乎粒勇 27.3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三氟敏  （ trifloxystrobin）  
 福臨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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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芬  （ triadimefon）  
 * 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菇寧 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好力通 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力通 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綠通 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農總通 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好搭檔 2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易利通 2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松三太子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拜律通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益速通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貴通 25.00% 可溼性粉劑 峰農有限公司 
 富菓農 2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芬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總清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通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滅粉克 25.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興農白力強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攏讚 2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稻紋停 500 g/L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三泰隆  （ triadimenol）  
 拜好當 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蓋好擋 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拜好當 23.00% 水分散性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蓋克寧 23.00% 水分散性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蓋好擋 23.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拜好當 97.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三能剋  （賽滅淨）  
三得芬  （ tridemorph）  

 可力昇 84.2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克力生 84.20%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三殺蟎  （三亞蟎）  
三氯比  （ triclopyr）  

 加農 61.60%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克藤草 61.6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殺藤 61.6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滅藤 61.6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除藤 61.6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氯松  （ trichlorfon）  
 * 80.00% 水溶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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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松  （ trichlorfon）  
 * 80.00% 水溶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8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去蟲靈 80.00% 水溶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地普龍 80.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頑蟲 8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三六 80.00% 水溶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特可豐 80.00% 水溶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寶松 80.00% 水溶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滅松 80.00% 水溶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落蟲 80.00% 水溶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特松 80.00% 水溶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克敵 80.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敵死 80.00% 水溶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蟲寶 80.00% 水溶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水溶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蟲 95.00% 水溶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烈普好 95.00% 水溶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三氯松 95.00% 水溶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驅蟲安 95.00% 水溶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三落松  （ triazophos）  
 * 40.0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 4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固田園 40.0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易利松 4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蟲落 40.0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三落蟎  （三亞蟎）  
三賽唑  （ tricyclazole）  

 吉大穗 75.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好道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有米樂 7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良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防熱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佳生 7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朝富 75.00% 可溼性粉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金稻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勇穗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勁熱情 75.00% 可溼性粉劑 豐暘開發有限公司 
 紅俥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益稻保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無艱稻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豪友 7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稻樂透 7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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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唑  （ tricyclazole）  
 穗多生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冬穩 7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益友 95.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上介利  （丁基加保扶）  
上介通  （陶斯寧）  
上好  （賽洛寧）  
上米滿  （撲殺熱）  
上旺寶  （芬普尼）  
上帝功  （賽洛寧）  
上界靈  （達馬松）  
上強  （乃力松）  
上等讚  （普克利）  
上緊滅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上蓋靈  （四氯異苯腈）  
上賜適  （芬佈賜）  
凡殺克絕  （ famoxadone + cymoxanil）  

 杜邦統讚 52.5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凡殺護矽得  （ famoxadone + flusilazole）  
 新奇星 206.7G/L 乳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久保丹  （腈硫醌）  
千心魔  （賽洛寧）  
千百利  （賽洛寧）  
土龍丹  （芬滅松）  
土蟲清  （陶斯松）  
土寶  （聚乙醛）  
大力  （第滅寧）  
大力士  （大利松）  
大力產  （貝芬替）  
大力農  （大利松）  
大三元  （普克利）  
大功蝨  （丁基滅必蝨）  
大可寧  （四氯異苯腈）  
大可靈  （四氯異苯腈）  
大可靈精  （四氯異苯腈）  
大生霸王  （鋅錳乃浦）  
大吉利  （丁基加保扶）  
大旺生  （貝芬替）  
大吉昌  （依普同）  
大吉農  （大利松）  
大地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大多靈  （愛殺松）  
大好丹─銅  （腈硫醌銅）  
大成素  （鏈黴素）  
大成禧  （第滅寧）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11

︻
3
劃
︼
大 

大收成  （果收生長素）  
大收產  （貝芬替）  
大克安  （賽達松）  
大克病  （四氯異苯腈）  
大克能  （四氯異苯腈）  
大克寧  （四氯異苯腈）  
大克寧精  （四氯異苯腈）  
大克寶  （加保利）  
大克爛  （dicloran）  

 *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爛菌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爛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克蟎  （dicofol）  
 雷克蟎 18.5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開生 3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死蟎多 3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克蛛聖 3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滅蟎 3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威力蟎 3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蟎殺丹 3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靈 3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3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3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3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開生 42.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死蟎多 42.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克果蟎 3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克蛛聖 3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蛛蟎 42.0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佳樂仙 3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滅蟎 3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除蛛精 3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除銹蟎 3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佳靈 3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克蟎 3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雷克蟎 42.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靈 42.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路生 18.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樂生 18.5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利冬  （大利松）  
大利多  （納得亞滅寧）  
大保淨  （快得保淨）  
大利松  （diazinon）  

 * 5.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吉農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安穩 5.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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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松  （diazinon）  
 多利農 5.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死淨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滿 5.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利冬 10.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佳好 10.00% 粒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死淨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得稻生 10.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士 56.00% 水基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大利精 56.00% 水基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農 6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利農 6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勇 6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利農 6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必安穩 6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金閃閃 6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死淨 6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多 6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泰來松 6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得克寧 6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蟲淨 6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惠我農 6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品松 6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臺聯大利松 6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豐收 6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敵 6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大利農  （大利松）  
大利精  （大利松）  
大尾龍  （達馬松）  
大佳好  （大利松）  
大旺寶  （陶斯松）  
大昇  （鋅錳乃浦）  
大美速  （大滅松）  
大美農  （達馬松）  
大家好  （賽滅松）  
大家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大家樂  （芬化利）  
大桔松  （馬拉松）  
大益收  （益收生長素）  
大益產  （貝芬替）  
大益靈  （益滅松）  
大神松  （二硫松）  
大馬松  （達馬松）  
大馬龍  （達馬松）  
大殺松  （達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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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殺蟎  （賽芬蟎）  
大粒果  （益收生長素）  
大統  （毆殺松）  
大通克  （芬佈賜）  
大野狼  （殺丹免速隆）  
大勝冬  （加保扶）  
大勝冬精  （加保扶）  
大勝毆殺松  （毆殺松）  
大富  （百滅寧）  
大富貴  （亞滅寧）  
大發  （三落松）  
大發─Ｍ  （錳乃浦）  
大發展  （賽滅松）  
大發財  （加保扶）  
大開殺  （芬殺松）  
大新４５  （鋅錳乃浦）  
大滅松  （dimethoate）  

 * 2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絕滅殺 2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滴滅速 2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大美速 44.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滅松 44.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介殼寧 44.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台美速 44.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樂果 44.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桔青 44.0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快滅速 44.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沖天炮 44.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松大滅松 44.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治滅蟲 44.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介寶 44.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舒果 44.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滅松 44.0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殺滅速 44.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夏松 44.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滅亣松 44.00% 乳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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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滅松  （dimethoate）  
 獅馬大滅速Ｓ 44.00%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萬果福 44.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達滅速 44.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大滅松S 44.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大農家  （普克利）  
大寧  （第滅寧）  
大億丹  （福瑞松）  
大億松  （二硫松）  
大慶  （可濕性硫黃）  
大稻穗  （賓克隆）  
大賜松  （滅賜松）  
大賜福  （美文松）  
大禧精  （第滅寧）  
大蟲松  （馬拉松）  
大蟲寶  （毆殺松）  
大豐利  （貝芬替）  
大豐產  （貝芬替）  
大霧踪  （巴拉刈）  
大寶  （蘇力菌）  
大寶天機  （蘇力菌）  
大露產  （貝芬替）  
大蟎貫  （得芬瑞）  
山霸  （陶滅蝨）  
川島－２４  （納乃得）  

【 4 劃】  

不要草  （達有龍）  
不發草  （丁基拉草）  
中國勇  （大利松）  
丹克利  （得克利）  
介久  （達馬松）  
介合用  （菲克利）  
介好用  （菲克利）  
介好治  （丁基拉草）  
介好殺  （納乃得）  
介有好  （芬普尼）  
介剌丹  （谷速松）  
介強  （納乃得）  
介殺霸  （愛殺松）  
介猛  （波爾多）  
介喜冬  （培丹）  
介殼寧  （大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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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順  （撲克拉錳）  
介新  （波爾多）  
介親切  （陶斯寧）  
介蟲除  （谷速松）  
介贊  （撲克拉）  
元寶  （培丹）  
允克  （賽滅寧）  
允妥當  （克福隆）  
允除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允殺草  （丁基拉草）  
允殺淨  （馬拉松）  
允滅菌  （可濕性硫黃）  
允滅蝨  （丁基滅必蝨）  
允擋好  （賓得克利）  
允讚  （布芬淨）  
六六大順  （陶斯寧）  
化才保  （芬普尼）  
及時寧  （護賽寧）  
天下丹精  （芬化利）  
天大王  （亞托環克座）  
天公掌  （益達胺）  
天王  （環克座）  
天王星  （畢芬寧）  
天生 -45 （鋅錳乃浦）  
天威  （亞滅培）  
天帝掃  （益達胺）  
天帥  （亞滅培）  
天將  （待普克利）  
天強  （毆殺滅）  
天劍  （賽洛寧）  
天禧  （第滅寧）  
天羅罩  （丁基加保扶）  
天寶  （腈硫醌）  
天龍  （納乃得）  
天霸王  （鋅錳乃浦）  
天霸丹  （培丹）  
太有利  （免賴得）  
太空掌  （益達胺）  
太星  （佈飛松）  
太喜  （第滅寧）  
太棒  （快得寧）  
太陽星  （亞速隆）  
太極  （益達胺）  
太龍  （達馬松）  
巴大  （貝芬替）  
巴丹  （培丹）  
巴好  （撲殺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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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  （富米熱斯）  
巴米丹  （滅蝨丹）  
巴克士  （必克蝨）  
巴克素  （paclobutrazol）  

 好擋頭 10.0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巴面擋 23.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有擋頭 23.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好擋 23.0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押生長 23.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好頭彩 23.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批參參 23.00% 水懸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凍頂 23.00% 水懸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捌剋樹 23.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鰲擋 23.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擋藤精 23.00% 水懸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穩擋 23.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巴拉刈  （paraquat）  
 * 24.0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4.00% 溶液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霧踪 24.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先通 24.0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草滅 24.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草枯 24.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克草王 24.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克草靈 24.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蕪踪 24.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草 24.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見青除 24.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金殺草 24.00% 溶液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剋蕪踪 24.00% 溶液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革蕪根 24.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必淨 24.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立淨 24.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蕪松 24.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連克草 24.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刈草 24.0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草淨 24.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殺草 24.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農刈 24.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蕪草 24.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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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免刈 24.00% 溶液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斷根 24.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巴拉刈（二氯鹽）（paraquat (dichloride)）  
 * 42.00% 工業級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2.00% 工業級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3.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43.00% 工業級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巴面通  （阿巴汀）  
巴面擋  （巴克素）  
巴殺  （丁基滅必蝨）  
巴速汀  （貝芬替）  
巴勝  （布芬淨）  
巴斯丹精  （克收欣）  
巴斯松  （賽達松）  
巴達刈  （paraquat + diuron）  

 草苙苙 33.6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年刈 33.6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雷  （貝芬替）  
巴穗  （保米熱斯）  

 
巴賽松  （phoxim）  

 保谷松 0.5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谷松 10.00% 燻煙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谷松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日日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日夜春  （甜菜夜蛾費洛蒙）  
日曹強必勇  （亞滅培）  
日曹蟎  （合賽多）  
日產大家讚  （快伏草）  
日產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日產靈  （納乃得）  
日速蟎  （合賽芬普寧）  
日農保利果  （保粒黴素（丁））  
日禧  （第滅寧）  
日禧精  （第滅寧）  
止芽素  （比達寧）  
止草素  （比達寧）  
比久寧  （佈飛松）  
比加普  （pirimicarb）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蚜敵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多農  （bitertanol）  
 拜可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倍易多 2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核可 25.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惠可 2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景茂比多農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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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農  （bitertanol）  
 興農樂可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駭克二五 25.00% 可溼性粉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景茂比大農 28.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拜可 28.00% 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樂可 28.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比芬諾  （pyrifenox）  
 吉星 20.8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諾粉能 20.8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治粉寶 20.8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粉銹寧 20.8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比達寧  （butralin）  
 * 36.5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止芽素 36.5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止草素 47.4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草嘜發 47.4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比蟲勇  （益達胺）  
水叮噹  （菲克利）  
水咚咚  （阿巴汀）  
水粉剋  （可濕性硫黃）  
水傷靈  （四氯保淨）  
水噴噴  （陶斯寧）  
水噹噹  （陶斯寧）  
火力夠  （四氯右滅達樂）  
火龍寶  （芬普尼）  
火龍寶丹  （芬普尼）  
火蟻愛呷  （美賜平）  
火霹靂  （益達胺）  
牛頓樟  （固殺草）  
双炮軍  （嘉磷氟氯比）  
双霸  （扶吉胺）  

【 5 劃】  

丙基喜樂松  （ Iprobenfos）  
 打前鋒 17.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達仁─Ｐ 17.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喜達仁─Ｐ 17.00% 粒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喜樂冬 17.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8.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48.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8.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8.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48.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8.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丙基喜樂松 48.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米達人 48.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尚允當 48.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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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稻福  48.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穗靈 48.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喜達仁Ｐ 48.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喜收寶 48.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粒生 48.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喜達松 48.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樂生 48.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稻 48.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喜稻能 48.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喜穗生 48.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稻樂友 48.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喜 48.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穗穩 48.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喜樂冬 48.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穗安 48.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喜達寧 48.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喜達仁─Ｐ 92.00%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丙基喜樂砷  （ IBP + MAFA）  
 庵原達富仁Ｐ 2.4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世大冬  （加保扶）  
世大冬精  （加保扶）  
世大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世大棒  （快得寧）  
世大達菌能  （四氯異苯腈）  
世介勇  （待克利）  
世介猛  （待克利）  
世界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世界棒  （快得寧）  
世達菌  （貝芬替）  
乎利富  （護賽寧）  
乎您勇  （阿巴汀）  
乎粒勇  （三氟得克利）  
代捕完  （百利普芬）  
代喜多  （第滅寧）  
仙丹  （培丹）  
仙水好  （毆殺松）  
仙克寧  （四氯異苯腈）  
仙得寧  （快得寧）  
仙靈  （芬化利）  
冬風虫清  （益丁滅蝨）  
出運  （菲克利）  
凸統久  （菲克利）  
加丁滅蝨  （carbaryl + MIPC + BPMC）  

 好寶粉 3.80% 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 3.8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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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丁滅蝨  （carbaryl + MIPC + BPMC）  
 新特文 3.8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粉 3.80% 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滿穗 3.8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加巴利  （加保利）  
加加寶  （甲基多保淨）  
加生素  （嘉賜黴素）  
加因素  （嘉賜黴素）  
加多米  （嘉賜黴素）  
加收米  （嘉賜黴素）  
加保利  （carbaryl）  

 * 1.50% 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1.50% 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保殺 1.5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家寶 1.50% 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治蟲寶 1.50% 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美文 1.50% 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飛蝨滅 1.5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納克 1.5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殺猛 1.50% 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蝨寶 1.50% 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億保利 1.5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文 1.5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蝨 1.5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勇將 5.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文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愛心多 5.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免貢 39.5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毒蟲精 39.5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賽文福 39.5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護利寶 39.5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蟲淨 39.5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蝨 40.0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卡讚 40.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卡好 40.0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喜精 40.00%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祥順 40.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雙福 40.00%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好 40.0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蟲寶 40.00% 水懸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勇將水仙 40.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倍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納克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剋蟲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美多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絕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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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00% 可溼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克寶 8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巴利 85.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立倍利 85.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保利 8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家寶 8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蝨 8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敏 8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佳倍寧 85.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佳寶 8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寶力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佳寶利 85.00% 可溼性粉劑 峰農有限公司 
 旺立強 8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蟲寶 8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送 8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勇將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美文 8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飛殺滅 8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納克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殺猛 8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敏 8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塞文－８５ 85.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克蝨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保利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猛 8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賽文 8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賽門 8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賽保 85.00% 可溼性粉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高竿 40.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敏王 40.00% 超低容量液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保扶  （carbofuran）  
 * 3.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勝冬 3.0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世大冬 3.00% 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加保富 3.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卡好冬 3.00% 粒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收丹 3.00% 粒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正豐冬 3.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田丹 3.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年冬 3.00% 粒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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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扶  （carbofuran）  
 好利冬 3.00% 粒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幫手 3.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雙富 3.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寶丹 3.00% 粒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東和丹 3.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洽益冬 3.00% 粒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丹 3.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富農冬 3.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光冬 3.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矮仔冬瓜 3.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順丹 3.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滿福丹 3.00% 粒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福克丹 3.00% 粒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福樂冬 3.00% 粒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臺聯丹  3.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丹 3.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霸王丹 3.00% 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勝冬 37.50% 可溼性粉劑水溶性袋裝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固勇 37.50% 可溼性粉劑水溶性袋裝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40.64%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40.64% 水懸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大勝冬精 40.64%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財 40.64%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世大冬精 40.64%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丹 40.64%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收丹精 40.64% 水懸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利丹精 40.64% 水懸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保扶 40.64%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日日春 40.64%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丹精 40.64%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冬 40.64%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洽益蟲精 40.64%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珍好冬精 40.64%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高寶福 40.64% 水懸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添財 40.64%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雷冬精 40.64%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嘉扶精 40.64%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丹精 40.64%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聯勝精 40.64%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蟲包無 40.64%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勝水精 40.64%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年冬精 44.00% 水懸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好年冬 85.00%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23

︻
5
劃
︼ 
加
功
包 

加保殺  （加保利）  
加保富  （加保扶）  
加保福化利  （carbaryl +Tau- fluvalinate）  

 福加仁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福氣 4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加倍利  （加保利）  
加倍強  （蘇力菌）  
加馬治蝨  （carbaryl + malathion + MTMC）  

 佳好 3.5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袪蝨寶 3.50% 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蝨粉 3.50% 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加培丹  （培丹）  
加速黴素  （嘉賜銅）  
加富冬  （快得寧）  
加斯美  （嘉賜黴素）  
加瑞農  （嘉賜銅）  
加農  （三氯比）  
加達  （賽滅寧）  
加福松  （ isoxathion）  

 三共加福斯 3.00% 微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共加福斯 5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功力  （賽洛寧）  
功夫  （賽洛寧）  
包力錳  （撲克拉錳）  
包大仁  （撲克拉）  
包允殺  （撲滅松）  
包友利  （貝芬撲克拉）  
包正青  （依普同）  
包好用  （撲克拉）  
包收丁  （貝芬替）  
包收成  （陶斯松）  
包有效  （賽扶寧）  
包你勇  （阿巴汀）  
包你富  （護賽寧）  
包克啦  （撲克拉）  
包克菌  （普克利）  
包利贊  （撲克拉錳）  
包攻  （菲克利）  
包旺  （賽滅寧）  

※包果優  （茉莉酸丙酯）  
包金讚  （撲克拉錳）  
包剋草  （亞喜芬）  
包美寧  （百滅寧）  
包祝好  （草殺淨）  
包祝讚  （草殺淨）  
包您豪  （撲克拉）  
包殺滅  （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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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殺蝨  （丁基滅必蝨）  
包清天  （菲克利）  
包速頂  （貝芬替）  
包速達精  （克收欣）  
包速適  （撲克拉）  
包富靈  （益丁滅蝨）  
包植健  （賽滅寧）  
包順利  （腈硫醌）  
包滅蟲  （亞滅寧）  
包滿意  （撲克拉）  
包滿穗  （喜樂克拉）  
包蝨  （丁基滅必蝨）  
包優果  （撲克拉）  
包穗  （賓克隆）  
包穗滿  （菲克利）  
包讚  （納得亞滅寧）  
包蟎逸  （毆蟎多）  
北海小英雄  （可尼丁）  
卡多利  （毆殺松）  
卡好冬  （加保扶）  
卡好用  （滅達樂）  
卡有力  （乃力松）  
卡旺  （賽洛寧）  
卡旺素  （維利黴素）  
卡勇  （鹼性氯氧化銅）  
卡是贊  （普克利）  
卡是讚  （鋅錳曼普胺）  
卡斯好  （撲克拉）  
卡順利  （益滅松）  
卡滅克斯  （達有龍）  
卡滅達仁  （貝芬替）  
卡實好  （芬化利）  
卡實讚  （益達胺）  
去煞掌  （益達胺）  

※去蟲能  （美氟綜）  
去蟲靈  （三氯松）  
可力昇  （三得芬）  
可尼丁  （clothianidin）  

 吉贏 0.5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藍得 0.50% 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小英雄 16.00% 水溶性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藍得 16.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可再多  （氫氧化銅）  
可利得  （氫氧化銅）  
可利農  （大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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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芬諾  （chromafenozide）  
 安樂公 5.00% 水懸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可保銅  （鹼性氯氧化銅）  
可殺菌  （甲基多保淨）  
可勝  （毆殺松）  
可菜得  （氫氧化銅）  
可菜得水仙  （氫氧化銅）  
可滅草  （達有龍）  
可滅鼠  （brodifacoum）  

 * 0.005% 餌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0.005% 餌劑 宇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鼠王 0.005% 餌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鼠樂 0.005% 餌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2.5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96.00% 原體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可滅蝨  （丁基滅必蝨）  
可滅蹤  （clomazone）  

 園草清 46.7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豪萬草 46.70% 乳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可滅蟎  （三亞蟎）  
可樂松  （撲滅松）  
可濕性硫黃  （sulfur）  

 大慶 52.00% 水懸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允滅菌 52.0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水粉剋 52.00% 水懸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白粉淨 52.0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菇淨 52.00% 水懸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掃粉精 52.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硫黃寶 52.0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發 52.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精 52.00% 水懸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好利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旺果粉 7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果發力 7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金磺粉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硫黃 7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愛果丹 8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果樂多 8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松克魔粒 8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速發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寶 8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瓜果 8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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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濕性硫黃  （sulfur）  
 愛果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蜱蟎卒 8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確實金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聯硫黃丹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魔力ＤＦ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尚蟎益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殺也特-勁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殺百粉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速發力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新力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可靈達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古克松  （谷速松）  
右滅達樂  （metalaxyl-M）  

 金-疫到勇 2.5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金｜治疫讚 2.50% 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司克達  （固殺草）  
叫小賀  （第滅達胺）  
史美松  （撲滅松）  
台生水仙  （鋅錳乃浦）  
台生粉  （鋅錳乃浦）  
台生精  （鋅錳乃浦）  
台美速  （大滅松）  
台馬農  （達馬松）  
台殺松  （愛殺松）  
台喜精  （第滅寧）  
台農機械油  （礦物油）  
台農靈–Ｓ  （納乃得）  
台福將  （益達胺）  
台鉄  （益達胺）  
台聯硫黃丹  （可濕性硫黃）  
台聯農達多  （依芬寧）  
台灣水寶  （枯草桿菌）  
台灣寶  （枯草桿菌）  
四克利  （ tetraconazole）  

 龍穩 10.70% 乳劑 意農有限公司 
 龍滅菌 11.60% 水基乳劑 意農有限公司 

四季紅  （氟尼胺）  
四季靈  （普硫松）  
四氯右滅達樂  （chlorothalonil + metalaxyl-M）  

 火力夠 44.0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托敏  （azoxystrobin + chlorothalonil）  
 泰舒渧 560g/L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保淨  （chlorothalonil + thiophanate-methyl）  
 瓜樂透 7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瓜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27

︻
5
劃
︼ 
四 
 

 克菌寧 7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尚托檔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克寧 7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友仁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靈 7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神雷 7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果斯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多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水傷靈 7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曼普胺  （mandipropamid+ chlorothalonil）  
 治直好 440g/l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異苯腈  （chlorothalonil）  
 大可靈精 40.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克寧精 4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露 40.0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老主固 40.0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菌 4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賜露-精 40.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菌精 40.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思菌清─精 40.00% 水懸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炭無露ＳＣ 40.00% 水懸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達克靈.精 40.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靈．精 40.00% 水懸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露露精 4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銹露能 40.00% 水懸劑 德方有限公司 
 祥寶 40.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蓋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可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可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克病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克能 7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克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大達菌能 7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仙克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異苯腈 7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達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氯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征露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昭和達克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達克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速治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尅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總好 7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尼克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益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達露 7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穩施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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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異苯腈  （chlorothalonil）  
 露露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剋能粒 75.00% 水分散性粒劑 德方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靈 98.00%up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 98.5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福多寧  （ flutolanil + chlorothalonil）  
 勁豪 48.9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四氯賽得  （ fosetyl-aluminium + chlorothalonil）  
 亞得靈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常好清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巧是猛  （待克利）  
巧實勇  （阿巴汀）  
左旋莫多草  （S-metolachlor）  

 金｜除豪 87.3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布芬三亞蟎  （buprofezin + amitraz）  
 三多芬 20.00% 乳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布芬大利松  （buprofezin + diazinon）  
 優億利 5.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優億利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布芬治蝨  （buprofezin + MTMC）  
 優治殺 2.50% 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布芬益化利  （esfenvalerate + buprofezin）  
 立農友効 11.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利効 11.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布芬淨  （buprofezin）  
 允讚 25.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安普落 2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特效 2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蝨中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穩宋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穩旺 2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穩淨 25.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穩讚 2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効 25.00%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巴勝 4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稻蝨 40.00% 水懸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穩宋 4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穩効 40.0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 85.00%up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布芬第滅寧  （buprofezin + deltamethrin）  
 穩効寧 11.78% 乳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雙贏 11.78%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泰順強 11.78%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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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得芬諾  （buprofezin + tebufenozide）  
 穩定勇 15.00%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布瑞莫  （bupirimate）  
 克粉靈 25%(w/v)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平克座  （penconazole）  
 泰勇 10.5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脫白粉 10.5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妥白絲 10.5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先正達-脫百絲 10.5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麥卡粉 19.00% 水基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泰勇 19.00% 水基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脫百絲 19.00% 水基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國豐平克座 95.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平速爛  （penoxsulam）  
 除田草 0.12%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田喜 2.70% 水分散性油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稻田喜 50.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必好除  （丁基拉草）  
必安穩  （大利松）  
必收丹  （加保扶）  
必克蝨  （bufencarb）  

 * 2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克士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必速蝨 2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必稻蝨 2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必克蝨 2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必利菜  （賽達松）  
必芬松  （pyridaphenthion）  

 * 4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必芬普拉草  （bifenox +pretilalachlor）  
 魔威 4.2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芬諾  （bifenox）  
 * 5.0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魔丹 7.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福 21.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芬蟎  （bifenazate）  
 愛克蟎 43.20% 水懸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洛斯  （陶斯松）  
必殺劑  （陶斯松）  
必速蝨  （必克蝨）  
必勝  （汰芬隆）  
必滅勇  （百滅寧）  
必滅蝨  （滅必蝨）  
必滅蟎  （三亞蟎）  
必樂斯  （陶斯松）  
必稻蝨  （必克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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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豐收  （果收生長素）  
打火隊抗濕性餌劑（百利普芬）  
打前鋒  （丙基喜樂松）  
打蚜薊  （陶斯松）  
本事通  （拜裕松）  
本達亞喜芬  （bentazon + acifluorfen (sodium salt)）  

 田草王 37.00% 溶液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本達隆  （bentazon）  
 克草星 44.1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省疏草 44.1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皇帝 44.1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霸王 44.10% 溶液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48.80%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本達樂  （benalaxyl）  
 好立達 5.00% 粒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阿不倒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治本 5.00% 粒劑 意農有限公司 
 地疫斬 5.00% 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固本 3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龍本 35.00% 可溼性粉劑 意農有限公司 

 金利果 35.00% 可溼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根尚勇 3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未銹斗  （得克利）  
正一頂讚  （護粒三賽唑）  
正四季春  （賓克隆）  
正保冬  （丁基加保扶）  
正祝讚  （快伏草）  
正通  （依滅列）  
正港勇  （阿巴汀）  
正豐冬  （加保扶）  
正豐滅蟎  （新殺蟎）  
永生德  （硫賜安）  
永利農  （撲殺熱）  
永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永得勝  （護粒松）  
永富王  （托福松）  
永滅蟲  （撲滅松）  
永讚  （賽達松）  
永讚黴素  （維利黴素）  
瓜瓜樂  （依滅列）  
瓜旺  （銅快得寧）  
瓜果多  （銅快得寧）  
瓜粉靈  （白粉松）  
瓜樂透  （四氯保淨）  
瓜寶  （四氯保淨）  
瓦克  （撻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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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力丹  （免賴得）  
生果旺  （鋅錳乃浦）  
生長寧素  （ IBA + NAA + kinetin）  

 新根毛王 1.20% 溶液 立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着安  （亞培松）  
田大帥  （菲克利）  
田王  （汰草龍）  
田王–８  （丁拉汰草）  
田王–９  （汰草龍）  
田老大  （菲克利）  
田師傅  （芬普尼）  
田草王  （本達亞喜芬）  
田草除  （丁基拉草）  
田無草  （普拉草）  
田園綠  （納乃得）  
田稼友  （撲殺熱）  
田頭家  （托福松）  
田露  （益收生長素）  
甲氧基護谷  （chlomethoxynil）  

 * 7.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一克草 7.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速剋草 7.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多保淨  （甲基多保淨）  
甲基巴拉松  （methyl parathion）  

 喜得安 40.00% 膠囊懸著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 80.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雷利松 80.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甲基合氯氟  （haloxyfop-P-methyl）  
 草穩剋 10.6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招福 10.60%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新招福 94.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多保淨  （ thiophanate-methyl）  
 * 3.00% 軟膏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多保淨 4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特斃菌.精 40.00% 水懸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吉時保 40.0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多保精 4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多斃菌 40.0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好照固 40.0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妥普精 4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達保淨 40.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菌淨 40.0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菌藥精 40.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寶淨‧精 40.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滅菌精 40.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護你好 40.00%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7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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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多保淨  （ thiophanate-methyl）  
 *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加加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殺菌 7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特斃菌 70.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甲清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吉時保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多菌清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多滅菌 7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多福進 7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寶健 7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好速特甲菌 7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克星丹 7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滅菌 7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妥普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速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保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金保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春 7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護寧 70.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毒必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殺菌王 7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克保 7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新寶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寶淨–70 7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菌丹 7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農益 70.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零菌潔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得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確保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聯保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寶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霸保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85.00%up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3.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特斃菌 95.00% 原體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多福淨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特斃菌  （甲基多保淨）  
甲基特斃菌 .精  （甲基多保淨）  
甲基砷酸鈣  （calcium methylarsonic acid）  

 * 8.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一掃淨 8.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紋淨 8.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紋枯 8.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免枯生 8.00% 可溼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治紋靈 8.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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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叢青 8.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威滅菌 8.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紋山 8.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速淨 8.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猛山 8.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無枯 8.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枯紋 8.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枯淨 8.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砷酸鈉  （MSMA）  
 * 35.20% 溶液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根 35.2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草精 35.2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康草淨 45.00% 溶液 得力興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草免蕪 45.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51.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砷酸鐵  （ ferric methyl arsonate）  
 新阿蘇仁 56.00%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65.00% 原體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甲基鋅乃浦  （propineb）  
 *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好速多 7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安久多 7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大收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安大收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多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收多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俺收多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收多 80.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甲清淨  （甲基多保淨）  
甲等  （嘉賜黴素）  
甲鋅保淨  （propineb + thiophanate-methyl）  

 福露收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甲鋅保粒素  （propineb + polyoxins）  
 青弄弄 4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甲鋅毆殺斯  （propineb + oxadixyl）  
 速剋露 64.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覆露滅 64.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申公豹  （益達胺）  
白列克收欣  （boscalid + kresoxim-methyl）  

 金旺 27.3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白列克敏  （pyraclostrobin +boscalid）  
 祥威豐 38.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白克列  （boscalid）  
 保好果 42.4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威力旺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白克松  （pyraclofos）  
 松克贊 35.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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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乳好  （撲克拉）  
白炭黑  （克收欣）  
白粉水仙  （依瑞莫）  
白粉王  （貝芬依滅列）  
白粉松  （pyrazophos）  

 * 30.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瓜粉靈 3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白粉 3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愛復健 3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白粉淨  （可濕性硫黃）  
白菇淨  （可濕性硫黃）  
白菇寧  （三泰芬）  
白葉青  （克枯爛）  
石灰硫黃  （calcium polysulfide）  

 * 27.5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用 27.50% 溶液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保美淨 27.5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優果 27.50% 溶液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祥好 27.50% 溶液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禾立旺  （賽滅淨）  
禾全除  （得殺草）  
禾利利  （依芬寧）  
禾保  （撲殺熱）  
禾草淨  （西殺草）  
禾草滅  （稻得壯）  
禾頌  （培丹）  
禾綠贊  （依普座）  
禾穗寧  （賓克隆）  
禾韻  （賽氟滅）  
立必斯  （熱必斯）  
立克  （亞特松）  
立克寧  （賓克隆）  
立拔山  （芬殺松）  
立拔產  （芬殺松）  
立拔蟲  （芬殺松）  
立果多  （番茄生長素）  
立枯宝  （殺紋寧）  
立枯靈  （殺紋寧）  
立倍利  （加保利）  
立特座  （滅特座）  
立草除 -丁  （丁拉依速隆）  
立敏寧  （二福隆）  
立清蟎  （合賽多）  
立滅精  （芬化利）  
立農力蟎  （合賽芬普寧）  
立農友効  （布芬益化利）  
立農百滅寧  （百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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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農沒紋  （鐵甲砷酸銨）  
立農保生  （保米黴素）  
立農 -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立農益利農  （賽達松）  
立農脫克松  （脫克松）  
立農速滅松  （撲滅松）  
立農速滅精  （芬化利）  
立農速滅靈  （撲滅寧）  
立農速滅蟎  （芬普寧）  
立農速爾發  （益化利）  
立農嘉賜熱  （嘉賜熱）  
立農精芬  （撲芬松）  
立農 -腐絕  （腐絕）  
立農撲殺熱  （撲殺熱）  
立農樂果  （大滅松）  
立農賽洛寧  （賽洛寧）  
立農賽滅寧  （賽滅寧）  
立農寶  （撲滅芬普寧）  
立農黴素  （鏈黴素）  
立農靈  （百利普芬）  
立達安  （益達胺）  
立達樂  （銅右滅達樂）  

【 6 劃】  
亦增產  （賽達松）  
伊頂安  （益達胺）  
伏寄普  （ fluazifop-P-butyl）  

 * 17.5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尖草帥 17.5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旺萬歲 17.50% 乳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金太歲 17.5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元帥 17.5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新萬帥 17.5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萬歲 17.5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元帥 17.5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萬帥 92.00%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伏寄普 95.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伏草丹  （伏速隆）  
伏速隆  （ flazasulfuron）  

 芝草原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伏草丹 2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芝草原 94.00% 原體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伏滅鼠  （ flocoumafen）  
 * 0.005% 餌劑 宇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麻吉鼠 0.005% 餌劑 宇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鼠必死 0.005% 餌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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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滅鼠  （ flocoumafen）  
 鼠特 0.005% 餌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0.50% 原體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鼠特 0.50%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先正達 -脫百絲  （平克座）  
先波露  （克芬蟎）  
先流行  （陶滅蝨）  
先通  （巴拉刈）  
先逢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先覺  （依芬寧）  
全．免草繁  （滅芬草）  
全多寧  （陶斯松）  
全克  （芬佈克蟎）  
全克草® （草殺淨）  
全利松  （雙特氯松）  
全面旺  （百滅寧）  
全能  （腐絕）  
全草淨  （草脫淨）  
全草滅  （巴拉刈）  
全掃  （乃力松）  
全掃蟎  （三亞蟎）  
全殺  （丁基滅必蝨）  
全統  （毆殺松）  
全都滅  （依滅列）  
全勝  （毆殺松）  
全富  （芬化利）  
全滅  （貝芬替）  
全滅草王  （丁拉樂滅草）  
全滅蚜  （滅賜松）  
全滅菌  （免賴得）  
全滅露─鋅錳  （鋅錳滅達樂）  
全福寧  （賽滅寧）  
全壘打  （普克利）  
全靈  （納乃得）  
再生  （免賴得）  
再相逢  （依殺蟎）  
印楝素  （azadirachtin）  

 現代寶 4.50% 乳劑 臺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吉士能  （百滅寧）  
吉大穗  （三賽唑）  
吉市  （貝芬撲克拉）  
吉好穗  （亞賜圃）  
吉利松  （陶斯松）  
吉利龍  （佈飛松）  
吉旺  （依普同）  
吉星  （比芬諾）  
吉時保  （甲基多保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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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  （撲馬松）  
吉速靈  （百滅寧）  
吉發  （達滅芬）  
吉實  （待克利）  
吉贏  （可尼丁）  
合力  （福文松）  
合作夥  （陶斯松）  
合速隆  （Halosulfuron-methyl）  

 邁草心 75.00% 水分散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合農時  （托福松）  
合賽多  （hexythiazox）  

 剋蟎多 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蜘蛛敵 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真蟎益 5.0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日曹蟎 10.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立清蟎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剋蟎多 1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蟎益 10.00% 可溼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蟎乾淨 1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螨好效 1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日曹蟎 97.00% 原體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賽芬普寧  （ fenpropathrin + hexythiazox）  
 日速蟎 7.5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力蟎 11.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賽寧 11.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因得克  （ indoxacarb）  
 封火蟻 0.05% 餌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杜邦速保 14.50% 水懸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杜邦速保 52.7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因滅汀  （emamectin benzoate）  
 艾滅丁 2.15%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虫拜拜 2.15%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虫嘸去 2.15%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克蟲霸 2.15%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台蟲ㄟ除 2.15%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蟲寶 2.15% 乳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金鼎勇 2.15% 乳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青利利 2.15%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蟲靈 2.15%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菜蟲離 2.15%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滅多多 2.15% 乳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牌因滅汀 2.15%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億治蟲 2.15%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蟲呼死 2.15%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蟲倒倒 2.15%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蟲除除 2.15%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清利 2.15%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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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滅汀  （emamectin benzoate）  
 蟲絕 2.15%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蟲溜溜 2.15%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蟲蟲有危機 2.15%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離離 2.15%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攏嘸蟲 2.15%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好綠旺 5.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金爍爍 5.00% 水溶性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殺蟲利 5.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清蟲 5.00% 水溶性粒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死定 5.00% 水溶性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回生丹  （待克利）  
地上王  （芬普尼）  
地王星  （畢芬寧）  
地虎  （納乃得）  
地威剛  （福賽絕）  
地疫斬  （本達樂）  
地美寧  （第滅寧）  
地神  （芬滅松）  
地強  （托福毆殺滅）  
地掃  （福瑞松）  
地球春  （菲克利）  
地普龍  （三氯松）  
地福  （必芬諾）  
地樂隆  （滅達樂）  
地禧  （第滅寧）  
多來寶  （依芬寧）  
多利仁  （賽福座）  
多利旺  （鋅錳乃浦）  
多利松  （陶斯松）  
多利農  （大利松）  
多保帝  （賽福保淨）  
多保精  （甲基多保淨）  
多保鏈黴素  （ thiophanate-methyl + streptomycin）  

 安特淨 68.8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達菌 68.8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克腐 68.8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淨素 68.8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鬥腐 68.8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細菌亡 68.80% 可溼性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萬億黴素 68.8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多得淨  （ thiophanate + thiram）  
 農真勇 8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豐米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
6
劃
︼ 
因
回
地
多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39

