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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灣位於熱帶及亞熱帶接緣地區，多變之地形及氣候，提
供了複雜而多樣之植物生長環境，農田雜草之發生不僅種類多
且分布普遍，對農業環境及生產均造成極大的衝擊。目前雜草
管理採用之方式以除草劑為主，由於成本低、效率顯著，大量
使用下不僅導致農田雜草相之改變，往往也蘊藏著破壞山林棲
地之隱憂。如何在生產效益與環境保護兩者間取得一致，以達
到農地永續利用的目標，則為目前雜草管理亟需加強研究之課
題。本所公害防治組針對台灣農地雜草的變遷及除草劑的安全
使用，多年來持續進行有系統之調查及試驗，探討在藥劑長期
使用、耕作方式大幅改變，甚至高危害性外來植物入侵之衝擊
下，雜草在農業生態系中角色更迭的作用機制，及加強除草劑
以外其他替代及輔助技術發展之可行性。本書闡述不同種類作
物田之雜草管理原則，同時完整記錄台灣目前使用之除草劑現
況，及描述農田主要雜草之形態及生育，對於雜草危害限界之
訂定及農業生態維護之需求，提供了難能可貴之本土性資料，
頗有助於合理化雜草管理策略之推動，為一本值得推薦之專業
書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所長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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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作物種類多達數十種，平地精耕之短期作物田，因
為雜草之危害潛力較高，且不易採行有效率之機械除草，對除
草劑之依賴較之坡地輕耕之長期作物田為高。傳統之雜草防治
體系則是建構在高產及高經濟效應之目標追求下，成本及效果
為生產者之主要考量，除草劑之發展及大量使用成為根除田園
雜草所普遍採用之方式。近幾年來，由於農地政策與農作栽培
制度的大幅轉變，及抗性雜草與外來植物的頻繁發生，造成田
區雜草分布之種類與數量產生明顯的改變。同時在現階段對除
草劑仍有高度倚賴之情況下，市售登記之除草劑卻往往無法顧
及新興或地區性作物田之雜草管理。本書即針對農田雜草管理
之技術層面及農地永續經營之理念，闡述不同作物田實施之依
據，並扼要說明市售除草劑之殺草作用與使用方式，以及台灣
農地主要雜草之形態與散佈方式，期能提供現場操作者實質之
助益。由於相關之研究成果及資訊之搜集量頗多，疏漏之處在
所難免，盼望識者不吝指正，謹申謝忱。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組
蔣永正

蔣慕琰

謹識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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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雜草相及生態特性
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平地至高山多變的地形，提供了
熱帶及溫帶植物的生長環境，雜草種類多且分布廣泛，對農業
環境及生產造成極大的衝擊。近年來由於土地利用及農作栽培
方式的改變，加上農業藥物的普遍使用，干擾了原有的農業生
態環境；早期普遍發生在農田及週邊環境中之雜草已不易觀察
到，少數適應性強之優勢草種卻有明顯的增加，入侵之高危害
性外來植物，也成為隨處可見的雜草。台灣對國際貿易的依存
度極高，每年有大量農業資材由國外湧入；如何避免引入及降
低外來植物之危害，是目前雜草防除及管理上的重要挑戰。

雜草類別及重要生態特性
光復後陸續發表的雜草調查記錄超過 500 種，其中雙子
葉、單子葉及蕨類各有 359、159 及 24 種，其中以禾本科、菊
科、莎草科及蓼科居多。雜草可由滋生地之水分含量概分為水
田雜草及旱地雜草，布袋蓮等水生植物，在台灣水庫、河流、
溝渠、池塘也是極為重要之雜草。

一、水田雜草
水稻田內發生之重要雜草多為水生或耐濕性植物，台灣有
記載之水田雜草超過 160 種。普遍發生且重要的雜草有稗草、
芒稷、千金子、雙穗雀稗及毛穎雀稗等禾本科；球花蒿草、木
虱草、螢藺、碎米莎草及雲林莞草等莎草科；及鴨舌草、野茨
菰、瓜皮草、水莧菜、尖瓣花、滿天星、鱧腸、喇叭草及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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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闊葉植物。台灣水稻可行兩作栽培，在兩期作中發生的雜草
種類相類似，但是一、二期作早期之溫度差異大，月平均溫相
差可達 10℃，使得雜草在一期作之發芽、萌芽及初期生長均遠
較二期作慢且不整齊；因而影響到雜草與水稻間的競爭關係及
雜草防除之實施。台灣近二十年使用之除草劑，使田區內及田
埂上多年生草大幅減少。根據農藥所調查及田間觀察均顯示，
目前各地田區發生之雜草，多屬生育期短而種子量大之一年生
植物。

二、旱田雜草
旱地是指水田以外，所有雜糧、特作、蔬菜、果樹等農地
及非耕地。旱地發生之雜草多屬陸生性植物，由於環境差異
大，種類遠比水田者為多；台灣有記錄之旱地雜草超過 400 種。
一般管理集約，栽培期短的旱田中，雜草以一年生者為主；蔗
園、茶園、果園、草坪等長期作物及非耕地上，多年生草的發
生亦多。一年生雜草之消長受季節影響很大。牛筋草、芒稷、
馬唐、馬齒莧等多滋生於高溫的季節；山芥菜、小葉灰藋、早
苗蓼、鵝兒腸、小葉碎米薺、看麥娘、早熟禾，則主要發生於
冬季至初春的冷涼季節或高冷地果、菜園中。台灣旱地主要多
年生雜草包括狗牙根、匍黍草、大黍、白茅、雙穗雀稗、毛穎
雀稗、香附子、節節花、滿天星、火炭母草、扛板歸等。台灣
平地一年中有很長的高溫期，特別適於 C4 型植物之生長發育；
此類植物之最適生長溫度、飽和光照度、水份利用效率、生長
速率均較 C3 型者為高。每年四至十一月期間，多數旱地幾乎為
C4 雜草所支配。芒稷、稗草、狗牙根、雙穗雀稗、毛穎雀稗、
大黍、指草、強生草、白茅、香附子、刺莧、馬齒莧均為常見
之 C4 雜草。