多富民  （賽福座）  
多菌清  （甲基多保淨）  
多滅菌  （甲基多保淨）  
多寧  （dodine）  

 * 6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菓寧 6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龍頗寧 6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多寧 6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福  （納乃得）  
多福淨  （甲基多保淨）  
多福進  （甲基多保淨）  
多斃菌  （甲基多保淨）  
多禧  （第滅寧）  
多寶  （四氯保淨）  
多寶健  （甲基多保淨）  
好丁蝨  （丁基滅必蝨）  
好力力  （納乃得）  
好力通  （三泰芬）  
好大穗  （賓克隆）  
好巴  （培丹）  
好比  （納乃得）  
好加讚  （亞托待克利）  
好功夫  （賽洛寧）  
好包蝨  （丁基滅必蝨）  
好必蝨  （滅必蝨）  
好本領  （佈飛松）  
好用  （石灰硫黃）  
好田丹  （加保扶）  
好伴侶  （普硫松）  
好田地  （賽速安勃）  
好立剋  （亞滅寧）  
好立達  （本達樂）  
好光景  （克凡派）  
好印象  （治滅蝨）  
好吉丹  （加保扶）  
好吉兆  （陶斯松）  
好吉果  （撲滅松）  
好吉馬  （馬拉松）  
好吉強  （陶斯松）  
好吉調  （菲克利）  
好安蟲  （安丹）  
好年冬  （加保扶）  
好年冬精  （加保扶）  
好收丹精  （加保扶）  
好收冬  （丁基加保扶）  
好收欣  （克收欣）  
好米丹  （撲殺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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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米松  （撲滅松）  
好米得  （撲殺熱）  
好作伙  （陶斯松）  
好作伴  （陶斯松）  
好作息  （陶斯松）  
好克寶  （雙滅必蝨）  
好克蟎  （新殺蟎）  
好免貢  （加保利）  
好利丹精  （加保扶）  
好利冬  （加保扶）  
好利利  （芬化利）  
好利得  （普克利）  
好利靈  （可濕性硫黃）  
好助手  （賽達松）  
好身手  （克凡派）  
好事多  （免敵克）  
好拔蟲  （芬殺松）  
好朋友  （百滅寧）  
好果油  （礦物油）  
好果青  （貝芬替）  
好枝春  （快得寧）  
好治菌  （銅合腐絕）  
好青青  （賽滅寧）  
好保利  （加保利）  
好保扶  （加保利）  
好保農  （新殺蟎）  
好剋丹精  （亞滅寧）  
好剋草  （亞喜芬）  
好是松  （陶斯松）  
好派  （貝芬替）  
好美特  （福瑞松）  
好美德  （福瑞松）  
好美稻  （賓克隆）  
好風采  （克凡派）  
好厝邊  （陶斯松）  
好家在  （陶斯松）  
好家寶  （加保利）  
好捕手  （芬佈賜）  
好時機  （克凡派）  
好根本  （賓克隆）  
好桔青  （大滅松）  
好桔寶  （愛殺松）  
好氣派  （克凡派）  
好消息  （克凡派）  
好益丹  （益滅松）  
好紋淨  （菲克利）  
好能  （賽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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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馬松  （馬拉松）  
好彩頭  （賽滅寧）  
好得淨  （快得保淨）  
好採多  （鹼性氯氧化銅）  
好殺王  （毆殺松）  
好殺螺  （耐克螺）  
好殺蟎  （愛殺松）  
好清去  （克凡派）  
好清淨  （菲克利）  
好淨草  （固殺草）  
好牽成  （嘉賜黴素）  
好通露  （滅達樂）  
好逗陣  （納得亞滅寧）  
好速–４５  （鋅錳乃浦）  
好速大王  （鋅錳乃浦）  
好速多  （甲基鋅乃浦）  
好速百滅  （百滅寧）  
好速克利  （達克利）  
好速松  （陶斯松）  
好速油  （礦物油）  
好速剎  （蓋普丹）  
好速香  （含毒甲基丁香油）  
好速家寶  （加保利）  
好速特甲菌  （甲基多保淨）  
好速紋  （滅紋）  
好速殺  （蓋普丹）  
好速發  （益化利）  
好速新丹  （丁基加保扶）  
好速滅蝨  （滅必蝨）  
好速滅靈  （撲滅寧）  
好速龍  （達馬松）  
好速銹  （嘉保信）  
好速賽寧  （合賽芬普寧）  
好速鐵  （鐵甲砷酸銨）  
好速蟎  （芬普寧）  
好絕配  （貝芬待克利）  
好菌淨  （快得保淨）  
好菜園  （賜諾殺）  
好開生  （大克蟎）  
好順利  （益滅松）  
好意 -45 （鋅錳乃浦）  
好搭檔  （三泰芬）  
好滅松  （愛殺松）  
好滅芬  （撲芬松）  
好滅淨  （芬化利）  
好滅蟎  （毆蟎多）  
好照固  （甲基多保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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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到  （克收欣）  
好道友  （三賽唑）  
好達勝  （aluminum phosphide）  

 * 55.00% 片劑 吉鳳行有限公司 
 益美穗 55.00% 片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德燻寶 57.00% 片劑 嘉怡股份有限公司 
 * 57.00% 片劑 志宗貿易有限公司 
 臺聯好達勝 57.00% 產氣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宗燻得死 57.00% 袋劑 志宗貿易有限公司 
 德燻寶 57.00% 袋劑 嘉怡股份有限公司 

好達寧  （四氯異苯腈）  
好過日  （益洛寧）  
好過冬  （丁基加保扶）  
好過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好雷菌  （腈硫醌）  
好滿  （芬佈賜）  
好福勝  （毆殺松）  
好綠旺  （因滅汀）  
好撲蝨  （蝨必殺）  
好撲蟲  （乃力松）  
好稼在  （陶斯松）  
好稻友  （嘉賜黴素）  
好稻穗  （賓克隆）  
好賜能  （美文松）  
好擋頭  （巴克素）  
好銹紋  （菲克利）  
好幫手  （加保扶）  
好賽雷  （賽速安）  
好寶粉  （加丁滅蝨）  
好寶銅  （鹼性氯氧化銅）  
好寶蝨  （蝨必殺）  
好寶靈  （雙滅必蝨）  
好露用  （滅達樂）  
好讚  （滅多松）  
快殺松  （愛殺松）  
如來神功  （賽洛寧）  
如來神掌  （益達胺）  
如來掌  （益達胺）  
如萬能  （亞素靈）  
安久多  （甲基鋅乃浦）  
安大收  （甲基鋅乃浦）  
安丹  （propoxur）  

 * 1.0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1.00% 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旺丹 1.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皇丹 1.0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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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聯安丹 1.00% 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安 1.00% 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蝨丹 1.00% 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丹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雙勝 5.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旺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安蟲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安旺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年安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安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旺冬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殺蟲 50.00% 可溼性粉劑 峰農有限公司 
 紅龍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王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安心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稻寶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安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冬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9.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安心寶  （純白鏈黴菌素）  
安可穩  （三元銅克絕）  
安打  （納乃得）  
安生四十五  （鋅錳乃浦）  
安全多  （甲基鋅乃浦）  
安吉果  （氧化亞銅）  
安收多  （甲基鋅乃浦）  
安克蟎  （愛殺松）  
安佳樂  （銅滅達樂）  
安旺丹  （安丹）  
安旺錳  （錳乃浦）  
安旺穗  （亞賜圃）  
安果寧  （菲克利）  
安美速  （amisulbrom）  

 網春豐 17.7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6.50%up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特淨  （多保鏈黴素）  
安紋淨  （甲基砷酸鈣）  
安紋寧  （菲克利）  
安康草淨  （甲基砷酸鈉）  
安得利  （納乃得）  
安速滅  （撲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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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普施  （百滅寧）  
安普落  （布芬淨）  
安滅樂  （菲克利）  
安萬寶  （硫敵克）  
安農松  （陶斯松）  
安達菌  （多保鏈黴素）  
安稻精  （賓克隆）  
安衛果  （菲克利）  
尖草帥  （伏寄普）  
尖葉  （快伏草）  
年安丹  （安丹）  
年年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托斯本  （陶斯松）  
托福松  （ terbufos）  

 * 10.00% 粒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10.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永富王 10.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田頭家 10.00% 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農時 10.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抗地蟲 10.00% 粒劑 農福有限公司 
 抗統特 10.00% 粒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抗蟲得 10.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抗蟲敵 10.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抗蟲靈 10.00% 粒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金抗蟲地 10.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勇伯 10.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托福 10.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地蟲 10.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松 10.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土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賜農富 10.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顧田寶 10.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抗蟲得 88.60% 原體 達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托福毆殺滅  （ terbufos + oxamyl）  
 地強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收卡多  （芬普尼）  
早大粒  （勃激素 A3）  
早生果  （萘乙酸鈉）  
有力頭  （佈飛賽滅寧）  
有米樂  （三賽唑）  
有利黴素  （鏈黴素）  
有保庇  （益達胺）  
有夠力  （陶斯寧）  

︻
6
劃
︼ 
安
尖
年
托
早
有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45

有夠靈  （納乃得）  
有夠讚  （益達胺）  
有貴人  （快得寧）  
有擋頭  （巴克素）  
有錢途  （克凡派）  
有露用  （普拔克）  
死沒蟲  （撲滅松）  
死蟎多  （大克蟎）  
死蟎蜱  （愛殺松）  
百力通  （三泰芬）  
百全寧  （百滅寧）  
百吉寧  （百滅寧）  
百死靈  （百滅寧）  
百克  （加丁滅蝨）  
百克寧  （四氯異苯腈）  
百克蝨  （加保利）  
百克露  （四氯異苯腈）  
百克靈  （納乃得）  
百利普芬  （pyriproxyfen）  

 打火隊抗濕性餌劑 0.50% 餌劑中西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蟻友效 0.50% 餌劑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代捕完 11.00% 乳劑萬得發有限公司 
 立農靈 11.00% 乳劑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東方不敗 11.00% 乳劑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大富 11.00% 乳劑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統友效 11.00% 乳劑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利寧  （勃激素 A3）  
百事吉  （嘉保信）  
百事發  （愛殺松）  
百面好  （芬化利）  
百面勇  （阿巴汀）  
百益松  （裕必松）  
百草枯  （巴拉刈）  
百殺  （丁基滅必蝨）  
百殺淨  （百滅寧）  
百殺滅  （蝨必殺）  
百速隆  （pyrazosulfuron-ethyl）  

 免草繁 10.00% 片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毒草片 10.00% 片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免除草 1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免驚草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省草繁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稻草王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無草 1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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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速隆  （pyrazosulfuron-ethyl）  
 * 97.00% 原體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百勝  （毆殺松）  
百發寧  （亞滅寧）  
百滅寧  （permethrin）  

 * 5.00% 超低容量液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富 5.00% 超低容量液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百滅寧 5.00% 超低容量液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好幫手 5.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多靈 5.0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獨斯靈 5.00% 超低容量液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1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品靈 1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美寧 10.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必滅勇 10.00% 乳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立農百滅寧 1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吉士能 1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吉速靈 1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百滅 1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安普施 1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全寧 1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死靈 1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百殺淨 1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百萬寧 1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百寧 10.0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百靈 1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時寧 10.0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易通寧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松樹效寧 10.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剋蟲靈 1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毒蟲靈 1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倍速寧 10.0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益賜靈 1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害寧 1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猛虎 1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時靈 1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普滅淨 10.00% 乳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農伴 1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達克寧 1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滅靈 1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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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剋蟲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獨一靈 1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滅多寧 1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蟲斃 1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面靈 10.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囍仕靈 1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鑽石掌 1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龍 1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朋友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百萬分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施必滅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獅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旺 2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臺賜靈精 10.00% 水基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德城行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百滅寧 92.00% 原體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寶獅 92.00%up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萬寧  （百滅寧）  
百試達  （固殺草）  
百農靈  （陶斯松）  
百達克  （芬化利）  
百寧  （百滅寧）  
百福樂  （賽扶寧）  
百蝨  （丁基滅必蝨）  
百賜達克  （滅普寧）  
百賜靈  （貝芬替）  
百樹寧  （賽扶寧）  
百蟲清  （佈飛百滅寧）  
百蟲靈  （陶斯松）  
百靈  （百滅寧）  
米卡好  （滅必蝨）  
米必新  （滅必蝨）  
米多素  （保米黴素）  
米保珍  （滅必蝨）  
米倉  （馬拉松）  
米富仁  （滅必蝨）  
米富馨  （滅必蝨）  
米達人  （丙基喜樂松）  
米蝨滅  （滅必蝨）  
老主固  （四氯異苯腈）  
自立大喜  （芬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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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日日春  （加保扶）  
自立必殺蟎  （毆蟎多）  
自立全家福  （錳乃浦）  
自立見喜  （佈飛松）  
自立旺  （愛殺松）  
自立果農靈  （邁克尼）  
自立果寶精  （氫氧化銅）  
自立菜蟲靈  （賽滅松）  
自立愛果丹  （可濕性硫黃）  
自立萬年青  （普克利）  
自立農家福  （美文松）  
自立雙富  （加保扶）  
自立穩收冬  （益滅蝨）  
自滅殺  （治滅蝨）  
至尊  （賽滅淨）  
艾割草  （草脫淨）  
艾滅丁  （因滅汀）  
艾維激素  （aminoethoxyvinylglycine）  

 住友豐樂果 15.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虫拜拜  （因滅汀）  
虫嘸去  （因滅汀）  
西敏  （加保利）  
西殺草  （sethoxydim）  

 禾草淨 12.5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汰王 20.00% 乳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新汰王 50.00% 原體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西樂寧  （賽洛寧）  

【 7 劃】  

住友文谷粒  （福拉比）  
住友保綠寧  （脫克松）  
住友思蜜  （單克素）  
住友速滅松  （撲滅松）  
住友速滅寧  （撲滅寧）  
住友速滅精  （芬化利）  
住友速滅蟎  （芬普寧）  
住友速爾發  （益化利）  
住友喜相逢  （依殺蟎）  
住友瑞發  （益化利）  
住友福祿寶  （蘇力菌）  
住友豐樂果  （艾維激素）  
住友寶  （撲滅芬普寧）  
住滅利  （芬化利）  
住滅強  （撲滅松）  
住滅清  （芬化利）  

※伴久  （賽福芬胺）  
佛納  （氟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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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瑪賽洛寧  （gamma-cyhalothrin）  
 金正順 1.50% 膠囊懸著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佈飛百滅寧  （profenofos + permethrin）  
 百蟲清 33.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來 33.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祝賀 33.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佈飛松  （profenofos）  
 * 43.0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 43.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太星 43.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比久寧 43.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吉利龍 43.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本領 43.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自立見喜 43.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佈飛松 43.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威效 43.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益速龍 43.0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常蓋寧 43.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爽快 43.0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祥介勇 43.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速力龍 43.0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速治蟲 43.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掌心雷 43.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跳蟲淨 43.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蓋猛 43.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賜而發 43.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ㄟ淨 43.00% 乳劑 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蟲末日 43.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蟲速淨 43.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佈飛松 89.00% 原體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速力龍 93.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賜而發 94.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佈飛賽滅寧  （profenofos + cypermethrin）  
 煞死蟲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賜利農 2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力頭 3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派稱稱 3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派慶慶 3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真厲害 3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祝順 3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佈殺丹  （benthiocarb + prometryne）  
 掃丹─Ｐ 5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佈賜芬蟎  （clofentezine + fenbutatin-oxide）  
 拳擊蟎 45.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克力生  （三得芬）  
克凡派  （chlorfenapyr）  

 好風采 10.00% 水懸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好時機 1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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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凡派  （chlorfenapyr）  
 好氣派 10.0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消息 10.0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好清去 1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有錢途 10.00% 水懸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好光景 10.0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好身手 10.00% 水懸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好光景 97.10%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克凡洛寧  （chlorfenapyr+ lambda-cyhalothrin）  
 佳實靈 7.8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克火蟻  （賜諾殺）  
克瓜菌  （銅快得寧）  
克收欣  （kresoxim-methyl）  

 巴斯丹精 44.2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包速達精 44.2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快收欣 44.2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飽飽 44.2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勇 44.2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斯巴達精 44.20% 水懸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萬家欣 44.2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稱麥條 44.2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源到 44.20% 水懸劑 法臺貿易有限公司 
 白炭黑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收欣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雅飛有限公司 
 好運到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斯巴達丹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萬事欣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好運到 94.00%up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克百龍  （賽普洛）  
克利斯丁  （貝芬替）  
克果蠅  （馬拉松）  
克果蟎  （大克蟎）  
克美素  （chlormequat chloride）  

 矮壯素 40.90% 溶液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克芬蟎  （clofentezine）  
 先波露 42.00% 水懸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阿波羅 42.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6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克星丹  （甲基多保淨）  
克枯三賽唑  （ tecloftalam + tricyclazole）  

 稻春 33.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枯爛  （ tecloftalam）  
 白葉青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克枯爛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剋白尾 1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述治菌 1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掃菌清 1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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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根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克氯靈  （四氯異苯腈）  
克粉靈  （布瑞莫）  
克紋  （滅紋）  
克紋枯  （甲基砷酸鈣）  
克紋淨  （鐵甲砷酸銨）  
克紋精  （菲克利）  
克草  （bromacil）  

 海拔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克草丹  （丁拉甲護谷）  
克草王  （巴拉刈）  
克草必斯  （達有龍）  
克草星  （本達隆）  
克草靈  （巴拉刈）  
克蚜精  （滅多松）  
克蚜蟲  （滅賜松）  
克絕  （cymoxanil）  

 * 96.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德方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露 97.0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克菌多  （氫氧化銅）  
克菌寧  （四氯保淨）  
克菌精  （菲克利）  
克菌霸  （普克利）  
克蛛聖  （大克蟎）  
克蛛蟎  （大克蟎）  
克園草  （達有龍）  
克滅草  （達有龍）  
克滅蝨  （丁基滅必蝨）  
克滅蟲  （陶斯松）  
克路生  （大克蟎）  
克頑蟲  （三氯松）  
克圖淨  （賽滅淨）  
克福隆  （chlorfluazuron）  

 允妥當 5.0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愛扶農 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保如意 5.00% 乳劑 啟承有限公司 
 愛扶農 94.00%up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克腐  （多保鏈黴素）  
克銑  （嘉保信）  
克蜱剎  （愛殺松）  
克熱淨  （ iminoctadine triacetate）  

 倍福農 25.00% 溶液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克熱淨 40.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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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熱淨（烷苯磺酸鹽）  （ iminoctadine tris (albesilate)）  
 雙頭鷹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三笠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1.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三笠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熱賜圃  （ isoprothiolane+iminoctadine triacetate）  
 速益旺 33.00%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克蝨粉  （加馬治蝨）  
克蝨寶  （繁米松）  
克霉  （腐絕）  
克蕪踪  （巴拉刈）  
克螟蟲  （依芬寧）  
克銹靈  （嘉保信）  
克蟲利  （賽洛寧）  
克蟲霸  （因滅汀）  
克藤草  （三氯比）  
克蠅香  （4-(p-acetoxyphenyl)-2-butanone + methyl eugenol ）  

 剋瓜蠅 85.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耐久香 85.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克蜂 85.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克爛寶  （腐絕快得寧）  
克露  （克絕）  
克魔力ＤＦ  （可濕性硫黃）  
克蟎  （毆蟎多）  
克蟎王  （三亞蟎）  
克蟎特  （毆蟎多）  
克蟎靈  （愛殺松）  
免下田  （依速隆）  
免出力  （免賴得）  
免你割  （嘉磷塞三甲基硫鹽）  
免扶克  （benfuracarb）  

 穩克 5.00% 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拿咔 5.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頂好 2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克 2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固 25.00% 可溼性粉劑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穩固 40.00% 水懸劑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穩克 90.00% 原體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扶賽洛寧  （benfuracarb + lambda-cyhalothrin）  
 穩克讚 21.5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巡田  （普拉草）  
免枯生  （甲基砷酸鈣）  
免計較  （丁基拉草）  
免草繁  （百速隆）  
免針草  （得拉本）  
免除草  （百速隆）  
免捘草  （丁基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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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爛  （metiram）  
 保利農抗病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抗病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免速普拉草  （bensulfuron-methyl + pretilachlor）  
 踪除龍 1.8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免速隆  （bensulfuron-methyl）  
 龍無草 10.00% 片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龍無草 97.5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免速達  （bensultap）  
 魯邦 25.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嗄時機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免割草  （復祿芬）  
免菌霸  （貝芬替）  
免搜草  （固殺草）  
免煩  （陶斯松）  
免萬炭  （待克利）  
免敵克  （bendiocarb）  

 *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事多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薊馬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速伏敵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免鋤草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免賴地  （benomyl + thiram）  

 抗菌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力-帝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旺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賴得  （benomyl）  
 * 5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一大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有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久竹企業有限公司 
 生力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免出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利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來福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旺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意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原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特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益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真菌除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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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猛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清清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賴得  （benomyl）  
 越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雷速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益益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萬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菌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菌除 9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菌 95.00%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驚草  （百速隆）  
利力  （免賴得）  
利丹  （培丹）  
利台大吉  （賽滅寧）  
利台蟲ㄟ除  （因滅汀）  
利多多  （待普克利）  
利多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利多素  （嘉賜黴素）  
利多精  （芬化利）  
利收  （抑芽素（鉀鹽））  
利百山  （芬殺松）  
利百仙  （芬殺松）  
利百靈  （繁米松）  
利旺  （達有龍）  
利果農  （新殺蟎）  
利果精  （滅派林）  
利果蔬  （鋅錳乃浦）  
利枯淨  （菲克利）  
利枯滅  （鐵甲砷酸銨）  
利美寶  （依芬寧）  
利粉靈  （依滅列）  
利能收  （賽滅淨）  
利殺蟎  （芬佈賜）  
利富果  （芬殺松）  
利富農  （乃力松）  
利普寧  （雙特氯松）  
利菜農  （賽達松）  
利滅松  （芬殺松）  
利尅蟲  （芬化利）  
利滅草  （樂滅草）  
利滅淨  （芬化利）  
利滅菌  （甲基多保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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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萬能  （納乃得）  
利農生  （鐵甲砷酸銨）  
利農好  （普克利）  
利農能  （納乃得）  
利農產  （賽達松）  
利稻強  （賓克隆）  
利蝨粉  （雙必蝨）  
利蝨寶  （丁基滅必蝨）  
利賜多  （滅賜松）  
利穗  （賽氟滅）  
利豐收生長素  （果收生長素）  
利霸山  （芬殺松）  
助手  （聚乙醛）  
即時寧  （百滅寧）  
含毒甲基丁香油  （naled + methyl eugenol）  

 * 95.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香 95.0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奪蜂香 95.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穩煞蠅 95.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妙妙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妥白絲  （平克座）  
妥凍  （快得克絕）  
妥普淨  （甲基多保淨）  
妥普精  （甲基多保淨）  
妥當讚  （鹼性氯氧化銅）  
希特樂  （賽滅淨）  
希豐收  （果收生長素）  
志宗燻得死  （好達勝）  
快又好  （拜裕松）  
快大寧  （銅快得寧）  
快伏草  （quizalofop-P-ethyl）  

 日產大家讚 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正祝讚 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旱草好 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禾草 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農好讚 5.0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尖葉 5.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收欣  （克收欣）  
快克利  （納得亞滅寧）  
快克草  （quinclorac）  

 攏克草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快保淨  （快得保淨）  
快益清  （快得寧）  
快馬龍  （達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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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得克絕  （oxine-copper + cymoxanil）  
 妥凍 48.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快絕 48.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炮双台 48.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得依普同  （oxine-copper + iprodione）  
 絕招 50.5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得保淨  （oxine-copper + thiophanate-methyl）  
 * 7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保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得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菌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份有限公司 
 快保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得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快豐收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蓋好 7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果穩讚 7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份有限公司 
 保全青 7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保多利 7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斑保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菌滅丹 7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保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滅菌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快得淨  （快得保淨）  
快得滅達樂  （oxine-copper + metalaxyl）  

 紅運發 54.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穩滅 54.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快得寧  （oxine-copper）  
 * 33.5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介棒 33.5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棒 33.50%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世大棒 33.50%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棒 33.5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仙得寧 33.5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加富冬 33.50%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快淨 33.50% 水懸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青 33.5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疫奇棒 33.50% 水懸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法-財一級棒 33.5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疫露棒 33.50% 水懸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不讓 33.5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旺 33.50% 水懸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淨果精 33.5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祥讚 33.50% 水懸劑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萬年青 33.5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萬枝春 33.5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萬得寧 33.50% 水懸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泰寧 33.5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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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級棒 33.5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克寧 33.5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賜果露 33.5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棒 33.5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仙得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枝春 4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有貴人 4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益清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樂農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疫急粉 4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美果銅 4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益吉讚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豐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安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得寧寶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對旺 4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萬年青 4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萬得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滿青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健 4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銅司令 4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賜果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快得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牽手 80.00% 可溼性粉劑 台石股份有限公司 
 祥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絕菌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台石股份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億級棒 98.5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快淨  （快得寧）  
快速除  （丁基拉草）  
快速淨  （甲基多保淨）  
快速寧  （撲滅寧）  
快絕  （快得克絕）  
快滅草  （巴拉刈）  
快滅清  （芬化利）  
快滅速  （大滅松）  
快滅菌  （四氯異苯腈）  
快滅精  （芬化利）  
快滅樂  （二硫松）  
快滅蝨  （蝨必殺）  
快滅露  （福賽得）  
快樂農  （快得寧）  
快蝨  （雙必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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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諾芬  （quinoxyfen）  
 真青翠 22.58%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快燻寶  （磷化鎂）  
快燻寶燻蒸板  （磷化鎂）  
快豐收  （快得保淨）  
抗劣蟎  （亞醌蟎）  
抗地蟲  （托福松）  
抗飛多  （芬化利）  
抗病  （免得爛）  
抗草龍  （達有龍）  
抗統特  （托福松）  
抗菌  （免賴地）  
抗蟲得  （托福松）  
抗蟲敵  （托福松）  
抗蟲靈  （托福松）  
扶吉胺  （ fluazinam）  

 金正旺 39.50% 水懸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福農帥 39.50% 水懸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双霸 39.50% 水懸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福農帥 94.50% 原體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抑芽素  （maleic hydrazide）  
 * 99.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抑芽素（鉀鹽）  （maleic hydrazide (potassium salt)）  
 利收 21.70% 溶液 友業貿易有限公司 
 抑芽素–鉀 21.7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鉀素 21.7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抑芽素–鉀  （抑芽素（鉀鹽））  
攻露  （滅達樂）  
旱草好  （快伏草）  
杜邦統讚  （凡殺克絕）  
杜邦速保  （因得克）  
杜邦護矽得  （護矽得）  
沙普多  （賽福寧）  
沅渼賜倍效  （枯草桿菌 WG6-14）  
汰芬隆  （diafenthiuron）  

 * 25.00% 水懸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汰勇 25.0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勝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汰勝 5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金勇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蟎總煞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汰勇  （汰芬隆）  
汰籽芽  （樂滅草）  
汰草龍  （dymron）  

 田王–９ 9.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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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王 97.00% 原體 臺灣丸紅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汰硫免速隆  （dithiopyr + bensulfuron-methyl）  
 隆隆清 0.4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汰硫草  （dithiopyr）  
 * 32.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 91.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汰勝  （汰芬隆）  
汰斯蟲  （陶斯松）  
汰蟎樂  （毆蟎多）  
沖天炮  （大滅松）  
沒有斑  （依普同）  
沒疫健  （曼普胺）  
沒看蟲  （賽洛寧）  
沒德比  （固殺草）  
沒敵  （腐絕）  
沒敵精  （腐絕）  
汽嘉讚  （賽滅淨）  
見青除  （巴拉刈）  
見達利  （蘇力菌）  
谷速松  （azinphos methyl）  

 * 2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介剌丹 2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介蟲除 2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古克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克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革殺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速克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無敵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蓋殺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百滅寧  （百滅寧）  
貝士得佈飛松  （佈飛松）  
貝士得亞滅寧  （亞滅寧）  
貝士得金鑽  （亞滅培）  
貝士得滅達樂  （滅達樂）  
貝他－賽扶寧  （beta-cyfluthrin）  

 拜勝格 2.90% 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蓋性格 2.9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拜勝格 97.5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貝克利  （貝芬菲克利）  
貝芬四克利  （carbendazim + tetraconazole）  

 龍包滅 24.550% 濃懸乳劑 意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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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芬同  （carbendazim + iprodione）  
 通順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愛果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穗 5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泰好 5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依滅列  （carbendazim + imazalil）  
 白粉王 4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粉霸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待克利  （carbendazim + difenoconazole）  
 好絕配 17.8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硫醌  （carbendazim + dithianon）  
 賜你富 56.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巴特 56.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腈霸 56.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菌寶 56.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貝芬普寧  （carbendazim + mepronil）  
 治銹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替  （carbendazim）  
 新巴斯丁 41.7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新百賜汀 41.70% 水懸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保旺精 44.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真有效 44.0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巴大 5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巴速汀 50.0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巴雷 5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貝剋菌 50.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滿滿 50.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順精 50.0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貝精 50.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殺菌 50.0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世達菌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包收丁 5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好派 5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百賜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克利斯丁 50.00% 可溼性粉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免菌霸 5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替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斯王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巴司丁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保粒大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舒丁 5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倍多芬 50.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殺菌讚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
劃
︼ 
貝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61

 速克菌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達仙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億新丁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大收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旺生 6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益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利 60.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大露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松瑤國際有限公司 
 包速頂 6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滅達仁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果青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旺福 6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松大樂剷 6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保速金 6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康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菌絕-８００ 6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丹 60.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新巴斯讚 6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新農福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達豐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樂產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保貝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貝芬菲克利  （carbendazim + hexaconazole）  
 金希望 34.5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貝克利 34.5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哥兩好 34.5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透欉青 34.5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好滅 34.5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 34.5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輝常讚 34.5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貝芬撲克拉  （carbendazim + prochloraz）  
 包友利 31.60% 濃懸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市 31.60% 濃懸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真贊 31.60% 濃懸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翔豪運 31.60% 濃懸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猛果霸 31.60% 濃懸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仙索 31.60% 濃懸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貝芬錳  （carbendazim + maneb）  
 億萬生─Ｍ 74.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剋菌  （貝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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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斯王  （貝芬替）  
足本領  （滅線蟲）  
足甘心  （賽滅寧）  
防熱友  （三賽唑）  
防銹寧  （嘉保信）  
吲哚丁酸  （ IBA）  

 速育靈 0.50% 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興農催根生 0.5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速建 0.40% 溶液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 8 劃】  

良友  （三賽唑）  
亞力得  （福賽得）  
亞力特  （福賽得）  
亞太寧  （亞滅寧）  
亞托待克利  （azoxystrobin+difenoconazole）  

 好加讚 32.5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托敏  （azoxystrobin）  
 稱恬恬 10.0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金紅 23.00% 水懸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非常稱 23.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挺力 23.00% 水懸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農好稱大喜 23.00% 水懸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稱尚久 23.0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稱乘稱 23.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稱無限 23.0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稱嘜停 23.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衝不停 23.0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果再來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3.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國豐亞托敏 95.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托環克座  （azoxystrobin + cyproconazole）  
 天大王 28.00%(w/v)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汰尼  （ isotianil）  
 稻熱停 200g/L 種子處理用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亞芬松  （ isofenphos）  
 穩根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亞烈寧  （allethrin）  
 龍燈亞烈寧 44.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4.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亞特松  （pirimiphos-methyl）  
 立克 26.3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特克蟲 26.3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素靈  （monocrotophos）  
 愛禾好 8.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如萬能 70.00% 原體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70.00%up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2.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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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培松  （ temephos）  
 用着安 44.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魚寶 44.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魚康 44.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得靈  （四氯賽得）  
亞脫淨  （草脫淨）  
亞速隆  （ethoxysulfuron）  

 太陽星 1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亞喜芬  （acifluorfen (sodium salt)）  
 好剋草 20.10% 溶液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包剋草 20.10% 溶液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亞滅王  （亞滅寧）  
亞滅培  （acetamiprid）  

 天威 20.00% 水溶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帥 2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曹強必勇 2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金鑽 20.00% 水溶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金好鑽 20.00% 水溶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非死不可 20.00% 水溶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冠天下 2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特勇 2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粉蝨寶 20.00% 水溶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強必勇 20.00% 水溶性粉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猛將 20.00% 水溶性粉劑 春匯有限公司 
 通咬 20.00% 水溶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絕 20.00% 水溶性粉劑 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無粉蝨 20.00% 水溶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萬克 20.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賜福 20.00% 水溶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靠山 20.00% 水溶性粉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將軍 20.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尚強 20.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莫氏比 98.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9.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滅淨  （亞滅寧）  
亞滅寧  （alpha-cypermethrin）  

 好立剋 3.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剋丹精 3.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亞滅寧 3.0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亞滅王 3.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滅寧 3.0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松亞滅寧 3.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金克 3.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剋星 3.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洽益寶 3.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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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滅寧  （alpha-cypermethrin）  
 珍猛 3.0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高功能 3.00% 乳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惠寧 3.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財 3.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飛寧 3.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滿治 3.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總寧 3.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蟲清清 3.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大富貴 1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滅蟲 1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發寧 1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太寧 1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滅淨 10.00% 乳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易寧易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金剋星 1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玾意 1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閃剋 1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珍好康 1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泰寶寧 1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易效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清立利 1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景茂亞滅寧 1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蟲好死 10.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閃克精 1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氰胺亞滅寧 90.00%up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意農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亞賜圃  （ isoprothiolane）  
 吉好穗 40.0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旺穗 4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保穗旺 4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稻旺 40.0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富穗王 40.00% 乳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愛穗寶 4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穗友 4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穗旺 4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護穗 4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稻熱 4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護穗強 4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富穗旺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富穗王 96.00%up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亞醌蟎  （acequinocyl）  
 抗劣蟎 15.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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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好  （得芬諾）  
依芬寧  （etofenprox）  

 禾利利 1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先覺 1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利美寶 1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冠 1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美寧 1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正寶 1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克松 1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博士 1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蝨寧 1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福臨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特麗本 10.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介讚 1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來寶 20.00% 可溼性粉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聯農達多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螟蟲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福好 2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真正寶 2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寶 2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螟靈 2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得利寶 2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猛 2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依得利  （etridiazole）  
 阿特菌 25.00% 乳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地菌克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畢可喜 3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尅土菌 35.00% 可溼性粉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依殺松  （ isazofos）  
 * 2.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依殺蟎  （etoxazole）  
 再相逢 1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喜相逢 10.00% 水懸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4.80%up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依速隆  （ imazosulfuron）  
 免下田 1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省工 10.00% 水懸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依普同  （ iprodione）  
 大吉昌 23.7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正青 23.7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勁有普 23.70% 水懸劑 豐暘開發有限公司 
 棟蓋久 23.7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福精 23.7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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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普同  （ iprodione）  
 農寶精 23.7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鴻鋒福祿旺 23.70% 水懸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護原精 23.7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福元精 23.70% 水懸劑 國際技術設股份有限公司 
 吉旺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沒有斑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依護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治斑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樂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福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龍福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松樂富國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樂富果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際技術設股份有限公司 
 真讚同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樂富果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依普座  （epoxiconazole）  
 祝禾利 12.00% 水懸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真飽穗 12.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禾綠贊 12.0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綠量 12.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禾綠贊 75.00g/L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依普座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依滅列  （ imazalil）  
 瓜瓜樂 21.2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粉靈 21.2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易收好 21.2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黑白絕 21.2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依滅列 21.2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都滅 21.2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正通 21.2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百拉 21.2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依滅草  （ imazapyr）  
 綜清 23.10% 溶液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總清 23.1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綜清 96.1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總清 95.00%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依瑞莫  （ethirimol）  
 白粉水仙 25.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粉克靈 25.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黴克靈 25.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黴絕 25.0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護果  （依普同）  
佳生  （三賽唑）  
佳好  （加馬治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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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收美  （嘉賜黴素）  
佳克  （福化利）  
佳美松  （達馬松）  
佳倍寧  （加保利）  
佳喜  （第滅寧）  
佳絲本  （陶斯松）  
佳滅  （達有龍）  
佳滅草  （達有龍）  
佳實靈  （克凡洛寧）  
佳樂仙  （大克蟎）  
佳賜福  （嘉賜黴素）  
佳寶  （加保利）  
佳寶力  （加保利）  
佳寶丹  （加保扶）  
佳寶利  （加保利）  
來仙  （鋅錳乃浦）  
來就富  （納得護賽寧）  
來福  （免賴得）  
來靈  （硫敵克）  
兩合益  （陶毆松）  
兩相好  （待普克利）  
兩棲滅螺  （聚乙醛）  
刺粉蝨  （陶滅蝨）  
刺螺寶  （耐克螺）  
叔丁基滅必蝨  （ tert-fenobucarb）  

 * 80.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呼您發  （菲克利）  
呼蟎倒  （毆蟎多）  
和益靈  （益滅松）  
固本  （本達樂）  
固田園  （三落松）  
固克蟲  （谷速松）  
固保旺  （鹼性氯氧化銅）  
固勇  （加保扶）  
固根  （芬滅松）  
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 13.5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牛頓樟 13.5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淨草 13.50% 溶液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百試達 13.50%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免搜草 13.50% 溶液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沒德比 13.50% 溶液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財固殺草 13.5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故殺草 13.50% 溶液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狠角色 13.50% 溶液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草ㄟ搭 13.5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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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草丈根 13.5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草光光 13.50% 溶液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安寧 13.50% 溶液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草國英雄 13.5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手 13.50% 溶液 春匯有限公司 
 殺草強 13.50% 溶液 久竹企業有限公司 
 清金崗 13.50% 溶液 萬得發有限公司 
 惠光好事達 13.5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萬事達 13.5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清 13.50% 溶液 萬得發有限公司 
 農好百草淨 13.50% 溶液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農事達 13.50% 溶液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霸速達 13.5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八釗 18.02% 溶液 優必樂有限公司 

 司克達 18.02% 溶液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根攏斬 18.02%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斬丈根 18.02%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牌固殺草 18.02%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嘉濱達喜草 18.02%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達 18.02% 溶液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50.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固穗  （賓克隆）  
奇招  （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  
奇拔利靈協和  （勃激素 A3）  
奇葩靈  （勃激素 A3）  
奈米丹  （培丹）  
季節寧  （普硫松）  
尚介讚  （納得亞滅寧）  
尚允當  （丙基喜樂松）  
尚好擋  （巴克素）  
尚托檔  （四氯保淨）  
尚有利  （菲克利）  
尚紅  （腈硫醌）  
尚青  （快得寧）  
尚青操  （喜樂克拉）  
尚勇  （益滅賽寧）  
尚猛  （依芬寧）  
尚發  （達滅芬）  
尚蓋好  （快得保淨）  
尚厲害  （益達胺）  
尚賜配  （蘇力菌）  
尚興  （普拔克）  
尚優秀  （菲克利）  
尚蟎益  （可濕性硫黃）  
征露  （滅達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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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露寧  （四氯異苯腈）  
拉索  （拉草）  
拉草  （alachlor）  

 壓草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45.1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 45.1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拉索 45.1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治草 45.1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滅草 45.1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通除 45.1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拉草 45.1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壓草 45.1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拉梭  （丁基拉草）  
披扶座  （pefurazoate）  

 健種 2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拔蟲去  （陶斯松）  
押生長  （巴克素）  
抵蟻猛  （二福隆）  
旺丹  （安丹）  
旺生  （鋅錳乃浦）  
旺立強  （加保利）  
旺立贊  （芬普尼）  
旺來  （佈飛百滅寧）  
旺來松  （陶斯松）  
旺固  （免扶克）  
旺旺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旺果  （免賴得）  
旺果油  （礦物油）  
旺果粉  （可濕性硫黃）  
旺得  （納乃得）  
旺得好  （福賽得）  
旺萬歲  （伏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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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福  （貝芬替）  
旺綠生  （鋅錳乃浦）  
旺綠通  （三泰芬）  
旺稻精  （護粒松）  
旺禧  （第滅寧）  
易收好  （依滅列）  
易百拉  （依滅列）  
易克蟎  （芬佈賜）  
易利松  （三落松）  
易利特陶斯松  （陶斯松）  
易利通  （三泰芬）  
易利讚  （賽滅淨）  
易枯能  （殺紋寧）  
易速寶  （愛殺松）  
易級寶  （芬普尼）  
易胺座  （ imibenconazole）  

 萬點 5.00% 乳劑 恆勝貿易有限公司 
 金灼灼 1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造福 1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50%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通寧  （百滅寧）  
易滅淨  （菲克利）  
易滅蟎  （三亞蟎）  
易寧易  （亞滅寧）  
易福好  （依芬寧）  
易福松  （福瑞松）  
易福臨  （依芬寧）  
易樂產  （賽達松）  
東方不敗  （百利普芬）  
東和丹  （加保扶）  
東和丹精  （加保扶）  
東和好  （加保利）  
東和安  （安丹）  
東和克銹靈  （嘉保信）  
東和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東和新滅枯  （鐵甲砷酸銨）  
東和寶  （依芬寧）  
東和靈  （納乃得）  
東東好  （丁拉芬諾）  
東風寶  （芬普尼）  
果太保  （三元硫酸銅）  
果卡好  （第滅寧）  
果必佳  （滅派林）  
果再來  （亞托敏）  
果再青  （氫氧化銅）  
果吉  （鹼性氯氧化銅）  
果多  （果收生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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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收  （菲克利）  
果收生長素  （sodium nitrophenol+sodium dinitrophenol+sodium nitroguaiacol ）  