農田雜草及管理

5

農田雜草相之改變
除草劑使用前之 1946 至 1970 年間，有多種涉及蔗田、鳳
梨園、及農田雜草之調查報告。根據 1968 年出版之『台灣耕
地之雜草』資料，記載有 77 科 490 種雜草之發生頻率及生物
量數據，水、旱田草分別有 145 及 345 種，發生於農田之雜草
種類雖多達數百種，但多數草之發生率及生物量均微不足道，
普遍重要而須防治之水田草約 20 種，旱田草約 40 種。
台灣農田在除草劑使用之前，完全依靠人力及小型農具除
草，所呈現之雜草種類及特性為未受除草劑影響之情況。當時
水田最常見之雜草為稗草及鴨舌草，發生頻率接近 70%，此外
球花蒿草、蝨眼草、木虱草、滿天星、心葉母草、鱧腸、母草
及印度水豬母乳亦居前 10 位；最普遍之 10 種旱田草為牛筋
草、藿香薊、野莧、香附子、馬齒莧、飛揚草、馬唐、刺莧、
水蜈蚣及碎米莎草。在施行雙期水稻栽培地區，由於栽培期
短，水田多年生雜草僅在局部地區造成問題；如桃園地區之野
茨菰，中部沿海之雲林莞草。
1960 年代初期，台灣農作栽培開始使用除草劑。常用之藥
劑包括嘉磷塞、巴拉刈、丁基拉草、二、四－地、施得圃、達
有龍、草脫淨、丁拉免速隆、百速隆、固殺草等 20～30 種。
這些藥劑有不同之選擇性範圍及土壤殘效期，可有效殺除各類
植物。
除草劑高度使用，對農地野草產生很大的壓力。水田中不
僅雜草密度普遍降低，弱勢草種如印度水豬母乳、蝨眼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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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氈、田字草、溝繁縷等幾近消失。農藥所在中部地區之調查
顯示，水田多年生草並未隨除草藥劑之使用而增加。比較 1961
～2002 年間之調查結果；1961-1966 年之資料取材自『台灣耕
地之雜草』，為台灣水田尚未使用除草劑之狀況；1981-2002
年之資料得自農藥所之採土調查（模擬水田狀況，但不施除草
劑）。除草劑使用後發生頻率增高之雜草有水莧菜、多花水莧
菜、泥花草、碎米莎草；呈大幅降低者為滿天星、稗草、鴨舌
草、鱧腸、牛毛氈、螢藺及田字草。
非選擇性除草劑對果園、農路及非耕地上之敏感植物形成
極大之選汰壓力，少數對除草劑忍受力高，且繁殖力強之植
物，形成強勢之優勢種。耕地及農業周邊區域之植物相趨於單
純化，對棲地原有豐富多樣之物種及生態環境之穩定，均造成
負面影響。
外來入侵植物是影響台灣農地雜草種類與生態特性之另
一重要因素。1960 年代之調查顯示，耕地中外來植物不到 60
種，約佔當時耕地野草種類之 15%。近年外來植物所佔農地雜
草數之比例已超過 30%，種類在 130 種以上。強勢之外來植物
除了直接危害農作物外，也可侵佔棲地排擠原有之本地植物，
導致原有生態環境之破壞。

雜草抗藥性
1950 年代後期開始有雜草產生抗藥性之報導，1980 年以
前已記錄 20 餘種抗性草，主要針對以 2,4-D 為主之生長調節型
藥劑及三氮雜苯系（triazines）除草劑，多發生在藥劑使用後之
十餘年。80 年代後抗性雜草之快速增加引起廣泛注意；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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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歐美農藥工業界成立之「除草劑抗性行動委員會」
（Herbicide Resistance Action Committee, HRAC），以推動相關
調查、研究及因應方案。根據國際抗性雜草調查 2006 年最新
資料，已登錄 110 種雙子葉及 73 種單子葉植物(總共 311 種生
物型)發生抗性；抗性對象包括十餘類作用不同之除草藥劑，而
以 acetyl CoA carboxylase（ACCase）、acetolactate synthase
（ALS）、PSI、PSII 及具生長調節作用等藥劑者佔多數。發生
個案最多之藥劑包括草脫淨（atrazine）、巴拉刈（paraquat）、
嘉 磷 塞 (glyphosate) 、 硫 醯 尿 素 類 （ sulfonylureas ） 及
imidazolinones。
台灣除草劑之登記始於 1960 年代初期。最初 10 年使用尚
不普遍，藥劑多用於大區域之蔗園，一般小農之使用多在 1970
年代以後，長期藥劑篩選壓力導致農田雜草相改變，及抗性雜
草之發生。雜草由於生命期長、篩選壓力低等因素，對藥劑發
生抗性之普遍性，大多不如害蟲或病原微生物，發展所需之時
間也較長。
根據農藥所調查及研究顯示，使用巴拉刈行雜草防治之農
田及果園，常可看到灰綠之菊科雜草野茼蒿(Conyza sumatrensis)
散生於一片枯黃之園區中，持續使用會造成高密度之野茼蒿族
群，中部地區此現象在 1980 年代即已顯現。野茼蒿對巴拉刈
之抗性為台灣最早經證實且報導之雜草抗藥性個案。1990 年以
後，中部東勢及新社果園中之華九頭獅子草(Dicliptera chinensis)
在當地造成防治上困擾，此爵床科之雜草對嘉磷塞具有高度耐
性，藥劑測定顯示其半抑制量值（ED50）為紫花霍香薊、野甘
草、野莧、鬼針草之 2～7 倍，由於在其他未曾施用嘉磷塞地
區之華九頭獅子草，也具有類似程度之藥劑反應，顯示此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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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耐藥性，非為藥劑施用後產生之抗性，耐藥機制為具有高
活性之酵素 EPSPS，及由嘉磷塞誘導生成之 EPSPS。
中、南部田區最近幾年也出現牛筋草耐藥現象，包括彰
化、高雄及屏東之部分地區果、菜園，此台灣農田主要之旱田
禾本科雜草，已對嘉磷塞及 ACCase 抑制型萌後禾草藥劑產生
抗性。溫室試驗顯示牛筋草族群間對嘉磷塞反應之抗感比為 2.9
倍，對伏寄普為 51 倍。抗伏寄普之牛筋草對其他 ACCase 抑制
劑亦有交互抗性(cross resistance)之現象。同一地區可發生單抗
嘉 磷 塞 之 牛 筋 草 及 對 嘉 磷 塞 與 伏 寄 普 具 多 重 抗 性 (multiple
resistance)之族群；明顯是受到園區間不同施藥歷史之影響所造
成。
目前台灣已發生之抗藥性雜草，已漸漸形成田間雜草防治
上之問題。根據歐美及澳洲雜草抗性發生之過程來看，台灣地
區由於普遍使用巴拉刈、嘉磷塞、三氮雜苯類、硫醯尿素類及
禾草類藥劑，未來雜草對這些藥劑產生抗性之可能性最高，並
會導致雜草危害及防治成本增高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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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雜草管理技術
雜草危害分為競爭及非競爭兩種。雜草吸收養分、水分、
遮蔽光線、佔據空間，造成作物產量及品質的損失，屬於競爭
性危害。以往研究顯示，雜草在台灣引起移植及直播水稻之減
產分別為 16%及 62%，對旱作的影響隨作物及管理的不同有很
大差別，減產多在 10%以上。非競爭性危害的種類很多，如分
泌剋他化合物、增加病蟲危害、干擾田間作業及採收後處理、
導致人畜中毒、影響景觀等。許多害蟲均可以雜草為寄主，隨
時侵入作物田增加蟲害管理的困難。高速公路每年用於清除雜
草的經費即超過仟萬台幣。各地區每年用於防除布袋蓮及小花
蔓澤蘭之人力及費用也頗為可觀。雜草非競爭性危害的層面很
廣，造成的影響大卻不易具體估計。台灣每年花費的除草劑金
額平均達十幾億台幣，其他直接或間接投入於除草的花費更數
倍於此，因此雜草的危害確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雜草防治方法
雜草防治的方法，可概略分為預防性、物理、生物、化學
及栽培管理等五大類。物理及化學性方法最常被採用，實際的
田間雜草管理，多包含數種方法之混合使用，很少僅採用單一
方式。近年來相當被重視的綜合防治，即是將各種方法合理化
之混用，以符合經濟、生態、環境的要求。

一、預防性防治
用為干擾及限制雜草之自然及人為散播，防止或減少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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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種子及營養繁殖體在大區域及田區間流動。很多國家訂有
檢疫法規及相關處理方法，以限制外來有害植物之侵入。美國
及澳大利亞在這方面即有嚴格規定，對列入檢疫雜草名單上之
任何雜草均予以禁絕。歐洲各國則對寄生性雜草，尤其是列當
科(Orobanchaceae)植物之檢疫特別注重。
布袋蓮、豬草、大含羞草、強生草、幾內亞草等在台灣嚴
重危害之雜草，均係由外地侵入。很多危害大而防治困難之本
地雜草，例如，水田中之雲林莞草（水蒜仔）及瓜皮草，道路
邊、花圃內之菟絲子，目前尚未普遍發生，未受害田區之事先
預防，可減輕管理上之困擾。已在其他地區危害極大之雜草（包
括水生、寄生及有毒植物），雖然尚未在台灣發生，仍需加強
檢疫之規範，以保護本地之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
外來雜草中有不少是農業單位及私人以研究、觀賞或營利
目的所引進，國人對植物之引進及利用，尤其是適合於亞熱帶
生長、繁殖力強、危害潛力高之植物（包括牧草及水保用植
物），應保持相當之警覺，不可輕意任外地植物及其繁殖體在
本地環境中生長繁衍。

二、人力、機械及物理性防治
1.人力除草
以手拔、小鏟、鐮刀、鋤頭等人力除草，對幼小雜草效果
佳；已長成之雜草，特別是具有地下繁殖器官之多年生草則效
果有限。在未使用除草劑之年代，水稻田均依靠人工除草。每
期作需除草 2～3 次，所用之工時在每公頃 300～400 間，為水
稻生產上最耗工之作業之一。目前水稻栽培上，人工僅用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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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數未被除草劑殺死之雜草，全期所需之時間不到已往之
10%。
人工除草可用在各種空間，且技術要求不高，不需事前訓
練，是相當方便而難以被完全取代之方法。雖然效率低，但是
人工除草仍然用於小庭園、菜圃、對除草劑敏感之作物田，或
雜草密度低之田區行重點式除草。
2.剪草機
剪草機係利用人力或引擎驅動迴轉體（刀片或硬塑膠線）
切斷雜草，其效率遠高於人力除草；主要用以剪除過高之地上
部，美化景觀或減少其他危害。剪草通常不會將雜草殺死；尤
其匍匐性或莖基部可產生芽體及分蘗之植物，被剪後短時間內
即可再生。
貼地式剪草機適合如公園、球場草坪等平坦開闊之場地使
用；剪草後地面平整，相當美觀，但因重量及體積大，在雜草
過高或土壤濕軟之狀況下均難發揮作用。背負式動力剪草機，
使用輕便，不受地形、土壤狀況、雜草大小之限制；廣用於清
除果園、邊坡、道路、田埂、溝渠、荒地等場所之除草，由於
雜草剪除後，土表仍有相當之地面覆被，水土不易流失，很適
於果園及邊坡之雜草管理。
3.整地及中耕
以畜力或機械動力帶動之各式犁具（單背犁、圓盤犁、迴
轉犁、齒耙），將田面雜草翻埋入土或鬆動，可達到除草之目
的。播種前整地可將田面雜草埋入土中，使萌芽之作物免受較
大雜草之競爭，同時整地耕犁後，田面平整有助於萌前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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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及藥效發揮。整地使用之犁具種類會造成雜草發生之差
異；翻埋型犁具可將多年生草之地面走莖深埋土中，減少其發
生。碎土型犁具則將走莖打斷，導致更多雜草發生。
中耕可鬆動表土將草根切斷，使幼小雜草枯死。田間預留
足夠之行株距提供中耕機之操作，為此作業之先決條件。由於
會傷及作物，在作物植株附近之雜草，仍有賴其他方法來防除。
在雨季或土壤過濕狀況下，不適中耕作業且除草效果不理想。
4.水管理
植物對水份逆境（過多或不足）忍受程度之差異，可利用
來防治特定對象之雜草。低窪地可由改善排水，降低水生雜草
密度。間歇式排水或斷水，可使溝渠中不耐乾旱之水生雜草枯
死，也利於人力、機械、化學防治方法之實施。多年生草之營
養繁殖體多不耐乾燥；休耕期之翻土鬆土，可使營養體脫水而
死，降低後作田區中多年生草之密度。
深水灌溉可抑制多數一年生雜草之發生，如美國加州之水
稻栽培，曾普遍採用 10 公分以上之淹水，主要目的即為防治
田中之稗草。在台灣很多漏水及輪作水田，芒稷（紅腳稗）及
一些偏旱生型之雜草相當嚴重，這類雜草均不耐淹水；如能在
移植後數周內，保持田區內連續淹水，則可免除或減少其危害。
5.火燒及熱處理
原始之農耕普遍利用火燒，來清除地面上之雜草及林木。
現在有些國家在人造林之管理上，定期以火燒來除掉接近地面
之雜木，除可減少這些植物對樹木之競爭外，也可避免在林下
累集過多之易燃物造成森林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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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可殺死地面已發生之雜草，但對土中之種子及未萌芽
之雜草無效果。除了使用特殊設計可定向噴火之器具外，不適
合在已種植作物之田間使用。台灣常見之田間燃燒稻稈，可防
止殘樁再生，及殺死陸續長出之幼草，但有造成污染之負面結
果。
栽培介質中所含之雜草繁殖體，可用高溫蒸熱處理殺除，
此種處理之效果完全，但成本高且需有產生蒸氣之特殊設備，
較適於高經濟作物之設施栽培使用。透明塑膠布所覆被之土壤
或介質，在強光下會升溫至雜草死亡之程度，因受成本高、時
間及空間之特別需求、及防治效果不完全等因素影響，這種利
用日光熱能除草之方法還不普遍。
6.覆蓋
田面覆蓋植體殘株、農林產品加工廢棄物、合成布膜等，
因為遮光、土溫升高、殘株釋出剋他化合物、形成物理性障礙
等作用防治雜草。在台灣稻稈是最常被利用之植物性覆蓋材
料，經常可見於水田後作之蔬菜瓜果栽培。以往經驗顯示，每
公頃覆蓋 5 至 10 公噸之鮮稻稈，可以達到良好之雜草防治效
果，如使用量不足，很多雜草穿過殘稈長出，覆蓋材料反而構
成其他雜草防治操作之障礙。
強度高之不織布及塑膠布，可以阻礙大多數雜草發生，其
中以黑色不透光者之防草效果最佳，常用於草莓及瓜果等高價
作物之栽培。大田區使用合成覆蓋材料，其廢料處裡是較麻煩
之問題。水田雜草防治，也有利用水面覆蓋浮水植物滿江紅
（azolla）及稻殼，但目前仍不具實用價值。

14 農田雜草與除草劑要覽

三、栽培管理
選用具競爭性品種(萌芽整齊、生長快、具剋他性)及移植、
密植等栽培方法均可減少雜草危害。輪作可抑制有特定環境需
求之雜草生長，旱田中危害嚴重之香附子，實施水田輪作即為
有效之防治方法，長時間浸水可大幅降低雜草密度。

四、生物防治
分為傳統生物防治及生物藥劑兩大類。傳統之雜草生物防
治涉及外地生物之引進；審慎評估取食對象或寄主範圍後，將
選出之生物釋放，任其自然傳播繁衍。適用於外來雜草之防
治，所用生物選自雜草原產地之天敵，通常以昆虫為主，亦包
括線蟲、菌類及較高等之動物。
國外針對仙人掌、布袋蓮、豬草之防治，均有成功實例，
南美洲選出之象鼻虫，已廣用於熱帶及亞熱帶防治原產於該地
區之布袋蓮，而在美國、澳洲、非洲以及東南亞均有相當不錯
之效果。澳洲在 1920 年代曾經利用引自南美阿根廷之螟蛾，
相當有效的壓制危害超過 2000 萬公頃之仙人掌。台灣重要雜
草中，布袋蓮、長梗滿天星及馬櫻丹，在國外均有成功之生物
防治案例，近年來亦有利用象鼻蟲防治布袋蓮之研究。
雜草之生物藥劑防治在 1970 年代以後，才首先在美國開
始研究發展。目前較成功者均多利用真菌發展之藥劑，通稱為
真菌除草劑（mycoherbicide）。商品化者包括柑桔園及稻田草
之防治。中國大陸也有一種由炭疽病菌製成防治菟絲子之藥
劑。臺灣在此領域之研發尚在起步階段，以炭疽病菌防治菟絲
子及以 Alternaria sp.防治水田雜草尖瓣花之研究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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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藥劑防治法所用之生物，不限其來源地區，找到適當
生物後，利用人工大量繁殖，並製成適於儲藏、運輸及施用之
劑型，在有防治需求時才予以施用。雜草被防除後，菌類之密
度因失去寄主而降低，下一栽培季需要再度施藥，才能防治田
中發生之雜草。