 * 1.95%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收成 1.95%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豐收 1.95%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豐收生長素 1.95%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希豐收 1.95%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果多 1.95%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雞牌愛農 1.95% 溶液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生丹 1.95%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豐收 1.95%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喜多收 1.95%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愛多收 1.95% 溶液 日旭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利多生–２ 1.95%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新農家寶 1.95%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能寶 1.95%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生長素 1.95%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果利富濃  （碳酸鈣）  
果來特  （賽速安）  
果保旺  （鹼性氯氧化銅）  
果益多  （氫氧化銅）  
果真贊  （貝芬撲克拉）  
果神  （三元硫酸銅）  
果富丹  （蓋普丹）  
果然好  （撲克拉）  
果發力  （可濕性硫黃）  
果菜多─101 （氫氧化銅）  
果菜旺  （氫氧化銅）  
果菜能  （賽滅寧）  
果菜寶  （氫氧化銅）  
果瑞收  （菲克利）  
果樂多  （可濕性硫黃）  
果樂達  （益發靈）  
果興旺  （鋅錳乃浦）  
果蟲寶  （加保利）  
果穩讚  （快得保淨）  
果蠅粉  （馬拉松）  
果蠅精  （芬化利）  
果贏  （芬化利）  
枝枝青  （氫氧化銅）  
枝枯靈  （賓克隆）  
松二四地  （二、四─地（鈉鹽））  
松三太子  （三泰芬）  
松大滅松  （大滅松）  
松大樂剷  （貝芬替）  
松友  （撲滅松）  
松巴司丁  （貝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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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必爽粉  （裕必松）  
松好  （撲克拉）  
松好年精  （丁基加保扶）  
松好作夥  （陶斯松）  
松好斯本  （陶斯松）  
松好過冬  （丁基加保扶）  
松百萬分  （百滅寧）  
松艾立精  （芬化利）  
松克贊  （白克松）  
松克魔粒  （可濕性硫黃）  
松亞滅寧  （亞滅寧）  
松威力  （撲滅松）  
松拜律通  （三泰芬）  
松拜愈爽  （拜裕松）  
松毒斯粉  （陶斯松）  
松疫奇棒  （快得寧）  
松疫急粉  （快得寧）  
松速滅粉  （撲滅松）  
松勝蟎精  （芬佈賜）  
松萬靈水  （納乃得）  
松裕必爽  （裕必松）  
松寧  （陶斯松）  
松腐絕精  （腐絕）  
松蓋高尚  （銅合硫磺）  
松樂富國  （依普同）  
松樹三六  （三氯松）  
松樹大禧  （第滅寧）  
松樹必爽  （裕必松）  
松樹克螺  （聚乙醛）  
松樹治蟎  （愛殺松）  
松樹保淨  （甲基多保淨）  
松樹效寧  （百滅寧）  
松樹益收  （益收生長素）  
松樹納克  （加保利）  
松樹馬拉  （馬拉松）  
松樹您好  （撲克拉）  
松樹掃蟎  （三亞蟎）  
松樹勝蟎  （芬佈賜）  
松樹黑寶  （賽滅寧）  
松樹意力  （免賴得）  
松樹滅蟎  （芬普寧）  
松樹腐絕  （腐絕）  
松樹歐仙  （毆殺松）  
松樹賽得  （福賽得）  
松樹賽寧  （賽滅淨）  
松蘇力菌  （蘇力菌）  
松穩夠本  （陶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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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克免速隆  （ thenylchlor + bensulfuron methyl）  
 治草靈 6.0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欣德寶  （腈硫醌）  
欣蟎殺  （新殺蟎）  
波爾多  （bordeaux mixture）  

 九威旺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嘉潔股份有限公司 
 介猛 72.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介新 72.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藍寶 72.00% 可溼性粉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卡讚  （加保利）  
法─財正武功  （賽洛寧）  
法─財好頭彩  （巴克素）  
法─財批參參  （巴克素）  
法─財施得圃  （施得圃）  
法─財草淨  （草殺淨）  
法─財得福  （得芬諾）  
法─財翔豪運  （貝芬撲克拉）  
法─財進寶  （芬普尼）  
法─財滿滿  （貝芬替）  
法─財滿穗精  （賓克隆）  
法─財寶你豪  （賓得克利）  
法─達保淨  （甲基多保淨）  
法─達保精  （菲克利）  
法台寶  （芬普尼）  
法拉力  （芬化利）  
法財─雙鐵水  （益達胺）  
法 -財一級棒  （快得寧）  
法財大家囍  （第滅寧）  
法 -財大喆  （賽滅淨）  
法 -財如意  （撲克拉錳）  
法 -財固殺草  （固殺草）  
法 -財武功  （賽洛寧）  
法財金猛  （撲克拉錳）  
法財勇  （阿巴汀）  
法 -財朝富  （三賽唑）  
法 -財翔強  （邁克尼）  
法 -財源到  （克收欣）  
法 -財飽飽  （克收欣）  
法 -財樂滅草  （樂滅草）  
法 -財樂滅達  （樂滅草）  
法財賜露 -精  （四氯異苯腈）  
法財禧寶精  （第滅寧）  
法 -財蟲寶  （因滅汀）  
法 -財鐵水  （益達胺）  
法 -財霸王  （鋅錳乃浦）  
法氰斯統普  （施得圃）  
治白粉  （白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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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多星  （畢芬寧）  
治直好  （四氯曼普胺）  
治芽素  （ fatty alcohols）  

 治芽素 85.00% 乳劑 友業貿易有限公司 

治枯寧  （菲克利）  
治炭素  （待克利）  
治粉寶  （比芬諾）  
治紋枯  （菲克利）  
治紋淨  （菲克利）  
治紋靈  （甲基砷酸鈣）  
治草  （拉草）  
治草王  （樂滅草）  
治草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治草淨  （普拉草）  
治草靈  （欣克免速隆）  
治除蛛  （芬佈賜）  
治斑寧  （依普同）  
治發  （莫多草）  
治滅寧  （MTMC + tetramethrin）  

 *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滅蝨  （MTMC）  
 * 3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好印象 3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泰力 3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袪蝨靈 3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印象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滅殺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治稻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稻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袪蝨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盡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滅蟲  （大滅松）  
治稻蝨  （治滅蝨）  
治稻蝨丹  （治蝨丹）  
治蝨丹  （cartap + MTMC）  

 治稻蝨丹 4.0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空白 4.00% 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稻安 4.0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治蝨寶  （丁基滅必蝨）  
治蝨靈  （雙滅必蝨）  
治銹靈  （貝芬普寧）  
治薊馬  （免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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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螺  （耐克螺）  
治蟲丹  （培丹）  
治蟲淨  （賽滅淨）  
治蟲寧  （益滅賽寧）  
治蟲寶  （加保利）  
治蠅寶  （馬拉松）  
治爛菌  （大克爛）  
治露寶  （普拔克）  
治蟎  （愛殺松）  
狀元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狀元露  （菲克利）  
直直春  （芬化利）  
直滴靈  （撲芬松）  
空手道  （賽洛寧）  
空白  （治蝨丹）  
芳米大  （脫禾草）  
芝草原  （伏速隆）  
芬化利  （ fenvalerate）  

 全富 0.5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直直春 0.5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跑天下 0.5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樂 1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百達克 1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直直春 1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永讚 1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利 1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速速死 10.00% 乳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速滅精 1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仙靈 2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滅精 20.00% 乳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精 2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精 20.00% 乳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滅清 2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精 2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利尅蟲 2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精 2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抗飛多 2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果贏 2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松艾立精 20.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法拉力 20.0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直直春 2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化利 2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殺精 2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剛精 2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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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化利  （ fenvalerate）  
 保力精 2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剋菜蟲 2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滅丁 2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施滅寧 2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泰芬利 20.0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泰芬利 20.0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收 2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和運 20.00% 乳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永讚 2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掃滅淨 2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殺蟲精 2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添農 2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地明 2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利淨 20.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新速精 2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滅蟲利 2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農滅精 2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芬利 2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快殺 20.0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穗苔清 20.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嚕禾運 20.00% 乳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蟲怕怕 20.0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蟲滅 20.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穩好利 2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卡實好 2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精 2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利利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淨 2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百面好 2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大喜 2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滅利 2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滅淨 2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清 2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精 2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抗飛多 2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果蠅精 2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直直春 2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化利 2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化寧 2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多淨 20.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芬殺精 2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施滅丁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收 2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除蟲淨 20.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殺蟲精 2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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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農 2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地明 2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跑天下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利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瑞滅淨 2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顧條條 20.00% 可溼性粉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下丹精 20.00% 水基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精 92.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芬化寧  （芬化利）  
芬多淨  （芬化利）  
芬佈克蟎  （ fenbutatin-oxide + dicofol）  

 全克 3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芬佈賜  （ fenbutatin-oxide）  
 *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克 5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捕手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滿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易克蟎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松樹勝蟎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治除蛛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封殺蟎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殺蟎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殺蟎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克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蟎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勝克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光蟎得斯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蛛蟎絕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剋蟎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波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剋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斯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賜適 5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利殺蟎 50.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勝蟎精 50.00% 水懸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金捕手 5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蟎 50.00% 水懸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產寶 50.0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勝蜘蟎 50.00% 水懸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必治 50.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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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殺松  （ fenthion）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巴山 5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百山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拔山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力拔松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蓋世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開殺 5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拔山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立拔產 5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立拔蟲 5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好拔蟲 5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百山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百仙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富果 5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利滅松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利霸山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芬殺松 5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拜粒產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蛀蟲清 5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富華松 5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綠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精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芬松 5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益力保山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芬殺精  （芬化利）  
芬殺蟎  （ fenazaquin）  

 殺蟎通 1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蟎尚通 10.00% 乳劑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蟎速淨 15.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蟎尚驚 18.30% 水懸劑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蟎尚驚 97.50% 原體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芬硫克  （ fenothiocarb）  
 八蟎王 35.00% 乳劑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八蟎王 35.00% 乳劑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八蟎王 96.00% 原體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芬普尼  （ fipronil）  
 襲蟻長效型粒劑 0.0143% 粒劑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上旺寶 0.30% 粒劑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田師傅 0.30% 粒劑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上王 0.30% 粒劑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收卡多 0.30% 粒劑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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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風寶 0.30% 粒劑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法台寶 0.30% 粒劑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剋螟寶 0.30% 粒劑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富力旺 0.30% 粒劑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富寶 0.30% 粒劑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得寶 0.30% 粒劑萬得發有限公司 
 臺聯寶 0.30% 粒劑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戰將 0.30% 粒劑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聯寶 0.30% 粒劑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藍波 0.30% 粒劑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介有好 4.95% 水懸劑 春匯有限公司 
 化才保 4.95%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火龍寶 4.95% 水懸劑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收卡多 4.95%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立贊 4.95%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級寶 4.95% 水懸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東風寶 4.95% 水懸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進寶 4.95% 水懸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法台寶 4.95%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非常銳 4.95%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透天 4.95%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蟲寶 4.95% 水懸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喊台保 4.95%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力旺 4.95% 水懸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雄寶 4.95%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萬得寶 4.95%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農好寶 4.95% 水懸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蝨馬光 4.95%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戰將 4.95%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薊馬淨 4.95% 水懸劑 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藍波 4.95% 水懸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難忘 1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蟎 1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蟎 1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蟎 1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賜利豪 1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蟎 10.00% 乳劑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蟎 10.00% 乳劑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蟎 10.00% 乳劑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滅蟎 10.00% 乳劑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新好利克 10.00% 乳劑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蟎 10.00% 乳劑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賜美蟎 10.00% 乳劑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蟎驚 10.00% 乳劑雅飛有限公司 
 稻蟲停 250g/L 種子處理用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蟎 90.00% 原體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火龍寶丹 92.00%up 原體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92.00%up 原體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8
劃
︼ 
芬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80

芬普尼  （ fipronil）  
 * 95.00% 原體雅飛有限公司 
 * 95.5%up 原體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芬普毆蟎多  （ fenpyroximate + propargite）  
 掃蟎寶 13.00% 水基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芬普蟎  （ fenpyroximate）  
 蟎効 5.0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芬滅松  （ fenamiphos）  
 土龍丹 5.00% 粒劑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固根 10.00% 粒劑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毒線蟲 10.00% 粒劑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線虫寶 40.00% 乳劑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地神 40.00% 乳劑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毒線蟲 40.00% 乳劑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芬瑞莫  （ fenarimol）  
 瑪格利特穩達達 11.76% 乳劑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夠旺穩達達 12.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瑪格利特穩達達 12.00% 可溼性粉劑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 98.80% 原體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芬諾克  （ fenoxycarb）  
 特洛伊 1.00% 餌劑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金好康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農無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虎猛克  （普硫松） 

金｜治疫讚  （右滅達樂）  
金｜除豪  （左旋莫多草）  
金上好除  （丁基拉草）  
金大富  （百利普芬）  
金大羘  （勃激素 A3）  
金介霸  （撲克拉）  
金元寶  （耐克螺）  
金太歲  （伏寄普）  
金加味  （鋅錳克絕）  
金必蝨  （雙必蝨）  
金正好  （護汰芬）  
金正安  （益達胺）  
金正旺  （扶吉胺）  
金正勇  （陶斯松）  
金正強  （阿巴汀）  
金正發  （阿納寧）  
金正順  （伽瑪賽洛寧）  
金永讚  （芬化利）  
金好康  （芬諾克）  
金好鑽  （亞滅培）  
金有效  （第滅寧）  
金克  （亞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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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冬  （加保扶）  
金克拉  （撲克拉）  
金克松  （毆殺松）  
金克參滅  （丁基滅必蝨）  
金克寧  （撲馬松）  
金克精  （納得亞滅寧）  
金克蝨  （馬拉克蝨）  
金利果  （本達樂）  
金 -利露滅  （鋅錳右滅達樂）  
金希望  （貝芬菲克利）  
金抗蟲地  （托福松）  
金沙利  （益達胺）  
金沙掌  （益達胺）  
金灼灼  （易胺座）  
金谷王  （裕必松）  
金谷粉  （毆殺松）  
金奇寶  （勃激素 A3）  
金押霸  （陶斯寧）  
金旺  （白列克收欣）  
金旺冬  （安丹）  
金果多  （得克利）  
金保淨  （甲基多保淨）  
金冠  （依芬寧）  
金剋星  （亞滅寧）  
金勇  （汰芬隆）  
金星第滅寧  （第滅寧）  
金星賓克隆  （賓克隆）  
金 -疫到勇  （右滅達樂）  
金紅  （亞托敏）  
金玾意  （亞滅寧）  
金倍力  （培丹）  
金剛掌  （益達胺）  
金剛精  （芬化利）  
金捕手  （芬佈賜）  
金益美  （益保扶）  
金閃剋  （亞滅寧）  
金閃閃  （大利松）  
金培冬  （培丹）  
金得利  （第滅寧）  
金掃蟎  （新殺蟎）  
金殺草  （巴拉刈）  
金祥泰  （達滅芬）  
金頂真  （維利黴素）  
金富丹  （菲克利腐絕）  
金富貴  （益達胺）  
金斯統普  （施得圃）  
金牌  （達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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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菜園  （賜諾殺）  
金順  （陶斯松）  
金滅蟎  （大克蟎）  
金萬通  （待普克利）  
金農夫  （賽洛寧）  
金達  （毆殺松）  
金鼎勇  （因滅汀）  
金滿點  （撲滅寧）  
金福星  （撲滅寧）  
金福氣  （二福隆）  
金福連殺  （益滅賽寧）  
金稻友  （三賽唑）  
金蝨王  （雙必蝨）  
金 -憶安  （耐克螺）  
金鋼棒  （益達胺）  
金磺粉  （可濕性硫黃）  
金賽滅地  （福瑞松）  
金豐收  （賽洛寧）  
金雞牌愛農  （果收生長素）  
金雞牌賜倍效  （枯草桿菌）  
金爍爍  （因滅汀）  
金羅力  （硫敵克）  
金鐘罩  （撲滅寧）  
金靈  （硫敵克）  
金靈海  （剋安勃）  
長好  （得芬諾）  
長年刈  （二、四─地（胺鹽））  
長欣  （得克利）  
阿不倒  （本達樂）  
阿巴汀  （abamectin）  

 蟻餌殺 0.01% 餌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一多好 2.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一定勇 2.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巴面通 2.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水咚咚 2.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乎您勇 2.0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你勇 2.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正港勇 2.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百面勇 2.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金正強 2.0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2.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丁 2.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剋蟲王 2.00% 乳劑 春匯有限公司 
 勇哥 2.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勁旺 2.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津湧 2.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好勇 2.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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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蟎牛 2.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望勇勤 2.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祥好用 2.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巧實勇 2.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壹等勇 2.0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農好勇 2.0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鼎勇 2.00% 乳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確實勇 2.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分 2.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頂勇 2.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勇 2.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壹勇 2.0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雋農乎您勇 2.0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度勇 2.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2.00%up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2.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阿巴汀）  
阿拉丁  （阿巴汀）  
阿拉神功  （賽洛寧）  
阿波羅  （克芬蟎）  
阿特菌  （依得利）  
阿納寧  （acrinathrin）  

 金正發 3.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蟎踪絕 3.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阿脫淨  （草脫淨）  
阿莎力  （陶斯寧）  
青山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青山撲滅松  （撲滅松）  
青山藍美丹  （撲芬松）  
青台生  （鋅錳乃浦）  
青利利  （因滅汀）  
青弄弄  （甲鋅保粒素）  
青棒棒  （賽洛寧）  
青發  （鹼性氯氧化銅）  
青萬能  （納乃得）  
青萬零粉  （納乃得）  
青銅  （鹼性氯氧化銅）  
青稻福   （丙基喜樂松）  
青蔥寧  （益滅松）  
青龍  （福瑞松）  
青龍膏  （賓克隆）  
青蟲  （三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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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蟲王  （益滅賽寧）  
青靈得  （納乃得）  
非凡  （陶滅蝨）  
非死不可  （亞滅培）  
非常稱  （亞托敏）  
非常銳  （芬普尼）  

【 9 劃】  

信生  （邁克尼）  
信心  （邁克尼）  
保力精  （芬化利）  
保允得  （福瑞松）  
保冬寧  （丁基加保扶）  
保汝安  （滅克蝨）  
保冬精  （丁基加保扶）  
保加好  （撲克拉）  
保生丹  （果收生長素）  
保田園  （福瑞松）  
保全青  （快得保淨）  
保多利  （快得保淨）  
保好果  （白克列）  
保如意  （克福隆）  
保安素  （鏈黴素）  
保死淨  （大利松）  
保米丹  （保米黴素）  
保米熱斯  （blasticidin-S + fthalide）  

 巴穗 54.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米穗 54.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米賜圃  （blasticidin-S + isoprothiolane）  
 稻帥 21.4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保米穗  （保米熱斯）  
保米黴素  （blasticidin-S）  

 * 2.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保生 2.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米多素 2.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米丹 2.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米黴素 2.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谷黴素 2.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美穗靈 2.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稻益斯 2.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克 2.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治 2.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穗粒安 2.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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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拉益斯 2.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美谷黴素 2.4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王 2.4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米多素 4.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谷黴素 4.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益斯 4.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你根  （毆殺滅）  
保你福  （護賽寧）  
保克順  （撲克拉）  
保克寧  （四氯保淨）  
保利多  （大利松）  
保利春  （甲基多保淨）  
保利順精  （貝芬替）  
保利農抗病  （免得爛）  
保谷丹  （滅蝨丹）  
保谷松  （巴賽松）  
保旺精  （貝芬替）  
保果旺  （氫氧化銅）  
保物壯  （得恩地）  
保青  （第滅寧）  

※保青翠  （邁克諾芬）  
保毒本  （陶斯松）  
保美淨  （石灰硫黃）  
保美黴素  （鏈土黴素）  
保送  （加保利）  
保殺蟲  （安丹）  
保淨素  （多保鏈黴素）  
保粒大  （貝芬替）  
保粒好  （蓋普丹）  
保粒快得寧  （polyoxin B + oxine-copper）  

 喜旺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明  （保粒黴素（甲））  
保粒益淨 (甲 ) （保粒黴素（甲））  
保粒精  （保粒黴素（甲））  
保粒穗  （貝芬同）  
保粒黴素（丁）  （polyoxorim）  

 日農保利果 2.25%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斯紋 11.30% 水分散性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黴素（甲）  （polyoxins）  
 保粒精 1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明 50.00% 水溶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讚 50.00% 水溶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益淨(甲)1,100,000 AmBu/g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保粒讚  （保粒黴素（甲））  
保速金  （貝芬替）  
保無蟲  （毆殺松）  
保舒丁  （貝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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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菌淨  （得恩地）  
保滅殺  （滅爾蝨）  
保滅菌  （撲克拉）  
保滅蝨精  （益丁滅蝨）  
保農安四十五  （鋅錳乃浦）  
保農收  （毆殺松）  
保農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保農益收  （益滅蝨）  
保農錳  （錳乃浦）  
保綠大  （嘉保信）  
保穀  （馬拉松）  
保稻旺  （熱必斯）  
保穗安  （丙基喜樂松）  
保穗旺  （亞賜圃）  
保穗能  （賓克隆）  
保穗靈  （丙基喜樂松）  
保叢青  （甲基砷酸鈣）  
保蟲滅  （賽滅松）  
保豐收  （果收生長素）  
保護寧  （甲基多保淨）  
保菓寧  （多寧）  
冠天下  （亞滅培）  
冠王星  （畢芬寧）  
剃光頭  （滅落脫）  
剌馬  （第滅寧）  
剌蝨霸  （陶滅蝨）  
剋介寶  （大滅松）  
剋瓜蠅  （克蠅香）  
剋白尾  （克枯爛）  
剋禾草  （快伏草）  
剋安勃  （chlorantraniliprole）  

 絲奄奄 18.40% 水懸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金靈海 3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剋青跳  （硫敵芬化利）  
剋草同  （clethodim）  

 * 90.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草圃  （施得圃）  
剋除銹  （嘉保信）  
剋菌精  （四氯異苯腈）  
剋菜蟲  （芬化利）  
剋達樂  （銅滅達樂）  
剋線蟲  （普伏松）  
剋蝨寶  （雙滅必蝨）  
剋蕪踪  （巴拉刈）  
剋螟寶  （芬普尼）  
剋銹寶  （嘉保信）  
剋螺丹  （聚乙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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剋蟲  （乃力松）  
剋蟲王  （阿巴汀）  
剋蟲寧  （加保利）  
剋蟲靈  （百滅寧）  
剋蠅  （馬拉松）  
剋露清  （滅達樂）  
剋蟎  （芬佈賜）  
剋蟎多  （合賽多）  
勇伯  （托福松）  
勇哥  （阿巴汀）  
勇馬  （滅賜克）  
勇將  （加保利）  
勇將水仙  （加保利）  
勇穗  （三賽唑）  
勃拉益斯  （保米黴素）  
勃寧激素  （gibberellic acid(GA3) + 6-benzyladenine）  

 新巨果 3.60% 溶液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豪大果 3.6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勃激素 A3 （gibberellic acid(GA3)）  
 奇葩靈 2.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金奇寶 2.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康速力 2.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大精 2.00% 溶液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惠速大 2.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奇寶 2.00% 溶液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 溶液 立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早大粒 2.70% 糊狀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綠普 2.70% 糊狀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奇拔利靈協和 2.70% 糊狀劑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拔利靈協和 3.10% 可溼性粉劑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葩靈 3.1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快大 3.1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寶素 3.10% 可溼性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愛奇靈 3.1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片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催大丹 10.00% 片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綠普 10.00% 片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勃激靈 20.00% 片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激倍力 20.00% 片劑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百利寧 10.00% 水溶性片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寶倢 20.00% 水溶性片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金大羘 40.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立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勃激靈  （勃激素 A3）  
勁元寶  （培丹）  
勁功夫  （賽洛寧）  
勁好  （第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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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有普  （依普同）  
勁旺  （阿巴汀）  
勁勇  （賽洛寧）  
勁強  （賽洛寧）  
勁夠力  （賽速安）  
勁殺  （第滅寧）  
勁猛  （賽洛寧）  
勁揚  （益達胺）  
勁發  （達滅芬）  
勁達樂  （滅達樂）  
勁豪  （四氯福多寧）  
勁熱情  （三賽唑）  
勁禧精  （第滅寧）  
勁贊  （草殺淨）  
哈奇  （脫芬瑞）  
哈雷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威力多  （毆殺松）  
威力旺  （白克列）  
威力黴素  （維利黴素）  
威力蟎  （大克蟎）  
威生寶  （錳乃浦）  
威生寶 -45 （鋅錳乃浦）  
威克  （納得亞滅寧）  
威星  （護矽得）  
威風精  （第滅寧）  
威滅菌  （甲基砷酸鈣）  
威錳先生  （錳乃浦）  
封火蟻  （因得克）  
封神榜  （倍尼芬）  
封殺蟎  （芬佈賜）  
帝美年  （第滅寧）  
帝滅寧  （第滅寧）  
帝寶  （第滅寧）  
建利  （芬化利）  
建旺  （賽滅寧）  
建裕松  （拜裕松）  
建蝨靈  （丁基滅必蝨）  
待克利  （difenoconazole）  

 世介猛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巧是猛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剋星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新-農治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攏治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炭絕精 24.9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戰炭大王 24.9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 24.90% 乳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世介勇 24.9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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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實 24.9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回生丹 24.9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萬炭 24.9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炭素 24.9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炭春 24.9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炭素靈 24.9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炭清 24.9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炭寧 24.90% 乳劑 春匯有限公司 
 炭鋤 24.90% 乳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棒 24.9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探戈 24.9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絕剋菌 24.9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剋隆 24.9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牌─新炭霜 24.9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戰力 24.9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戰車 24.9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戰炭 24.90% 乳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戰鬥力 24.9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優先 24.9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聯戰 24.9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剋 24.9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攏好 24.9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寶剋力 24.90% 乳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炭吉 250g/L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炭剋 250g/L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菌瑞去 250g/L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2.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待普克利  （difenoconazole + propiconazole）  
 天將 45.5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兩相好 45.5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葉愛用 45.5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嗄嗄叫 45.5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堂彩 45.5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雙利多 45.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倍勇 45.5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利多多 45.5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萬通 45.5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思菌清─精  （四氯異苯腈）  
拜可  （比多農）  
拜好當  （三泰隆）  
拜易松  （拜裕松）  
拜粒產  （芬殺松）  
拜勝格  （貝他－賽扶寧）  
拜舒樂  （賽扶寧）  
拜裕松  （quinalp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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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新裕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通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快又好 2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拜愈爽 2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建裕松 2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拜易松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拜爾強 2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倍新裕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益定通 2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雷達松 2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寧 2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拜爾強  （拜裕松）  
拜樂精  （賽扶寧）  
拜薊剋  （滅賜克）  
拜蟎阻  （賜派芬）  
拼出露  （鋅錳座賽胺）  
故殺草  （固殺草）  
施必滅  （百滅寧）  
施美力  （撲滅寧）  
施美文  （加保利）  
施得圃  （pendimethalin）  

 * 34.0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施得圃 34.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氰斯統普 34.00%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剋草圃 34.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施得寶 34.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統圃 34.0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施通普 34.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擋圃 34.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神通寶 34.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不玩 34.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秀才 34.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狀元 34.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無生 34.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通 34.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控籽籽 34.00%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控草籽 34.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斬草 34.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得福 34.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利旺 34.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斯通鋪 34.00% 乳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萌前清 34.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通圃 34.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新賜得普 34.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農好施得圃 34.0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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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捕草 34.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賜得寶 34.0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賜滅草 34.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適統圃 34.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擋無草 34.0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金斯統普 38.70% 膠囊懸著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斯統普 95.00%up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施得寶  （施得圃）  
施統圃  （施得圃）  
施通普  （施得圃）  
施滅丁  （芬化利）  
施滅寧  （芬化利）  
施樂園  （樂滅草）  
施擋圃  （施得圃）  
春日黴素  （嘉賜銅）  
春卡多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多多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春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春福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匯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達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春雷  （氰滿素）  
昭和達克靈  （四氯異苯腈）  
星寶達  （鋅錳本達樂）  
枯疫王  （殺紋滅達樂）  
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  

 台灣寶 50% (1×109 CFU/g)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寶 50% (1×109 CFU/g以上)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樂農寶 50% (1×109 CFU/g以上) 可溼性粉劑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寶 50% (1×109 CFU/g以上)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水寶 ≧1×108 cfu/ml 其他液劑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雞牌賜倍效 1×1010 CFU/mL 其他液劑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漢寶牌培農菌 1×1010 CFU/ml 其他液劑 漢寶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寶 2×109 CFU/g以上 原體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樂農寶 2×109 CFU/g以上 原體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枯草桿菌 WG6-14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WG6-14）  
 沅渼賜倍效 1×1010 CFU/ml 其他液劑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枯萎寧  （鏈四環黴素）  
柑蛛精  （毆蟎多）  
毒必淨  （甲基多保淨）  
毒死蟲  （陶斯松）  
毒克蟎  （三亞蟎）  
毒佳絲  （陶斯松）  
毒草片  （百速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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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速丹  （陶斯松）  
毒斯寧  （陶斯寧）  
毒斯精  （陶斯松）  
毒斯蟲  （陶斯松）  
毒絲本  （陶斯松）  
毒線蟲  （芬滅松）  
毒蝸死  （聚乙醛）  
毒蟲本  （陶斯松）  
毒蟲勇  （陶斯松）  
毒蟲精  （加保利）  
毒蟲靈  （百滅寧）  
氟大滅  （ flubendiamide）  

 達陣 20.00% 水分散性粒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氟丙酸  （ flupropanate (sodium salt)）  
 佛納 10.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氟比拔克  （ fluopicolide+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搏露阻 60.80% 水懸劑 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氟尼胺  （ flonicamid）  
 四季紅 1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季紅 96.00%up 原體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氟芬隆  （ flufenoxuron）  
 添福 100g/L 水分散性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氟硫滅  （ flusulfamide）  
 根必強 0.3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根美人 0.3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氟氯比  （ fluroxypyr-meptyl）  
 畢凋 29.64%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進寶 29.64%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福您比 29.64%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祿比 29.64%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藤仔王 29.64%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隴無藤 29.64%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進寶 95.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津湧  （阿巴汀）  
洗靈  （礦物油）  
活力寶  （蘇力菌）  
活力銅  （鹼性氯氧化銅）  
洽益冬  （加保扶）  
洽益寧  （賽滅松）  
洽益蟲精  （加保扶）  
洽益寶  （亞滅寧）  
派滅淨  （pymetrozine）  

 特優 2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跑無路 25.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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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大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確實讚 2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蝨靖 25.00% 可溼性粉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確是好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農總讚 2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跳仔王 25.00% 可溼性粉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無地跑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派稱稱  （佈飛賽滅寧）  
派慶慶  （佈飛賽滅寧）  
為你素─Ａ  （維利黴素）  
炭吉  （待克利）  
炭快除  （腐絕快得寧）  
炭剋  （待克利）  
炭剋星  （腈硫醌）  
炭春  （待克利）  
炭星  （腈硫醌）  
炭粉清  （撲克拉）  
炭素靈  （待克利）  
炭清  （待克利）  
炭速靈  （腈硫克敏）  
炭無露ＳＣ  （四氯異苯腈）  
炭絕精  （待克利）  
炭寧  （待克利）  
炭鋤  （待克利）  
炭寶  （腈硫醌）  
炮双台  （快得克絕）  
狠角色  （固殺草）  
珍好冬精  （加保扶）  
珍好康  （亞滅寧）  
珍果益  （益滅賽寧）  
珍猛  （亞滅寧）  
疫把罩  （達滅芬）  
疫菌王  （達滅芬）  
疫露清  （鹼性氯氧化銅）  
疫露通  （鋅錳滅達樂）  
皇大仙  （鋅錳乃浦）  
皇丹  （安丹）  
皇帝大  （益達胺）  
皇國果寶  （礦物油）  
省力  （丁基加保扶）  
省工  （維利熱必斯）  
省事事省  （丁基拉草）  
省時本  （陶斯松）  
省草繁  （百速隆）  
省草繁─丁  （丁拉百速隆）  
省疏草  （本達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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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標  （陶滅蝨）  
祈多靈  （陶滅蝨）  
紅不讓  （快得寧）  
紅太陽  （滅達樂）  
紅帥  （福隆納乃得）  
紅星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紅透天  （芬普尼）  
紅運發  （快得滅達樂）  
紅蜘蛛敵  （合賽多）  
紅龍  （安丹）  
紅鑽石  （托福松）  
紅俥  （三賽唑）  
美生─45 （鋅錳乃浦）  
美乃得  （納乃得）  
美升  （鋅錳乃浦）  
美友仁  （四氯保淨）  
美文松  （mevinphos）  

 * 10.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賜福 10.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賜能 10.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農家福 10.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寧 10.0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富收靈 10.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富克松 10.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施寧 10.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斯寧 10.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蟲滅 10.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速寧 1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收靈 97.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美吉兒  （陶斯松）  
美多果  （鋅錳乃浦）  
美多斯  （滅賜松）  
美多寧  （加保利）  
美克  （雙必蝨）  
美利斯  （滅賜松）  
美谷黴素  （保米黴素）  
美佳露  （滅達樂）  
美旺素  （萘乙酸鈉）  
美果旺  （得恩地）  
美果松  （馬拉松）  
美果油  （礦物油）  
美果銅  （快得寧）  
美果寶  （鋅錳乃浦）  
美果靈  （四氯保淨）  
美舒果  （大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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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氟綜  （metaflumizone）  
 去蟲能 22.00% 水懸劑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美滅松  （滅賜松）  
美達  （滅賜松）  
美達多  （滅賜松）  
美達靈  （滅賜松）  
美實多愛  （滅賜松）  
美樂多  （賽福保淨）  
美樂果  （依普同）  
美賜平  （methoprene）  

 火蟻愛呷 0.50% 餌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美賜福  （滅賜松）  
美穗靈  （保米黴素）  
耐久香  （克蠅香）  
耐克螺  （niclosamide）  

 好殺螺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刺螺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治螺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金元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憶安 7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螺安 70.00% 可溼性粉劑 良力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畢螺春 70.00% 可溼性粉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剋螺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螺安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螺速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寶螺丹 7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耐克螺 83.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茅草滅  （得拉本）  
茂喜  （腈硫醌）  

※茉莉酸丙酯  （prohydrojasmon）  
 包果優 5.00% 溶液 久安股份有限公司 

述治菌  （克枯爛）  
降龍十八掌  （益達胺）  
降蟲掌  （益達胺）  
革蕪根  （巴拉刈）  
革殺蟲  （谷速松）  
飛克利  （菲克利）  
飛殺滅  （加保利）  
飛蝨滅  （加保利）  
飛龍  （傑他賽滅寧）  
飛龍掌  （馬拉松）  
香兒寶  （賜諾殺）  

【 10 劃】  
倍尼芬  （benfluralin）  

 封神榜 19.4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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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多芬  （貝芬替）  
倍易多  （比多農）  
倍易淨  （菲克利）  
倍殺丹  （滅蝨丹）  
倍速寧  （百滅寧）  
倍新裕  （拜裕松）  
倍福農  （克熱淨）  
倍豐丹  （滅蝨丹）  
倍豐靈  （賽滅淨）  
俺收多  （甲基鋅乃浦）  
個卡好  （加保利）  
凍頂  （巴克素）  
原力  （免賴得）  
哥兩好  （貝芬菲克利）  
圃地善  （滅草胺）  
家家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庫斯蘇力菌 E-911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 kurstaki strain E-911）  

 速力寶 60.00% 可溼性粉劑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力寶 100.00% 原體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恭禧  （第滅寧）  
拳擊蟎  （佈賜芬蟎）  
挺力  （亞托敏）  
捌剋樹  （巴克素）  
捌捌  （脫芬瑞）  
拿咔  （免扶克）  
效必殺  （蝨必殺）  
效死本  （陶斯松）  
時時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核可  （比多農）  
根必強  （氟硫滅）  
根本除  （丁基拉草）  
根多生  （萘乙酸鈉）  
根多旺  （移植生長素）  
根尚勇  （本達樂）  
根美人  （氟硫滅）  

※根益旺  （綠木黴菌）  
根攏斬  （固殺草）  
栽培旺  （移植生長素）  
殊立菌  （蘇力菌）  
氧化亞銅  （cuprous oxide）  

 * 56.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氧化亞銅 56.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果 56.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強壯銅 56.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好  （貝芬同）  
泰好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泰好勇  （阿巴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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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康  （貝芬替）  
泰有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泰利  （普拔克）  
泰來松  （大利松）  
泰芬利  （芬化利）  
泰勇  （平克座）  
泰國禧  （第滅寧）  
泰喜  （第滅寧）  
泰斯松  （陶斯松）  
泰舒渧  （四氯托敏）  
泰順強  （布芬第滅寧）  
泰滅松  （大滅松）  
泰寶寧  （亞滅寧）  
消枯精  （鐵甲砷酸銨）  
海拔  （克草）  
烈普好  （三氯松）  
烏仙粉  （毆殺松）  
烏藥粉  （富爾邦）  
特力  （免賴得）  
特可豐  （三氯松）  
特好  （普克利）  
特克蟲  （亞特松）  
特利克  （普克利）  
特利得  （普克利）  
特佳靈  （第滅寧）  
特易效  （亞滅寧）  
特勇  （亞滅培）  
特威效  （佈飛松）  
特洛伊  （芬諾克）  
特風動  （普克利）  
特效  （布芬淨）  
特殺  （馬拉松）  
特殺松  （愛殺松）  
特速滅  （陶斯松）  
特滅蝨  （滅爾蝨）  
特滅靈  （賽滅松）  
特蝨寶  （丁基滅必蝨）  
特賜本  （陶斯松）  
特賜寧  （陶斯寧）  
特優  （派滅淨）  
特雙殺  （雙滅必蝨）  
特麗本  （依芬寧）  
特寶松  （三氯松）  
珠馬紋  （滅紋）  
益丁滅蝨  （phosmet + BPMC）  

 * 3.00% 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意冬 3.00% 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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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丁滅蝨  （phosmet + BPMC）  
 蓋好 3.0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冬風虫清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富靈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滅蝨精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蝨靈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滅蝨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益蝨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意冬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蝨總除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滅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米蝨精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益米蝨精  （益丁滅蝨）  
益化利  （esfenvalerate）  

 立農速爾發 2.5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發 2.5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爾發 2.50% 乳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瑞發 79.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友  （三賽唑）  
益冬  （益保扶）  
益加勇  （益保扶）  
益必殺  （雙滅必蝨）  
益吉讚  （快得寧）  
益地寶  （益達胺）  
益多多  （陶毆松）  
益收王  （益收生長素）  
益收生長素  （ethephon）  

 * 39.5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9.5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39.50% 溶液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大益收 39.5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粒果 39.5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田露 39.5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益收 39.50% 溶液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益收王 39.50% 溶液 雅飛有限公司 
 益收樂 39.50%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益收豐 39.50% 溶液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益直收 39.5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得力總收 39.50% 溶液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給你紅 39.50% 溶液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愛豐收 39.50% 溶液 德方有限公司 
 嘉果 39.5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收旺 39.50% 溶液 峰農有限公司 
 * 7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益收樂  （益收生長素）  
益收豐  （益收生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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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收寶  （普伏松）  
益米冬  （益保扶）  
益利  （免賴得）  
益利產  （賽達松）  
益佳讚  （益滅蝨）  
益定通  （拜裕松）  
益定讚  （益達胺）  
益旺  （快得寧）  
益旺寧  （納乃得）  
益果生  （滅必蝨）  
益果松  （硫滅松）  
益治丹  （益滅松）  
益直收  （益收生長素）  
益保扶  （phosmet + carbofuran）  

 * 4.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金益美 4.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冬 4.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加勇 4.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米冬 4.0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剋菌  （菲克利）  
益剋露  （銅滅達樂）  
益洛寧  （ lambda-cyhalothrin + phosmet）  