五、化學防治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僅有少數無機化合物，用為非選擇性
的雜草防除。1940 年代以後，合成之化學物被開發用於雜草之
選擇性防治，化學防治得以快速發展，世界各地流通使用之除
草劑已超過上百種不同之化合物。採用化學除草是台灣近代農
業生產上之重要特色，除草劑之使用，大幅降低作物栽培過程
中之人力倚靠及生產成本。目前在主要作物上均有多種除草劑
可用，藥劑使用之技術亦相當完備成熟，但是作為次要作物使
用之除草藥劑則嫌不足，甚至完全缺乏。利用除草劑除草須對
藥劑有適當認識，才可發揮效果避免引起負面作用，甚至超過
實際防治之需求危及環境。
同一類藥劑常具有相近之物理、化學特性及生物活性。單
一藥劑施用方法、防治對象等特性，可利用為瞭解同類其他除
草劑之參考。例如，芳烴氧羧酸類除草劑，均可造成莖葉扭曲、
不定根生長等異常反應；其對雙子葉雜草之活性，要比單子葉
植物高。與二、四－地同類之氟氯比或三氯比，極可能引起同
一作物之藥害。醯胺類除草劑，不能有效防治已成長之雜草，
因此拉草、滅落脫及同類之其他藥劑，都需在整地後短期內即
施用。三氮苯類除草劑之作用機制為干擾光合作用之電子傳
送；在偏酸性土壤中帶正電，以陽離子型式存在，易被帶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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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壤微粒所吸附，吸附程度高者，就不易被淋洗或為根所吸
收。
台灣農業生產採用之雜草管理體系對除草劑有高度之依
賴，市售除草藥劑主要測試及登記於主要作物，大多數作物之
生產仍無合法除草劑可供使用，亟需發展生物防治及其他方法
以為替代及輔助之防除技術。傳統之栽培慣常以除盡田園中雜
草為目標，這種觀念支配著實際田間防治方法及藥劑之使用，
除成本及效果外，生產者較少考量到雜草防治外之其他層面問
題。目前台灣整體大環境面臨日趨嚴重之藥劑污染、坡地表土
流失、植物相單純化、抗藥雜草及外來雜草等問題。如何維護
生產與環境間之平衡，達到農地永續利用的目標，則是未來雜
草管理之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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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作物及農地雜草管理要點
台灣生產之農作物多達數十種，這些多樣之作物可概分為
平地之精耕短期作物田，及坡地輕耕之長期作物田，所涉及之
雜草問題及管理方式明顯不同。水稻、雜糧作物、蔬菜、花卉
等作物多屬低矮，作物與雜草之間缺乏足夠之生長空間，雜草
危害潛力較高，且不易採行有效率之機械除草，因而對藥劑除
草之依賴相當高，唯有持續維持雜草之低密度，才能降低藥劑
之使用量。果園、茶園、檳榔園或其他坡地栽植之農作，因植
株較高大，對雜草競爭之忍受力強，可以採行較低程度之雜草
防治。以機械剪草減少或避免除草劑使用，可維持野草之多樣
組成及地被之水土保育，此外多種雜草的存在，可成為天敵昆
蟲之棲所，也有助維持有害與有益昆蟲、類等之族群平衡，
減輕作物本身之病蟲害問題。

水稻
民國 60 年初期台灣水田開始使用除草劑，民國 70 年時使
用面積已達到 100%。登記的藥劑多達數十種，這些除草劑對
移植稻相當安全，但易造成直播稻之缺株及初期生長的抑制。
基本的用藥型態，是在移植或播種前後，施用萌前藥劑一次。
主要萌前藥劑為丁基拉草及其混合劑。1970 至 1980 年代，因
為含有聯苯醚類成分之藥劑終止登記，重要混合劑如丁拉甲護
谷及丁拉滅草等已不再使用。目前混合劑的成份，主要為免速
隆或其他硫醯尿素類藥劑，樂滅草或必芬諾亦屬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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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基拉草對稗草及其他一年生雜草之防治效果良好，推廣
後普遍為農民所採用；由於價格低廉，多年來已成為水田除草
上最主要之藥劑。萌前藥劑施用後田間需保持積水數日，使均
勻溶於水中之藥劑得以發揮作用。漏水或保水不良之田區，因
有藥劑流失，通常需增高施用劑量。萌前藥劑對大於 2～3 葉
的雜草效果不良，必須掌握時機適時施藥，才能達到預期之防
治效果。由於溫度高，二期稻作田間雜草萌芽生長快，萌前除
草劑之施用時間均較一期作為早。
瓜皮草、雲林莞草、野茨菰等多年生闊葉草對水稻之危害
程度大。一般萌前藥劑對多年生闊葉草之防治效果不理想；密
度高時應選用免速隆或百速隆等硫醯尿素類除草劑。萌前除草
劑亦無法防治本田中之雙穗雀稗、毛穎雀稗及其他多年生禾本
科雜草，必須在整地前以非選擇性藥劑控制。萌前藥劑施用
後，少數未被殺除之雜草可用人工清除；如仍有高密度之闊葉
草時，則需補施本達隆或免速隆等萌後作用較強之藥劑。由於
易引起藥害，台灣一直未曾推薦使用二、四－地防治水田之闊
葉雜草。田埂及田區周圍需週期性剪草或施用藥劑，以防止多
年生草蔓延至田區中，及避免老鼠藏匿破壞田埂。

雜糧及特作
一般作物田中最主要者為芒稷、牛筋草、馬唐、馬齒莧、
野莧、霍香薊、早苗蓼、小葉灰藋等，冬裡作之重要雜草為鵝
兒腸、小葉灰藋、早苗蓼、看麥娘、早熟禾、小葉碎米薺、薺
菜、山芥菜等。平地水旱輪作田之雜草多為植株中小型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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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草。面積大、管理粗放、作物生長期長之旱地，則常有香附
子、匍地黍、狗牙根、火炭母草等多年生雜草。