 好過日 42.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美能  （益滅松）  
益美寧  （依芬寧）  
益美穗  （好達勝）  
益效冬精  （丁基加保扶）  
益殺松  （馬拉松）  
益速旺  （撲滅松）  
益速松  （愛殺松）  
益速通  （三泰芬）  
益速龍  （佈飛松）  
益速寶  （愛殺松）  
益斯普  （Ethiprole）  

 轟天雷 100g/l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益發靈  （dichlofluanid）  
 果樂達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速果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滅松  （phosmet）  
 *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益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卡順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好益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順利 50.00% 可溼性粉劑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和益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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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滅松  （phosmet）  
 青蔥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益治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美能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真順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愛米松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好松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漂丿 5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美龍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嘉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魯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諾貝爾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尅冬螟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益滅草  （達有龍）  
益滅草精  （達有龍）  
益滅蝨  （phosmet + MIPC）  

 * 3.0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3.00% 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穩收冬 3.0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貴冬 3.00% 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益滅蝨 3.00% 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穩收冬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農益收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佳讚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貴冬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連殺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滅賽寧  （phosmet + cypermethrin）  
 尚勇 4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福連殺 4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蟲王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珍果益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猛 4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逗陣 4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大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賜美丹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財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滅蟎  （愛殺松）  
益路產  （賽達松）  
益農丹  （益滅松）  
益農收  （芬化利）  
益農產  （賽達松）  
益農鉀素  （抑芽素（鉀鹽））  
益農寶  （氫氧化銅）  
益達胺  （ imidacloprid）  

 無地避 0.03% 餌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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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煞掌 2.00% 粒劑 雅飛有限公司 
 如來神掌 2.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地寶 2.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地避 2.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鐵布衫 2.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一定好 9.60% 溶液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力頭飽 9.6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公掌 9.60% 溶液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空掌 9.6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太極 9.6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火霹靂 9.60% 溶液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卡實讚 9.60% 溶液 優必樂有限公司 
 去煞掌 9.60% 溶液 雅飛有限公司 
 台鉄 9.6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公豹 9.6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立達安 9.6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伊頂安 9.6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如來神掌 9.6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如來掌 9.6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有保庇 9.6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厲害 9.60% 溶液 萬得發有限公司 
 法-財鐵水 9.6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利 9.60% 溶液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金剛掌 9.60% 溶液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金富貴 9.60% 溶液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勁揚 9.60% 溶液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降蟲掌 9.60% 溶液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益定讚 9.6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限公司 

 益達胺 9.60% 溶液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真額樂 9.6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純陽掌 9.6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限公司 
 康福多 9.6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力殺 9.60% 溶液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旋風掌 9.60% 溶液 維丰國際有限公司 
 殺天虎 9.6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殺掌 9.6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殺掌 9.6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掌門人 9.6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絕力旺 9.6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雄霸天下 9.60% 溶液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順豐掌 9.6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長紅 9.6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關刀 9.6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葛來麥 9.60% 溶液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農會贊 9.6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達摩掌 9.6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穩殺淨 9.6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清 9.60% 溶液 法臺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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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達胺  （ imidacloprid）  
 鐵力士 9.60% 溶液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鐵布衫 9.6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鐵沙掌 9.60%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鐵捕頭 9.60% 溶液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鐵煞星 9.60% 溶液 峰農有限公司 
 鐵達安 9.60% 溶液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鐵頭功 9.6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掌 9.6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夠讚 28.8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定安 18.20% 水懸劑 久竹企業有限公司 
 天帝掃 18.2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福將 18.2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雙鐵水 18.2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正安 18.20% 水懸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金沙掌 18.2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金鋼棒 18.2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帝大 18.2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降龍十八掌 18.2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鉄 18.2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帝比 18.2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盟主 18.2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雷公掌 18.20%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嘉潔第一讚 18.20% 水懸劑 臺灣嘉潔股份有限公司 
 蟲必滅 18.2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關佬爺 18.20%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聯掌 18.2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真額樂-精 18.2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帝掃 18.2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龍總颱 18.20% 水懸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鐵捕 18.20% 水懸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沙掌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益達胺 97.00%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益嘉露  （硫滅松）  
益寧  （貝芬替）  
益寧大喜  （賽滅寧）  
益樂殺  （賽達松）  
益稻保  （三賽唑）  
益蝨靈  （益丁滅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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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賜靈  （百滅寧）  
益禧精  （第滅寧）  
益靈  （納乃得）  
益菓生–Ｍ４５  （鋅錳乃浦）  
真 -力樂滅  （鋅錳滅達樂）  
真加好  （覆滅蟎）  
真正水  （丁基加保扶）  
真正寶  （依芬寧）  
真正讚  （丁基加保扶）  
真甲意  （二硫松）  
真托福  （托福松）  
真有力  （賽洛寧）  
真有勁  （普克利）  
真有效  （貝芬替）  
真快大  （勃激素 A3）  
真谷利  （福拉比）  
真和運  （芬化利）  
真旺盛  （熱必斯）  
真青翠  （快諾芬）  
真省工  （依速隆）  
真清去  （第滅寧）  
真清紋  （賽氟滅）  
真清蠅  （賽滅淨）  
真清露  （鋅錳克絕）  
真無蠅  （賽滅淨）  
真絕蟎  （覆滅蟎）  
真菌除  （免賴得）  
真順  （益滅松）  
真愛用  （賽洛寧）  
真飽穗  （依普同）  
真寧  （賽滅淨）  
真福氣  （賽扶寧）  
真稱  （菲克利）  
真厲害  （佈飛賽滅寧）  
真賜錫  （陶斯松）  
真額樂  （益達胺）  
真額樂 -精  （益達胺）  
真鰲擋  （巴克素）  
真靈  （硫敵克）  
真靈精  （硫敵克）  
真讚  （福瑞松）  
真讚同  （依普同）  
真蟎益  （合賽多）  
神仙  （毆殺松）  
神通寶  （施得圃）  
神雷  （四氯保淨）  
神龍  （菲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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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友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祝友效  （賽滅松）  
祝禾利  （依普座）  
祝禾勇  （腐絕快得寧）  
祝好  （普克利）  
祝好除  （丁基拉草）  
祝自然  （賜諾殺）  
祝賀  （佈飛百滅寧）  
祝順  （佈飛賽滅寧）  
祝豐成  （賽果培）  
祝靈  （納乃得）  
祝讚  （納得亞滅寧）  
粉多靈  （硫酸銅）  
粉好治  （二氟林）  
粉好效  （邁克尼）  
粉克靈  （依瑞莫）  
粉蝨寶  （亞滅培）  
粉銹寧  （比芬諾）  
粉總倒  （撲克拉）  
粉贊  （邁克尼）  
粉霸  （貝芬依滅列）  
紋山  （甲基砷酸鈣）  
紋克靈  （滅紋）  
紋沒  （賓克隆）  
紋定青  （賓得克利）  
紋枯  （滅紋）  
紋枯克  （維利黴素）  
紋枯寧  （殺紋寧）  
紋炭  （賓得克利）  
紋特靈  （滅紋）  
紋病清  （維利黴素）  
紋殺淨  （鐵甲砷酸銨）  
紋淨  （滅紋）  
紋速淨  （甲基砷酸鈣）  
紋絕  （菲克利）  
紋煞寧  （賓克隆）  
紋靈  （鐵甲砷酸銨）  
純白鏈黴菌素  （Fermentation metabolisen of Streptomyces candidus Y21007-2）  

 安心寶 700 PCU/g 水溶性粉劑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純陽掌  （益達胺）  
納乃得  （methomyl）  

 * 24.0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4.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一成靈 24.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川島－２４ 24.00% 溶液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介強 24.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天龍 24.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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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產靈 24.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台農靈–Ｓ 24.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田園綠 24.0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全靈 24.00% 溶液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多福 24.0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比 24.00% 溶液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打 24.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有夠靈 24.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克靈 24.0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農能 24.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靈 24.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萬靈水 24.00% 溶液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美乃得 24.0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旺寧 24.00% 溶液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益靈 24.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祝靈 24.0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殺介 24.00% 溶液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殺介 24.00% 溶液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統靈–Ｓ 24.00% 溶液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通寧 24.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快靈 24.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速勇 24.00% 溶液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萬克殺 24.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寧水 24.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萬敵能 24.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靈 24.00% 溶液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嘉福農 24.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靈 24.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利 24.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蓋好殺 24.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億猛 24.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噴卡省 24.0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農特寧 24.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得寧 25.00% 水溶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 40.00% 水溶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水溶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介好殺 40.00% 水溶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日產靈 40.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田園綠 40.00% 水溶性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全靈 40.00% 水溶性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力力 40.00% 水溶性粒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得利 40.00% 水溶性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萬能 40.00% 水溶性粒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得 40.00% 水溶性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旺得 40.00% 水溶性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靈 40.00% 水溶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萬能 40.00% 水溶性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萬零粉 40.00% 水溶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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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乃得  （methomyl）  
 青靈得 4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益靈 40.00% 水溶性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祝靈 40.00% 水溶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通寧 40.00% 水溶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靈 40.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克殺 40.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靈 40.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農靈 40.00% 水溶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寧 40.00% 水溶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福農 40.00% 水溶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噴卡省 40.00% 水溶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農特寧 4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總滅靈 40.00% 水溶性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虎 40.00% 水溶性粉劑-水溶性袋裝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萬靈 98.7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納力農  （乃力松）  
納克  （加保利）  
納得亞滅寧  （methomyl + alpha-cypermethrin）  

 大利多 13.5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讚 13.5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逗陣 13.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克利 13.5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尚介讚 13.5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精 13.5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威克 13.5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祝讚 13.5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納滅好 13.5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讚 13.5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得寧 13.5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農家福 13.5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發威 13.5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納得護賽寧  （methomyl + flucythrinate）  
 來就富 33.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富 33.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利得 33.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清清 33.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納殺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納滅好  （納得亞滅寧）  
草ㄟ搭  （固殺草）  
草丈根  （固殺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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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不玩  （施得圃）  
草必除  （丁基拉草）  
草必淨  （巴拉刈）  
草立淨  （巴拉刈）  
草光光  （固殺草）  
草全除  （丁基拉草）  
草多滅  （二、四─地）  
草好除  （丁基拉草）  
草安寧  （固殺草）  
草免蕪  （甲基砷酸鈉）  
草秀才  （施得圃）  
草狀元  （施得圃）  
草虎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草皇帝  （本達隆）  
草苙苙  （巴達刈）  
草國英雄  （固殺草）  
草殺淨  （ametryn）  

 包祝讚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草淨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勁贊 25.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草殺淨 25.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草殺精 25.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草清利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草清清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淨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殺草淨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草滅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聯克草清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蓋草霸 2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包祝好 8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克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草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蓋殺霸 8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殺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攏無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該草除 90.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草殺精  （草殺淨）  
草清利  （草殺淨）  
草清清  （草殺淨）  
草淨  （草滅淨）  
草脫淨  （atrazine）  

 * 50.00% 可溼性粉劑 松瑤國際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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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脫淨  （atrazine）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草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割草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脫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阿脫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燒遍 5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除蔗草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草脫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賜草淨 92.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滋殺遍 92.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草博士  （丁拉樂滅草）  
草無生  （施得圃）  
草無見  （樂滅草）  
草無春  （普拔草）  
草無影  （復祿芬）  
草絕  （達有龍）  
草順除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草滅除  （丁基拉草）  
草滅淨  （simazine）  

 草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擋草籽 50.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草嘜發  （比達寧）  
草劍  （丁基拉草）  
草燒遍  （草脫淨）  
草蕪  （普拉草）  
草蕪松  （巴拉刈）  
草總除  （丁基拉草）  
草穩剋  （甲基合氯氟）  
草霸王  （本達隆）  
蚜敵  （比加普）  
討勁久  （賽速安）  
財神  （培丹）  
送喜  （第滅寧）  
閃克精  （亞滅寧）  
除田草  （平速爛）  
除枯寧  （殺紋寧）  
除害寧  （百滅寧）  
除紋淨  （菲克利）  
除紋菌  （滅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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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根  （甲基砷酸鈉）  
除草淨  （草殺淨）  
除草通  （施得圃）  
除草精  （丁基拉草）  
除草魔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除草靈  （丁基拉草）  
除蚜蟲  （滅賜松）  
除絲蟲  （陶斯松）  
除菌好  （菲克利）  
除菌露─液  （滅達樂）  
除蛛精  （大克蟎）  
除園草  （復祿芬）  
除滅草  （拉草）  
除稻蝨  （治滅蝨）  
除蔗草  （草脫淨）  
除蝨寧  （依芬寧）  
除銹蟎  （大克蟎）  
除蟲保  （賽洛寧）  
除蟲淨  （芬化利）  
除蟲菊  （除蟲菊精）  
除蟲菊精  （pyrethrins）  

 除蟲菊 44.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除蟲樂  （培丹）  
除蟲寶  （芬普尼）  
除雜草  （丁基拉草）  
除藤  （三氯比）  
除露霸  （鋅錳克絕）  
馬力蝨  （馬拉松）  
馬上安  （馬拉松）  
馬上除  （丁基拉草）  
馬克  （馬拉松）  
馬來松  （馬拉松）  
馬拉克蝨  （malathion + XMC）  

 金克蝨 4.00% 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馬拉松  （malathion）  
 * 1.0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允殺淨 1.00% 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米倉 1.00% 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松 1.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馬力蝨 1.00% 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馬克 1.0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稻谷淨 1.00% 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篤農家 1.0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殺 1.00% 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蟲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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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  （malathion）  
 允殺淨 2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果蠅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馬拉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剋蠅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馬上安 2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可脫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吉利 2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愛果蔬 2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賜果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蠅粉 2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治蠅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穀 2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峰農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穩青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無臭馬拉松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允殺好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桔松 5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好馬松 5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松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飛龍掌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殺松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松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眾果生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聯馬拉松 5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賜安 5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寶農收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馬殺 50.0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馬 50.0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愛果蔬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馬精 50.00% 水基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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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美果松 91.0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馬尚剋  （丁基加保扶）  
馬殺  （馬拉松）  
高力銅  （鹼性氯氧化銅）  
高升 45 （鋅錳乃浦）  
高功能  （亞滅寧）  
高永讚  （芬化利）  
高利  （菲克利）  
高招  （蘇力菌）  
高竿  （加保利）  
高級夏油九五  （礦物油）  
高培冬  （滅蝨丹）  
高喜精  （加保利）  
高滅蝨  （益丁滅蝨）  
高綠銅粉  （鹼性氯氧化銅）  
高寶福  （加保扶）  
高鉄  （益達胺）  
鬥腐  （多保鏈黴素）  
尅土菌  （依得利）  
尅冬螟  （益滅松）  
尅枯精  （鏈四環黴素）  
尅蝸  （聚乙醛）  
尅蟲寶  （賽滅淨）  
尅蟎精  （愛殺松）  

【 11 劃】  

健果銅  （鹼性氯氧化銅）  
健種  （披扶座）  
曼普胺  （mandipropamid）  

 沒疫健 250g/L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國豐丹  （丁基加保扶）  
國豐平克座  （平克座）  
國豐亞托敏  （亞托敏）  
國豐第滅寧  （第滅寧）  
國豐祿芬隆  （祿芬隆）  
國豐寧  （快得寧）  
培丹  （cartap hydrochloride）  

 * 4.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4.00% 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巴丹 4.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丹 4.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倍力 4.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培利靈 4.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勁順 4.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仙丹 4.00% 粒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福世丹 4.00% 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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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丹  （cartap hydrochloride）  
 天霸丹 4.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6.0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加培丹 6.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禾頌 6.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金培冬 6.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神 6.00% 粒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培丹勇 6.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培農冬 6.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牌培丹 6.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輕可 6.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聯丹強 6.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龍丹 9.0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王丹 9.0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水溶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霸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 50.00% 水溶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介喜冬 50.00% 水溶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元寶 50.00% 水溶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巴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巴 50.00% 水溶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奈米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勁元寶 50.00% 水溶性粉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除蟲樂 50.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治蟲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培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培丹勇 5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培靈 50.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主角 50.00% 水溶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雷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蓋穩 50.00% 水溶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聯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世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榮谷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培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富 50.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霸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培丹 50.00% 水溶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冬 50.00% 水溶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培丹勇  （培丹）  
培米丹  （滅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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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利靈  （培丹）  
培農冬  （培丹）  
培靈  （培丹）  
夠旺穩達達  （芬瑞莫）  
專治蟲  （陶斯松）  
常好清  （四氯賽得）  
常發  （達滅芬）  
常蓋寧  （佈飛松）  
帶安分  （達滅芬）  
康速力  （勃激素 A3）  
康福多  （益達胺）  
庵原丹  （加保扶）  
庵原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庵原掃丹  （殺丹）  
庵原陶斯松  （陶斯松）  
庵原喜達仁Ｐ  （丙基喜樂松）  
庵原新阿蘇仁  （鐵甲砷酸銨）  
庵原達克靈  （四氯異苯腈）  
庵原達克靈 .精  （四氯異苯腈）  
庵原達富仁Ｐ  （丙基喜樂砷）  
強力殺  （益達胺）  
強手  （固殺草）  
強必勇  （亞滅培）  
強壯銅  （氧化亞銅）  
強斯陶  （陶斯松）  
強棒  （待克利）  
強龍  （鋅錳乃浦）  
強蟎牛  （阿巴汀）  
得力克  （普克利）  
得力總收  （益收生長素）  
得本  （得拉本）  
得伐鼠  （diphacinone）  

 滅鼠 0.1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得安寧  （快得寧）  
得克利  （ tebuconazole）  

 丹克利 25.90% 水基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未銹斗 25.90% 水基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金果多 25.90% 水基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欣 25.90% 水基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獲達多 25.90% 水基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嚮馬 25.90% 水基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炭 250g/L 水基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3.00%up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獲達多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7.5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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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利  （ tebuconazole）  
 * 98.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得克芬胺  （cyflufenamid + tebuconazole）  
 煞粉大 1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得克寧  （大利松）  
得谷丹  （撲殺熱）  
得拉本  （dalapon）  

 * 85.00% 水溶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85.00% 水溶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針草 85.00% 水溶性粉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得本 85.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茅草滅 85.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得利寶  （依芬寧）  
得果丹  （得恩地）  
得芬瑞  （ tebufenpyrad）  

 惠光蟎速伏 1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惠光大蟎貫 1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得芬諾  （ tebufenozide）  
 法─財得福 19.7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好 19.7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較好 19.70% 水懸劑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擱巧好 19.7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聯霸 19.7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享好 19.70% 水懸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得恩地  （ thiram）  
 保物壯 6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菌淨 6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果丹 6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真好 6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果泰 6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果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亙祥實業有限公司 
 慶達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新果生 97.00% 原體 亙祥實業有限公司 

得殺草  （ tepraloxydim）  
 禾全除 5.30% 乳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得速爛  （asulam + dalapon）  
 * 63.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得斯寧  （陶斯寧）  
得滅松  （三氯松）  
得寧寶  （快得寧）  
得稻生  （大利松）  
控籽籽  （施得圃）  
控草籽  （施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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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草寧  （莫多草淨）  
探戈  （待克利）  
掃丹  （殺丹）  
掃丹─Ｐ  （佈殺丹）  
掃粉精  （可濕性硫黃）  
掃除丹  （丁拉殺丹）  
掃菌清  （克枯爛）  
掃滅淨  （芬化利）  
掃熱靈  （嘉賜熱）  
掃蟎寶  （芬普毆蟎多）  
救星  （撲克拉）  
斬丈根  （固殺草）  
斬草  （施得圃）  
旋風掌  （益達胺）  
望佳多  （福多寧）  
望勇勤  （阿巴汀）  
殺介  （納乃得）  
殺也特 -勁  （可濕性硫黃）  
殺丹  （ thiobencarb）  

 * 10.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掃丹 10.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庵原掃丹 5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掃丹 50.00% 乳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掃丹 93.00%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殺丹免速隆  （benthiocarb + bensulfuron-methyl）  
 大野狼 5.1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殺天虎  （益達胺）  
殺卡多  （毆殺松）  
殺田草  （丁基拉草）  
殺地蟲  （福瑞松）  
殺多靈  （賽達松）  
殺百粉  （可濕性硫黃）  
殺定  （賽滅寧）  
殺紋滅達樂  （hymexazol + metalaxyl）  

 枯疫王 34.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紋寧  （hymexazol）  
 * 30.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立枯靈 30.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枯能 30.00% 溶液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紋枯寧 30.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枯宝 30.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枯寧 30.00% 溶液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9.00%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能蟲  （賽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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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草王  （草殺淨）  
殺草強  （固殺草）  
殺草淨  （草殺淨）  
殺草精  （甲基砷酸鈉）  
殺草霸  （樂滅草）  
殺草靈  （達有龍）  
殺猛  （加保利）  
殺菌王  （甲基多保淨）  
殺菌清  （甲基多保淨）  
殺菌淨  （甲基多保淨）  
殺菌精  （腐絕）  
殺菌寶  （貝芬硫醌）  
殺菌靈  （滅紋）  
殺菌讚  （貝芬替）  
殺滅速  （大滅松）  
殺滅寧  （賽滅寧）  
殺落蟲  （三氯松）  
殺達松  （賽達松）  
殺鼠靈  （warfarin）  

 * 0.025% 餌劑 宇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0.025% 餌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0.025% 餌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0.5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殺螺  （聚乙醛）  
殺螺安  （耐克螺）  
殺蟲利  （因滅汀）  
殺蟲淨  （加保利）  
殺蟲精  （芬化利）  
殺蟲靈  （毆殺松）  
殺藤  （三氯比）  
殺靈  （丁基滅必蝨）  
殺蜏蜱  （愛殺松）  
殺蟎  （芬佈賜）  
殺蟎玉  （愛殺松）  
殺蟎能  （毆蟎多）  
殺蟎通  （芬殺蟎）  
殺蟎靈  （芬佈賜）  
氫氧化銅  （copper hydroxide）  

 可再多 37.5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菜得水仙 37.5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果寶精 37.5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果再青 37.50% 水懸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果益多 37.5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菜旺 37.50% 水懸劑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枝枝青 37.5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嘉樂寶 37.5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增農益 37.5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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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氧化銅 37.50%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透腳青 37.5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津菓 57.6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嘉潔股份有限公司 
 克菌多 53.8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龍喜銅 61.40% 水分散性粒劑 意農有限公司 
 可再多 77.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利得 77.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可菜得 77.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再青 77.00% 可溼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果菜多─101 77.00% 可溼性粉劑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保果旺 77.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益農寶 77.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大銅 77.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確實多 77.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藍青 77.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顧信用 77.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果菜寶 77.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固賽得 77.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優克菌 77.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89.04%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添財  （加保扶）  
添農  （芬化利）  
添福  （氟芬隆）  
清田草  （丁拉依速隆）  
清立利  （亞滅寧）  
清百蝨  （丁基滅必蝨）  
清金崗  （固殺草）  
清炭靈  （撲克拉）  
清園草  （達有龍）  
清龍  （腈硫醌）  
清蟲  （因滅汀）  
清蟲寧  （賽洛寧）  
清蟎寶  （三亞蟎）  
淨果精  （快得寧）  
淨草丹  （普拉草）  
淨無草  （丁基拉草）  
淨園  （撲馬松）  
淨園草  （丁基拉草）  
爽快  （佈飛松）  
牽手  （快得寧）  
猛力  （免賴得）  
猛山  （甲基砷酸鈣）  
猛果霸  （貝芬撲克拉）  
猛虎  （百滅寧）  
猛將  （亞滅培）  
猛靈  （免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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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龍  （ linuron）  
 * 50.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現代貓  （撲滅鼠）  
現代寶  （印楝素）  
現代靈  （福化利）  
現達第滅寧  （第滅寧）  
現達賽滅寧  （賽滅寧）  
甜旺來  （蓋普丹）  
甜菜夜蛾費洛蒙  （sex pheromones of spodoptera exiqua）  

 日夜春 80.20 %up 蒸散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甜菜夜蛾費洛蒙甲（sex pheromones of spodoptera exiqua）  
 * 87.50%up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  （SPODOPTERA EXIGUA NUCLEOPOLYHEDROVIRUS）  
 奇招 2*10

9
 OBs/mL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寶  （芬佈賜）  
畢可喜  （依得利）  
畢汰芬  （pyrimidifen）  

 蟎攏死 4.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畢芬寧  （bifenthrin）  
 新將星 2.50%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王星 2.5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王星 2.8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王星 2.80% 乳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冠王星 2.8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第王星 2.8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寶 2.8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滿天星 2.8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蟲蹤無 2.8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治多星 2.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新慧星 2.8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治多星 2.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地王星 90.00%up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畢凋  （氟氯比）  
畢達本  （pyridaben）  

 勝蟎 2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蟎 20.0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蜱蟎清 2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蟎難得 2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畢螺春  （耐克螺）  
眾果生  （馬拉松）  
眾益安力農  （賽滅松）  
眾喜  （第滅寧）  
硫黃寶  （可濕性硫黃）  
硫滅松  （ thiometon）  

 * 2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克淨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益嘉露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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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果松 2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吉 2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快得寧  （basic copper sulfate + oxine-copper）  
 銅霸王 39.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銅  （copper sulfate）  
 粉多靈 21.40% 水懸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硫敵克  （ thiodicarb）  
 安萬寶 34.0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真靈精 34.0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力 34.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來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金羅力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金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蟲無影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硫敵芬化利  （ thiodicarb + fenvalerate）  
 剋青跳 4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友利 4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硫賜安  （ thiocyclam hydrogenoxalate）  
 永生德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菜旺 90.00% 水溶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介勇  （佈飛松）  
祥好  （石灰硫黃）  
祥好用  （阿巴汀）  
祥冷攢  （賽洛寧）  
祥旺  （快得寧）  
祥威豐  （白列克敏）  
祥展  （達滅芬）  
祥猛  （益滅賽寧）  
祥發  （達滅芬）  
祥順  （加保利）  
祥稱  （達滅芬）  
祥蓋稱  （護賽寧）  
祥龍  （百滅寧）  
祥優  （達滅芬）  
祥穗  （達滅芬）  
祥寶  （四氯異苯腈）  
祥靈  （硫敵克）  
祥讚  （快得寧）  
移植生長素  （NAA）  

 移植旺 0.02% 粉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移植棒 0.02% 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根多旺 0.40% 粉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栽培旺 0.40% 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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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旺  （移植生長素）  
移植棒  （移植生長素）  
第一猛  （二福隆）  
第王星  （畢芬寧）  
第特松  （三氯松）  
第壹勇  （阿巴汀）  
第滅達胺  （deltamethrin +imidacloprid）  

 叫小賀 7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第滅寧  （deltamethrin）  
 達喜 0.055%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喜 0.50% 套袋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泰國禧 2.40% 水懸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大禧精 2.4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天禧 2.40% 水懸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日禧精 2.4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代喜多 2.40%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大家囍 2.40% 水懸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法財禧寶精 2.4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勁好 2.40% 水懸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勁禧精 2.40% 水懸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威風精 2.40% 水懸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帝寶 2.4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禧精 2.40% 水懸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第滅精 2.4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速靈 2.40% 水懸劑 良力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喜無蟲 2.4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報喜 2.40% 水懸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無虫 2.4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喜精 2.4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官精 2.40% 水懸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達喜精 2.4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福你發 2.40% 水懸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維丰寶禧精 2.40% 水懸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戰蟲 2.40% 水懸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聯喜冬精 2.4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豐收喜精 2.4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喜丹精 2.4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禧精 2.40%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驚虫精 2.40%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斯寧 2.4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喜精 2.4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送喜 2.40% 水懸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通用 2.4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80% 乳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 2.8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8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2.8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80% 乳劑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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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 2.8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大成禧 2.8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佳靈 2.8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太喜 2.8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禧 2.8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多禧 2.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佳喜 2.8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旺禧 2.8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果卡好 2.8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蟲寧 2.80% 乳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有效 2.80% 乳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金得利 2.8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剌馬 2.8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帝美年 2.8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泰喜 2.8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真清去 2.8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眾喜 2.8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殺寧 2.8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速樂農 2.8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來樂 2.8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喜洋洋 2.8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景茂第滅寧 2.8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越禧 2.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新囍 2.8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誅僖蟲 2.80% 乳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達官 2.80% 乳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達喜 2.8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禧 2.8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滴死 2.8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喜 2.8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斯寧 2.8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喜 2.8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薊馬靈 2.8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蟲淨 2.8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蟲滅寧 2.8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歡喜就好 2.8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囍 2.80% 乳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寶禧 2.80% 乳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驚虫 2.8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青 2.8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地禧 2.8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地美寧 2.8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帝滅寧 2.8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寧 2.8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恭禧 2.80% 乳劑 臺灣誠農有限公司 
 雙禧 2.8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勁殺 2.8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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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滅寧  （deltamethrin）  
 松樹大禧 2.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薊蚜清 2.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臺喜精王 2.80% 水基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星第滅寧 95.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多禧 98.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國豐第滅寧 98.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達第滅寧 98.00% 原體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滅精  （第滅寧）  
粒粒春  （嘉磷塞（胺鹽））  
粒粒強  （二硫松）  
統介讚  （依芬寧）  
統友效  （百利普芬）  
統青  （菲克利）  
統勇  （克收欣）  
統殺  （陶斯松）  
統碳吉  （滅特座）  
統稱  （三元硫酸銅）  
統赫  （維利黴素）  
統領  （撲克拉）  
統靈–Ｓ  （納乃得）  
細胞分裂素  （cytokinins）  

 喜果精 0.01% 溶液 寶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細菌亡  （多保鏈黴素）  
脫白粉  （平克座）  
脫禾草  （phenothiol）  

 芳米大 1.4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脫克松  （ tolclofos methyl）  
 立農脫克松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保綠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綠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保綠寧 93.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脫芬瑞  （ tolfenpyrad）  
 捌捌 15.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哈奇 15.0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哈奇 98.00%up 原體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脫線蟲  （滅線蟲）  
脫線靈  （滅線蟲）  
莎霸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莫氏比  （亞滅培）  
莫多草  （metolach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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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發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嘉濱耐久圃 5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莫發草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莫多草淨  （metolachlor + atrazine）  
 控草寧 46.3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莫粉生  （蟎離丹）  
莫發草  （莫多草）  
蛀蟲清  （芬殺松）  
通用  （第滅寧）  
通用寧  （賽滅寧）  
通好  （菲克利腐絕）  
通克  （芬佈賜）  
通勇  （賽洛寧）  
通咬  （亞滅培）  
通殺寧  （第滅寧）  
通通除  （拉草）  
通順  （貝芬同）  
通寧  （納乃得）  
逗陣  （益滅賽寧）  
連克草  （巴拉刈）  
連地明  （芬化利）  
連連發  （賓克隆）  
連勝  （毆殺松）  
速力龍  （佈飛松）  
速力寶  （庫斯蘇力菌 E-911）  
速大精  （勃激素 A3）  
速刈草  （巴拉刈）  
速友利  （硫敵芬化利）  
速可脫  （馬拉松）  
速必効  （陶滅蝨）  
速伏敵  （免敵克）  
速好勝  （毆殺松）  
速克  （溴克座）  
速克松  （谷速松）  
速克保  （甲基多保淨）  
速克菌  （貝芬替）  
速克寧  （撲滅寧）  
速克敵  （三氯松）  
速克蟎  （愛殺松）  
速利殺  （蘇力菌）  
速利清  （普克利）  
速利淨  （芬化利）  
速利農  （新殺蟎）  
速利効  （布芬益化利）  
速育靈  （吲哚丁酸）  
速來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速果丹  （益發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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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治紋  （鐵甲砷酸銨）  
速治菌  （滅達樂）  
速治寧  （四氯異苯腈）  
速治蟲  （佈飛松）  
速芬松  （撲芬松）  
速青  （撲滅松）  
速剋草  （甲氧基護谷）  
速剋露  （甲鋅毆殺斯）  
速威  （賽普護汰寧）  
速建  （吲哚丁酸）  
速施蟲  （陶斯松）  
速美旺  （撲滅松）  
速美松  （撲滅松）  
速時靈  （百滅寧）  
速益旺  （克熱賜圃）  
速益寧  （撲滅寧）  
速草淨  （巴拉刈）  
速草滅  （草殺淨）  
速配  （鋅錳克絕）  
速馬松  （撲馬松）  
速密吉旺  （撲滅松）  
速得福  （施得圃）  
速敏  （加保利）  
速殺草  （巴拉刈）  
速殺掌  （益達胺）  
速殺蟎  （愛殺松）  
速速死  （芬化利）  
速速綜來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速勝  （毆殺松）  
速普寧  （賽滅寧）  
速發  （可濕性硫黃）  
速發力  （可濕性硫黃）  
速絕  （亞滅培）  
速菌淨  （腐絕）  
速滅  （賽滅寧）  
速滅草  （丁拉芬諾）  
速滅淨  （鐵甲砷酸銨）  
速滅精  （芬化利）  
速滅綠  （脫克松）  
速滅擊蟲  （撲滅松）  
速滅薊  （滅賜克）  
速滅蟲  （撲滅松）  
速落松  （撲滅松）  
速解寧  （普硫松）  
速誠清  （撲芬松）  
速達拉松  （福賜米松）  
速達松  （撲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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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寧  （賽滅寧）  
速綠佳  （碳酸氫鉀）  
速樂農  （第滅寧）  
速蝨  （雙滅必蝨）  
速蝨滅  （雙滅必蝨）  
速斃  （護賽寧）  
速蟲淨  （大利松）  
速雙滅  （雙滅必蝨）  
速讚  （納得亞滅寧）  
速尅蟎  （新殺蟎）  
速蟎  （毆蟎多）  
速蟎能  （毆蟎多）  
速蟎淨  （芬佈賜）  
造福  （易胺座）  
透冬水  （菲克利）  
透腳青  （氫氧化銅）  
透欉青  （貝芬菲克利）  
陶士寧  （陶斯寧）  
陶大松  （陶斯松）  
陶大強  （陶斯松）  
陶太郎  （陶斯松）  
陶斯本  （陶斯松）  
陶斯松  （chlorpyrifos）  

 百農靈 2.5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絲本 2.5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美吉兒 2.50% 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滅能 2.5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億萬 2.5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斯本 2.50% 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順 2.50% 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土蟲清 5.00% 粒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毒佳絲 5.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速丹 5.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毒絲本 5.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毒蟲本 5.00% 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強斯陶 5.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陶蟲本 5.00% 粒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農事寶 5.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煞 5.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顧真闊 5.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兆 5.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心 5.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蟲落跑 5.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洛斯 25.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必洛斯 10.00% 燻煙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佳絲本 10.00% 燻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免煩 22.50% 乳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毒絲本 22.5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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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賜錫 22.5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賜本 22.5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必樂斯 22.5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8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40.8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80% 乳劑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收成 40.8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多寧 40.8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吉利松 40.8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強 40.8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好厝邊 40.8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稼在 40.80% 乳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百農靈 40.8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滅蟲 40.8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汰斯蟲 40.8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拔蟲去 40.80% 乳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旺來松 40.8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易利特陶斯松 40.8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松好作夥 40.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好斯本 40.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保毒本 40.8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毒絲本 40.8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陶斯松 40.8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統殺 40.8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陶大強 40.8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太郎 40.8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陶斯松 40.8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斯蟲 40.8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陶蟲本 40.8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愛滅能 40.8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道氏本 40.8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斯本 40.8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福燦松 40.8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臺益毒速丹 40.8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攏斯本 40.8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霹靂克 40.8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省時本 40.8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托斯本 40.8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陶大松 40.8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效死本 40.8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效死本 40.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好速松 40.8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除絲蟲 40.8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速滅 40.8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蟲靈 40.8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力松 40.80% 乳劑 耕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農事寶 40.8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斯本 40.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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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死蟲 40.8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毒斯蟲 40.8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雨 40.8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農松 40.8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打蚜薊 40.8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合作夥 40.8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好作伙 44.90%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旺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多利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好是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農靈 2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好作夥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毒斯粉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毒速丹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毒絲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泰斯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速施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陶斯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蟲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農事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道氏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霹力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陶大松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蟲必効 2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松穩夠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毒蟲勇 25.00% 可溼性粉劑 峰農有限公司 
 專治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家在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斯蟲 25.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必洛斯 2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作伙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好作息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正勇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新好顧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會剉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攏作伙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興時本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必殺劑 5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毒斯精 40.80% 水基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佳絲 44.9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作伴 7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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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松  （chlorpyrifos）  
 * 94.00%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樂斯本 97.00% 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陶斯寧  （chlorpyrifos + cypermethrin）  
 上介通 2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介親切 2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水噹噹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斯寧 2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陶士寧 2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惠大強 25.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得意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雷火精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福多松 2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殺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確斯寧 2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賜必寧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點點通 2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斯斯 2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毒斯寧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賜寧 2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條龍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有夠力 2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押霸 25.00% 水基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六六大順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水噴噴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阿莎力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集馬寧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道禮農順 50.00%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聯順 5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介讚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毒斯寧-精 50.00% 水基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陶斯蟲  （陶斯松）  
陶滅蝨  （Chlorpyrifos + Isoprocarb）  

 先流行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刺粉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看標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祈多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速必効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力通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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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招數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絲本–Ｍ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剌蝨霸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霸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陶毆松  （chlorpyrifos + acephate）  
 兩合益 3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多多 3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穗多多 3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陶蟲本  （陶斯松）  
頂好  （免扶克）  
頂呱呱  （撲芬松）  
頂真  （維利黴素）  
魚藤精  （ rotenone）  

 植物精 3.5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魚寶  （亞培松）  
麥卡粉  （平克座）  
麻吉鼠  （伏滅鼠）  
袪蝨寶  （加馬治蝨）  
袪蝨靈  （治滅蝨）  

【 12 劃】  
傑他賽滅寧  （zeta-cypermethrin）  

 飛龍 18.10% 乳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凱速靈  （第滅寧）  
割枯淨  （撻乃安）  
割地草  （復祿芬）  
勝力  （滅必淨）  
勝可  （滅必淨）  
勝生  （邁克尼）  
勝克  （芬佈賜）  
勝蜘蟎  （芬佈賜）  
勝蟎  （畢達本）  
喊台保  （芬普尼）  
喜丹  （熱必斯）  
喜丹精  （熱必斯）  
喜多生  （護粒松）  
喜多收  （果收生長素）  
喜收寶  （丙基喜樂松）  
喜來樂  （第滅寧）  
喜旺  （保粒快得寧）  
喜果精  （細胞分裂素）  
喜果銅  （鹼性氯氧化銅）  
喜治生  （護粒松）  
喜洋洋  （第滅寧）  
喜美松  （賽滅松）  
喜得安  （甲基巴拉松）  

︻
11
劃
︼ 
陶
頂
魚
麥
麻
袪 
 
︻
12
劃
︼ 
傑
凱
割
勝
喊
喜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130

喜粒生  （丙基喜樂松）  
喜粒松  （護粒松）  
喜無蟲  （第滅寧）  
喜滅露  （銅滅達樂）  
喜萬年  （撲滅松）  
喜達仁─Ｐ  （丙基喜樂松）  
喜達克  （喜樂克拉）  
喜達松  （丙基喜樂松）  
喜達寧  （丙基喜樂松）  
喜樂冬  （丙基喜樂松）  
喜樂生  （丙基喜樂松）  
喜樂克拉  （prochloraz + IBP）  

 包滿穗 4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尚青操 4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達克 4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穗好 4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喜稻  （丙基喜樂松）  
喜稻生  （護粒松）  
喜稻能  （丙基喜樂松）  
喜稻增  （護粒松）  
喜穗生  （丙基喜樂松）  
喜豐產  （護粒松）  
單克素  （uniconazole-P）  

 住友思蜜 0.03% 溶液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圍達樂  （滅達樂）  
報你發  （達滅芬）  
報喜  （第滅寧）  
壹頂讚  （菲克利）  
壹等勇  （阿巴汀）  
壹蟎淨  （三亞蟎）  
富力收  （撲滅松）  
富力旺  （芬普尼）  
富力通  （陶滅蝨）  
富士寧  （美文松）  
富收靈  （美文松）  
富米松  （福賜米松）  
富米熱斯  （ fermizone + fthalide）  