一、雜糧作物
台灣主要雜糧作物為玉米、高梁、小米、小麥、花生、紅
豆、大豆、甘藷等。面積最大者為玉米。秋裡作種於嘉南平原
的玉米，由於已逢乾季，雜草較少，且當地慣行中耕培土，栽
培過程中多不使用除草劑。在其他季節及地區所栽植之玉米，
雜草發生較多，可參照登記藥劑之防除方法。玉米用藥中，草
脫淨及撲奪草之土壤殘效較長，超量使用或晚期施藥會造成後
作的藥害。
其他禾穀作物及甘薯等目前尚無已登記藥劑可用，其中高
粱及小米對除草劑相當敏感，雜草之防治幾乎完全依靠人工及
機械。中部地區之小麥多種於二期稻後，田間以適於冷涼之闊
葉草為主。由於播種量高且行撒播，小麥居競爭優勢，雜草少
時常放任不管；雜草密度高之田間，農民多以噴施二、四－地
來防治。
豆類作物可用之藥劑種類很多，施得圃、樂滅草、拉草及
理有龍為常用的萌前藥劑。落花生生長期較長，且其莖葉覆蓋
田面之時間慢，選用的藥劑宜具有較長的殘效性。砂地栽培的
落花生，如表土過乾，則萌前藥劑的效果不良；施藥前後灌溉
使土壤溼潤，可改善萌前藥劑之效果。不整地的禾根豆田，常
以巴拉刈混合萌前藥劑使用，以達到同時防治田面雜草及自生
稻之目的。對整地栽培者混加巴拉刈則無必要。落花生、大豆
及紅豆田中之禾本科雜草均可用萌後禾草藥劑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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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用作物
甘蔗、菸草及茶三種特用作物，因有專業機構研究，藥劑
防治方法相當完備，栽培上使用除草劑的比例相當高。甘蔗田
通常在扦插後或宿根栽培之初期，施用一次萌前除草劑；中耕
培土之後，田面雜草再以萌後藥劑防治。草滅淨、草脫淨、達
有龍、二、四－地為蔗田中最常用的藥劑。休閒蔗園所用之依
滅草，其土壤殘效期長；短期 1～2 個月內即將栽植作物之田
區，不宜使用該藥劑。蔗田所用之主要藥劑，尤其是二、四－
地，很容易引起蔬菜、瓜類、果樹的藥害，施藥時要避免藥液
飄散至附近其他作物上。
茶園推薦之除草劑有嘉磷塞、伏寄普、巴拉刈、達有龍、
理有龍、三福林等藥劑，各類雜草均可藉登記之除草劑予以防
治。由於茶園多分布於坡地，非選擇性除草劑之使用應格外節
制；長期管理宜以藥劑配合剪草，逐步建立地表低矮之草生覆
被，以減少水土流失。菸草多於中南部二期作水稻收割後栽
植。培土後溝底及畦脊之雜草可用施得圃或其他登記藥劑予以
防治，很多農民不用萌前藥劑，而在雜草幼小時定向噴施巴拉
刈防治菸田之雜草。

果園
果園雜草之發生受地區、海拔高度、園區內日照及遮蔭程
度和果園的管理方式影響，不同之園區間差異很大。一般低海
拔地區暖季的常見主要雜草有牛筋、馬唐、毛穎雀稗、白茅、
紫花藿香薊、鬼針、野莧、馬齒莧、水蜈蚣、香附子、菁芳草、
火炭母草、牽牛花、山葡萄等。冷季的主要雜草有小葉灰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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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苗蓼、碎米莎草、鵝兒腸、小葉碎米薺、節花路蓼等。高海
拔溫帶果園常見的雜草有鵝兒腸、白花三葉草、大扁雀麥、睫
穗蓼、阿拉伯婆婆納、小酸模、大羊蹄等，其種類與低海拔果
園者差異頗大。一般果園中可以看到利用下述方式一種或數種
方法之配合來防除雜草。

一、耕犁
平地果園如葡萄園、木瓜園等可見到以小型耕耘機帶動迴
轉犁，清除田面雜草；坡地果園中則很少採用。

二、割草
果園中傳統之割草多使用鎌刀或帶長柄之草刀，此種方法
之割草相當辛苦耗時。專業化之果園地區，多使用背負式迴轉
剪草機割草。大型之乘坐式剪草機，因價格高、維護不易且操
作受地形之限制，在臺灣果園中仍極為少見。剪草之高度多在
5～10 公分間。由於可使地面保持相當之覆被，且不會破壞草
類根系，割草是果園裡最符合水土保育之雜草防治方法，也是
實施草生栽培所必須使用之除草方式。以適當頻度割草之果園
中，土壤有機物之補充量亦較其他方式除草者為高。但是在各
種除草方法中，割草之有效期最短；尤其在高溫及潮溼季節，
要以 2～4 週之間隔割草，才能將雜草高度維持在 20～30 公分
以下之理想高度。

三、覆蓋
由於材料取得不易、價格昂貴等因素。覆蓋在漿果及瓜果
之園區尚有使用，而常綠及落葉果樹園中就相當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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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學防治
藥劑除草是目前果園中最常使用之雜草防治方法。臺灣登
記於果園的除草劑，有嘉磷塞、氟氯比、嘉磷二、四－地、達
有龍、克草等。鳳梨植株矮，生長期長，以使用達有龍或草脫
淨等萌前藥劑為主。其他果樹均有植株高而莖部外皮較厚之特
點，以非選擇性除草劑之利用特別方便。施於果樹下方之藥
劑，可將雜草殺除而不影響果樹正常生育。台灣果園普遍噴施
不具選擇性之嘉磷塞或巴拉刈。這兩種藥劑可將所噴到之雜草
殺死；而藥液落於地面後，即被土壤強力吸附失去活性，正常
狀況下不會被根部吸收。在不噴及花葉及幼莖時，幾乎可安全
用於所有之果樹園區。
嘉磷塞對一年生及多年生雜草皆有效。施用後 6～8 小時
內下雨會影響效果，可添加展著劑及硫酸銨以利其滲入植物體
內。對牛筋草、華九頭獅子草、竹仔菜、半邊蓮、台灣木賊、
火炭母草、牽牛花等雜草的防治效果較差。巴拉刈具速效性，
施藥後之雨水對其殺草除草效果影響不大；但對於馬齒莧、野
茼蒿、闊葉鴨舌 舅的防治效果較差。一般果園噴施這兩種藥
劑之次數，少則一年 2～3 次，多則 5～6 次以上。果園中難防
治之闊葉雜草可使用氟氯比。萌前藥劑在台灣果園之使用尚不
普遍。

蔬菜
平地及高冷地蔬菜田所常見之雜草均在 50 種以上；種類
數較多之科，包括菊科、禾本科、莎草科、玄參科、十字花科
及蓼科。夏秋生長季節中，平地蔬菜田發生頻率高之雜草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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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莧、牛筋草、野莧、鱧腸、通泉草、小葉灰藋、飛揚草、山
芥菜、龍葵及野茼蒿。高冷地蔬菜田最常發生之雜草依次為鵝
兒腸、早熟禾、歐洲黃苑、苦菜、野茼蒿、龍葵、小葉碎米薺、
大扁雀麥、圓葉錦葵及昭和草。十字花科雜草如小葉碎米薺、
薺菜，在平地冬裡作田亦常見。一般而言，植株矮小、生長緩
慢且莖葉部分不能形成良好地面覆蓋之蔬菜，受雜草競爭影響
較大。
主要類別之蔬菜園雜草防治之需求及特性如下：

一、十字花科蔬菜
甘藍、結球白球、花椰菜、芥菜等栽植密度高，生長快速，
中後期可形成相當程度之覆蓋。在與雜草之競爭上，移植栽培
者較直播者佔優勢，防治之重點在種植初期，有多種可供使用
之萌前除草劑。

二、瓜科蔬菜
胡瓜、絲瓜、西瓜具有蔓生之地上部，莖葉生長快。一般
行株距較大，中耕除草方便。瓜科植物可用之萌前除草劑較
少，栽植早期常依靠人力、機械除草或株間之覆蓋。行支柱或
棚架栽培者，在中後期可定向噴施接觸型非選擇性除草劑防治
行間雜草。平面栽培者，在生長中後期，行間雜草與作物混生，
人工及機械除草相當困難，適用之萌後除草劑僅能防治禾本科
雜草。

三、蔥科及繖形科蔬菜
大蒜、洋蔥、胡蘿蔔，通常植株矮小，生長緩慢，生育中
後期，地上部仍無法形成良好覆蓋，雜草在各時期均可造成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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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性危害，需要防治之時期長。因栽植密度高，不易行有效率
之機械除草，因此對選擇性除草劑之依賴高，全期防治需要使
用殘效較長之藥劑，或施用一次以上之短效藥劑。