 巴米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克松  （美文松）  
富利好  （撲克拉）  
富利旺  （施得圃）  
富雨  （陶斯松）  
富施寧  （美文松）  
富粒松  （撲滅松）  
富速寧  （美文松）  
富斯寧  （美文松）  
富華松  （芬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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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冬  （益滅蝨）  
富貴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富貴通  （三泰芬）  
富農丹  （撲殺熱）  
富農刈  （巴拉刈）  
富農冬  （加保扶）  
富農夏油  （礦物油）  
富農粉劑  （雙必蝨）  
富爾邦  （ ferbam）  

 烏藥粉 76.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稻旺  （亞賜圃）  
富穗王  （亞賜圃）  
富穗旺  （亞賜圃）  
富寶  （芬普尼）  
富靈  （納乃得）  
富菓農  （三泰芬）  
復祿芬  （oxyfluorfen）  

 免割草 23.5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草無影 23.5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除園草 23.5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豬狗草 23.5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割地草 23.50% 乳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惠大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惠大強  （陶斯寧）  
惠友  （丁拉樂滅草）  
惠可  （比多農）  
惠生─４５  （鋅錳乃浦）  
惠光大蟎貫  （得芬瑞）  
惠光冬  （加保扶）  
惠光好事達  （固殺）  
惠光夏油  （礦物油）  
惠光寶  （蘇力菌）  
惠光蟎得斯  （芬佈賜）  
惠光蟎速伏  （得芬瑞）  
惠我農  （大利松）  
惠放心  （菲克利）  
惠紋寧  （菲克利）  
惠得寧  （納得亞滅寧）  
惠速大  （勃激素 A3）  
惠發  （達滅芬）  
惠滅蝨  （福賜滅蝨）  
惠寧  （亞滅寧）  
愉萬龍  （雙特氯松）  
掌心雷  （佈飛松）  
掌門人  （益達胺）  
斑保淨  （快得保淨）  

︻
12
劃
︼ 
富
復
惠
愉
掌
斑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132

斑枯靈  （賓克隆）  
斯巴達丹  （克收欣）  
斯巴達精  （克收欣）  
斯紋  （保粒黴素（丁））  
斯通鋪  （施得圃）  
斯統普  （施得圃）  
普伏松  （ethoprop）  

 剋線蟲 10.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收寶 10.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線靈 10.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達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普克利  （propiconazole）  
 上等讚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大三元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農家 2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克菌 2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卡是贊 25.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全壘打 2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利得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萬年青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菌霸 2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農好 2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特好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利得 25.0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特風動 25.00% 乳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有勁 25.0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速利清 25.00% 乳劑 耕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普克利 25.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普克斑 25.0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普克菌 2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多 25.0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黃金甲 2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煞菌精 2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福利得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祝好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得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雙當好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力克 2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利克 25.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普剋菌 2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特風動 88.00% 原體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88.00%up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 93.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普克斑  （普克利）  
普克菌  （普克利）  
普利多  （普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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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農  （裕必松）  
普拉草  （pretilachlor）  

 田無草 2.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巡田 2.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治草淨 2.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草蕪 2.00% 粒劑 雅飛有限公司 
 淨草丹 2.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樂好除 2.00% 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稻管用 2.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踪除 2.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普拔克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治露寶 39.5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有露用 66.5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尚興 66.5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利 66.50% 溶液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普羅旺 66.50% 溶液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普尅菌 66.50% 溶液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70.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普拔草  （propaquizafop）  
 草無春 9.70% 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普芬草  （pyrazoxyfen）  
 * 96.50% 原體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普芬精  （撲芬松）  
普剋菌  （普克利）  
普洛淨  （滅必淨）  
普硫松  （prothiofos）  

 四季靈 50.00% 乳劑 鴻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季節寧 5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解寧 5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普農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賜季寧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伴侶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四季常春 50.00% 乳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虎猛克 50.00% 水基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賜貴寧 50.00% 水基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四季靈 90.00% 原體 鴻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普滅  （撲滅松）  
普滅淨  （百滅寧）  
普農  （普硫松）  
普羅旺  （普拔克）  
普寶丹  （賽達松）  
普尅菌  （普拔克）  
景茂比大農  （比多農）  
景茂比多農  （比多農）  
景茂亞滅寧  （亞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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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茂第滅寧  （第滅寧）  
棟蓋久  （依普同）  
植物精  （魚藤精）  
植寶素  （勃激素 A3）  
滋殺遍  （草脫淨）  
無水硫酸銅  （copper sulfate）  

 擊發 30.00% 可溼性粉劑 品全農業有限公司 

無地跑  （派滅淨）  
無地避  （益達胺）  
無虫  （第滅寧）  
無芬寧  （三泰芬）  
無帝比  （益達胺）  
無枯  （甲基砷酸鈣）  
無限好  （丁基加保扶）  
無粉蝨  （亞滅培）  
無臭馬拉松  （馬拉松）  
無草  （丁拉樂滅草）  
無犁草  （丁拉樂滅草）  
無鼠樂  （可滅鼠）  
無敵松  （谷速松）  
無艱稻  （三賽唑）  
番茄生旺  （番茄生長素）  
番茄生長素  （4-CPA）  

 * 0.15%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0.15% 溶液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立果多 0.15% 溶液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番茄生旺 0.15%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番茄多旺 0.15% 溶液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番茄多旺  （番茄生長素）  
絕力旺  （益達胺）  
絕招  （快得依普同）  
絕剋菌  （待克利）  
絕洛寧  （賽洛寧）  
絕頂勇  （阿巴汀）  
絕菌王  （快得寧）  
絕菌寶  （鋅波爾多）  
絕配  （腈硫克絕）  
絕滅殺  （大滅松）  
絕滅蝨  （加保利）  
絕對旺  （快得寧）  
絕蝨寶  （加保利）  
絕蕪草  （巴拉刈）  
絕蟲靈  （因滅汀）  
絲奄奄  （剋安勃）  
給你紅  （益收生長素）  
翔勇  （達滅芬）  
華夏松  （大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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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旺  （蘇力菌）  
舒霸  （滅大松）  
萌前清  （施得圃）  
菌友  （嘉賜黴素）  
菌仙索  （貝芬撲克拉）  
菌好除  （銅滅達樂）  
菌好滅  （貝芬菲克利）  
菌清清  （免賴得）  
菌絕 -８００  （貝芬替）  
菌滅丹  （快得保淨）  
菌瑞去  （待克利）  
菌嘜來  （腈硫醌）  
菌敵 -M （鋅錳右本達樂）  
菌總清  （三泰芬）  
菌藥精  （甲基多保淨）  
菲克利  （hexaconazole）  

 * 5.0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介合用 5.0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介好用 5.0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出運 5.00%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凸統久 5.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攻 5.00%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包穗滿 5.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好清淨 5.00% 水懸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安果寧 5.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滅樂 5.0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安衛果 5.00% 水懸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克菌精 5.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有利 5.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尚優秀 5.00% 水懸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易滅淨 5.00% 水懸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果好收 5.00% 水懸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果瑞收 5.00% 水懸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法─達保精 5.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狀元露 5.00% 水懸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益剋菌 5.00% 水懸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除菌好 5.00% 水懸劑 豐暘開發有限公司 
 高利 5.0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統青 5.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壹頂讚 5.00% 水懸劑 德方有限公司 
 惠放心 5.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超星 5.00% 水懸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安美農 5.0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喜精 5.00% 水懸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農得利 5.00%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對罩時 5.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佳多多 5.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叮噹 1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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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克利  （hexaconazole）  
 呼您發 23.0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菲常好 23.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包清天 1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包穗滿 1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田大帥 1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田老大 10.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地球春 1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調 1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紋淨 1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銹紋 1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安紋寧 1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紋精 10.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利枯淨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治枯寧 1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治紋枯 1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紋淨 10.00% 乳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飛克利 10.00% 乳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倍易淨 10.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真稱 1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神龍 1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絕 1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除紋淨 1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透冬水 1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紋寧 1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菲哥 1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氣象 1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樂園 10.00% 乳劑 耕得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瑞紋清 10.0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農多利 1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紋淨 1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稻紋精 1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稻穗勇 10.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稻欉青 10.00% 乳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穗安淨 1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穗紋淨 10.0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穗飽滿 1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聯速利 1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菲克利腐絕  （hexaconazole + thiabendazole）  
 金富丹 23.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通好 22.8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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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哥  （菲克利）  
菲常好  （菲克利）  
菜友  （賽達松）  
菜克靈  （賽滅寧）  
菜利農  （賽達松）  
菜旺  （硫賜安）  
菜農寶  （賽滅松）  
菜嘸蟲  （賽達松）  
菜蟲精  （賽達松）  
菜蟲離  （因滅汀）  
菜蟲寶  （賽滅松）  
菜寶  （蘇力菌）  
菜寶靈  （賽滅松）  
蛟龍  （賽滅寧）  
蛛蟎克  （新殺蟎）  
蛛蟎絕  （芬佈賜）  
貴寶  （蘇力菌）  
越力  （免賴得）  
越禧  （第滅寧）  
超好效  （邁克尼）  
超星  （菲克利）  
超讚  （撲克拉）  
跑天下  （芬化利）  
跑無路  （派滅淨）  
進財  （亞滅寧）  
進寶  （氟氯比）  
鄉土情  （撲克拉）  
開樂生  （大克蟎）  
隆隆清  （汰硫免速隆）  
雅飛寧  （亞滅寧）  
雄勇  （賽氟滅）  
雄寶  （芬普尼）  
雄霸天下  （益達胺）  
集馬寧  （陶斯寧）  
順吉利  （馬拉松）  
順發  （撲芬松）  
順農心  （愛殺松）  
順豐掌  （益達胺）  
黃金甲  （普克利）  
黃金寶  （可濕性硫黃）  
黑仙  （毆殺松）  
黑白絕  （依滅列）  
黑金剛  （福瑞松）  
黑珍珠  （福瑞松）  
黑豹  （賽滅寧）  
黑龍寶  （福瑞松）  
黑賽松  （毆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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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寶  （賽滅寧）  
氰胺亞滅寧  （亞滅寧）  
氰滿素  （cyanamide）  

 春雷 49.00% 溶液 心禾實業有限公司 

腈強  （腈硫克絕）  
腈硫克敏  （pyraclostrobin + dithianon）  

 炭速靈 16.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腈硫克絕  （cymoxanil + dithianon）  
 腈強 3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腈絕 35.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配 3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腈硫醌  （dithianon）  
 天寶 22.7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包順利 22.7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雷菌 22.7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炭寶 22.7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茂喜 22.70% 水懸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菌嘜來 22.7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炭剋星 42.20% 水懸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炭星 42.2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清龍 42.2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雷彈精 42.2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久保丹 7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紅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尚紅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欣德寶 70.00% 可溼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新雷彈 7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福得寶 7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3.00%up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3.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腈硫醌銅  （dithianon + copper oxychloride）  
 大好丹─銅 5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旺 5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腈絕  （腈硫克絕）  
腈霸  （貝芬硫醌）  
萘乙酸鈉  （alpha-naphthylacetic acid）  

 早生果 5.00% 片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增產冬 5.00% 片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旺素 98.00% 水溶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豐產多 98.00% 水溶性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根多生 98.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賽珍珠 98.00% 水溶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3 劃】  
催大丹  （勃激素 A3）  
園草清  （可滅蹤）  
塞文－８５  （加保利）  
塞亞蟎  （三亞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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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地  （二、四─地）  
奧蟎多  （毆蟎多）  
意難忘  （芬普寧）  
愛力克  （邁克尼）  
愛心多  （加保利）  
愛卡贊  （撲克拉）  
愛瓜果  （可濕性硫黃）  
愛禾好  （亞素靈）  
愛吃蟲  （蘇力菌）  
愛多收  （果收生長素）  
愛如松  （賽達松）  
愛米松  （益滅松）  
愛你錳  （鋅錳乃浦）  
愛克松  （依芬寧）  
愛克蟎  （必芬蟎）  
愛利強  （愛殺松）  
愛扶農  （克福隆）  
愛佳靈  （大克蟎）  
愛奇靈  （勃激素 A3）  
愛果丹  （貝芬同）  
愛果生  （鋅錳乃浦）  
愛果旺  （可濕性硫黃）  
愛果蔬  （馬拉松）  
愛美松  （愛殺松）  
愛殺松  （ethion）  

 * 46.5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 46.50% 乳劑 耕農企業有限公司 

 * 46.5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6.5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46.5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多靈 46.5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介殺霸 46.5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台殺松 46.5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桔寶 46.5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好殺蟎 46.5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松 46.5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克蟎 46.5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死蟎蜱 46.5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百事發 46.5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旺 46.5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蜱剎 46.5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蟎靈 46.5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快殺松 46.5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易速寶 46.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治蟎 46.5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治蟎 46.5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特殺松 46.5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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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速松 46.5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速寶 46.5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滅蟎 46.5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殺蜏蜱 46.5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殺蟎玉 46.5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速克蟎 46.5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速殺蟎 46.5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順農心 46.5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美松 46.5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殺蟎 46.5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速寶 46.5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滅蟎 46.5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愛蜱殺 46.5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介煞霸 46.5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新紅兵 46.5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除蟎 46.5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優克蟎 46.5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羅殺松 46.5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尅蟎精 46.5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蟎全克 46.5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愛利強 46.50% 水基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耕農企業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羅翰松 95.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愛殺蟎  （愛殺松）  
愛速寶  （愛殺松）  
愛魚康  （亞培松）  
愛復健  （白粉松）  
愛普殺  （滅達樂）  
愛逮完  （祿芬隆）  
愛滅能  （陶斯松）  
愛滅蟎  （愛殺松）  
愛農產  （賽達松）  
愛達農  （賽達松）  
愛福好  （賽洛寧）  
愛蜱殺  （愛殺松）  
愛賜松  （撲馬松）  
愛鋅錳  （鋅錳乃浦）  
愛穗寶  （亞賜圃）  
愛豐收  （益收生長素）  
愛蟎多  （毆蟎多）  

※搏露阻  （氟比拔克）  
新─歐聖  （毆殺松）  
新力  （可濕性硫黃）  
新力丹  （貝芬替）  
新力精  （可濕性硫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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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寧  （賽滅寧）  
新大生霸王  （鋅錳乃浦）  
新大松  （撲芬松）  
新大勝丹  （丁基加保扶）  
新大寶  （蘇力菌）  
新介煞霸  （愛殺松）  
新元帥  （伏寄普）  
新巴斯丁  （貝芬替）  
新巴斯讚  （貝芬替）  
新王丹  （安丹）  
新世大丹  （丁基加保扶）  
新世大冬  （丁基加保扶）  
新世大寧  （益滅賽寧）  
新世紀  （賽滅寧）  
新世通  （三泰芬）  
新主角  （培丹）  
新巨果  （勃寧激素）  
新必利丹  （鹼性氯氧化銅）  
新必滅  （丁基滅必蝨）  
新必蝨  （雙滅必蝨）  
新正豐丹  （丁基加保扶）  
新田中王  （福賽得）  
新禾綠贊  （依普座）  
新好年丹  （丁基加保扶）  
新好利克  （芬普寧）  
新好松  （益滅松）  
新好幫手  （百滅寧）  
新好顧  （陶斯松）  
新安美農  （菲克利）  
新安寧  （賽滅淨）  
新年豐寧  （賽滅淨）  
新收冬  （丁基加保扶）  
新百賜汀  （貝芬替）  
新克蝨  （蝨必殺）  
新克蟎  （大克蟎）  
新利丹  （滅蝨丹）  
新利台丹  （丁基加保扶）  
新利多生–２  （果收生長素）  
新希望  （貝芬菲克利）  
新快靈  （納乃得）  
新汰王  （西殺草）  
新 -汽巴讚  （賽滅淨）  
新固賽得  （氫氧化銅）  
新奇星  （凡殺護矽得）  
新奇寶  （勃激素 A3）  
新招福  （甲基合氯氟）  
新招數  （陶滅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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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旺穗  （鐵甲砷酸銨）  
新東和丹  （丁基加保扶）  
新果生  （得恩地）  
新果斯  （四氯保淨）  
新果蝨  （滅必蝨）  
新長紅  （益達胺）  
新阿陸仁  （鐵甲砷酸銨）  
新阿蘇仁  （甲基砷酸鐵）  
新 -剋星  （待克利）  
新剋草精  （丁基拉草）  
新剋螺  （耐克螺）  
新品松  （大利松）  
新威力  （賽滅松）  
新威克  （丁基加保扶）  
新星  （護矽得）  
新毒斯寧 -精  （陶斯寧）  
新紅兵  （愛殺松）  
新美普馨 -50 （滅必蝨）  
新美實多愛  （滅多松）  
新根毛王  （生長寧素）  
新氣象  （菲克利）  
新泰力  （治滅蝨）  
新泰勇  （平克座）  
新特文  （加丁滅蝨）  
新紋必淨  （鐵甲砷酸銨）  
新紋克  （鐵甲砷酸銨）  
新紋靈  （鐵甲砷酸銨）  
新將星  （畢芬寧）  
新庵原丹  （丁基加保扶）  
新殺手  （諾伐隆）  
新殺蟎  （bromopropylate）  

 * 2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力果農 2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克蟎 2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保農 2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蟎殺 25.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金掃蟎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速利農 2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速尅蟎 25.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蛛蟎克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蟎清 2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蟎 2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蟎龍 2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香春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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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滅 2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銹埤殺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銹蜱靈 25.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穩掃黑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蟎 25.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家收 25.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果農 90.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新祥發  （達滅芬）  
新 -脫百絲  （平克座）  
新通７Ｅ  （礦物油）  
新通圃  （施得圃）  
新速松  （撲滅松）  
新速精  （芬化利）  
新喜精  （第滅寧）  
新富王  （鋅錳乃浦）  
新富農丹  （丁基加保扶）  
新絲本–Ｍ  （陶滅蝨）  
新雅利特  （福賽得）  
新新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新滅淨  （鐵甲砷酸銨）  
新滅菌  （鐵甲砷酸銨）  
新滅靈  （賽滅寧）  
新萬果生  （銅快得寧）  
新萬帥  （伏寄普）  
新 -農治  （待克利）  
新農家福  （納得亞滅寧）  
新農家寶  （果收生長素）  
新農福產  （貝芬替）  
新雷達松  （拜裕松）  
新雷彈  （腈硫醌）  
新榮谷丹  （滅蝨丹）  
新福施  （賽滅寧）  
新綠  （芬殺松）  
新輕功  （嘉賜銅）  
新慧星  （畢芬寧）  
新樂園  （菲克利）  
新潮流  （滅芬農）  
新蝨寶  （雙滅必蝨）  
新賜得普  （施得圃）  
新 -霉敵  （腐絕）  
新興農丹  （丁基加保扶）  
新穗能  （賓克隆）  
新蟲滅  （美文松）  
新雙福  （加保利）  
新關刀  （益達胺）  
新寶倢  （勃激素 A3）  
新寶淨  （甲基多保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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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寶淨–70（甲基多保淨）  
新寶淨‧精  （甲基多保淨）  
新蘇生銀  （鐵甲砷酸銨）  
新鐵甲  （鐵甲砷酸銨）  
新露菌滅  （銅滅達樂）  
新囍  （第滅寧）  
新蟎清  （新殺蟎）  
滅大松  （methidathion）  

 舒霸 40.00% 可濕性粉劑-水溶性袋裝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1.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滅亣松  （大滅松）  
滅必死  （滅必蝨）  
滅必淨  （metribuzin）  

 勝力 70.00% 可溼性粉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勝可 7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普洛淨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聖克 7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滅必蝨  （MIPC）  
 * 8.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米保珍 8.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 8.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米卡好 8.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必滅蝨 2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滅蝨 2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米保珍 2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米富仁 2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米富馨 20.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米蝨滅 2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果生 2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果蝨 2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飛蝨 2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滅穀蝨 2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 2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噴必死 2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蝨必死 2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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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降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米必新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米保珍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米富仁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米蝨滅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美普馨-50 5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必死 5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噴必死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蝨必滅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蝨殺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滅必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滅田草  （丁基拉草）  
滅地蟲  （托福松）  
滅多多  （因滅汀）  
滅多松  （oxydemeton methyl）  

 好讚 25.00% 乳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克蚜精 25.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新美實多愛 2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蚜精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滅多殺  （滅賜松）  
滅多靈  （百滅寧）  
滅死多  （滅賜松）  
滅死蝸  （聚乙醛）  
滅克蝨  （XMC）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保汝安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滅芬草  （mefenacet）  
 全．免草繁 70.00% 片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滅芬農  （metrafenone）  
 新潮流 42.37%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滅芬諾  （methoxyfenozide）  
 蛾寶 22.60%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滅青蟲  （賽滅寧）  
滅枯紋  （甲基砷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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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枯淨  （甲基砷酸鈣）  
滅枯靈  （滅紋）  
滅派林  （mepanipyrim）  

 果必佳 40.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利果精 40.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果必佳 94.00%up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滅炭  （得克利）  
滅飛蝨  （滅必蝨）  
滅特座  （metconazole）  

 立特座 9.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統碳吉 9.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臺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 

滅粉克  （三泰芬）  
滅紋  （MALS）  

 * 16.5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16.5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6.5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紋 16.5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紋克靈 16.5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枯 16.5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淨 16.5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紋菌 16.5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滅紋 16.5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枯靈 16.5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紋特靈 16.5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珠馬紋 16.5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殺菌靈 16.5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紋 16.5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滅紋枯  （鐵甲砷酸銨）  
滅草胺  （metazachlor）  

 圃地善 43.1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魔克草 43.1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滅草樂  （樂滅草）  
滅蚜精  （滅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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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速勇  （納乃得）  
滅普寧  （mepronil）  

 百賜達克 3.00% 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百賜達克 3.0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百賜達克 40.0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百賜達克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百賜達克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百賜達克 94.00%up 原體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滅菌丹  （甲基多保淨）  
滅菌精  （甲基多保淨）  
滅落脫  （napropamide）  

 剃光頭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滅達  （滅賜松）  
滅達樂  （metalaxyl）  

 剋露清 17.5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得清 17.5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除菌露─液 17.50% 種子處理液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賜無菌 17.50% 種子處理液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貝士得滅達樂 35.00% 種子處理水分散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 3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樂隆 3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通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攻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征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勁達樂 35.00% 可溼性粉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紅太陽 3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美佳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治菌 3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普殺 3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露能 3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瑞年來 35.00% 可溼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聖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賜無菌 3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戰菌 3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穩滅露 3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可清 3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露多滅 3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易清 3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露菌殺 3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露達滅 35.00% 可溼性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好露用 35.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圍達樂 3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雋農紅藥粉 35.00% 可溼性粉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露菌 3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剋露清 3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好用 35.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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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達樂  （metalaxyl）  
 * 90.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鼠  （得伐鼠）  
滅爾蝨  （MPMC）  

 滅蟲霸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2.00% 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滅殺 2.0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特滅蝨 2.00% 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霸 2.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滅熱寶  （撲殺賜圃）  
滅穀蝨  （滅必蝨）  
滅稻菌  （鐵甲砷酸銨）  
滅稻熱  （亞賜圃）  
滅稻蝨  （布芬淨）  
滅線蟲  （DCIP）  

 線蟲去 30.00% 粒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8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足本領 8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脫線靈 80.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脫線蟲 8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脫線靈 98.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滅線靈  （普伏松）  
滅蝨  （滅必蝨）  
滅蝨丹  （cartap + MIPC）  

 巴米丹 6.5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谷丹 6.5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倍殺丹 6.5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高培冬 6.5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培米丹 6.5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利丹 6.5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稻必用 6.5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榮谷丹 6.5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倍豐丹 6.5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王  （雙滅必蝨）  
滅蝨粉  （加丁滅蝨）  
滅蝨強  （雙必蝨）  
滅賜克  （methiocarb）  

 勇馬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薊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拜薊剋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滅賜松  （demeton-S-methyl）  
 * 2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2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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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大賜松 2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克蚜蟲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利賜多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多斯 2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美利斯 2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美滅松 25.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達 2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美達多 2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美達靈 2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實多愛 2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賜福 2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除蚜蟲 2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滅多殺 2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滅死多 2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靈 2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蚜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滅達 2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蚜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蚜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蚜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滅蚜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50.00%up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螺安  （耐克螺）  
滅蟲  （撲滅松）  
滅蟲利  （芬化利）  
滅蟲寧  （拜裕松）  
滅蟲精  （芬殺松）  
滅蟲寶  （畢芬寧）  
滅蟲霸  （滅爾蝨）  
滅蟲靈  （滅賜松）  
滅雙殺  （雙滅必蝨）  
滅藤  （三氯比）  
滅露疫  （銅滅達樂）  
滅露能  （滅達樂）  
滅蟎  （新殺蟎）  
滅蟎龍  （新殺蟎）  
溴克座  （bromuconazole）  

 速克 8.93% 水懸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煞死蟲  （佈飛賽滅寧）  
煞粉大  （得克芬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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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菌精  （普克利）  
獅子王  （丁基加保扶）  
獅馬大滅速Ｓ  （大滅松）  
瑞加福  （嘉保信）  
瑞伏蟎  （毆蟎多）  
瑞多福  （福瑞松）  
瑞年來  （滅達樂）  
瑞克草  （丁基拉草）  
瑞芳黴素  （鏈黴素）  
瑞紋清  （菲克利）  
瑞滅淨  （芬化利）  
瑞滿  （護粒松）  
盟主  （益達胺）  
矮仔冬瓜  （加保扶）  
祿芬隆  （ lufenuron）  

 攏無蛾 4.4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愛逮完 4.40% 乳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國豐祿芬隆 99.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禁草仔  （樂滅草）  
萬力  （免賴得）  
萬生│２００  （鋅錳乃浦）  
萬全  （丁拉普芬草）  
萬年刈  （巴達刈）  
萬年青  （快得寧）  
萬克  （亞滅培）  
萬克殺  （納乃得）  
萬克蝨  （加保利）  
萬事欣  （克收欣）  
萬事達  （固殺草）  
萬事寧  （撲滅寧）  
萬佳多  （福多寧）  
萬果生  （鋅錳乃浦）  
萬果好─４５  （鋅錳乃浦）  
萬果旺  （礦物油）  
萬果福  （大滅松）  
萬枝春  （快得寧）  
萬剋隆  （待克利）  
萬星  （護矽得）  
萬家欣  （克收欣）  
萬家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萬能松  （托福松）  
萬能寶  （果收生長素）  
萬強  （毆殺滅）  
萬得生  （鋅錳乃浦）  
萬得隆  （裕必松）  
萬得寧  （快得寧）  

︻
13
劃
︼ 
煞
獅
瑞
盟
矮
祿
祿
禁
萬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151

萬得寶  （芬普尼）  
萬殺  （丁基滅必蝨）  
萬殺靈  （丁基滅必蝨）  
萬清  （固殺草）  
萬勝  （毆殺松）  
萬喜精  （菲克利）  
萬富  （納得護賽寧）  
萬順丹  （加保扶）  
萬歲  （伏寄普）  
萬滅靈  （鋅錳乃浦）  
萬萬穗  （賓克隆）  
萬寧水  （納乃得）  
萬福果  （依普同）  
萬福精  （依普同）  
萬億黴素  （多保鏈黴素）  
萬敵死  （三氯松）  
萬敵能  （納乃得）  
萬點  （易胺座）  
萬靈  （納乃得）  
萬尅靈  （四氯異苯腈）  
聖克  （滅必淨）  
聖露  （滅達樂）  
葉愛用  （待普克利）  
葛來麥  （益達胺）  
蛾寶  （滅芬諾）  
蜂仔寶  （撲滅松）  
蜂砲  （護賽寧）  
裕必松  （phosalone）  

 松必爽粉 3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農家好 3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益松 3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裕必爽 3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樹必爽 3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萬得隆 3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農家好 3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必寧 3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利農 3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谷王 3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3.00% 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該草除  （草殺淨）  
誅僖蟲  （第滅寧）  
跳仔王  （派滅淨）  
跳仔清  （撲芬松）  
跳蟲淨  （佈飛松）  
較好  （得芬諾）  
農民樂  （嘉磷塞（胺鹽））  
農多利  （菲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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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好丹精  （丁基加保扶）  
農好百草淨  （固殺草）  
農好勇  （阿巴汀）  
農好施得圃  （施得圃）  
農好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農好稱大喜  （亞托敏）  
農好寶  （芬普尼）  
農好讚  （快伏草）  
農安心  （安丹）  
農有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農伴  （百滅寧）  
農克蜂  （克蠅香）  
農事達  （固殺草）  
農事寶  （陶斯松）  
農來勇  （丁基加保扶）  
農勁順  （培丹）  
農思達  （樂滅草）  
農家好  （裕必松）  
農益  （甲基多保淨）  
農真好  （得恩地）  
農真勇  （多得淨）  
農得利  （菲克利）  
農得意  （陶斯寧）  
農博士  （依芬寧）  
農無蟲  （芬諾克）  
農順福  （丁基加保扶）  
農會丹  （稻得免速隆）  
農會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農會牌─新炭霜  （待克利）  
農會牌因滅汀  （因滅汀）  
農會牌固殺草  （固殺草）  
農會牌培丹  （培丹）  
農會寧  （賓克隆）  
農會贊  （益達胺）  
農會寶  （枯草桿菌）  
農會露  （達滅芬）  
農滅精  （芬化利）  
農農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農總好  （四氯異苯腈）  
農總通  （三泰芬）  
農總讚  （派滅淨）  
農寶精  （依普同）  
農寶蝨  （丁基滅必蝨）  
農靈  （納乃得）  
道氏本  （陶斯松）  
道禮金大生Ｍ─４５  （鋅錳乃浦）  
道禮金大生 M-45 （鋅錳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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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禮金大生Ｍ–４５  （鋅錳乃浦）  
道禮菜園寶  （賜諾特）  
道禮農順  （陶斯寧）  
道禮農園寶  （賜諾特）  
達仙  （貝芬替）  
達有龍  （diuron）  

 益滅草精 40.00% 水懸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清園草 4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達有龍 8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滅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草必斯 8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滅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利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抗草龍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滅 8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滅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草靈 8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鋤草頭 80.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園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不要草 8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草絕 8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滅草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卡滅克斯 95.0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8.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尼克  （四氯異苯腈）  
達克利  （diniconazole）  

 好速克利 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達克寧  （百滅寧）  
達克爛  （大克爛）  
達克靈  （四氯異苯腈）  
達克靈．精  （四氯異苯腈）  
達克蟎  （三亞蟎）  
達利農  （達馬松）  
達官  （第滅寧）  
達官精  （第滅寧）  
達剋能粒  （四氯異苯腈）  
達益靈  （四氯異苯腈）  
達陣  （氟大滅）  
達馬松  （methamidophos）  

 * 50.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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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馬松  （methamidophos）  
 * 50.0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溶液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上界靈 50.00% 溶液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尾龍 50.0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美農 50.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馬龍 50.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大殺松 50.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介久 50.0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太龍 50.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馬農 50.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龍 50.0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快馬龍 50.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美松 50.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利農 50.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馬隆 50.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馬農 50.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滅寧 50.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滿龍 50.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達馬松 50.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殺滅 50.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點點靈 50.0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3.00% 原體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73.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達馬隆  （達馬松）  
達馬農  （達馬松）  
達喜  （第滅寧）  
達喜精  （第滅寧）  
達滅克敏  （pyraclostrobin + dimethomorph）  

 總發 18.7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達滅芬  （dimethomorph）  
 一路清 50.00% 可溼性粉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吉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金牌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勁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疫把罩 50.00% 可溼性粉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疫菌王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常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帶安分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展 50.00% 可溼性粉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祥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祥稱 5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優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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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穗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報你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惠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翔勇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露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興農樂菌清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諾發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星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祥泰 5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祥發 500/L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祥發 95.00% 原體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滅速  （大滅松）  
達滅寧  （達馬松）  
達農安  （賽滅松）  
達滿龍  （達馬松）  
達摩掌  （益達胺）  
達豐產  （貝芬替）  
達露  （四氯異苯腈）  
隔來草  （嘉磷塞）  
雋農乎您勇  （阿巴汀）  
雋農紅藥粉  （滅達樂）  
雷丹  （培丹）  
雷公掌  （益達胺）  
雷公靈  （賽滅寧）  
雷火精  （陶斯寧）  
雷冬精  （加保扶）  
雷克  （賽滅寧）  
雷克蟎  （大克蟎）  
雷利松  （甲基巴拉松）  
雷貢  （賽滅寧）  
雷速丹  （免賴得）  
雷彈精  （腈硫醌）  
飽米丹  （撲殺培丹）  
飽穗寧  （賓克隆）  
鼎勇  （阿巴汀）  
零菌潔  （甲基多保淨）  
鼠王  （可滅鼠）  
鼠必死  （伏滅鼠）  
鼠特  （伏滅鼠）  
嗄時機  （免速達）  
嗄嗄叫  （待普克利）  

【 14 劃】  

嘉力  （免賴得）  
嘉大銅  （氫氧化銅）  
嘉友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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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必蝨  （滅必蝨）  
嘉安泰  （賽洛寧）  
嘉扶精  （加保扶）  
嘉旺地  （二、四─地（胺鹽））  
嘉果  （益收生長素）  
嘉果旺  （福賽得）  
嘉芬利  （芬化利）  
嘉芬松  （芬殺松）  
嘉保利  （加保利）  
嘉保信  （oxycarboxin）  

 * 2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銑 2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銹寶 2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瑞加福 2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銹好速 2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銹絕 2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銹敵 2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穩當好 2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穩當讚 2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可溼性粉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銹 7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百事吉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克銑 7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銹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防銹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克銹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綠大 7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剋除銹 7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寶 75.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銹天王 7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銹克 7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銹殺 7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銹絕 7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銹滅寧 7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銹敵 7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銹靈 7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保淨  （快得保淨）  
嘉剋隆  （賓克隆）  
嘉剋蟎  （芬佈賜）  
嘉津菓  （氫氧化銅）  
嘉泰寧  （快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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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益扶  （丁基加保扶）  
嘉益精  （鋅錳乃浦）  
嘉益蝨  （益丁滅蝨）  
嘉砷滅  （鐵甲砷酸銨）  
嘉得寧  （納乃得）  
嘉富寧  （福文松）  
嘉斯本  （陶斯松）  
嘉滅松  （撲滅松）  
嘉滅草  （丁基拉草）  
嘉滅蝨  （陶滅蝨）  
嘉瑞松  （福瑞松）  
嘉寧  （納乃得）  
嘉福農  （納乃得）  
嘉樂產  （貝芬替）  
嘉樂達  （鋅錳克絕）  
嘉樂寶  （氫氧化銅）  
嘉潔第一讚  （益達胺）  
嘉賜米  （嘉賜黴素）  
嘉賜克枯爛  （ tecloftalam + kasugamycin）  

 嘸免驚 14.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賜銅  （kasugamycin + copper oxychloride）  
 加速黴素 77.5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加瑞農 77.5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春日黴素 77.50% 可溼性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新輕功 77.5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輕功 77.5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露菌滅 77.5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嘉賜熱  （kasugamycin + fthalide）  
 立農嘉賜熱 21.2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掃熱靈 21.2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賜黴素  （kasugamycin）  
 佳收美 0.20% 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稻友 2.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素 2.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牽成 2.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友 2.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2.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2.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加生素 2.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因素 2.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多米 2.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收米 2.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斯美 2.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甲等 2.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牽成 2.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收美 2.0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賜福 2.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賜米 3.00% 超低容量液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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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賜黴素  （kasugamycin）  
 *  60.00%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3.00%up 原體 育禾化學興業有限公司 

嘉濱二、四地  （二、四─地（胺鹽））  
嘉濱耐久圃  （莫多草）  
嘉濱達喜草  （固殺草）  
嘉磷氟氯比  （glyphosate + fluroxypyr-meptyl）  

 双炮軍 33.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嘉磷塞  （glyphosate）  
 * 8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95.00% 原體 高將貿易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磷塞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隔來草 95.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嘉磷塞（胺鹽）  （glyphosate-ammonium）  
 樂農家 41.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粒粒春 74.70% 水溶性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民樂 74.70% 水溶性粒劑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樂農家 74.70% 水溶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glyphosate-isopropylammonium）  
 速來春 15.10% 溶液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穠蕪草 15.10% 溶液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 41.00% 溶液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上緊滅 41.0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春 41.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春 41.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允除 41.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日日春 41.00% 溶液 慶烽生技有限公司 
 日產春 41.0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世大春 41.0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春 41.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靈達 41.00% 溶液 臺灣嘉潔股份有限公司 
 永春 41.00% 溶液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立農-春 41.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先逢春 41.00% 溶液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好過春 41.00% 溶液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年年春 41.00% 溶液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克根 41.0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免鋤草 41.00% 溶液 德方有限公司 
 利多春 41.00% 溶液 環宇新境有限公司 
 妙妙春 41.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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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旺春 41.0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東和春 41.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草春 41.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狀元春 41.00% 溶液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青山春 41.00% 溶液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保農春 41.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哈雷 41.00% 溶液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春卡多 41.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春多多 41.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春春春 41.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春春福 41.0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春匯春 41.00% 溶液 春匯有限公司 
 春達 41.00% 溶液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紅星 41.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家家春 41.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時時春 41.00% 溶液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泰好春 41.0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泰有春 41.00% 溶液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祝友春 41.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納殺 41.00% 溶液 高將貿易有限公司 
 草虎 41.00% 溶液 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魔 41.00% 溶液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春 41.00% 溶液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莎霸 41.00% 溶液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速速綜來春 41.00% 溶液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貴春 41.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大春 41.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新春 41.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萬家春 41.00% 溶液 雅飛有限公司 
 農好春 41.00% 溶液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農有春 41.00% 溶液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農會春 41.0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農農春 41.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友春 41.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有春 41.00% 溶液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臺聯新滅草 41.0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春 41.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總是春 41.0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春 41.00% 溶液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隴總春 41.0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蘭達 41.00% 溶液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魔草 41.00% 溶液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除草樂 1.00% 其他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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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磷塞 (異丙胺鹽 )（glyphosate-isopropylammonium）  
 * 62.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興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2.00% 工業級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草順除 62.00% 工業級原體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62.00%up 工業級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嘉磷塞三甲基硫鹽（glyphosate-trimesium）  
 免你割 13.1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禧  （第滅寧）  
嘉穗美  （賓克隆）  
嘉穗精  （賓克隆）  
嘉穩收  （護粒松）  
嘉寶  （嘉保信）  
嘉靈  （納乃得）  
嘉蟎  （畢達本）  
奪蜂香  （含毒甲基丁香油）  
實多黴素  （鏈黴素）  
對罩時  （菲克利）  
對銅  （維利黴素）  
榮谷丹  （培丹）  
滴死  （第滅寧）  
滴草靈  （丁拉樂滅草）  
滴滅草  （樂滅草）  
滴滅草─Ｍ  （丁拉樂滅草）  
滴滅速  （大滅松）  
滴滴強  （撲滅松）  
滴滴靈  （賽滅寧）  
漢寶牌培農菌  （枯草桿菌）  
漂丿  （益滅松）  
滿力松  （撲馬松）  
滿天星  （畢芬寧）  
滿利  （納乃得）  
滿治  （亞滅寧）  
滿青  （快得寧）  
滿香春  （新殺蟎）  
滿堂彩  （待普克利）  
滿朝青  （賓得克利）  
滿意冬  （益丁滅蝨）  
滿福丹  （加保扶）  
滿稻寧  （賓克隆）  
滿穗  （加丁滅蝨）  
滿穗寧  （賓克隆）  
滿穗寧精  （賓克隆）  
滿穗靈  （賓克隆）  
瑪格利特穩達達  （芬瑞莫）  
盡滅蝨  （治滅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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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氫鉀  （potassium hydrogen carbonate）  
 速綠佳 80.00% 水溶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碳酸鈣  （calcium carbonate）  
 果利富濃 95.00% 可溼性粉劑 台石股份有限公司 

福力克  （邁克尼）  
福力松  （陶斯松）  
福元精  （依普同）  
福化利  （Tau-fluvalinate）  

 佳克 24.00%(w/v) 水基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現代靈 2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福文松  （phosphamidon + mevinphos）  
 合力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富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世丹  （培丹）  
福仙  （毆殺松）  
福加仁  （加保福化利）  
福再得  （福賽得）  
福多松  （陶斯寧）  
福多寧  （ flutolanil）  