四、豆科蔬菜
毛豆、豌豆、菜豆，與雜草之競爭能力強，密植而生長良
好之毛豆，在 30 天內即可完全覆蓋田面，通常僅需在栽植之
早期除草。豆科作物對除草劑忍受性較高，可用之除草劑相當
多。利用支架栽培之豆菜，亦可以定向噴施非選擇性藥劑防治
低矮之雜草。水田後作不整地之豆菜栽培，常需使用非選擇性
藥劑配合萌前除草劑施用，防治田面已萌發之雜草。

五、茄科蔬菜
番茄、青椒、茄子有數種可使用之萌前除草劑。植株較高
之作物，也可利用接觸性非選擇除草劑防治低矮雜草。青椒、
茄子等作物生育期長，需要使用土壤殘效較長之藥劑。

六、撒播之小葉菜類
雜草對莧菜、空心菜、青江白菜、萵苣、菠菜等蔬菜品質、
整齊度及採收後處理之干擾相當大。由於栽植密度高，株間距
離太小，難以利用機械除草，同時對除草劑相當敏感，且生長
期短，受藥害之植株不易恢復。由於缺乏可用而有效率之雜草
防治方法，雜草密度高之田區不宜栽植此類蔬菜。
蔬菜作物田雜草防治對人工拔草及小型農具之依靠相當
高。稻草或塑膠布覆蓋也常用於蔬菜田，具有降低雜草危害之
作用。目前使用於蔬菜田之除草劑有拉草、滅草胺、丁基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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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達寧、環殺草、畢克草、大芬滅、伏寄普、理有龍、鈉得爛、
復祿芬、施得圃、快伏草、三褔林及固殺草等十餘種。
單一作物登記之除草劑以甘藍最多，番茄、西瓜、胡瓜、
甜椒、大蒜及洋蔥等也各有數種，結球白菜、蘿蔔、花椰菜、
蘆筍、菠菜、豌豆及毛豆各僅一種。對登記藥劑少及無登記藥
劑之蔬菜作物，化學除草之實施非常不便。除非已掌握相關除
草劑藥效及藥害方面之特性，不可輕易在蔬菜田使用非登記除
草劑。登記藥劑中，伏寄普、快伏草及環殺草為萌後施用之禾
本科除草劑，對夏季蔬菜田中已萌芽之馬唐、芒稷之防治效果
良好，可以安全用於大多數蔬菜。蔬菜田中已萌芽之闊葉性雜
草，目前尚無法用選擇性藥劑來防治。用於其他作物之萌後闊
葉除草劑如二、四－地、本達隆及氟氯比極易造成蔬菜色澤及
形狀改變等生長受抑制之藥害現象，不可誤用。

草坪
台灣草坪常見的本草有百慕達草（Cynodon dactylon），假
儉草（Eremochloa ophuroides）、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
及韓國草(Zoysia tennifolia)。草坪中之雜草可影響景觀、安全、
衛生及草坪品質；草坪內夾雜著高矮不一之植株，葉片寬窄不
齊，色澤迥異的雜草，將使草坪的綠化、美化效果大為降低。
草坪雜草多屬旱生草，但草坪於種植後多不再行耕犁、整
地，雜草之發生與作物田及果園等有相當程度之差異。近年之
調查顯示草坪雜草種類有 21 科 80 種，較常見之雜草有香附
子、水蜈蜙、小葉大戟、紅乳草、竹節草、牛筋草、鯽魚草、
匍地黍、毛穎雀稗、早熟禾、山地豆、蠅翼草、酢漿草、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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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和天胡荽等。各地草坪之雜草相對覆蓋率以禾本科最高，莎
草科和豆科雜草其次。一般而言，生長快速、具匍匐性走莖、
可藉種子及營養繁殖器官繁殖之多年生雜草，危害最嚴重也最
難防治。
常見之草坪雜草防除方式有人工拔除、機械剪草及化學藥
劑防治，台灣草坪使用之除草劑，經合法登記者為依速隆、伏
速隆、滅落脫、甲基砷酸鈉、汰硫草、百速隆及快克草等。一
般公園、工廠、機關、社區綠地屬於粗放型草坪，大部份以機
械剪草為主；高溫多雨之夏季平均每個月 1～2 次；冬季約每
二個月一次。屬於精緻型之綠地如庭園、苗圃、高爾夫球場，
對於草坪的品質要求高，需以剪草配合人工除草及化學藥劑防
治，才能有效的防除雜草。
精緻草坪剪草之頻率較高，雜草生長旺季需要每週進行。
有些技術水準較高之球場，草坪種植前將苗圃及果嶺區之表
土，先以土壤燻蒸劑處理再行植草或播種。燻蒸劑處理後之土
壤相當潔淨，在草坪形成期間免受雜草危害。
大部份闊葉雜草及莎草科雜草，可藉著選擇性藥劑予以控
制。草坪上之多年生禾本科雜草，目前尚無較安全可使用藥
劑，而且無法以剪草來有效防治；在此等雜草發生之早期，即
應以人工加以清除。除草劑對百慕達草，假儉草，韓國草，地
毯草可能會有不同程度之影響；使用前必須確定所用之藥劑是
否會引起目標草種之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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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雜草及藻類
台灣水生雜草危害最大者是布袋蓮。目前多依靠人工撈除
及化學防治。登記除草劑三氯比及嘉磷塞均可輕易殺死布袋
蓮。但因為施藥不方便加上有污染之顧慮，大面積水域之布袋
蓮防治很少使用除草劑，而多依靠人工撈除。池塘及小溝渠中
之布袋蓮，較易實施藥劑防治，但是作物對三氯比及嘉磷塞相
當敏感；作物田區與施藥區間宜有適當之間隔，才不致引起藥
害。布袋蓮在高溫季節之繁殖極為快速；藥劑及人工防除宜在
蔓延初期即予實施，否則防治困難度倍增，而且還要處理大量
被殺死之布袋蓮殘株。生物防治上已有學術單位引進布袋蓮象
鼻蟲，並進行安全性及效果評估之中。養殖池內藻類可以碳酸
銅來防治，大面積水域之藻類危害目前尚無有效之防治方法。

非耕地
非農耕地上各種類別之雜草均可滋長。人類活動干擾多之
區域，雜草相比較接近果園；干擾少之非農耕地上，則常為植
株高大之多年生草、雜木及蔓性植物所支配。非耕地上雜草季
節變化相當大。雨季裡雜草生長快速旺盛，乾旱季節則因缺水
而生長遲緩及莖葉枯黃。
非耕地雜草以機械剪除及化學防治為主。在環境條件許可
狀況下，也可以使用火燒。機械剪草適用於路邊及對景觀要求
較高之非耕地。這些地方雖也可用除草劑，但噴藥後雜草外觀
枯黃影響觀瞻。雜草之繁殖體可黏附在剪草器具上沿路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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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絲子即主要以此方式散播。危害程度大而難防治之雜草，應
週期性的使用更有效之以其他方式殺除，以避免因剪草而擴
散。
非耕地雜草之化學防治可因對象，區分為草本植物防除，
木本植物防除及長期全植被控制(total vegetation control)等三
類。台灣登記於非耕地之藥劑有伏速隆、固殺草、嘉磷氟氯比、
硫復松、依滅草、快伏草、嘉磷塞、得拉本、菲殺淨、畢拉草、
伏寄普及巴拉刈等。這些除草劑對草本雜草之效果良好，對木
本植物之防除則較差。
非耕地之雜草生物量常較作物田為高，施用接觸型藥劑需
提高用水量，才能將藥液噴至中下層之莖葉及較矮小之植株。
系統性除草劑應在多年生雜草生長旺盛時期施用，才能達到預
期效果。旱季裡因為雜草多，在缺水之逆境狀況下生長不良，
藥劑施用後被吸收及轉移之程度大為降低，因而效果不彰。對
已老化之雜草施藥，也會有類似情況發生。木本植物之防除，
除一般之葉部噴施外，也可用高濃度之藥劑以下列方法施藥：
1.直接注入莖部，台灣農民用此方法將巴拉刈注入檳榔樹
更替老化之植株。
2.以刀斧在莖基砍出斜槽再倒入藥液。
3.直接施藥於砍除後之殘樁上。
4.施藥於莖幹基部之土中。
防除木本植物常以單株用藥量代替單位面積用量施藥。
依滅草之土壤殘效長，高劑量使用可以達到長期控制地面
植被之目的。這種全植被防除適用於鐵道、油氣管道及危險物
貯藏設施附近。非耕地上所用之除草劑多為非選擇性藥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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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劑量偏高，在農田附近施用要特別注意，以免藥液飄散
而引起作物之傷害。在水土易於流失之地區及季節，應避免使
用土壤殘效長之藥劑，否則會導致難以恢復之環境破壞。
過去數十年雜草防除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除草藥劑之研
發，可以支援各種情況所面對之雜草問題。實際面之雜草管
理，可以使用化學性、生物性及物理性等方法及混合運用。除
草劑除了導致農田雜草之改變，由於成本低及防治效果強，除
草劑也助長了農業向山區自然棲地之擴散與破壞。如何平衡農
業效率及環境維護之需求，是雜草管理所須面對之主要問題及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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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管理問題及展望
雜草防治是作物栽培不可缺少之一環。近幾十年來，由於
化學藥劑之使用，大幅降低作物栽培對人力之依靠及生產成
本，造成深遠之影響。相對於化學除草技術之快速發展，物理
性、生物性及栽培性之雜草防治研發及應用，多停滯在數十年
前之水準，在實際雜草管理上之角色也日趨降低。雜草綜合管
理（Integrated Weed Management）由於牽涉之變數太多，多成
為一種理念上之探討，導致這種不平衡情勢之主要因素是化學
防治具有其他方法難以抗衡之效率及成本優勢。除草劑大量使
用，對生態及環境造成之壓力；在生態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卻對農作物生產影響不大的次要雜草之保護；以及外來植
物及轉基因植物之風險評估，均為雜草管理及環境品質維護所
涉及之新領域。

現行雜草防治問題及檢討
一、除草劑毒性及環境污染
常 用 之 藥 劑 中 以 巴 拉 刈 (paraquat) 之 毒 性 最 高 (LD50<
140mg/kg)，此藥劑誤食或吞食均可導致死亡，而且尚無解藥；
施藥者長期吸入微細之藥液亦可產生組織及器官之病變。多數
除草劑之作用機制為干擾植物特有之生理及生化作用，對高等
動物之急性毒低。近十餘年來農藥之登記，對藥劑之慢性毒有
嚴格之要求；曾經普遍使用之藥劑如護谷(nitrofen)、全滅草
(chlornitrofen)、五氯酚(PCP)，因藥劑本身或所含不純物具有高
度致畸胎、致癌、致腫瘤之可能性而被淘汰。干擾生物體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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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而使人及其他動物體內分泌系統失調之環境賀爾蒙
(environmental hormone, endocrine disrupter)也是近年關注之焦
點，屬於此類之除草劑有拉草(alachlor)、草脫淨(atrazine)及二、
四－地(2,4-D)等。
農藥在水、土中之殘留量主要受化學結構特性、水土物化
性質及降解(degradation)因素所支配。普遍使用及分解慢之藥劑
會對大環境造成污染，最近引起注意者為三氮雜苯類(triazines)
對地下水之污染；美國中西部玉米栽培廣泛使草脫淨
(atrazine)，很多地區之地下水均可測得此藥劑。台灣蔗園亦普
遍使用三氮雜苯類之除草劑，地下水之農藥調查尚未測得殘留
之藥劑。由於藥劑在深層地下水中之分解極為緩慢，可能之影
響難以評估，是環境保護值得注意之問題。水田除草劑對環境
最具衝擊力之部份尚未被掌握；為配合農時，全島稻作區域幾
乎同時期施藥，溶於田水中之除草劑會溢出至溝渠、河流及相
連之水域，進而影響廣大區域之非目標生物。

二、水土與物種保育
臺灣山坡地面積約 97 萬公頃，佔總面積之 27%，此區域
之原有森林及植被多被人為干擾所破壞；由於地形特殊且雨水
多而集中，生態環境相當脆弱。在地形複雜多變化之坡地上栽
植作物，所涉及之困難度與管理成本遠較平地者為大，因而形
成對此區域開發之自然限制，雜草茂密及競爭植物種類多，本
是坡地開發及作物栽培之重要障礙。採用化學藥劑除草，使得
坡地農園之管理負擔大為減輕，間接促進坡地之開發；果園、
茶、檳榔、蔬菜等作物在坡地栽植之面積不斷增加。除草藥劑
之使用固可減少此等園區內雜草之危害，但每次藥劑用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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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月之地表裸露；尤其在雜草滋生之雨季施用藥劑，裸露
土表之水土流失極為嚴重。
管理作業與田間雜草之組成及變動息息相關，水旱田輪作
引起水旱生雜草之巨幅更替，長期普遍使用藥劑造成之影響更
為深遠。台灣水田施用除草劑後，水田雜草密度普遍降低，弱
勢種草如印度水豬母乳、蝨眼草、牛毛氈、田字草、溝繁縷等
幾近消失；非選擇性除草劑對果園、農路及非耕地上之敏感植
物形成極大之選汰壓力，少數對藥劑忍受力高而繁殖力強之植
物形成強勢之支配種。耕地及農業周邊區域植物相之單純化，
對棲地原有豐富多樣之物種及生態環境之穩定造成負面影響。

三、非目標植物藥害與抗藥雜草
除草劑不當使用極易導致作物藥害。草滅淨、草脫淨、達
有龍、依滅草等藥劑，土壤殘效期長多在 2～3 個月以上；後
作或間作栽植之作物可由土壤吸收此類藥劑而抑制生育。巴拉
刈、嘉磷塞、伏寄普、二、四－地、三氯比等萌後藥劑，其施
用之藥液易隨風飄散，與非目標區植物之莖葉接觸造成傷害。
排放或溢出田水中所含之硫醯尿素類藥劑，可造成蔬菜及芋頭
之嚴重藥害。
2006 年全球性之調查，已記錄 183 種共 307 生物型之雜草
已對除草劑產生抗性。通常單一作用點活性高之藥劑易產生抗
藥性。各類型藥劑中，以 ALS inhibitors 及 ACCase inhibitors
發現抗性之報導最多有 130 種，PS II inhibitors 居次有 65 種，
bipyridyliums(paraquat)有 23 種，synthetic auxins(2,4-D)有 25
種。台灣地區已確認菊科雜草野茼蒿對巴拉刈之抗性；田間之
觀察亦顯示，牛筋草對嘉磷塞及禾草藥劑、大角定經草對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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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蔗園禾草三氮雜苯類藥劑可能已產生抗性，抗藥性雜草之
發生，目前已漸漸成為台灣農田雜草管理之明顯問題。