 望佳多 15.00% 乳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水懸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萬佳多 20.00% 水懸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萬佳多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福有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福你發  （第滅寧）  
福克丹  （加保扶）  
福利松  （撲滅松）  
福利得  （普克利）  
福利讚  （撲滅松）  
福快殺  （芬化利）  
福拉比  （ furametpyr）  

 住友文谷粒 1.50% 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谷利 1.5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文谷粒 95.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福芬素  （ forchlorfenuron）  
 褔祿滿多 0.10% 溶液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春  （毆殺松）  
福星  （福賽得）  
福美龍  （益滅松）  
福氣  （加保福化利）  
福氣多  （福賽絕）  
福益松  （福瑞松）  
福益得  （福賽得）  
福得寶  （腈硫醌）  
福您比  （氟氯比）  
福連殺  （益滅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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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隆納乃得  （diflubenzuron + methomyl）  
 紅帥 30.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瑞松  （phorate）  
 * 10.00% 粒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10.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10.00% 粒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大億丹 10.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掃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好美特 10.00% 粒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好美德 10.00% 粒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易福松 10.00% 粒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金賽滅地 10.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龍 10.00% 粒劑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保允得 10.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田園 10.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真讚 10.00% 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殺地蟲 10.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金剛 10.00% 粒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黑珍珠 10.00% 粒劑 耘農企業有限公司 
 黑龍寶 10.00% 粒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瑞多福 10.00% 粒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嘉瑞松 10.00% 粒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福益松 10.00% 粒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福瑞得 10.00% 粒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滅得 10.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滅得 85.00% 原體 達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耕農企業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福瑞得  （福瑞松）  
福祿比  （氟氯比）  
福農松  （撲滅松）  
福農帥  （扶吉胺）  
福滿堂  （丁基加保扶）  
福樂生  （護粒松）  
福樂冬  （加保扶）  
福賜米松  （phosphamidon）  

 富米松 8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速達拉松 92.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福賜滅蝨  （phosphamidon + MIPC）  
 * 2.3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惠滅蝨 2.3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燦松  （陶斯松）  
福穗寶  （賓克隆）  
福臨  （三氟敏）  
福賽快得寧  （ fosetyl-aluminium + oxine-copper）  

 雙贊 8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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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賽得  （ fosetyl-aluminium）  
 快滅露 80.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特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得 8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旺得好 80.00% 可溼性粉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賽得 8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新田中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雅利特 8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嘉果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福再得 8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星 8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福益得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擋露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露落安 8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6.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福賽絕  （ fosthiazate）  
 地威剛 10.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氣多 10.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褔氣多 10.00% 粒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氣多 7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褔氣多 75.00% 乳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氣多 93.00%up 原體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寶殺  （蝨必殺）  
福露收  （甲鋅保淨）  
福尅蝨  （雙滅必蝨）  
稱尚久  （亞托敏）  
稱恬恬  （亞托敏）  
稱乘稱  （亞托敏）  
稱麥條  （克收欣）  
稱無限  （亞托敏）  
稱嘜停  （亞托敏）  
精湛  （腐絕）  
綜免刈  （巴拉刈）  
綜清  （依滅草）  
綜萊除  （丁基拉草）  

※綠木黴菌  （R42(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R42)）  
 根益旺 2X10

8
 CFU/G 粉劑 寶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綠波  （芬佈賜）  
綠油油窄域油  （礦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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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健  （快得寧）  
綠普  （勃激素 A3）  
綠量  （依普座）  
綠滅菌  （快得保淨）  
網春豐  （安美速）  
維大利－５  （維利黴素）  
維丰寶禧精  （第滅寧）  
維利熱必斯  （validamycin A + fthalide）  

 省工 2.80% 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省工 53.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維利黴素  （validamycin A）  
 * 3.0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3.00% 溶液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卡旺素 3.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讚黴素 3.0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頂真 3.0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威力黴素 3.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為你素─Ａ 3.0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枯克 3.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病清 3.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稻維力 3.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養元黴素 3.0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維利黴素 3.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赫 5.00% 溶液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頂真 5.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維大利－５ 5.00% 溶液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爛立停 5.00% 溶液 安旺特有限公司 
 對銅 10.0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60.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醛  （metaldehyde）  
 土寶 3.25% 餌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助手 6.00% 餌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兩棲滅螺 6.00% 餌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松樹克螺 6.00% 餌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剋螺丹 6.00% 餌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蝸死 6.00% 餌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殺螺 6.00% 餌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死蝸 6.00% 餌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蝸立死 6.00% 餌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蝸全死 6.00% 餌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蝸除 6.00% 餌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蝸蝓死 6.00% 餌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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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必零 6.00% 餌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尅蝸 6.00% 餌劑 德方有限公司 
 螺好除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9.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腐絕  （ thiabendazole）  
 * 4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全能 4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克霉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沒敵 4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腐絕 4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腐敵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霉得剋 40.00% 可溼性粉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霉絕 4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霉尅 4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腐絕 4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1.8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腐絕 41.8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沒敵精 41.8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腐絕精 41.80% 水懸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殺菌精 41.8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菌淨 41.80% 水懸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霉敵 41.80%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精湛 41.8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腐敵 41.8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霉得剋 41.80% 水懸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黴敵 41.80% 水懸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8.50%up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腐絕快得寧  （ thiabendazole + oxine-copper）  
 克爛寶 53.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炭快除 53.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祝禾勇 53.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億度勇 53.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腐敵  （腐絕）  
臺益力保山  （芬殺松）  
臺益毒速丹  （陶斯松）  
臺益益力  （免賴得）  
臺喜精王  （第滅寧）  
臺綠生  （護粒松）  
臺賜靈精  （百滅寧）  
臺聯大利松  （大利松）  
臺聯丹   （加保扶）  
臺聯好達勝  （好達勝）  
臺聯安丹  （安丹）  
臺聯克草清  （草殺淨）  
臺聯馬拉松  （馬拉松）  
臺聯新滅草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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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聯撲滅松  （撲滅松）  
臺聯寶  （芬普尼）  
蒙賽得  （丁基加保扶）  
蓋好  （益丁滅蝨）  
蓋好除  （丁拉樂滅草）  
蓋好殺  （納乃得）  
蓋好擋  （三泰隆）  
蓋克寧  （三泰隆）  
蓋性格  （貝他－賽扶寧）  
蓋草霸  （草殺淨）  
蓋殺松  （谷速松）  
蓋殺霸  （草殺淨）  
蓋猛  （佈飛松）  
蓋普丹  （captan）  

 保粒好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剎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殺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果富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甜旺來 5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2.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蓋穩  （培丹）  
蜘蛛滅  （新殺蟎）  
豪工夫  （賽洛寧）  
豪大果  （勃寧激素）  
豪友  （三賽唑）  
豪萬草  （可滅蹤）  
賓克旺  （賓克隆）  
賓克隆  （pencycuron）  

 立克寧 23.20% 水懸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安稻精 23.20% 水懸劑 雅飛有限公司 

 枝枯靈 23.2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滿穗精 23.2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龍膏 23.20% 水懸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紋沒 23.20% 水懸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煞寧 23.2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斑枯靈 23.20% 水懸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穗能 23.20% 水懸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嘉穗精 23.20% 水懸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穗寧精 23.20% 水懸劑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賓克旺 23.2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無菌 23.2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穗粒旺 25.00% 水懸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稻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正四季春 2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禾穗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好大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美稻 2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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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根本 2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好稻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稻強 2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穗能 2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連連發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斑枯靈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萬萬穗 2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會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飽穗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嘉剋隆 2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穗美 2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稻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穗寧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滿穗靈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福穗寶 2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賓利 25.00% 可溼性粉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賓棒 2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總穗能 2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好收 2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星賓克隆 90.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滿穗寧 95.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賓利  （賓克隆）  
賓得克利  （pencycuron + tebuconazole）  

 允擋好 25.0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寶你豪 25.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定青 25.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紋炭 25.00% 水懸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朝青 25.00% 水懸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穩快好 25.00% 水懸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賓棒  （賓克隆）  
輕可  （培丹）  
輕功  （嘉賜銅）  
銅巴達  （銅滅達樂）  
銅右滅達樂  （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M）  

 立達樂 71.6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銅司令  （快得寧）  
銅本達樂  （copper oxychloride + benalaxyl）  

 龍旺 37.00% 可溼性粉劑 意農有限公司 

銅合硫磺  （copper oxychloride + sulfur）  
 松蓋高尚 35.15% 水懸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銅合腐絕  （copper hydroxide + thiabendazole）  
 好治菌 6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銅老大  （鹼性氯氧化銅）  
銅快得寧  （copper hydroxide + oxine-copper）  

 瓜旺 4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瓜果多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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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快得寧  （copper hydroxide + oxine-copper）  
 克瓜菌 4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快大寧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萬果生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萬果生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萬果生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攏無菌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銅佳猛  （銅錳乃浦）  
銅尚讚  （三元硫酸銅）  
銅高尚  （三元硫酸銅）  
銅滅達樂  （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  

 * 76.5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佳樂 76.5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達樂 76.5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益剋露 76.5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喜滅露 76.5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菌好除 76.5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露菌滅 76.5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滅露疫 76.5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銅巴達 76.5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疫絕 76.5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滅淨 76.50% 可溼性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銅錳乃浦  （copper sulfate + maneb）  
 銅佳猛 82.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安 82.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銅雙好  （鹼氯氫氧銅）  
銅寶發  （鹼性氯氧化銅）  
銅歡喜  （鹼性氯氧化銅）  
蜱蟎卒  （可濕性硫黃）  
蜱蟎清  （畢達本）  

【 15 劃】  
億力  （免賴得）  
億力松  （乃力松）  
億力 -帝  （免賴地）  
億必蝨  （滅必蝨）  
億收旺  （益收生長素）  
億米松  （毆殺松）  
億佳多多  （菲克利）  
億旺  （免賴地）  
億治蟲  （因滅汀）  
億保利  （加保利）  
億度勇  （腐絕快得寧）  
億級棒  （快得寧）  
億草除  （丁拉免速隆）  
億猛  （納乃得）  
億喜  （第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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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新丁  （貝芬替）  
億滅枯  （鐵甲砷酸銨）  
億滅靈  （百滅寧）  
億萬  （陶斯松）  
億萬生─Ｍ  （貝芬錳）  
億萬生–２２  （錳乃浦）  
億萬利  （免賴得）  
億萬寧  （賽滅寧）  
億嘉靈  （益滅松）  
億寶  （二福隆）  
億靈  （雙特氯松）  
噴卡多  （乃力松）  
噴卡省  （納乃得）  
噴必死  （滅必蝨）  
增產冬  （萘乙酸鈉）  
增農益  （氫氧化銅）  
德燻寶  （好達勝）  
慶達生  （得恩地）  
摩朗得 (酒石酸鹽 ) （morantel tartrate）  

 興農保松青 12.50% 其他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撲伏寧  （撲馬松）  
撲克拉  （prochloraz）  

 5克拉 25.0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介贊 25.00% 乳劑 峰農有限公司 
 包大仁 2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克啦 25.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包優果 2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然好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好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您好 2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金介霸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拉 25.0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保加好 25.00% 乳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保克順 2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滅菌 25.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粉總倒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救星 25.00% 乳劑 農福有限公司 
 清炭靈 2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統領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富利好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超讚 25.0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鄉土情 2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卡贊 25.00% 乳劑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霸面讚 25.00% 乳劑 景茂貿易有限公司 
 讚果好 2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包好用 25.00% 水基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您豪 25.00% 水基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包速適 25.00% 水基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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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克拉  （prochloraz）  
 包滿意 25.00% 水基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斯好 25.00% 水基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炭粉清 25.00% 水基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乳好 25.00% 水基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撲克拉錳  （prochlorate manganese）  
 介順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力錳 5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包利贊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包金讚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如意 50.00% 可溼性粉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法財金猛 50.00% 可溼性粉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撲克靈  （撲滅松）  
撲芬松  （ fenvalerate + fenitrothion）  

 立農精芬 3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芬 3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直滴靈 3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山藍美丹 30.00% 乳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速芬松 3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誠清 3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頂呱呱 3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普芬精 3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發 3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松 3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跳仔清 3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撲芬松 3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靈 3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撲蟲寶 3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來 3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撲馬松  （ fenitrothion + malathion）  
 * 47.8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吉祥 47.8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寧 47.8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淨園 47.8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馬松 47.8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愛賜松 47.8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力松 47.8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撲伏寧 81.4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護米松 91.3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撲殺多  （撲滅松）  
撲殺培丹  （probenazole + cartap）  

 巴好 10.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米丹 10.0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飽米丹 10.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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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殺熱  （probenazole）  
 * 4.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田稼友 4.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殺熱 4.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6.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6.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上米滿 6.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利農 6.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禾保 6.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撲殺熱 6.00% 粒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米得 6.00% 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得谷丹 6.00% 粒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農丹 6.00% 粒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香村 6.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稻恩 6.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滿優 6.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掃熱丹 6.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香村 6.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臺灣三笠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撲殺賜圃  （probenazole + isoprothiolane）  
 滅熱寶 12.00% 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松  （ fenitrothion）  
 包允殺 3.0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松 3.00% 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萬年 3.00% 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粒松 3.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福利松 3.00% 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5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美松 5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滅蟲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松 5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吉果 50.00% 乳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好米松 5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速滅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死沒蟲 50.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住滅強 5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松友 50.0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松威力 50.00% 乳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山撲滅松 50.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益速旺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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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滅松  （ fenitrothion）  
 速青 50.00% 乳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速美旺 5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速密吉旺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擊蟲 50.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速滅蟲 5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落松 50.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達松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萬年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力收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粒松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普滅 5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速松 5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嘉滅松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滴滴強 5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利松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利讚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農松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聯撲滅松 50.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撲克靈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尅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豐利松 5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可樂松 2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滅蟲 2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豐果松 2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速滅松 4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松 4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松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松速滅粉 40.00%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速美松 4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喜萬年 4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粒松 4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蜂仔寶 4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撲殺多 4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95.0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3.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松 95.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芬普寧  （ fenitrothion + fenpropathrin）  
 立農寶 46.5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寶 46.50% 乳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殺  （陶斯寧）  
撲滅鼠  （bromadiolone）  

 現代貓 0.01% 餌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撲滅寧  （procymidone）  
 立農速滅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滅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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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金滿點 50.00% 可溼性粉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金福星 50.00% 可溼性粉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金鐘罩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施美力 50.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速克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速益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事寧 5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住友速滅寧 94.00%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撲滅靈  （撲芬松）  
撲滅蟎  （芬普寧）  
撲蟲寶  （撲芬松）  
撲尅  （撲滅松）  
撲蟎  （芬普寧）  
樂土  （托福松）  
樂心  （陶斯松）  
樂全除  （丁拉樂滅草）  
樂好除  （普拉草）  
樂克寧  （快得寧）  
樂剋蟲  （百滅寧）  
樂除蟎  （愛殺松）  
樂得淨  （甲基多保淨）  
樂通寧  （賽滅淨）  
樂速草  （樂滅草）  
樂速達  （丁拉樂滅草）  
樂富果  （依普同）  
樂斯本  （陶斯松）  
樂無草  （樂滅草）  
樂無菌  （賓克隆）  
樂無蟲  （賽洛寧）  
樂滅草  （oxadiazon）  

 * 2.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草無見 2.00% 粒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草樂 2.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樂滅草 2.00% 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2.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12.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12.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利滅草 12.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樂滅草 12.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治草王 12.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樂園 12.00% 乳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除草靈 12.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禁草仔 12.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農思達 12.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滴滅草 12.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無草 12.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樂滅草 12.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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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滅草  （oxadiazon）  
 諾殺 12.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汰籽芽 2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法-財樂滅達 25.00% 乳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殺草霸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滴滅草 2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速草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4.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樂農家  （嘉磷塞（胺鹽））  
樂農寶  （枯草桿菌）  
樂蝨靈  （雙滅必蝨）  
樂豐收  （大利松）  
歐世松  （毆殺松）  
歐仙水  （毆殺松）  
歐特利  （毆殺松）  
歐斯巴克  （丁基滅必蝨）  
歐斯寧  （第滅寧）  
歐聯  （毆殺松）  
毆易松  （毆殺松）  
毆信  （毆殺松）  
毆帝  （毆殺松）  
毆特恩  （毆殺松）  
毆殺松  （acephate）  

 * 2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2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大勝毆殺松 25.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蟲寶 2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仙水好 2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全統 2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松 2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無蟲 25.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農收 2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速勝 2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賽松 2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仙水 2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毆信 25.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福勝 5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殺蟲靈 5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連勝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勝 5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福春 50.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75.00% 水溶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75.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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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夠贏 75.00% 水溶性粉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統 75.00% 水溶性粒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勝毆殺松 75.00% 水溶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卡多利 75.00% 水溶性粒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可勝 75.00% 水溶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勝 75.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好殺王 75.00% 水溶性粉劑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百勝 75.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歐仙 75.00% 水溶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金克松 75.00% 水溶性粒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谷粉 75.00% 水溶性粒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金達 75.00% 水溶性粉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威力多 75.00% 水溶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烏仙粉 75.00% 水溶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神仙 75.00% 水溶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殺卡多 75.00% 水溶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蟲靈 75.00% 水溶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好勝 75.00% 水溶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勝 75.00% 水溶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仙 75.00% 水溶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歐聖 75.00% 水溶性粒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福仙 75.00% 水溶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米松 75.00% 水溶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世松 75.00% 水溶性粒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歐特利 75.00% 水溶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歐聯 75.00% 水溶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毆易松 75.00% 水溶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毆信 75.00% 水溶性粒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毆帝 75.00% 水溶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毆特恩 75.00% 水溶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毆速松 75.00% 水溶性粉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毆寧 75.00% 水溶性粉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毆寶 75.00% 水溶性粉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龍燈毆殺松 75.00% 水溶性粒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蟲攏無 75.00% 水溶性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攏無 75.00% 水溶性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君浩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金達 95.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6.00% 原體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7.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毆殺滅  （oxamyl）  
 保你根 10.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萬強 10.00% 粒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天強 10.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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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殺滅  （oxamyl）  
 護根 10.00% 溶液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強 10.00% 溶液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 42.0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歐殺蟎  （毆蟎多）  
毆速松  （毆殺松）  
毆無蟎  （毆蟎多）  
毆滅松  （omethoate）  

 * 92.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毆寧  （毆殺松）  
毆寶  （毆殺松）  
毆蟎多  （propargite）  

 * 3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30.00% 可溼性粉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蟎逸 3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蟎 3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必殺蟎 3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殺蟎能 3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殺蟎 30.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蟎多靈 3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蟎好用 3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7.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蟎逸 57.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滅蟎 57.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蟎 57.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汰蟎樂 57.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呼蟎倒 57.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柑蛛精 57.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殺蟎能 57.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蟎 57.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蟎能 57.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奧蟎多 57.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瑞伏蟎 57.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毆無蟎 57.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毆蟎都 57.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穩殺蟎 57.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王 57.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蟎多寧 57.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愛蟎多 68.1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克蟎特 570g/L 水基乳劑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毆蟎都  （毆蟎多）  
熱必斯  （ fthalide）  

 保稻旺 2.5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丹 2.5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真旺盛 20.00% 水懸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丹精 20.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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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立必斯 50.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稻旺 5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丹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稻粒春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淨 5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確保淨  （甲基多保淨）  
確是好  （派滅淨）  
確斯寧  （陶斯寧）  
確實大  （派滅淨）  
確實多  （氫氧化銅）  
確實金  （可濕性硫黃）  
確實勇  （阿巴汀）  
確實讚  （派滅淨）  
稻必用  （滅蝨丹）  
稻田喜  （平速爛）  
稻田富  （稻得壯）  
稻多多  （丁拉復祿芬）  
稻安  （治蝨丹）  
稻米香  （護粒松）  
稻谷淨  （馬拉松）  
稻保  （護粒松）  
稻帥  （保米賜圃）  
稻春  （克枯三賽唑）  
稻香村  （撲殺熱）  
稻家樂  （丁拉氯比）  
稻恩  （撲殺熱）  
稻益斯  （保米黴素）  
稻紋停  （三氟敏）  
稻紋淨  （菲克利）  
稻紋滅  （鐵甲砷酸銨）  
稻紋精  （菲克利）  
稻草王  （百速隆）  
稻草除  （丁基拉草）  
稻得免速隆  （bensulfuron-methyl + molinate）  

 農會丹 7.19%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稻得壯  （molinate）  
 禾草滅 72.31%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稻田富 72.31%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稻得旺 72.31%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稻得旺  （稻得壯）  
稻粒春  （熱必斯）  
稻無草  （百速隆）  
稻滿  （大利松）  
稻滿優  （撲殺熱）  
稻管用  （普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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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維力  （維利黴素）  
稻樂友  （丙基喜樂松）  
稻樂透  （三賽唑）  
稻熱王  （保米黴素）  
稻熱克  （保米黴素）  
稻熱松  （護粒松）  
稻熱治  （保米黴素）  
稻熱停  （亞汰尼）  
稻熱淨  （熱必斯）  
稻熱喜  （丙基喜樂松）  
稻穗勇  （菲克利）  
稻蟲停  （芬普尼）  
稻雙滿  （雙滅必蝨）  
稻寶丹  （安丹）  
稻欉青  （菲克利）  
線虫寶  （芬滅松）  
線蟲去  （滅線蟲）  
蝸立死  （聚乙醛）  
蝸全死  （聚乙醛）  
蝸蝓死  （聚乙醛）  
蝸除  （聚乙醛）  
蝨中寶  （布芬淨）  
蝨丹  （安丹）  
蝨必死  （滅必蝨）  
蝨必殺  （CPMC）  

 * 2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2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撲蝨 2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寶蝨 2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百殺滅 2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快滅蝨 2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福寶殺 2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蝨蝨靈 2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撲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寶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效必殺 5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克蝨 5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蝨必殺 5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蝨必淨  （丁基滅必蝨）  
蝨必滅  （滅必蝨）  
蝨馬光  （芬普尼）  
蝨殺蝨  （滅必蝨）  
蝨速淨  （丁基滅必蝨）  
蝨靖  （派滅淨）  
蝨蝨靈  （蝨必殺）  
蝨總除  （益丁滅蝨）  
衝不停  （亞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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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衝衝  （賽洛安勃）  
豬狗草  （復祿芬）  
賜必寧  （陶斯寧）  
賜安  （馬拉松）  
賜而發  （佈飛松）  
賜你富  （貝芬硫醌）  
賜利農  （佈飛賽滅寧）  
賜利豪  （芬普寧）  
賜季寧  （普硫松）  
賜果丹  （快得寧）  
賜果寧  （馬拉松）  
賜果露  （快得寧）  
賜派芬  （Spirodiclofen）  

 拜蟎阻 30.0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賜派滅  （spirotetramat）  
 頭爺好 100g/l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賜美丹  （益滅賽寧）  
賜美寧  （賽滅寧）  
賜美蟎  （芬普寧）  
賜捕草  （施得圃）  
賜草淨  （草脫淨）  
賜得寶  （施得圃）  
賜無菌  （滅達樂）  
賜貴寧  （普硫松）  
賜滅草  （施得圃）  
賜農富  （托福松）  
賜福  （亞滅培）  
賜諾特  （spinetoram）  

 道禮農園寶 5.87%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道禮菜園寶 11.70%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賜諾殺  （spinosad）  
 克火蟻 0.02% 餌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香兒寶 0.02% 濃餌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金菜園 2.50%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好菜園 11.60%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祝自然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輝常讚  （貝芬菲克利）  
適利得  （納得護賽寧）  
適統圃  （施得圃）  
鋅波爾多  （basic zinc sulfate + basic copper sulphate）  

 絕菌寶 73.00% 可溼性粉劑 台石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乃浦  （mancozeb）  
 大生霸王 33.00% 水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台生水仙 33.00% 水懸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生精 33.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大王 33.00% 水懸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旺生 33.00% 水懸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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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錳乃浦  （mancozeb）  
 法-財霸王 33.00% 水懸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你錳 33.00% 水懸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萬得生 33.00% 水懸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嘉益精 33.00% 水懸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生 33.00% 水懸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總寧精 33.00% 水懸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生霸王 47.50% 水分散性油懸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昇 8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大新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天生-45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天霸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台生粉 80.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果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利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意-45 8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安生四十五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利果蔬 80.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來仙 8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旺綠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果興旺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台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保農安四十五 80.00% 可溼性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威生寶-45 8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皇大仙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美升 80.00% 可溼性粉劑 德方有限公司 
 美生─45 80.00% 可溼性粉劑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多果 8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果寶 80.00% 可溼性粉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益菓生–Ｍ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高升45 80.00% 可溼性粉劑 思高國際有限公司 
 強龍 80.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生─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愛果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鋅錳 80.0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新富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生│２００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萬果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果好─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得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萬滅靈 8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滅靈 8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道禮金大生M-45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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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錳天王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生─４５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龍巴斯 80.00% 可溼性粉劑 意農有限公司 
 優生45 80.00% 可溼性粉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聯利大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霸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85.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8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88.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天王  （鋅錳乃浦）  
鋅錳右本達樂  （mancozeb + benalaxyl-M）  

 菌敵-M 69.00% 可溼性粉劑 意農有限公司 

鋅錳右滅達樂  （mancozeb + metalaxyl-M）  
 金-利露滅 53.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本達樂  （mancozeb + benalaxyl）  
 星寶達 73.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克絕  （mancozeb + cymoxanil）  
 克露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金加味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清露 72.00% 可溼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除露霸 72.0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速配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樂達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支露 72.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露光光 72.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座賽胺  （mancozeb+zoxamide）  
 拼出露 75.00% 水分散性粒劑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鋅錳曼普胺  （Mandipropamid+Mancozeb）  
 卡是讚 6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滅達樂  （mancozeb + metalaxyl）  
 全滅露─鋅錳 58.00% 可溼性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疫露通 58.00% 可溼性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力樂滅 58.00% 可溼性粉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露疫失 58.00% 可溼性粉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露疫精-鋅錳 58.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露速淨 58.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鋅錳毆殺斯  （mancozeb + oxadixyl）  
 選得旺 64.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鋤草頭  （達有龍）  
霉得剋  （腐絕）  
霉絕  （腐絕）  
霉尅  （腐絕）  
靠山  （亞滅培）  
養元黴素  （維利黴素）  
魯力  （益滅松）  
魯邦  （免速達）  
嘸你ㄟ死  （賽速安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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嘸免驚  （嘉賜克枯爛）  
褔氣多  （福賽絕）  
褔祿滿多  （福芬素）  
踪除  （普拉草）  
踪除龍  （免速普拉草）  

【 16 劃】  
戰力  （待克利）  
戰車  （待克利）  
戰炭  （待克利）  
戰炭大王  （待克利）  
戰神  （賽洛寧）  
戰鬥力  （待克利）  
戰將  （芬普尼）  
戰菌  （滅達樂）  
戰蟲  （第滅寧）  
擋草籽  （草滅淨）  
擋無草  （施得圃）  
擋露  （福賽得）  
擋欉王  （巴克素）  
撻乃安  （dinitramine）  

 瓦克 2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割枯淨 25.00% 乳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油  （礦物油）  
激倍力  （勃激素 A3）  
獨一靈  （百滅寧）  
獨佳  （蘇力菌）  
獨斯本  （陶斯松）  
獨斯靈  （百滅寧）  
篤農家  （馬拉松）  
興時本  （陶斯松）  
興農丹  （加保扶）  
興農丹精  （加保扶）  
興農元帥  （伏寄普）  
興農生  （鋅錳乃浦）  
興農生─４５  （鋅錳乃浦）  
興農白力強  （三泰芬）  
興農地菌克  （依得利）  
興農保松青  （摩朗得 (酒石酸鹽 )）  
興農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興農星  （護矽得）  
興農除草樂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興農掃熱丹  （撲殺熱）  
興農催根生  （吲哚丁酸）  
興農滅多寧  （百滅寧）  
興農農特寧  （納乃得）  
興農樂可  （比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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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農樂菌清  （達滅芬）  
興農寶  （枯草桿菌）  
興農露露精  （四氯異苯腈）  
螟蟲絕  （芬普尼）  
螟靈  （依芬寧）  
諾伐隆  （novaluron）  

 新殺手 10.00% 水分散性乳劑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諾貝爾  （益滅松）  
諾粉能  （比芬諾）  
諾殺  （樂滅草）  
選得旺  （鋅錳毆殺斯）  
錳乃浦  （maneb）  

 自立全家福 37.00% 水懸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80.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Ｍ 8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安旺錳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保農錳 80.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生寶 80.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威錳先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萬生–２２ 8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鴻福生 8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91.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頭爺好  （賜派滅）  
駭克二五  （比多農）  
龍本  （本達樂）  
龍王丹  （培丹）  
龍巴斯  （鋅錳乃浦）  
龍旺  （銅本達樂）  
龍治本  （本達樂）  
龍財寧  （益滅賽寧）  
龍捲風  （丁基加保扶）  
龍喜銅  （氫氧化銅）  
龍無草  （免速隆）  
龍無草–丁  （丁拉免速隆）  
龍發威  （納得亞滅寧）  
龍滅菌  （四克利）  
龍福果  （依普同）  
龍頗寧  （多寧）  
龍燈三氯松  （三氯松）  
龍燈大滅松 S （大滅松）  
龍燈允殺好  （馬拉松）  
龍燈必克蝨  （必克蝨）  
龍燈多寧  （多寧）  
龍燈快得寧  （快得寧）  
龍燈亞烈寧  （亞烈寧）  
龍燈依滅列  （依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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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燈拉草  （拉草）  
龍燈夏油  （礦物油）  
龍燈氧化亞銅  （氧化亞銅）  
龍燈益滅蝨  （益滅蝨）  
龍燈草脫淨  （草脫淨）  
龍燈培丹  （培丹）  
龍燈滅必蝨  （滅必蝨）  
龍燈滅紋  （滅紋）  
龍燈達有龍  （達有龍）  
龍燈達馬松  （達馬松）  
龍燈維利黴素  （維利黴素）  
龍燈腐絕  （腐絕）  
龍燈樂滅草  （樂滅草）  
龍燈毆殺松  （毆殺松）  
龍燈蝨必殺  （蝨必殺）  
龍燈雙滅必蝨  （雙滅必蝨）  
龍總颱  （益達胺）  
龍穩  （四克利）  
龍顧  （賽洛寧）  
銹天王  （嘉保信）  
銹好速  （嘉保信）  
銹克  （嘉保信）  
銹埤殺  （新殺蟎）  
銹殺  （嘉保信）  
銹絕  （嘉保信）  
銹滅寧  （嘉保信）  
銹蜱靈  （新殺蟎）  
銹敵  （嘉保信）  
銹露能  （四氯異苯腈）  
銹靈  （嘉保信）  

【 17 劃】  
優生 45 （鋅錳乃浦）  
優先  （待克利）  
優克蟎  （愛殺松）  
優克菌  （氫氧化銅）  
優果  （石灰硫黃）  
優治殺  （布芬治蝨）  
優億利  （布芬大利松）  
優穗  （丁拉樂滅草）  
壓草  （拉草）  
擊發  （無水硫酸銅）  
擱巧好  （得芬諾）  
擱抹嘜  （邁克尼）  
獲達多  （得克利）  
環克座  （cyproconazole）  

 天王 8.80% 溶液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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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鎂  （magnesium phosphide）  
 快燻寶燻蒸板 56.00% 產氣劑 嘉怡股份有限公司 
 快燻寶 66.00% 片劑 嘉怡股份有限公司 

 鎂達勝 66.00% 片劑 吉鳳行有限公司 

禧多昇  （護粒松）  
穗丹  （護粒丹）  
穗友  （亞賜圃）  
穗多生  （三賽唑）  
穗多多  （陶毆松）  
穗好  （喜樂克拉）  
穗安淨  （菲克利）  
穗旺  （亞賜圃）  
穗苔清  （芬化利）  
穗紋淨  （菲克利）  
穗粒安  （保米黴素）  
穗粒旺  （賓克隆）  
穗飽滿  （菲克利）  
穗穩  （丙基喜樂松）  
總安  （銅錳乃浦）  
總來  （撲芬松）  
總是春  （嘉磷塞）  
總掃  （丁基加保扶）  
總殺滅  （達馬松）  
總清  （依滅草）  
總無草  （丁拉樂滅草）  
總發  （達滅克敏）  
總滅  （益丁滅蝨）  
總滅靈  （納乃得）  
總寧  （亞滅寧）  
總寧精  （鋅錳乃浦）  
總穗能  （賓克隆）  
總斷根  （巴拉刈）  
繁米松  （vamidothion）  

 克蝨寶 37.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利百靈 37.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宗 37.0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繁米蝨  （vamidothion + MIPC + BPMC）  
 謝謝叫 6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丹  （培丹）  
聯丹強  （培丹）  
聯巴特  （貝芬硫醌）  
聯功  （賽洛寧）  
聯吉  （硫滅松）  
聯地  （二、四─地）  
聯好  （乃力松）  
聯安  （安丹）  
聯安油  （礦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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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克  （丁基加保扶）  
聯利大生  （鋅錳乃浦）  
聯利生長素  （果收生長素）  
聯利松  （賽滅松）  
聯利猛  （加保利）  
聯利硫黃  （可濕性硫黃）  
聯利達  （固殺草）  
聯宗  （繁米松）  
聯保貝  （貝芬替）  
聯保淨  （甲基多保淨）  
聯真功  （賽洛寧）  
聯草除  （丁基拉草）  
聯馬精  （馬拉松）  
聯將軍  （亞滅培）  
聯速利  （菲克利）  
聯勝精  （加保扶）  
聯喜  （第滅寧）  
聯喜冬精  （第滅寧）  
聯掌  （益達胺）  
聯棒  （快得寧）  
聯順  （陶斯寧）  
聯戰  （待克利）  
聯寶  （芬普尼）  
聯霸  （得芬諾）  
薊蚜清  （第滅寧）  
薊馬淨  （芬普尼）  
薊馬靈  （第滅寧）  
螺必零  （聚乙醛）  
螺好除  （聚乙醛）  
螺速淨  （耐克螺）  
穩清  （益達胺）  
穩清清  （納得護賽寧）  
穩勝水精  （加保扶）  
螨好效  （合賽多）  
蟎久力  （三亞蟎）  
蟎分  （阿巴汀）  
蟎王  （毆蟎多）  
蟎必治  （芬佈賜）  
蟎全克  （愛殺松）  
蟎多寧  （毆蟎多）  
蟎多靈  （毆蟎多）  
蟎好用  （毆蟎多）  
蟎亞斯  （三亞蟎）  
蟎尚通  （芬殺蟎）  
蟎尚驚  （芬殺蟎）  
蟎怕怕  （三亞蟎）  
蟎易  （覆滅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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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家收  （新殺蟎）  
蟎乾淨  （合賽多）  
蟎殺丹  （大克蟎）  
蟎通靈  （三亞蟎）  
蟎速淨  （芬殺蟎）  
蟎斯  （芬佈賜）  
蟎總煞  （汰芬隆）  
蟎離丹  （chinomethionat）  

 莫粉生 2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雙殺丹 2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蟎攏死  （畢汰芬）  
蟎難得  （畢達本）  
蟎驚  （芬普寧）  
蟎靈  （大克蟎）  
蟎効  （芬普蟎）  
蟎踪絕  （阿納寧）  
謝謝叫  （繁米蝨）  
賽文  （加保利）  
賽文福  （加保利）  
賽全靈  （賽滅寧）  
賽利旺精  （賽滅寧）  
賽扶益達胺  （cyfluthrin + imidacloprid）  

 雙沙掌 26.80% 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賽扶寧  （cyfluthrin）  
 拜樂精 5.00% 水基乳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包有效 5.7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百福樂 5.70% 乳劑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百樹寧 5.70% 乳劑 良力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真福氣 5.7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拜舒樂 92.00% 原體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賽果培  （ thiacloprid）  
 祝豐成 40.40% 水懸劑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賽芬胺  （cyflufenamid）  
 * 98.00%up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賽芬蟎  （cyflumetofen）  
 大殺蟎 20.00% 水懸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門  （加保利）  
賽氟滅  （ thifluzamide）  

 禾韻 2.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真清紋 21.00% 水懸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雄勇 21.00% 水懸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利穗 96.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賽洛安勃  （ lambda-cyhalothrin+chlorantraniliprole）  
 衝衝衝 150g/L 膠囊水懸混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賽洛寧  （ lambda-cyhalothrin）  
 * 1.00% 可溼性粉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功力 1.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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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洛寧  （ lambda-cyhalothrin）  
 功夫 1.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神功 1.00% 可溼性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嘉安泰 1.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2.8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上帝功 2.8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千心魔 2.8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千百利 2.8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天劍 2.8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功力 2.8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功夫 2.80% 乳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卡旺 2.8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賽洛寧 2.8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如來神功 2.8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西樂寧 2.8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克蟲利 2.80% 乳劑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沒看蟲 2.80% 乳劑 優必樂有限公司 
 法─財正武功 2.80% 乳劑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法-財武功 2.8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空手道 2.8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金農夫 2.8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豐收 2.80% 乳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青棒棒 2.80% 乳劑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勁勇 2.80% 乳劑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勁強 2.8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勁猛 2.80% 乳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真有力 2.8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真愛用 2.8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除蟲保 2.8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清蟲寧 2.8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祥冷攢 2.8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通勇 2.8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絕洛寧 2.8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福好 2.8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豪工夫 2.8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戰神 2.80% 乳劑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龍顧 2.8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功 2.8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蟲好除 2.8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蟲真驚 2.8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蟲敗敗 2.8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攏會通 2.8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穩豐收 2.80% 乳劑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穩響 2.8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霸面清 2.8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勁功夫 2.46% 膠囊懸著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好 2.50% 微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功夫 5.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17
劃
︼ 
賽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農
業
藥
物
毒
物
試
驗
所



 189

 聯真功 5.00% 水分散性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樂無蟲 5.00% 水分散性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81.00%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81.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金農夫 90.00%up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up 原體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珍珠  （萘乙酸鈉）  
賽座滅  （cyazofamid）  

 蘭蔓 9.40% 水懸劑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蘭蔓 93.50% 原體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能  （賽滅寧）  
賽得寧  （賽滅寧）  
賽敏王  （加保利）  
賽速安  （ thiamethoxam）  

 勁夠力 10.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好賽雷 25.00% 水溶性粒劑 雅飛有限公司 
 果來特 25.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討勁久 25.00% 水溶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7.00%up 原體 雅飛有限公司 

賽速安勃  （ thiamethoxam + chlorantraniliprole）  
 好田地 4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嘸你ㄟ死 300g/L 水懸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賽速洛寧  （ thiamethoxam + lambda-cyhalothrin）  
 響叮噹 24.70%(w/v) 膠囊水懸混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雙子星 24.70%(w/v) 膠囊水懸混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賽普洛  （cyprodinil）  
 霹靂馬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克百龍 50.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賽普護汰寧  （cyprodinil + fludioxonil）  
 速威 62.5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賽滅松  （phenthoate + dimethoate）  
 * 45.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5.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好 4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展 4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立菜蟲靈 4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蟲滅 4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洽益寧 4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特滅靈 4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祝友效 4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眾益安力農 4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美松 4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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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滅松  （phenthoate + dimethoate）  
 菜農寶 4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菜蟲寶 4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菜寶靈 4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威力 4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達農安 45.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松 4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賽滅得  （福瑞松）  
賽滅淨  （cyromazine）  

 一掃淨 8.90% 溶液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至尊 8.90% 溶液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汽巴讚 8.90% 溶液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真清蠅 8.9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殺能蟲 8.9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三能剋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禾立旺 7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克圖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利能收 75.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希特樂 7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汽嘉讚 7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易利讚 75.00% 可溼性粉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治蟲淨 75.00% 可溼性粉劑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真無蠅 75.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萬讚 75.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穩煞 7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賽滅寧  （cypermethrin）  
 * 5.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 5.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 乳劑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 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允克 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達 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植健 5.00% 乳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立農賽滅寧 5.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福寧 5.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青青 5.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能 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彩頭 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利台大吉 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足甘心 5.00% 乳劑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菜能 5.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樹黑寶 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松樹賽寧 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法-財大喆 5.00% 乳劑 法臺貿易有限公司 
 建旺 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倍豐靈 5.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益寧大喜 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真寧 5.0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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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定 5.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殺滅寧 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寧 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速普寧 5.00% 乳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 5.00% 乳劑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速寧 5.00% 乳劑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菜克靈 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蛟龍 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豹 5.00% 乳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新力寧 5.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新世紀 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安寧 5.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新年豐寧 5.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滅靈 5.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福施 5.0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青蟲 5.00% 乳劑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雷公靈 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雷克 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雷貢 5.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滴滴靈 5.00% 乳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億萬寧 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樂通寧 5.00% 乳劑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賜美寧 5.00% 乳劑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賽全靈 5.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賽能 5.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得寧 5.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賽嘉寧 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賽寧 5.0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尅蟲寶 5.00% 乳劑 德方有限公司 
 力克寧 5.00% 微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5.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利旺精 5.00% 水基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獻瑞 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旺 10.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寶 88.00% 原體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 90.00% 原體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德城行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現達賽滅寧 92.00% 原體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92.00%up 原體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 93.1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賽保  （加保利）  
賽達松  （phenthoate）  

 *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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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達松  （phenthoate）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大克安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巴斯松 50.00% 乳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速靈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必利菜 5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讚 5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益利農 5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亦增產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助手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菜農 5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農產 5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樂產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益利產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路產 50.00% 乳劑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益農產 5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產 5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益樂殺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殺多靈 5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殺達松 5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普寶丹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菜友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菜利農 5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菜嘸蟲 5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菜蟲精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如松 5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農產 5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愛達農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賽達松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豐達松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豐樂寶 5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益農產 92.00% 原體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菜利農 92.00% 原體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2.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益農產 92.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賽嘉寧  （賽滅寧）  
※賽福芬胺  （cyflufenamid +triflumizole）  

 伴久 18.400 (%) 水分散性粒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賽福保淨  （ triflumizole + thiophanate-methyl）  
 多保帝 60.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美樂多 6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賽福座  （ triflumizole）  
 多利仁 3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多富民 30.00% 可溼性粉劑 瑞繐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多富民 97.00% 原體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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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福寧  （ triforine）  
 沙普多 18.00% 乳劑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邁克尼  （myclobutanil）  
 自立果農靈 13.4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財翔強 13.4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粉好效 13.40% 乳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粉贊 13.4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福力克 13.4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擱抹嘜 13.4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信心 4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信生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勝生 40.00% 可溼性粉劑 雅飛有限公司 
 超好效 40.00% 可溼性粉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愛力克 40.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8.00%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邁克諾芬  （myclobutanil + quinoxyfen）  
 保青翠 90 G/L (9% W/V) 水懸劑 台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邁草心  （合速隆）  
邁隆  （dazomet）  

 *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包殺滅 98.00% 微粒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鎂達勝  （磷化鎂）  
鴻福生  （錳乃浦）  
鴻鋒福祿旺  （依普同）  
點點通  （陶斯寧）  
點點靈  （達馬松）  

【 18 劃】  

嚕禾運  （芬化利）  
嚮馬  （得克利）  
穠蕪草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藍波  （芬普尼）  
藍青  （氫氧化銅）  
藍得  （可尼丁）  
藍寶  （波爾多）  
蟲ㄟ淨  （佈飛松）  
蟲包無  （加保扶）  
蟲必効  （陶斯松）  
蟲必滅  （益達胺）  
蟲必寧  （裕必松）  
蟲末日  （佈飛松）  
蟲好死  （亞滅寧）  
蟲好除  （賽洛寧）  
蟲死定  （因滅汀）  
蟲呼死  （因滅汀）  
蟲怕怕  （芬化利）  
蟲倒倒  （因滅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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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真驚  （賽洛寧）  
蟲除除  （因滅汀）  
蟲敗敗  （賽洛寧）  
蟲清利  （因滅汀）  
蟲清清  （亞滅寧）  
蟲淨  （第滅寧）  
蟲速淨  （佈飛松）  
蟲斯斯  （陶斯寧）  
蟲無影  （硫敵克）  
蟲絕  （因滅汀）  
蟲會剉  （陶斯松）  
蟲滅  （芬化利）  
蟲滅寧  （第滅寧）  
蟲溜溜  （因滅汀）  
蟲煞  （陶斯松）  
蟲落  （三落松）  
蟲落跑  （陶斯松）  
蟲敵  （大利松）  
蟲斃  （百滅寧）  
蟲蟲有危機  （因滅汀）  
蟲蹤無  （畢芬寧）  
蟲離離  （因滅汀）  
蟲攏無  （毆殺松）  
蟲寶  （三氯松）  
覆滅蟎  （ formetanate）  

 真加好 20.00% 水溶性粉劑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真絕蟎 20.00% 水溶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蟎易 20.00% 水溶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覆露滅  （甲鋅毆殺斯）  
豐收油  （礦物油）  
豐收喜精  （第滅寧）  
豐米  （多得淨）  
豐利松  （撲滅松）  
豐果松  （撲滅松）  
豐產多  （萘乙酸鈉）  
豐達松  （賽達松）  
豐樂寶  （賽達松）  
雜草除  （丁基拉草）  
雙子星  （賽速洛寧）  
雙冬穩  （三賽唑）  
雙必蝨  （MIPC + BPMC）  

 * 4.00% 粉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 4.0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 粉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利蝨粉 4.00% 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快蝨 4.0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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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必蝨 4.00% 粉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金蝨王 4.00% 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克 4.0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富農粉劑 4.00% 粉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強 4.00% 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殺 4.00% 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雙利多  （待普克利）  
雙沙掌  （賽扶益達胺）  
雙治蝨寶  （雙滅必蝨）  
雙剋  （待克利）  
雙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雙星  （達滅芬）  
雙倍好  （雙特氯松）  
雙倍勇  （待普克利）  
雙倍能  （雙特氯松）  
雙特松  （dicrotophos）  

 * 85.00%up 原體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殺  （雙必蝨）  
雙特氯松  （dicrotophos + trichlorfon）  

 * 50.0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利松 50.0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利普寧 50.0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愉萬龍 50.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靈 50.00% 溶液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倍好 50.0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雙倍能 50.0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靈 50.0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寶 50.0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蝨  （雙滅必蝨）  
雙特靈  （雙特氯松）  
雙殺丹  （蟎離丹）  
雙殺草  （草殺淨）  
雙勝  （安丹）  
雙喜丹精  （第滅寧）  
雙富  （培丹）  
雙滅必蝨  （sec-BPMC + tert-BPMC）  

 * 4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4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40.00% 乳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好克寶 4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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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滅必蝨  （sec-BPMC + tert-BPMC）  
 好寶靈 4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治蝨靈 40.00% 乳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雙殺 4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速蝨滅 4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速雙滅 40.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必蝨 4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蝨寶 40.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蝨王 4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尅蝨 40.00% 乳劑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樂蝨靈 4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稻雙滿 40.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雙滅必蝨 40.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雙治蝨寶 4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特蝨 40.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雙稻蝨 4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雙霸 4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剋蝨寶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益必殺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蝨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滅雙殺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雙滅蝨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雙滅蝨  （雙滅必蝨）  
雙當好  （普克利）  
雙稻蝨  （雙滅必蝨）  
雙頭鷹  （克熱淨（烷苯磺酸鹽））  
雙禧  （第滅寧）  
雙禧精  （第滅寧）  
雙贊  （福賽快得寧）  
雙寶  （雙特氯松）  
雙寶淨  （甲基多保淨）  
雙贏  （布芬第滅寧）  
雙霸  （雙滅必蝨）  

【 19 劃】  
攏好  （待克利）  
攏作伙  （陶斯松）  
攏克草  （快克草）  
攏治  （待克利）  
攏斯本  （陶斯松）  
攏無草  （草殺淨）  
攏無菌  （銅快得寧）  
攏無蛾  （祿芬隆）  
攏會通  （賽洛寧）  
攏嘸蟲  （因滅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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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讚  （三泰芬）  
穩介讚  （陶斯寧）  
穩冬  （安丹）  
穩好收  （賓克隆）  
穩好利  （芬化利）  
穩克  （免扶克）  
穩克讚  （免扶賽洛寧）  
穩宋  （布芬淨）  
穩快好  （賓得克利）  
穩固  （免扶克）  
穩定勇  （布得芬諾）  
穩尚強  （亞滅培）  
穩旺  （布芬淨）  
穩青  （馬拉松）  
穩剋  （芬佈賜）  
穩除草  （丁拉樂滅草）  
穩施寧  （四氯異苯腈）  
穩根  （亞芬松）  
穩掃黑  （新殺蟎）  
穩殺淨  （益達胺）  
穩殺蟎  （毆蟎多）  
穩淨  （布芬淨）  
穩滅露  （滅達樂）  
穩煞  （賽滅淨）  
穩煞蠅  （含毒甲基丁香油）  
穩當好  （嘉保信）  
穩當讚  （嘉保信）  
穩擋  （巴克素）  
穩豐收  （賽洛寧）  
穩響  （賽洛寧）  
穩讚  （布芬淨）  
穩効  （布芬淨）  
穩効寧  （布芬第滅寧）  
羅力  （硫敵克）  
羅殺松  （愛殺松）  
羅翰松  （愛殺松）  
藤仔王  （氟氯比）  
蟻友效  （百利普芬）  
蟻餌殺  （阿巴汀）  
鏈土黴素  （streptomycin + oxytetracycline）  

 保美黴素 16.5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鏈四環黴素  （streptomycin + tetracycline）  
 枯萎寧 10.00% 水溶性粉劑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尅枯精 10.00% 水溶性粉劑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鏈黴素  （streptomycin）  
 * 12.5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12.5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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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黴素  （streptomycin）  
 * 12.50% 溶液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素 12.5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黴素 12.5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有利黴素 12.5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安素 12.5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芳黴素 12.5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實多黴素 12.50% 溶液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佬爺  （益達胺）  
隴無藤  （氟氯比）  
隴總春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 20 劃】  

寶貝精  （貝芬替）  
寶果泰  （得恩地）  
寶剋力  （待克利）  
寶殺  （丁基滅必蝨）  
寶獅  （百滅寧）  
寶農收  （馬拉松）  
寶禧  （第滅寧）  
寶螺丹  （耐克螺）  
寶賽寧  （賽滅寧）  
寶囍  （第滅寧）  
獻瑞  （賽滅寧）  
礦物油  （petroleum oils）  

 * 95.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95.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 95.00% 乳劑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農機械油 95.00% 乳劑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好果油 95.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油 95.00% 乳劑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旺果油 95.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洗靈 95.00% 乳劑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皇國果寶 95.00% 乳劑 皇國貿易有限公司 
 美果油 95.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夏油九五 95.00% 乳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農夏油 95.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光夏油 95.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萬果旺 95.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油 95.00% 乳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龍燈夏油 95.00% 乳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安油 95.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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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面清-夏油 95.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通７Ｅ 97.00% 乳劑 德城行有限公司 
 豐收油 97.00% 乳劑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綠油油窄域油 99.00% 乳劑 玉田地有限公司 

蘇力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大寶天機 2.30% 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力寶 3.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惠光寶 3.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菜寶 3.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貴寶 3.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滅寶 3.00% 可溼性粉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招 40.00% 水分散性粒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見達利 48.1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福祿寶 54.00% 水分散性粒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吃蟲 10.80% 水懸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松蘇力菌 16,000IU/MG 可溼性粉劑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新大寶 23.70% 可溼性粉劑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獨佳 4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倍強 50.00% 可溼性粉劑 臺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速利殺 70.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尚賜配 85.00% 可溼性粉劑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活力寶 16,000IU/MG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殊立菌 16,000IU/MG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舒立旺 16,000IU/MG 可溼性粉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寶 70,000IU/MG 原體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速利殺 100.00% 原體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 100.00% 原體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滅寶  （蘇力菌）  
爛立停  （維利黴素）  

【 21 劃】  
蘭達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蘭蔓  （賽座滅）  
護米松  （撲馬松）  
護你好  （甲基多保淨）  
護利寶  （加保利）  
護汰芬  （ flutriafol）  

 金正好 11.80% 水懸劑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護矽得  （ flusilazole）  
 威星 37.00% 乳劑 雅飛有限公司 

 新星 37.00% 乳劑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萬星 37.00% 乳劑 萬得發有限公司 
 興農星 37.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杜邦護矽得 92.50% 原體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護原精  （依普同）  
護根  （毆殺滅）  
護粒三賽唑  （edifenphos + tricyclazole）  

 正一頂讚 50.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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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粒丹  （edifenphos + fthalide）  
 穗丹 2.5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穗丹 3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護粒松  （edifenphos）  
 喜多生 2.0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 50.00% 乳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永得勝 50.00% 乳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旺稻精 50.00% 乳劑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多生 50.0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喜治生 50.00% 乳劑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喜粒松 50.00% 乳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喜稻生 50.00% 乳劑 安旺特有限公司 
 喜稻增 50.00% 乳劑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喜豐產 50.00% 乳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瑞滿 50.00% 乳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穩收 50.00% 乳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樂生 50.00% 乳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綠生 50.00% 乳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米香 50.00% 乳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稻保 50.00% 乳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熱松 50.00% 乳劑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禧多昇 50.00% 乳劑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顧穗寶 50.0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喜多生 50.00% 超低容量液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 85.00%up 原體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 85.00% 原體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4.00%up 原體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護穗  （亞賜圃）  
護穗強  （亞賜圃）  
護賽寧  （ flucythrinate）  

 乎利富 5.0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你富 5.00% 溶液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速斃 5.00% 溶液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蜂砲 5.0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及時寧 31.60% 乳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你福 31.60% 乳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蓋稱 31.60% 乳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蜂砲 31.60% 乳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轟天雷  （益斯普）  
鐵力士  （益達胺）  
鐵支露  （鋅錳克絕）  
鐵布衫  （益達胺）  
鐵甲砷酸銨  （MAFA）  

 速治紋 0.40% 粉劑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阿蘇仁 0.40% 粉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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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紋靈 0.40% 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蘇生銀 0.40% 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嘉砷滅 0.40% 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滅枯 0.40% 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克紋淨 1.00% 粒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紋殺淨 1.00% 粒劑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阿蘇仁 1.00% 粒劑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新紋克 1.00% 粒劑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新紋靈 1.00% 粒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蘇生銀 1.00% 粒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鐵甲 1.00% 粒劑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龍 1.00% 粒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50% 溶液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6.50% 溶液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掃滅 6.50% 溶液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沒紋 6.50% 溶液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好速鐵 6.50% 溶液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利枯滅 6.50% 溶液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農生 6.50% 溶液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新滅枯 6.50% 溶液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消枯精 6.50% 溶液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紋靈 6.50% 溶液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庵原新阿蘇仁 6.50% 溶液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速滅淨 6.50% 溶液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旺穗 6.50% 溶液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阿陸仁 6.50% 溶液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紋必淨 6.50% 溶液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紋克 6.50% 溶液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新滅淨 6.50% 溶液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滅菌 6.50% 溶液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蘇生銀 6.50% 溶液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新鐵甲 6.50% 溶液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滅紋枯 6.50% 溶液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滅稻菌 6.50% 溶液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稻紋滅 6.50% 溶液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鐵龍 6.50% 溶液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鐵沙掌  （益達胺）  
鐵捕  （益達胺）  
鐵捕頭  （益達胺）  
鐵煞星  （益達胺）  
鐵達安  （益達胺）  
鐵頭功  （益達胺）  
鐵龍  （鐵甲砷酸銨）  
霸丹  （培丹）  
霸王丹  （加保扶）  
霸王星  （畢芬寧）  
霸王精  （乃力松）  
霸冬  （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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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生  （鋅錳乃浦）  
霸保淨  （甲基多保淨）  
霸面清  （賽洛寧）  
霸面清 -夏油  （礦物油）  
霸面靈  （百滅寧）  
霸面讚  （撲克拉）  
霸殺  （丁基滅必蝨）  
霸殺菌  （貝芬替）  
霸速達  （固殺草）  
霸菌  （免賴得）  
霸蝨冬  （丁基滅必蝨）  
霸蟎  （新殺蟎）  
霹力寧  （陶斯松）  
霹靂克  （陶斯松）  
霹靂馬  （賽普洛）  
霹靂掌  （益達胺）  
露可清  （滅達樂）  
露光光  （鋅錳克絕）  
露多滅  （滅達樂）  
露易清  （滅達樂）  
露疫失  （鋅錳滅達樂）  
露疫絕  （銅滅達樂）  
露疫精 -鋅錳  （鋅錳滅達樂）  
露得清  （滅達樂）  
露速淨  （鋅錳滅達樂）  
露菌殺  （滅達樂）  
露菌滅  （嘉賜銅）  
露滅淨  （銅滅達樂）  
露落安  （福賽得）  
露達滅  （滅達樂）  
露穩滅  （快得滅達樂）  
露露  （四氯異苯腈）  
響叮噹  （賽速洛寧）  
顧信用  （氫氧化銅）  
顧真闊  （陶斯松）  
顧條條  （芬化利）  
顧田寶  （托福松）  
顧穗寶  （護粒松）  
驅蟲安  （三氯松）  
魔丹  （必芬諾）  
魔丹–Ｍ  （丁拉芬諾）  
魔克草  （滅草胺）  
魔威  （必芬普拉草）  
魔草  （嘉磷塞 (異丙胺鹽 )）  

【 22 劃】  
歡喜就好  （第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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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蟻長效型粒劑  （芬普尼）  

【 23 劃】  

驚虫  （第滅寧）  
驚虫精  （第滅寧）  
黴克靈  （依瑞莫）  
黴絕  （依瑞莫）  
黴敵  （腐絕）  
鹼性氯氧化銅  （copper oxychloride）  

 疫露清 63.02% 水分散性粒劑 意農有限公司 
 好寶銅 70.00% 可溼性粉劑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美樂 70.00% 可溼性粉劑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力銅 70.00% 可溼性粉劑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必利丹 70.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好採多 75.00% 可溼性粉劑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卡勇 85.00% 可溼性粉劑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可保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妥當讚 85.00% 可溼性粉劑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固保旺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吉 85.00% 可溼性粉劑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保旺 85.00% 可溼性粉劑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發 85.00% 可溼性粉劑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青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青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青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活力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高綠銅粉 85.00% 可溼性粉劑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果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喜果銅 85.00% 可溼性粉劑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銅老大 85.00% 可溼性粉劑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銅寶發 85.00% 可溼性粉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銅歡喜 85.00% 可溼性粉劑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5.80% 原體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 90.00%up 原體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鹼氯氫氧銅  （copper oxychloride + copper hydroxide）  
 銅雙好  34.00% 水懸劑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 24 劃】  
囍仕靈  （百滅寧）  

【 26 劃】  
讚果好  （撲克拉）  

【 27 劃】  
鑽石掌  （百滅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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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英文普通名稱與中文普通名稱對照表  

 
2,4-D  （二、四─地 (HRAC O) p.5） 

2,4-D(amine)  （二、四─地（胺鹽） (HRAC O) p.6） 

2,4-D-sodium  （二、四─地（鈉鹽） (HRAC O) p.6） 

4-(p-acetoxyphenyl)-2-butanone + methyl eugenol  （克蠅香  p.52） 

4-CPA  （番茄生長素  p.134） 

abamectin  （阿巴汀 (IRAC 6) p.82） 

acephate  （毆殺松 (IRAC 1B) p.174） 

acequinocyl  （亞醌蟎 (IRAC 20B) p.64） 

acetamiprid  （亞滅培 (IRAC 4A) p.63） 

acifluorfen (sodium salt)  （亞喜芬 (HRAC E) p.63） 

acrinathrin  （阿納寧 (IRAC 3) p.83） 

alachlor  （拉草 (HRAC K3) p.69） 

allethrin  （亞烈寧 (IRAC 3A) p.62） 

alpha-cypermethrin  （亞滅寧 (IRAC 3A) p.63） 

alpha-naphthylacetic acid   （萘乙酸鈉  p.138） 

aluminum phosphide  （好達勝 (IRAC 24C) p.42） 

ametryn  （草殺淨 (HRAC C1) p.107） 

aminoethoxyvinylglycine  （艾維激素  p.48） 

amisulbrom  （安美速 (FRAC 21, C4) p.43） 

amitraz  （三亞蟎 (IRAC 19) p.7） 

asulam + dalapon  （得速爛  p.114） 

atrazine  （草脫淨 (HRAC C1 ) p.107） 

azadirachtin  （印楝素 (IRAC un) p.36） 

azinphos methyl  （谷速松 (IRAC 1B) p.59） 

azoxystrobin  （亞托敏 (FRAC 11, C3) p.62） 

azoxystrobin + chlorothalonil  （四氯托敏  p.26） 

azoxystrobin + cyproconazole  （亞托環克座  p.62） 

azoxystrobin+difenoconazole  （亞托待克利  p.62） 

Bacillus subtilis  （枯草桿菌 (FRAC 44, F6) p.91） 

Bacillus subtilis strain WG6-14  （枯草桿菌WG6-14  p.91）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蘇力菌 (IRAC 11) p.199） 

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 kurstaki strain E-911  （庫斯蘇力菌 E-911  p.96） 

basic copper sulfate + oxine-copper  （硫酸快得寧  p.119） 

basic zinc sulfate + basic copper sulphate   （鋅波爾多  p.179） 

benalaxyl  （本達樂 (FRAC 4, A1) p.30） 

bendiocarb  （免敵克 (IRAC 1A) p.53） 

benfluralin  （倍尼芬 (HRAC K1) p.95） 

benfuracarb  （免扶克 (IRAC 1A) p.52） 

benfuracarb + lambda-cyhalothrin   （免扶賽洛寧  p.52） 

benomyl  （免賴得 (FRAC 1, B1) p.53） 

benomyl + thiram  （免賴地  p.53） 

bensulfuron-methyl  （免速隆 (HRAC B) p.53） 

bensulfuron-methyl + molinate  （稻得免速隆  p.177） 

bensulfuron-methyl + pretilachlor  （免速普拉草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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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ultap  （免速達 (IRAC 14) p.53） 

bentazon  （本達隆 (HRAC C3) p.30） 

bentazon + acifluorfen (sodium salt)  （本達亞喜芬 (sodium salt) p.30） 

benthiocarb + bensulfuron-methyl  （殺丹免速隆  p.115） 

benthiocarb + prometryne  （佈殺丹  p.49） 

beta-cyfluthrin  （貝他－賽扶寧 (IRAC 3) p.59） 

bifenazate  （必芬蟎  p.29） 

bifenox  （必芬諾 (HRAC un) p.29） 

bifenox +pretilalachlor  （必芬普拉草  p.29） 

bifenthrin  （畢芬寧 (IRAC 3A) p.118） 

bitertanol  （比多農 (FRAC 3, G1) p.17） 

blasticidin-S  （保米黴素 (FRAC 23, D2) p.84） 

blasticidin-S + fthalide  （保米熱斯  p.84） 

blasticidin-S + isoprothiolane  （保米賜圃  p.84） 

bordeaux mixture  （波爾多 (FRAC M1) p.73） 

boscalid  （白克列 (FRAC 7, C2) p.33） 

boscalid + kresoxim-methyl  （白列克收欣  p.33） 

brodifacoum  （可滅鼠 (RRAC) p.25） 

bromacil  （克草 (HRAC C1) p.51） 

bromadiolone  （撲滅鼠 (RRAC) p.172） 

bromopropylate  （新殺蟎 (IRAC 12C) p.142） 

bromuconazole  （溴克座 (FRAC 3, G1) p.149） 

bufencarb  （必克蝨 (IRAC) p.29） 

bupirimate  （布瑞莫 (FRAC 8, A2) p.29） 

buprofezin  （布芬淨 (IRAC 16) p.28） 

buprofezin + amitraz  （布芬三亞蟎  p.28） 

buprofezin + deltamethrin  （布芬第滅寧  p.28） 

buprofezin + diazinon  （布芬大利松  p.28） 

buprofezin + MTMC  （布芬治蝨  p.28） 

buprofezin + tebufenozide  （布得芬諾  p.29） 

butachlor  （丁基拉草 (HRAC K3) p.3） 

buta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丁拉免速隆  p.1） 

butachlor + benthiocarb  （丁拉殺丹  p.1） 

butachlor + bifenox  （丁拉芬諾  p.1） 

butachlor + chlomethoxynil  （丁拉甲護谷  p.1） 

butachlor + dymron  （丁拉汰草  p.1） 

butachlor + imazosulfuron  （丁拉依速隆  p.1） 

butachlor + oxadiazon  （丁拉樂滅草  p.2） 

butachlor + oxyfluorfen  （丁拉復祿芬  p.1） 

butachlor + pyrazosulfuron-ethyl  （丁拉百速隆  p.1） 

butachlor + pyrazoxyfen  （丁拉普芬草  p.2） 

butachlor + triclopyr  （丁拉氯比  p.2） 

butralin  （比達寧 (HRAC K1) p.18）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鈣 (FRAC) p.161） 

calcium methylarsonic acid  （甲基砷酸鈣 (FRAC) p.32） 

calcium polysulfide  （石灰硫黃 ( IRAC) p.34） 

captan  （蓋普丹 (FRAC M4)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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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aryl  （加保利 (IRAC 1A) p.20） 

carbaryl + malathion + MTMC  （加馬治蝨  p.23） 

carbaryl + MIPC + BPMC  （加丁滅蝨  p.19） 

carbaryl +Tau- fluvalinate  （加保福化利  p.23） 

carbendazim  （貝芬替 (FRAC 1, B1) p.60） 

carbendazim + difenoconazole   （貝芬待克利  p.60） 

carbendazim + dithianon  （貝芬硫醌  p.60） 

carbendazim + hexaconazole   （貝芬菲克利  p.61） 

carbendazim + imazalil  （貝芬依滅列  p.60） 

carbendazim + iprodione  （貝芬同  p.60） 

carbendazim + maneb  （貝芬錳  p.61） 

carbendazim + mepronil  （貝芬普寧  p.60） 

carbendazim + prochloraz  （貝芬撲克拉  p.61） 

carbendazim + tetraconazole   （貝芬四克利  p.59） 

carbofuran  （加保扶 (IRAC 1A) p.21） 

carbosulfan  （丁基加保扶 (IRAC 1A) p.2） 

carfentrazone-ethyl  （乙基克繁草 (HRAC E) p.1） 

cartap + MIPC  （滅蝨丹  p.148） 

cartap + MTMC  （治蝨丹  p.74） 

cartap hydrochloride  （培丹  p.111）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IRAC UNB) p.187） 

chlomethoxynil  （甲氧基護谷 (HRAC E) p.31） 

chlorantraniliprole  （剋安勃 (IRAC 28) p.86） 

chlorfenapyr  （克凡派 (IRAC 13) p.49） 

chlorfenapyr+ lambda-cyhalothrin  （克凡洛寧  p.50）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IRAC 15) p.51） 

chlormequat chloride  （克美素  p.50）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FRAC M5) p.27） 

chlorothalonil + metalaxyl-M  （四氯右滅達樂  p.26） 

chlorothalonil + thiophanate-methyl   （四氯保淨  p.26） 

chlorpyrifos  （陶斯松 (IRAC 1B) p.125） 

chlorpyrifos + acephate  （陶毆松  p.129） 

chlorpyrifos + cypermethrin  （陶斯寧  p.128） 

Chlorpyrifos + Isoprocarb  （陶滅蝨  p.128） 

chromafenozide  （可芬諾 (IRAC 18A) p.25） 

clethodim  （剋草同 (HRAC A) p.86） 

clofentezine  （克芬蟎 (IRAC 10A) p.50） 

clofentezine + fenbutatin-oxide  （佈賜芬蟎  p.49） 

clomazone  （可滅蹤 (HRAC F3) p.25） 

clothianidin  （可尼丁 (IRAC 4A) p.24） 

copper hydroxide  （氫氧化銅 (FRAC M1) p.116） 

copper hydroxide + oxine-copper  （銅快得寧  p.167） 

copper hydroxide + thiabendazole   （銅合腐絕  p.167） 

copper oxychloride  （鹼性氯氧化銅 (FRAC M1) p.203） 

copper oxychloride + benalaxyl   （銅本達樂  p.167） 

copper oxychloride + copper hydroxide   （※鹼氯氫氧銅  p.203） 

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   （銅滅達樂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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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oxychloride + metalaxyl-M  （銅右滅達樂  p.167） 

copper oxychloride + sulfur  （銅合硫磺  p.167） 

copper sulfate  （硫酸銅 (FRAC M1) p.119） 

copper sulfate  （無水硫酸銅 (FRAC M1) p.134） 

copper sulfate + maneb  （銅錳乃浦  p.168） 

CPMC  （蝨必殺 (IRAC) p.178） 

cuprous oxide  （氧化亞銅 (FRAC M1) p.96） 

cyanamide  （氰滿素 (GRAC) p.138） 

cyazofamid  （賽座滅 (FRAC 21, C4) p.189） 

cyflufenamid  （賽芬胺  p.187） 

cyflufenamid + tebuconazole  （得克芬胺  p.114） 

cyflufenamid +triflumizole  （※賽福芬胺  p.192） 

cyflumetofen  （賽芬蟎  p.187） 

cyfluthrin  （賽扶寧 (IRAC 3A) p.187） 

cyfluthrin + imidacloprid  （賽扶益達胺  p.187） 

cymoxanil  （克絕 (FRAC 27, un01) p.51） 

cymoxanil + dithianon  （腈硫克絕  p.138） 

cypermethrin  （賽滅寧 (IRAC 3A) p.190） 

cyproconazole  （環克座 (FRAC 3, G1) p.184） 

cyprodinil  （賽普洛 (FRAC 9, D1) p.189） 

cyprodinil + fludioxonil  （賽普護汰寧  p.189） 

cyromazine  （賽滅淨 (IRAC 17) p.190） 

cytokinins  （細胞分裂素  p.122） 

dalapon  （得拉本 (HRAC N) p.114） 

dazomet  （邁隆 (HRAC Z) p.193） 

DCIP  （滅線蟲  p.148） 

deltamethrin  （第滅寧 (IRAC 3A) p.120） 

deltamethrin +imidacloprid  （第滅達胺  p.120） 

demeton-S-methyl  （滅賜松 (IRAC 1B) p.148）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IRAC 12A) p.58） 

diazinon  （大利松 (IRAC 1B) p.11） 

dichlofluanid  （益發靈 (FRAC M6) p.99） 

dicloran  （大克爛 (FRAC 14, F3) p.11） 

dicofol  （大克蟎 (IRAC un) p.11） 

dicrotophos  （雙特松 (IRAC 1B) p.195） 

dicrotophos + trichlorfon  （雙特氯松  p.195）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FRAC 3, G1) p.88） 

difenoconazole + propiconazole   （待普克利  p.89）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IRAC 15) p.6） 

diflubenzuron + methomyl  （福隆納乃得  p.162） 

diflumetorim  （二氟林 (FRAC , 39C1) p.6） 

dimethoate  （大滅松 (IRAC 1B) p.13） 

dimethomorph  （達滅芬 (FRAC 40, F5) p.154） 

diniconazole  （達克利 (FRAC 3, G1) p.153） 

dinitramine  （撻乃安 (HRAC K1) p.182） 

diphacinone  （得伐鼠 (RRAC) p.113） 

disulfoton  （二硫松 (IRAC 1B)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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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hianon  （腈硫醌 (FRAC M9) p.138） 

dithianon + copper oxychloride  （腈硫醌銅  p.138） 

dithiopyr  （汰硫草 (HRAC K1) p.59） 

dithiopyr + bensulfuron-methyl  （汰硫免速隆  p.59） 

diuron  （達有龍 (HRAC U12) p.153） 

dodine  （多寧 (FRAC U12) p.39） 

dymron  （汰草龍  p.58） 

edifenphos  （護粒松 (FRAC 6, F2) p.200） 

edifenphos + fthalide  （護粒丹  p.200） 

edifenphos + tricyclazole  （護粒三賽唑  p.199）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IRAC 6) p.37） 

epoxiconazole  （依普座 (FRAC 3, G1) p.66） 

esfenvalerate  （益化利 (IRAC 3A) p.98） 

esfenvalerate + buprofezin  （布芬益化利  p.28） 

ethephon  （益收生長素 (GRAC) p.98） 

ethion  （愛殺松 (IRAC 1B) p.139） 

Ethiprole  （益斯普  p.99） 

ethirimol  （依瑞莫 (FRAC 8 , AZ) p.66） 

ethoprop  （普伏松 (IRAC 1B) p.132） 

ethoxysulfuron  （亞速隆 (HRAC B) p.63） 

etofenprox  （依芬寧 (IRAC 3A) p.65） 

etoxazole  （依殺蟎 (IRAC 10B) p.65） 

etridiazole  （依得利 (FRAC 14, F3) p.65） 

famoxadone + cymoxanil  （凡殺克絕  p.10） 

famoxadone + flusilazole  （凡殺護矽得  p.10） 

fatty alcohols  （治芽素 (GRAC) p.74） 

fenamiphos  （芬滅松 (IRAC 1B) p.80） 

fenarimol  （芬瑞莫 (FRAC 3, G1) p.80） 

fenazaquin  （芬殺蟎 (IRAC 21A) p.78） 

fenbutatin-oxide  （芬佈賜 (IRAC 12B) p.77） 

fenbutatin-oxide + dicofol  （芬佈克蟎  p.77） 

fenitrothion  （撲滅松 (IRAC 1B) p.171） 

fenitrothion + fenpropathrin  （撲滅芬普寧  p.172） 

fenitrothion + malathion  （撲馬松  p.170） 

fenobucarb  （丁基滅必蝨 (IRAC 1A) p.4） 

fenothiocarb  （芬硫克 (IRAC) p.78） 

fenoxycarb  （芬諾克 (IRAC 7B) p.80） 

fenpropathrin + hexythiazox  （合賽芬普寧  p.37）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IRAC 21A) p.80） 

fenpyroximate + propargite  （芬普毆蟎多  p.80） 

fenthion  （芬殺松 (IRAC 1B) p.78） 

fenvalerate  （芬化利 (IRAC 3A) p.75） 

fenvalerate + fenitrothion  （撲芬松  p.170） 

ferbam  （富爾邦 (FRAC M3) p.131） 

Fermentation metabolisen of Streptomyces candidus Y21007-2   （純白鏈黴菌素  p.104） 

fermizone + fthalide  （富米熱斯  p.130） 

ferric methyl arsonate  （甲基砷酸鐵 (FRAC)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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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ronil  （芬普尼 (IRAC 2B) p.78） 

flazasulfuron  （伏速隆 (HRAC B) p.35） 

flocoumafen  （伏滅鼠 (RRAC) p.35） 

flonicamid  （氟尼胺 (IRAC 9C) p.92） 

fluazifop-P-butyl  （伏寄普 (HRAC A) p.35） 

fluazinam  （扶吉胺 (FRAC 29, C5) p.58） 

flubendiamide  （氟大滅  p.92）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IRAC 3A) p.200） 

flufenoxuron  （氟芬隆 (IRAC 15) p.92） 

fluopicolide+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氟比拔克  p.92） 

flupropanate (sodium salt)  （氟丙酸 (HRAC N) p.92） 

fluroxypyr-meptyl  （氟氯比 (HRAC O) p.92） 

flusilazole  （護矽得 (FRAC 3, G1) p.199） 

flusulfamide  （氟硫滅 (FRAC 36, un05) p.92） 

flutolanil  （福多寧 (FRAC 7, C2) p.161） 

flutolanil + chlorothalonil  （四氯福多寧  p.28） 

flutriafol  （護汰芬 (FRAC 3,G1) p.199） 

forchlorfenuron  （福芬素 (GRAC) p.161） 

formetanate  （覆滅蟎 (IRAC 1A) p.194） 

fosetyl-aluminium  （福賽得 (FRAC 33, un 02) p.163） 

fosetyl-aluminium + chlorothalonil  （四氯賽得  p.28） 

fosetyl-aluminium + oxine-copper  （福賽快得寧  p.162） 

fosthiazate  （福賽絕 (IRAC 1B) p.163） 

fthalide  （熱必斯  p.176） 

furametpyr  （福拉比 (FRAC 7, C2) p.161） 

gamma-cyhalothrin  （伽瑪賽洛寧 (IRAC) p.49） 

gibberellic acid(GA3)  （勃激素 A3 (GRAC) p.87） 

gibberellic acid(GA3) + 6-benzyladenine   （勃寧激素  p.87） 

glufosinate-ammonium  （固殺草 (HRAC H) p.67） 

glyphosate  （嘉磷塞 (HRAC G) p.158） 

glyphosate + fluroxypyr-meptyl  （嘉磷氟氯比  p.158） 

glyphosate-ammonium  （嘉磷塞（胺鹽） (HRAC G) p.158） 

glyphosate-isopropylammonium  （嘉磷塞(異丙胺鹽) (HRAC G) p.158） 

glyphosate-trimesium  （嘉磷塞三甲基硫鹽 (HRAC G) p.160） 

Halosulfuron-methyl  （合速隆 (HRAC B) p.37） 

haloxyfop-P-methyl  （甲基合氯氟 (HRAC A) p.31） 

hexaconazole  （菲克利 (FRAC 3, G1) p.135） 

hexaconazole + thiabendazole   （菲克利腐絕  p.136） 

hexythiazox  （合賽多 (IRAC 10A) p.37） 

hymexazol  （殺紋寧 (FRAC 32, A3) p.115） 

hymexazol + metalaxyl  （殺紋滅達樂  p.115） 

IBA  （吲哚丁酸 (GRAC) p.62） 

IBA + NAA + kinetin  （生長寧素  p.31） 

IBP + MAFA  （丙基喜樂砷  p.19） 

imazalil  （依滅列 (FRAC 3, G1) p.66） 

imazapyr  （依滅草 (HRAC B) p.66） 

imazosulfuron  （依速隆 (HRAC B)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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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FRAC 3, G1) p.70） 

imidacloprid  （益達胺 (IRAC 4A) p.100） 

iminoctadine triacetate  （克熱淨 (FRAC M7) p.51） 

iminoctadine tris (albesilate)  （克熱淨（烷苯磺酸鹽） (FRAC M7) p.52） 

indoxacarb  （因得克 (IRAC 22A) p.37） 

Iprobenfos  （丙基喜樂松  p.18） 

iprodione  （依普同 (FRAC 2, E3) p.65） 

isazofos  （依殺松 (IRAC) p.65） 

isofenphos  （亞芬松 (IRAC) p.62） 

isoprothiolane  （亞賜圃 (FRAC 6, F2) p.64） 

isoprothiolane+iminoctadine triacetate   （克熱賜圃  p.52） 

isotianil  （亞汰尼  p.62） 

isoxathion  （加福松 (IRAC 1B) p.23）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FRAC 24, D3) p.157） 

kasugamycin + copper oxychloride   （嘉賜銅  p.157） 

kasugamycin + fthalide  （嘉賜熱  p.157）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FRAC 11 , C3) p.50） 

lambda-cyhalothrin  （賽洛寧 (IRAC 3A) p.187） 

lambda-cyhalothrin + phosmet  （益洛寧  p.99） 

lambda-cyhalothrin+chlorantraniliprole   （賽洛安勃  p.187） 

linuron  （理有龍 (HRAC C2) p.118） 

lufenuron  （祿芬隆 (IRAC 15) p.150） 

MAFA  （鐵甲砷酸銨 (FRAC) p.200） 

magnesium phosphide  （磷化鎂 (IRAC 8B) p.185） 

malathion  （馬拉松 (IRAC 1B) p.109） 

malathion + XMC  （馬拉克蝨  p.109） 

maleic hydrazide  （抑芽素 (GRAC) p.58） 

maleic hydrazide (potassium salt)  （抑芽素（鉀鹽） (GRAC) p.58） 

MALS  （滅紋 (FRAC) p.146） 

mancozeb  （鋅錳乃浦 (FRAC M3) p.179） 

mancozeb + benalaxyl  （鋅錳本達樂  p.181） 

mancozeb + benalaxyl-M  （鋅錳右本達樂  p.181） 

mancozeb + cymoxanil  （鋅錳克絕  p.181） 

mancozeb + metalaxyl  （鋅錳滅達樂  p.181） 

mancozeb + metalaxyl-M  （鋅錳右滅達樂  p.181） 

mancozeb + oxadixyl  （鋅錳毆殺斯  p.181） 

mancozeb+zoxamide  （鋅錳座賽胺  p.181） 

mandipropamid  （曼普胺 (FRAC 40, F5) p.111） 

mandipropamid+ chlorothalonil  （四氯曼普胺  p.27） 

Mandipropamid+Mancozeb  （鋅錳曼普胺  p.181） 

maneb  （錳乃浦 (FRAC M3) p.183） 

mefenacet  （滅芬草 (HRAC K3) p.145） 

mepanipyrim  （滅派林 (FRAC 9, D1) p.146） 

mepronil  （滅普寧 (FRAC 7, C2) p.147）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IRAC, 22B) p.95） 

metalaxyl  （滅達樂 (FRAC 4, A1) p.147） 

metalaxyl-M  （右滅達樂 (FRAC 4, A1)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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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dehyde  （聚乙醛 (MRAC) p.164） 

metazachlor  （滅草胺 (HRAC K3) p.146） 

metconazole  （滅特座 (FRAC 3, G1) p.146） 

methamidophos  （達馬松 (IRAC 1B) p.153） 

methidathion  （滅大松 (IRAC 1B) p.144） 

methiocarb  （滅賜克 (IRAC 1A) p.148） 

methomyl  （納乃得 (IRAC 1A) p.104） 

methomyl + alpha-cypermethrin  （納得亞滅寧  p.106） 

methomyl + flucythrinate  （納得護賽寧  p.106） 

methoprene  （美賜平 (IRAC 7A) p.95）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IRAC 18) p.145） 

methyl parathion  （甲基巴拉松 (IRAC 1B) p.31） 

metiram  （免得爛 (FRAC M3, M) p.53） 

metolachlor  （莫多草 (HRAC K3) p.122） 

metolachlor + atrazine  （莫多草淨  p.123） 

metrafenone  （滅芬農 (FRAC U8 , un13) p.145） 

metribuzin  （滅必淨 (HRAC C1) p.144） 

mevinphos  （美文松 (IRAC 1B) p.94） 

MIPC  （滅必蝨  p.144） 

MIPC + BPMC  （雙必蝨  p.194） 

molinate  （稻得壯 (HRAC N) p.177） 

monocrotophos  （亞素靈 (IRAC 1B) p.62） 

morantel tartrate  （摩朗得(酒石酸鹽) (IRAC) p.169） 

MPMC  （滅爾蝨  p.148） 

MSMA  （甲基砷酸鈉  p.33） 

MTMC  （治滅蝨  p.74） 

MTMC + tetramethrin  （治滅寧  p.74） 

myclobutanil  （邁克尼 (FRAC 3, G1) p.193） 

myclobutanil + quinoxyfen  （※邁克諾芬  p.193） 

NAA  （移植生長素  p.119） 

naled  （乃力松 (IRAC 1B) p.5） 

naled + methyl eugenol  （含毒甲基丁香油  p.55） 

napropamide  （滅落脫 (HRAC K3) p.147） 

niclosamide  （耐克螺 (MRAC) p.95） 

novaluron  （諾伐隆 (IRAC 15) p.183） 

omethoate  （毆滅松 (IRAC 1B) p.176） 

oxadiazon  （樂滅草 (HRAC E) p.173） 

oxamyl  （毆殺滅 (IRAC 1A) p.175） 

oxine-copper  （快得寧 (FRAC M1) p.56） 

oxine-copper + cymoxanil  （快得克絕  p.56） 

oxine-copper + iprodione  （快得依普同  p.56） 

oxine-copper + metalaxyl  （快得滅達樂  p.56） 

oxine-copper + thiophanate-methyl   （快得保淨  p.56） 

oxycarboxin  （嘉保信 (FRAC 7, C2) p.156） 

oxydemeton methyl  （滅多松 (IRAC 1B) p.145） 

oxyfluorfen  （復祿芬 (HRAC E) p.131） 

paclobutrazol  （巴克素 (GRAC)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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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quat  （巴拉刈 (HRAC D) p.16） 

paraquat (dichloride)  （巴拉刈（二氯鹽） (HRAC D) p.17） 

paraquat + diuron  （巴達刈  p.17） 

pefurazoate  （披扶座 (FRAC 3, G1) p.69） 

penconazole  （平克座 (FRAC 3, G1) p.29） 

pencycuron  （賓克隆 (FRAC 20, B4) p.166） 

pencycuron + tebuconazole   （賓得克利  p.167） 

pendimethalin  （施得圃 (HRAC K1) p.90） 

penoxsulam  （平速爛 (HRAC B) p.29） 

permethrin  （百滅寧 (IRAC 3) p.46） 

petroleum oils  （礦物油 (FRAC NC) p.198） 

phenothiol  （脫禾草 (HRAC) p.122） 

phenthoate  （賽達松 (IRAC 1B) p.191） 

phenthoate + dimethoate  （賽滅松  p.189） 

phorate  （福瑞松 (IRAC 1B) p.162） 

phosalone  （裕必松 (IRAC 1B) p.151） 

phosmet  （益滅松 (IRAC 1B) p.99） 

phosmet + BPMC  （益丁滅蝨  p.97） 

phosmet + carbofuran  （益保扶  p.99） 

phosmet + cypermethrin  （益滅賽寧  p.100） 

phosmet + MIPC  （益滅蝨  p.100） 

phosphamidon  （福賜米松 (IRAC 1B) p.162） 

phosphamidon + mevinphos  （福文松  p.161） 

phosphamidon + MIPC  （福賜滅蝨  p.162） 

phoxim  （巴賽松 (IRAC 1B) p.17） 

pirimicarb  （比加普 (IRAC 1A) p.17） 

pirimiphos-methyl  （亞特松 (IRAC 1B) p.62） 

polyoxin B + oxine-copper  （保粒快得寧  p.85） 

polyoxins  （保粒黴素（甲） (FRAC 19, H4) p.85） 

polyoxorim  （保粒黴素（丁） (FRAC 19, H4) p.85） 

potassium hydrogen carbonate  （碳酸氫鉀 (FRAC) p.161） 

pretilachlor  （普拉草 (HRAC K3) p.133） 

probenazole  （撲殺熱 (FRAC P, P2) p.171） 

probenazole + cartap  （撲殺培丹  p.170） 

probenazole + isoprothiolane  （撲殺賜圃  p.171） 

prochlorate manganese  （撲克拉錳 (FRAC) p.170） 

prochloraz  （撲克拉 (FRAC 3, G1) p.169） 

prochloraz + IBP  （喜樂克拉  p.130） 

procymidone  （撲滅寧 (FRAC 2, E3) p.172） 

profenofos  （佈飛松 (IRAC 1B) p.49） 

profenofos + cypermethrin  （佈飛賽滅寧  p.49） 

profenofos + permethrin  （佈飛百滅寧  p.49） 

prohydrojasmon  （※茉莉酸丙酯 (GRAC) p.95）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普拔克 (FRAC 28, F4) p.133） 

propaquizafop  （普拔草 (HRAC A) p.133） 

propargite  （毆蟎多 (IRAC 12C) p.176） 

propiconazole  （普克利 (FRAC 3, G1)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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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ineb  （甲基鋅乃浦 (FRAC M3) p.33） 

propineb + oxadixyl  （甲鋅毆殺斯  p.33） 

propineb + polyoxins  （甲鋅保粒素  p.33） 

propineb + thiophanate-methyl  （甲鋅保淨  p.33） 

propoxur  （安丹 (IRAC 1A) p.42） 

prothiofos  （普硫松 (IRAC 1B) p.133） 

pymetrozine  （派滅淨 (IRAC 9B) p.92） 

pyraclofos  （白克松 (IRAC 1B) p.33） 

pyraclostrobin + dimethomorph  （達滅克敏  p.154） 

pyraclostrobin + dithianon  （腈硫克敏  p.138） 

pyraclostrobin +boscalid  （白列克敏  p.33） 

pyrazophos  （白粉松 (FRAC 6, F2) p.34） 

pyrazosulfuron-ethyl  （百速隆 (HRAC B) p.45） 

pyrazoxyfen  （普芬草 (HRAC F2) p.133） 

pyrethrins  （除蟲菊精 (IRAC 3A) p.109） 

pyridaben  （畢達本 (IRAC 21A) p.118） 

pyridaphenthion  （必芬松 (IRAC 1B) p.29） 

pyrifenox  （比芬諾 (FRAC 3, G1) p.18） 

pyrimidifen  （畢汰芬 (IRAC 21A) p.118）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IRAC 7C) p.45） 

quinalphos  （拜裕松 (IRAC 1B) p.89） 

quinclorac  （快克草 (HRAC L&O) p.55） 

quinoxyfen  （快諾芬 (FRAC 13, E1) p.58） 

quizalofop-P-ethyl  （快伏草 (HRAC A) p.55） 

R42(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R42)  （※綠木黴菌  p.163） 

rotenone  （魚藤精 (IRAC 21B) p.129） 

sec-BPMC + tert-BPMC  （雙滅必蝨  p.195） 

sethoxydim  （西殺草 (HRAC A) p.48） 

sex pheromones of spodoptera exiqua   （甜菜夜蛾費洛蒙  p.118） 

sex pheromones of spodoptera exiqua   （甜菜夜蛾費洛蒙甲  p.118） 

simazine  （草滅淨 (HRAC C1) p.108） 

S-metolachlor  （左旋莫多草 (HRAC K3) p.28） 

sodium nitrophenol+sodium dinitrophenol+sodium nitroguaiacol   （果收生長素  p.71） 

spinetoram  （賜諾特  p.179） 

spinosad  （賜諾殺 (IRAC 5) p.179）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IRAC 23) p.179）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p.179） 

SPODOPTERA EXIGUA NUCLEOPOLYHEDROVIRUS  （甜菜夜蛾核多角體病毒  p.118） 

streptomycin  （鏈黴素 (FRAC 25, D4) p.197） 

streptomycin + oxytetracycline  （鏈土黴素  p.197） 

streptomycin + tetracycline  （鏈四環黴素  p.197） 

sulfur  （可濕性硫黃 (FRAC M2) p.25） 

Tau-fluvalinate  （福化利 (IRAC 3A) p.161） 

tebuconazole  （得克利 (FRAC 3, G1) p.113） 

tebufenozide  （得芬諾 (IRAC 18) p.114） 

tebufenpyrad  （得芬瑞 (IRAC 21A) p.114） 

tecloftalam  （克枯爛 (FRAC 34, un03)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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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loftalam + kasugamycin  （嘉賜克枯爛  p.157） 

tecloftalam + tricyclazole  （克枯三賽唑  p.50） 

temephos  （亞培松 (IRAC 1B) p.63） 

tepraloxydim  （得殺草 (HRAC A) p.114） 

terbufos  （托福松 (IRAC 1B) p.44） 

terbufos + oxamyl  （托福毆殺滅  p.44） 

tert-fenobucarb  （叔丁基滅必蝨 (IRAC 1A) p.67）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FRAC 3, G1) p.26） 

thenylchlor + bensulfuron methyl  （欣克免速隆  p.73） 

thiabendazole  （腐絕 (FRAC 1, B1) p.165） 

thiabendazole + oxine-copper   （腐絕快得寧  p.165） 

thiacloprid  （賽果培 (IRAC 4A) p.187） 

thiamethoxam  （賽速安 (IRAC 4A) p.189） 

thiamethoxam + chlorantraniliprole   （賽速安勃  p.189） 

thiamethoxam + lambda-cyhalothrin   （賽速洛寧  p.189） 

thifluzamide  （賽氟滅 (FRAC 7, C2) p.187） 

thiobencarb  （殺丹 (HRAC N) p.115） 

thiocyclam hydrogenoxalate   （硫賜安 (IRAC 14) p.119） 

thiodicarb  （硫敵克 (IRAC 1A) p.119） 

thiodicarb + fenvalerate  （硫敵芬化利  p.119） 

thiometon  （硫滅松 (IRAC 1B) p.118） 

thiophanate + thiram  （多得淨  p.38） 

thiophanate-methyl  （甲基多保淨  p.31） 

thiophanate-methyl + streptomycin  （多保鏈黴素  p.38） 

thiram  （得恩地 (FRAC M3) p.114） 

tolclofos methyl  （脫克松 (FRAC 14, F3) p.122） 

tolfenpyrad  （脫芬瑞 (IRAC 21A) p.122） 

triadimefon  （三泰芬 (FRAC 3, G1) p.8） 

triadimenol  （三泰隆 (FRAC 3, G1) p.8） 

triazophos  （三落松 (IRAC 1B) p.9） 

tribasic copper sulfate  （三元硫酸銅 (FRAC M1) p.7） 

tribasic copper sulfate + cymoxanil  （三元銅克絕  p.7） 

trichlorfon  （三氯松 (IRAC 1B) p.8） 

triclopyr  （三氯比 (HRAC O) p.8） 

tricyclazole  （三賽唑 (FRAC 16.1, I1) p.9） 

tridemorph  （三得芬 (FRAC 5, G2) p.8） 

trifloxystrobin  （三氟敏 (FRAC 11, C3) p.7） 

trifloxystrobin + tebuconazole  （三氟得克利  p.7） 

triflumizole  （賽福座 (FRAC 3, G1) p.192） 

triflumizole + thiophanate-methyl  （賽福保淨  p.192） 

triforine  （賽福寧 (FRAC 3, G1) p.193） 

uniconazole-P  （單克素 (GRAC) p.130） 

validamycin A  （維利黴素 (FRAC 26, H3) p.164） 

validamycin A + fthalide  （維利熱必斯  p.164） 

vamidothion  （繁米松  p.185） 

vamidothion + MIPC + BPMC  （繁米蝨 (IRAC 1B) p.185） 

warfarin  （殺鼠靈 (RRAC)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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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C  （滅克蝨 (IRAC 1A) p.145） 

zeta-cypermethrin  （傑他賽滅寧 (IRAC 3A)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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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農藥廠商聯絡資訊 

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久竹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五權西路二段131號9樓之3 
Tel：(04)24727053 

Fax：(04)35733466 

久農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11號11樓 
Tel：(02)25147370 

Fax：(02)25147494 

台中縣外埔鄉三崁村二崁路29號 
Tel：(04)26832837 

Fax：(04)26833925 
大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外埔鄉三崁村二崁路29號(工廠) 
Tel：(04)26832837 

Fax：(04)26833925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06號14樓之1 
Tel：(02)25033131 

Fax：(02)25034600 
大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農校路3號(工廠) 
Tel：(05)5842450 

Fax：(05)5844125 

中西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仁德街93號 

新竹市關東路376巷33號(工廠) 

Tel：02-23218890 

Fax：02-23512884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81號3樓 
Tel：(02)25552169 

Fax：(02)25555259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永康市龍埔街566號(工廠) 
Tel：(06)2326295 

Fax：(06)2312094 

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9號6樓 
Tel：(02)25954321 

Fax：(02)25959698 

友業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31-1號11樓6室 
Tel：(02)25611458 

Fax：(02)25611474 

心禾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逸仙路42巷27號6樓 
Tel：(02)27581500 

Fax：(02)27297574 

台北市臨沂街19巷13號 
Tel：(02)23512378 

Fax：(02)23214942 
日旭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觀音工業區工業二路12號(工廠) 
Tel：(03)4830909 

Fax：(03)4839990 

日佳農葯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22號9樓2室 
Tel：(02)25558709 

Fax：(02)25557960 

台南市成功路2號6樓12室 
Tel：(06)2219918-9 

Fax：(06)2210852 
日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學甲鎮德安寮3之28號(工廠) 
Tel：(06)7832157-8 

Fax：(06)2210852 

世大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信義路1332號 
Tel：(03)3875570-3 

Fax：(03)3875576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33號4樓之2 
Tel：(02)23963227-30 

Fax：(02)23963125 
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太平市新平路一段196號(工廠) 
Tel：(04)22702121 

Fax：(04)2270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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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台石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42號6樓 
Tel：(02)25637186-8 

Fax：(02)25613769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德業路36號 
Tel：(05)5975501 

Fax：(05)5975530 

台灣龍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81號3樓 
Tel：02-25552169 

Fax：02-25555259 

正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1號11樓之4 

彰化縣伸港鄉蚵寮村線工北一路13號(工廠) 

Tel：(02)27731661 

Fax：(02)27732700 

玉田地有限公司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20弄17號 
Tel：(02)27685753 

Fax：(02)27660630 

生力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春路65號7樓 
Tel：(02)25113151-4 

Fax：(02)25361656 

立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大同街7之1號 
Tel：(02)22679055 

Fax：(02)22679059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莿桐鄉埔子村榮村48之1號 
Tel：(05)5842106 

Fax：(05)5847795 

亙祥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1號7樓之2 
Tel：(02)27695558 

Fax：(02)27610627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南隘里柳南湖路3號 
Tel：(03)5762131 

Fax：(03)5762701 

全臺農藥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290號14樓 
Tel：(02)25147370 

Fax：(02)25147494 

吉鳳行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9樓之12 
Tel：(07)3555748 

Fax：(07)3540937 

名方有限公司 台北市慶城街23-9號7樓 
Tel：(02)27199430 

Fax：(02)27199461 

合林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林口鄉頂福村53之2號附1 
Tel：(02)26007369 

Fax：(02)26093554 

台南縣將軍鄉長榮村165號 
Tel：(02)87735118 

Fax：(02)87738012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將軍鄉長榮村165號(洽益)(工廠) 
Tel：(03)5762115 

Fax：(03)5762230 

台北市敦化北路207號12樓 
Tel：(04)26860041 

Fax：(04)26860833 
宇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大甲鎮大安港路321之1號(工廠) 
Tel：(04)26860041 

Fax：(04)26860833 

安可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07號5樓之2 
Tel：(02)87125807 

Fax：(02)87125770 

安旺特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英山街61號 
Tel：04-8811618 

Fax：04-8854738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莊市五權二路26號之2(2樓) 
Tel：(02)22999570 

Fax：(02)2299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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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安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二路26號之2(工廠) 
Tel：(02)22999570 

Fax：(02)27669481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科學園區科東三路6號5樓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科學園區科東三路6號5樓(工廠) 

Tel：(03)5762245 

Fax：(03)5762701 

利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南安里彰鹿路154號 
Tel：(04)7523105-6 

Fax：(04)7523107 

君浩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興路二段98號5樓 
Tel：(04)24712485 

Fax： 

志宗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49之49號9樓之3 
Tel：(02)27067128 

Fax：(02)27067722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豐原市三村里三和路398-1號 
Tel：04-25330077 

Fax：04-25312768 

育禾化學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北路60巷1號 
Tel：02-25779001 

Fax：02-25776572 

良力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257弄4號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71號8樓(工廠) 

Tel：(02)26321115 

Fax：(02)26321216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85號13樓之5 
Tel：(02)23947096 

Fax：(02)25607699 
貝士得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永寧里老莊路2號(工廠) 
Tel：(03)4855327 

Fax：(03)4755375 

易利特開發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57號3樓 
Tel：(02)27789349 

Fax：(02)27524677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天母東路50巷35號1樓 
Tel：(02)28765825 

Fax：(02)28765845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6巷31號7樓 
Tel：(02)27719336 

Fax：(02)27721629 
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彰濱工業區線西區線工北一路11號(工

廠) 

Tel：(04)7910280 

Fax：(04)7910290 

東鋒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1號11樓之4 
Tel：(02)27731661 

Fax：(02)27529707 

松瑤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縣大雅鄉雅潭路329巷70號1樓 
Tel：(04)23378892 

Fax：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莊市中山路一段107號10樓之1 
Tel：(02)85227922 

Fax：(02)85227452 

法台貿易有限公司 台中縣外埔鄉三崁村二崁路29號 
Tel：(04)26832598 

Fax：(04)26833925 

青山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5號9樓 
Tel：(02)25239899 

Fax：(02)25810196 

南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洲仔123之3號 
Tel：(05)3703045 

Fax：(05)3703045 

品全農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營北里營北路98巷1號 Tel：049-235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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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91巷35弄64號3樓 
Tel：(02)27979218 

Fax：(02)27970151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81號5樓之4 
Tel：(02)25509898 

Fax：(02)25538709 

建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台南縣柳營鄉士林村柳營路二段449號(工廠) 
Tel：(06)6222254 

Fax：(06)6223878 

思高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縣大雅鄉中清路4段237-3號 
Tel：(04)25676727 

Fax：(04)25675939 

恆勝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西路45之1號11樓之2 
Tel：(02)25551897 

Fax：(02)25552543 

春匯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33號 
Tel：(03)5778849 

Fax：(03)5762701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將軍鄉長榮村165號 
Tel：(06)7942876-8 

Fax：(06)7944740 

皇國貿易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大雅路473之4號 
Tel：(04)22918366 

Fax：(04)22910121 

美商雅柏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正大街52號3樓 

Tel：(03)4024880 

Fax： 

英明貿易有限公司 基隆市忠一路3巷9號 
Tel：(02)24223718 

Fax：(02)24252026 

香港商孟山都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95號12樓1203室 

Tel：(02)87257723 

Fax：(02)87257873 

恒欣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勝利路43號 
Tel：(06)2377101 

Fax：(06)2377104 

峰農有限公司 台北縣林口鄉頂福村53-2號附1 
Tel：(02)26007369 

Fax：(02)26093554 

海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31號9樓之3 
Tel：(04)24727053 

Fax：(04)24733466 

特欣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勝利路43號 
Tel：(06)2377010 

Fax：(06)2377104 

益欣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勝利路43號 
Tel：(06)2377010 

Fax： 

耘農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縣新營市中正路100號 
Tel：(06)6353326 

Fax：(06)6353313 

耘農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縣新營市中正路100號(工廠) 
Tel：(06)6353326 

Fax：(06)6353313 

耕得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215號10樓之6 
Tel：(02)27212886 

Fax：(02)27773881 

高事達農化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6號4樓之2 
Tel：(02)25319311 

Fax：(02)25319202 

國際技術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2號8樓5室 
Tel：(02)25115414 

Fax：(02)257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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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229號5樓 
Tel：(04)23215616 

Fax：(04)23109292 

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東勢村東勢19鄰35之5號(工廠) 
Tel：(03)4501643 

Fax：(03)4503423 

國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永寧里老莊路2號 
Tel：(03)4788006-7 

Fax：(03)4755375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正大街52號3樓 
Tel：(03)4315920 

Fax： 

國寶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中興路273巷19弄3號6樓(工廠) 
Tel：(03)4829796 

Fax：(03)4813321 

得力興業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豐原市三和路402號 
Tel：(04)25322867 

Fax：(04)25328821 

現達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永福街197巷21號3樓 
Tel：(02)22862226 

Fax： 

眾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中正路1043號 
Tel：(03)4221078 

Fax：(03)4257786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9鄰草漯51之10號 
Tel：(03)4834492 

Fax：(03)4830625 

惠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太平市永豐路398巷8號 
Tel：(04)22781005 

Fax：(04)22707493 

惠光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麻豆鎮苓子林17之10號 
Tel：(06)5702181 

Fax：(06)5700065 

景茂貿易有限公司 台南市成功路2號6樓之13號 
Tel：(06)2219906-7 

Fax：(06)2288998 

發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和平街203號4樓 
Tel：(03)6562699 

Fax： 

華夏科學農化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莿桐鄉甘西村中村12號 
Tel：(05)5842388 

Fax：(05)5842646 

台北市復興北路1號11樓之4 
Tel：(02)27522195 

Fax：(02)27732700 
華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清水鎮中山路498之3號(工廠) 
Tel：(04)26238648 

Fax：(04)26232975 

雅飛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07號5樓之2 
Tel：(02)87125800 

Fax：(02)87125770 

匯達生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進化路575號9樓之4 
Tel：04-22308878 

Fax：04-22308879 

意農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76號6樓之6 
Tel：(02)25502981 

Fax：(02)25581550 

瑞芳植物保護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菁浦村1之6號 
Tel：(05)2267112-3 

Fax：(05)2262106 

瑞福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9樓 
Tel：(02)25239899 

Fax：(02)2581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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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瑞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97號10樓 
Tel：(02)25818156-8 

Fax：(02)25511452 

萬得發有限公司 台中縣大雅鄉中清路4段237-3號 
Tel：(02)27121540 

Fax：(04)25675939 

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129號9號 
Tel：(02)25062354 

Fax：(02)25068505 

農福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07號5樓之2 
Tel：(02)87125800 

Fax：(02)87125770 

達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91巷35弄64號3樓 
Tel：(02)27979218 

Fax：(02)27970151 

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大福里中清路43巷50號 
Tel：04-23126656 

Fax：04-23127657 

嘉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6號14樓之11 
Tel：(02)27027274 

Fax：(02)27092133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7段457號 
Tel：(03)4501297#106 

Fax：(03)4502156 

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7段457號(工廠) 
Tel：(03)4501297 

Fax：(03)4502156 

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南溢里南湖路1號 
Tel：(03)5762122 

Fax：(03)5762081 

嘉濱貿易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89號 
Tel：(06)3129288 

Fax：(06)2288998 

漢寶工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172號5樓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村芳漢路漢2段2巷350號(工廠) 

Tel：(02)27125086 

Fax：(02)27121540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45號 
Tel：(04)26362111 

Fax：(04)26358566 

維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111巷2弄1號4樓 
Tel：(02)26687682 

Fax：(02)35019431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里中正路1043號 
Tel：(03)4221078 

Fax：(03)4257786 
臺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9鄰68之1號(工廠) 
Tel：(03)4830878 

Fax：(03)4839308 

台南縣新營市忠孝路64號 
Tel：(06)3129288 

Fax：(06)2288998 
臺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新營市忠孝路64號(工廠) 
Tel：(06)6530216 

Fax：(06)6532572 

臺灣三笠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市大竹里安溪西路39號 
Tel：(04)7382167 

Fax：(04)7386456 

臺灣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87號帝國大廈14樓 
Tel：(02)25055654 

Fax：(02)25046265 

臺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16樓 
Tel：(02)25378919 

Fax：(02)2511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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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台北市松江路87號16樓 
Tel：(02)25068131 

Fax：(02)25187724 
臺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289號(工廠) 
Tel：(035)902283 

Fax：(03)5993720 

台北市復興北路57號10樓 
Tel：(02)27217371 

Fax：(02)27523948 
臺灣日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伸港鄉蚵寮村線工北一路15號(工廠) 
Tel：(04)7584281 

Fax：(04)7587795 

台北市松江路87號帝國大廈11樓之1 
Tel：(02)25045387 

Fax：(02)25094961 
臺灣石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上林路1號(工廠) 
Tel：(07)8714848 

Fax：(07)8717880 

臺灣先正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一段70號14樓 
Tel：(02)25592901 

Fax：(02)25592927 

臺灣住友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06號13樓之4 
Tel：(02)25064528 

Fax：(02)25064551 

臺灣住友商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60號8樓 
Tel：(02)27158982 

Fax：(02)87123192 

臺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13樓 
Tel：(02)27191999 

Fax：(02)25464021 

臺灣花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18號7樓 
Tel：(02)25090179 

Fax：(02)25090349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台北101大樓54樓 
Tel：(02)87221343 

Fax：(02)87221143 

臺灣省農會附設各級農會農化廠 雲林縣莿桐鄉甘西村中村1號 
Tel：(05)5842101-5 

Fax：(05)5847980 

臺灣科麥農有限公司 台中市忠明南路760號19樓A3室 
Tel：(04)22659718 

Fax：(04)22659719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97號10樓 
Tel：(02)25818156-8 

Fax：(02)25511452 
臺灣庵原農藥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頂溪里溪111號(工廠) 
Tel：(05)6220550 

Fax：(05)6221540 

臺灣道禮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號7樓 
Tel：(02)27756060 

Fax：(02)27775665 

臺灣嘉潔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光復西路114號 
Tel：(05)5860988 

Fax：(05)5863498 

臺灣瑪斯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忠勤街341號3樓 
Tel：(04)22206969 

Fax：(04)22207070 

蒙狄生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76號6樓之6 
Tel：(02)25502981 

Fax：(02)25581550 

億豐農化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太平市光隆里光興路597巷60號 
Tel：(04)22778755 

Fax：(04)2270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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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傳真 

儂泰貿易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原子街22之3號 
Tel：(04)22232679 

Fax：(04)22203999 

德方有限公司 台北巿承德路2段81號14樓之2 
Tel：(02)26007191 

Fax：(02)26093554 

德城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172號世統兄弟大廈5樓 
Tel：(02)27125086 

Fax：(02)27121540 

慶丰生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台中路418號 
Tel：(04)22805131 

Fax： 

翰金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四段244號6樓 
Tel：(02)28839161-3 

Fax：(02)28839193 

興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泰順街2號8樓之2 
Tel：(02)27044029 

Fax：(02)27044031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梅川西路一段23號 
Tel：(04)23726181 

Fax：(04)23724950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工廠) 台中縣大肚鄉中和村中山路111號(工廠) 
Tel：(04)26933841 

Fax：(04)26934464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81號3樓 

台南市永康區龍埔街566號(工廠) 

Tel：02-25552169 

Fax：02-25555259 

優必樂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軍榮一街15號 
Tel：(04)24390606 

Fax：(04)24390505 

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33號7樓C室 
Tel：(02)25115414 

Fax：(02)29562529 

環宇新境有限公司 台北市林森北路409號7樓之9 
Tel：02-25672986 

Fax：02-25682709 

聯合磷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軍榮一街15號 
Tel：(04)24390606 

Fax：(04)24390505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村香楊路79號 
Tel：(08)7229588 

Fax：(08)7237377 

鴻鋒化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257弄4號 
Tel：0932-150853 

Fax：(02)26321216 

鴻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91巷92弄36號 
Tel：(02)26276079 

Fax：(02)26592505 

豐暘開發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錦村里自強街41巷43號1樓 
Tel：(04)22308878 

Fax：(04)22308879 

寶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23巷14號8樓之2 
Tel：(02)27933981 

Fax：(02)8792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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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政府禁用之農藥一覽表 

TACTRI  2012年 12月 

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有機水銀劑 Organic mercury 60年10月25日 61年10月25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安特靈 Endrin 60年 1月 1日 61年 1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滴滴涕 DDT 62年 7月 1日 63年 7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飛佈達 Heptachlor 64年 1月 1日 64年10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阿特靈 Aldrin 64年 1月 1日 64年10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地特靈 Dieldrin 64年 1月 1日 64年10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蟲必死 BHC 64年 1月 1日 64年10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福賜松 Leptophos 66年 6月 1日 67年 6月 1日 劇毒性 
護谷、護谷殺丹、護

得壯、丁拉護谷 
Nitrofen 70年 1月 1日 72年 1月 1日 致畸胎 

二溴氯丙烷 DBCP 70年 6月 6日  生殖毒性 
克氯苯 Chlorobenzilate 71年 9月21日 72年 9月21日 致癌性 
毒殺芬 Toxaphene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致畸胎性 
五氯酚鈉 PCP-Na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不純物dioxin致癌 
保無根 PAMCON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草敵克 PCP-Na + CPH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益必田 EDIDEN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必脫草 PCP-Na + 

Phenothiol 
72年 7月19日 73年 1月19日 五氯酚混合劑 

二溴乙烷 EDB 73年 2月22日  致癌性 
靈丹 r-BHC(Lindane) 73年 8月 7日 74年 2月 1日 致腫瘤性 
蕉特靈 Lindane-C 73年 8月15日 74年 2月 1日 靈丹混合劑 
抑芽素30%S MH-30 73年10月24日 74年 5月 1日 不純物致癌性 
達諾殺 Dinoseb 75年12月 8日 75年12月20日 致畸胎性 
達得爛 Naptalam + 

Dinoseb 
75年12月 8日 75年12月20日 達諾殺混合劑 

氰乃淨 Cyanazine 76年 7月 9日 76年 7月 1日 致畸胎性 
滴滴 Dichloropropane-Dichl

oropropene 
76年 7月 9日 76年 7月 9日 致癌性 

滴滴滅 VORLEX 76年 7月 9日 76年 7月 9日 滴滴混合劑 
樂乃松 Fenchlorphos 76年 9月 2日 76年 9月 2日 致畸胎性 
四氯丹 Captafol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 1日 致癌性 
鋅銅四氯丹 Captafol + Zn + Cu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 1日 四氯丹混合劑 
保粒四氯丹 Polyoxins + 

Captafol 
76年10月22日 77年10月 1日 四氯丹混合劑 

安殺番35%乳劑 Endosulfan  78年 1月13日 79年 1月15日 劇毒及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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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亞拉生長素 Daminozide 78年 6月21日 79年 1月 1日 致腫瘤性 
福爾培 Folpet 78年 7月13日 79年 7月 1日 致腫瘤性 
錫蟎丹 Cyhexatin 78年 7月13日 79年 7月 1日 致畸胎性 
五氯硝苯 PCNB 78年 7月13日 79年 7月 1日 致腫瘤性 
福爾本達樂 Folpet + Benalaxyl 78年 7月13日 79年 7月 1日 福爾培混合劑 
福賽培 Folpet +  

Fosetyl-Al 
78年 7月13日 79年 7月 1日 福爾培混合劑 

白粉克 Dinocap 79年 5月 9日 79年12月31日 致畸胎性 
白克蟎 Dinocap + Dicofol 79年 5月 9日 79年12月31日 白粉克混合劑 
鋅錳粉克 Dinocap + 

Mancozeb 
79年 5月 9日 79年12月31日 白粉克混合劑 

大脫蟎 Dinobuton 80年 5月27日 80年12月 1日 代謝物為達諾殺 
得滅克 Aldicarb 80年10月15日 81年 1月 1日 極劇毒 
全滅草 Chlornitrofen, 

CNP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致腫瘤性 

丁拉滅草 Butachlor + CNP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全滅草混合劑 

殺滅丹 Benthiocarb + 
CNP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全滅草混合劑 

得滅草 Molinate + CNP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全滅草混合劑 

滅草 CNP + MCPA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全滅草混合劑 

醋錫殺滅丹 Fentin acetate + 
Benthiocarb + 
CNP 

83年 7月15日 
禁止輸入 
84年12月31日 
禁止製造加工 

86年 1月 1日 全滅草混合劑 

得脫蟎 Tetradifon 83年10月 4日 85年 7月 1日 致腫瘤性及畸胎性 
得克蟎 Tetradifon + 

Chloropropylate 
83年10月 4日 85年 7月 1日 得脫蟎混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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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大克脫蟎 Tetradifon + 
Dicofol 

83年10月 4日 85年 7月 1日 得脫蟎混合劑 

必芬得脫蟎 Tetradifon + 
Pyridaphenthion  

83年10月 4日 85年 7月 1日 得脫蟎混合劑 

巴拉松47%乳劑 Parathion 84年 3月24日 86年 1月 1日 極劇毒，致癌性C級 
巴馬松50%乳劑 Parathion + 

Malathion 
84年 3月24日 86年 1月 1日 極劇毒，致癌性C級 

飛克松40%乳劑 Prothoate 84年 3月24日 86年 1月 1日 極劇毒，致癌性C級 
亞特文松50%乳劑 Pirimiphos-Methyl + 

Mevinphos 
84年 3月24日 86年 1月 1日 極劇毒，致癌性C級 

能死蟎 MNFA 85年 7月 3日 88年11月 1日 致腫瘤性 
能殺蟎 MNFA + 

Bromopropylate 
85年 7月 3日 88年11月 1日 能死蟎混合劑 

加保扶 
85%可濕性粉劑 

Carbofuran 85年 9月16日 88年 1月 1日 劇毒 

得氯蟎 Dienochlor 85年10月14日 87年 8月 1日 長效性環境污染 
一品松 EPN 85年12月 9日 87年 8月 1日 極劇毒 

遲發性神經毒 
甲品松 Methyl 

parathion + EPN 
85年12月 9日 87年 8月 1日 一品松混合劑 

二氯松原體 
二氯松50%乳劑 

Dichlorvos,  
DDVP 

85年12月30日 87年 8月 1日 致腫瘤性 

益穗 Thiram + Ziram + 
Urbacid 

86年 3月 7日 86年 3月 7日 不純物致癌性 

鎳乃浦 SANKEL 86年 7月 7日 87年 7月 1日 不純物致癌性 
益地安 ETM 86年 7月 7日 87年 7月 1日 不純物致癌性 
三苯羥錫 TPTH 86年 9月30日 88年 1月 1日 畸型性 
三苯醋錫 Fentin acetate, 

TPTA 
86年 9月30日 88年 1月 1日 畸型性 

亞環錫 Azocyclotin 86年 9月30日 88年 1月 1日 代謝物為錫蟎丹 
鋅乃浦 Zineb 86年 9月30日 88年 1月 1日 致大鼠畸型性 
銅鋅錳乃浦 Copper 

oxychloride + 
Zineb + Maneb 

86年 9月30日 88年 1月 1日 鋅乃浦混合劑 

銅合浦 Basic copper 
sulfate + Cufram Z 

86年11月11日 88年 1月 1日 致腫瘤性 

加保扶 
75%可濕性粉劑 

Carbofuran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劇毒 

大福松47.3%乳劑 Fonofos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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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美文松25.3%乳劑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福文松70%溶液 Phosphamidon +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福賜米松51%溶液 Phosphamidon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普伏松70.6%乳劑 Ethoprop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普硫美文松 
45.3%乳劑 

Prothiophos + 
Mevinphos 

86年12月31日 88年 1月 1日 極劇毒 

鋅錳波爾多 Basic copper 
sulfate + 
Maneb + Zineb 

87年 2月13日 88年 1月 1日 鋅乃浦混合劑 

亞素靈55%溶液 Monocrotophos 89年 1月 1日 89年 9月 1日 對鳥類高毒性、呼吸

極劇毒及農民曝露風

險 
百蟎克 Binapacryl 90年 7月 1日 90年 7月 1日 具生殖毒性 
溴化甲烷 Methyl bromide 92年 1月 1日 92年 4月 1日 聯合國臭氧層管制物

質 
西脫蟎 Benzoximate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溴磷松 Bromophos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得滅多 Buthiobate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松 Carbophenothio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丁滅蝨 Carbophenothion + 

BPMC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芬賽寧 Carbophenothion + 

Cypermethri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加滅蝨 Carbophenothion 

+MIPC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克氯蟎 Chloropropylate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可力松 Cone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甲基滅賜松 Demephio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得拉松 Dialifos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普得松 Ditalimfos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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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繁福松 Formothio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美福松 Mephofola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殺蟎多 PPPS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亞殺蟎 PPPS +azoxybenzene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殺力松 Salithio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托美松 Terbufos 
+mephofolan 

92年 6月 3日 92年 6月 3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福木松 Fomothion 92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松 Fonofos 93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丁滅蝨 Fonofos + BPMC 93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大福賽寧 Fonofos + 
cypermethrin 

93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福保扶 Fonofos + 
Carbofuron 

93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福滅蝨 Fonofos + MIPC 93年 7月 1日 95年 1月 1日 缺完整毒理資料、 
國際上已淘汰使用 

滅加松35%乳劑 Mecarbam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普伏瑞松10%粒劑 Ethoprophos + 

phorate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裕馬松40%乳劑 Phosalone-methamido

phos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普硫美文松30%乳
劑 

Prothiofos + 
mevinphos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加護松50%乳劑 Propaphos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芬保扶 
50%可濕性粉劑 

Carbofuron-carbophe
nothion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氯化苦99%溶液 Chloropicrin 95年 1月 3日 95年 1月 3日 劇毒性農藥、國內多

年無產銷紀錄 
納乃得 
90%可濕性粉劑、 

Methomyl 95年 6月 1日 95年 6月 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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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藥  名  稱 英  文  名  稱 
禁止製造、加 
工、輸入日期 

禁 止 銷 售 
使 用 日 期 

備      註 
( 禁用原因 ) 

90%水溶性粒劑     
覆滅蟎 
50%水溶性粉劑 

Formetanate 96年 12月 31日 96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毆殺滅24%溶液 Oxamyl 96年 12月 31日 96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二氯松30%煙燻劑 Dichlorvos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致腫瘤性 
普滅蝨 40%乳劑 Ethoprop + MIPC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普二硫松10%粒劑 Ethoprop + Disulfoton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谷速松20%乳劑 Azinphos methyl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普伏松45%乳劑 Ethoprop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雙特松27.4%溶液 Dicrotophos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益保扶 
50%可濕性粉劑 

Phosmet + Carbofuran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福賜米松 
25%溶液 

Phosphamidon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50%可濕性粉劑     
福文松 35%溶液 Phosphamidon + 

Mevinphos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毆滅松 50%溶液 Omethoate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甲基巴拉松 50%
乳劑 

Methyl parathion 97年 12月 31日 97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滅大松 40%乳劑 Methidathion 99年 12月 31日 101年 12月 31日 劇毒性成品農藥 
安殺番  Endosulfan 101年01月 01日 103年 01月01日 持久性有機汙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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