新發展技術與管理趨勢之影響
一、防治技術
田間實際採用之雜草防治方法概分為物理、化學、生物及
栽培四類。其中物理性之方法如淹水、熱處理、火燒、各類工
具及機械之利用，栽培性之方法如輪作、競爭利用等均為已發
展成熟之領域；近年未見有突破性發展。化學及生物性防治技
術之研發較活躍，不斷有新產品及技術出現，未來雜草管理之
型態多將由這兩類防治法所支配。
雜草生物防治之新發展：傳統雜草生物防治多引自境外生
物防治外來雜草；此法以利用昆蟲為主，亦包括線蟲、菌類及
較高等動物之應用。全球已有三十餘科一百多種植物之研究記
錄。針對仙人掌、布袋蓮(Eichhornia crassipes)、豬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之防治，均有成功實例。生物性除草劑以利用真
菌為主。1970 年代初期由美國開始發展，1990 年代已知之研
究涉及 107 種群(taxa)之真菌及 67 種植物。
雜草生物防治研究及推展，以北美、歐洲、澳大利亞等國
為重心，近年東亞及東南亞各國，相關之研究日趨活躍。臺灣
在此領域之研發尚在起步階段，近年有利用象鼻蟲(Neochetina
spp.)防治布袋蓮、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goleosporiodes)防治
菟 絲 子 及 Alternaria sp. 防 治 水 田 雜 草 尖 瓣 花 (Sphenoclea
zeylanica)之計畫在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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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科技
過去十餘年來，抗除草劑作物(herbicide-resistant crop, HRC)
為熱門且競爭劇烈之研發領域。有切身利害關係之農藥大公司
都有不同程度之投入，傳統育種、組織培養及新發展之基因工
程技術均被使用，抗性基因有來自高等植物及微生物。最早達
到推廣應用階段的抗除草劑作物，為在加拿大經傳統育種所發
展之抗三氮雜苯之西洋油菜(Brassica napus)，抗性基因來自近
緣而具抗性之十字花科雜草。此抗性作物之出現標記著一個新
階段之開始，但本身所造成之實際衝擊並不大。但引入此抗性
基因之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降低，常減產 20～30%，僅在有特
殊雜草問題之地區推廣；此先天障礙一直未被克服，也限制了
三氮雜苯藥劑抗性作物之進一步發展。以對象藥劑而言，研究
最 多 者 為 嘉 磷 塞 (glyphosate) 、 三 氮 雜 苯 (triazines) 、 固 殺 草
(glufosinate) 、 硫 醯 尿 素 (sulfonylureas) 、 禾 草 抑 制 劑 (arloxyphenoxypropionates 及 cyclohexanediones)、二、四－地(2,4-D)、
imidazolinones、bromoxynil 等；對嘉磷塞、固殺草及二、四－
地等藥劑，已利用源自微生物之抗藥基因；其他除草劑之抗性
作物多是以誘變選拔所發展。
轉基因作物之田間栽培於 1990 年代中期在北美開始快速
發展。2002 年全球栽培面積已接近五千九百萬公頃；大豆、玉
米、棉花、油菜分佔面積之 62、21、12、5%。抗除草劑、抗
蟲及雙抗之比率各為 75、8 及 17%。目前實際栽培之抗除草劑
作物僅涉及抗嘉磷塞，及固殺草兩種萌後施用之非選擇性藥
劑，其抗性基因均來自土壤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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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及抗病蟲轉基因作物之快速發展，對雜草管理產生多
層面之影響。抗除草劑作物之實際栽培，可改變所涉作物原用
藥劑種類、施用方式及其他栽培管理作業。美國大豆栽培原以
播種後萌前施藥為主，1996 年抗嘉磷塞大豆推廣後，萌前藥劑
如拉草(alachlor)、施得圃(pendimethalin)等隨即減少。1996～
2001 年間，有利水土保育之不整地(no-tillage)大豆倍增至總面
積之 49%，主要促成因素即為嘉磷塞及抗性品種之使用。轉基
因作物對環境之可能產生之負面作用中，基因是否會轉入雜草
或其他近緣植物，導致超級雜草(superweed)及基因污染等問
題，也引起廣泛之關切。

三、永續經營與生物多樣性
由於環保意識之覺醒，國際間對農藥及外來生物之管理日
趨嚴格。台灣在除草劑及其他農藥之管理上，採取與歐美日等
國類似之高標準登記審查制度。農藥上市前，必須通過物化特
性檢驗、毒理(toxicology)資料審查、藥效試驗、殘留量測定等
層層關卡之嚴格篩選。其中毒理審查包括急性毒、亞慢毒、慢
性毒、致變異性、生物代謝、環境安全影響、非目標生物毒性
等二十餘項試驗之資料，此等資料之備置耗時且昂貴。嚴格之
登記管理過程，除淘汰不良藥劑外，亦使新農藥開發之成本增
高，雖然文獻上不斷可見新農藥研發之報導，但僅少數可通過
登記上市。
外來植物及種源在育種、栽培、觀賞及研究上具無可取代
之價值；但也有為數不少植物在引入或侵入後，繁衍成為破壞
生態環境，影響景觀、人畜健康及作物生產之雜草。近年農藥
所調查顯示，水田中新侵入之外來雜草主要為玄參科之美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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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Lindernia dubia)，各地休耕廢耕田，也常可見翼莖闊苞菊
(Pluchea sagittalis)、掃帚菊(Aster subulatus var. subulatus)、豬
草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 銀 膠 菊 (Parthenium hysterophrous)、巴拉草(Brachiaria mutica)、美洲含羞草(Mimosa diplotricha) 、 長 梗 滿 天 星 (Alternathera philoxeroides) 、 香 澤 蘭
(Chromolaena odorata)等外來草。果園及疏於管理旱田中，新
侵入之外來雜草為數甚多。在高地果園中有大扁雀麥(Bromus
catharticus) 、 鴨 茅 (Dactylis glomerata) 、 多 花 黑 麥 草 (Lolium
multiflorum)、舖地狼尾草(Pennisetum cladestinum)、歐洲黃苑
(Senecio vulgaris)等，低海拔果園經常可見者有大黍(Panicum
maximum)、小花蔓澤蘭(Mikania micrantha)、大花咸豐草(Bidens
pilosa var. radiate)、毛西番蓮(Passiflora foetida var. hispida)、
闊葉鴨舌
舅 (Spermacoce latifolia) 、 碗 仔 花 (Ipomoea
hederacea) 、 紅 花 野 牽 牛 (Ipomoea triloba) 、 番 仔 藤 (Ipomoea
cairica)、山珠豆(Centrosema pubescens)、落葵(Basella alba)等。
未來臺灣非農地及休耕地之面積可能大幅增加，將為入侵植物
提供更理想之繁衍環境，預期外來雜草之危害會較目前惡化。

雜草管理之改進與展望
過去 20～30 年之台灣農業生產，主要在追求高產及經濟
效應，所有相關作業之實施及管理也配合此目標之追求，台灣
作物田雜草防治所採用之方法，及所建立之體系亦建構在此目
標導向之下，其重要特色為化學除草之發展及藥劑之大量使
用；而其他之防治方法則逐漸被忽略。現行之體系在藥劑毒
性、環境污染、水土保育、雜草抗藥性、雜草組成多樣性等層
面均存有不同程度之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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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來雜草及轉基因植物之管理
外來植物及轉基因植物均可能會發展成為危害作物生產
及環境之雜草。此兩類植物之管理，近年來已是農業及環境保
護領域之重要工作。主要農業國家多已訂定嚴格及周全之風險
評估體系及相關之管理法規。轉基因植物在美、加、澳洲、歐
盟等國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即轉基因植物是否可能成為雜
草，及基因流佈至近緣野生植物之潛力。我國在外來雜草之法
規管理已初現雛形，但尚不具實際執行雜草防檢疫之人力、物
力資源。轉基因植物之行政及法規管理均尚在起步階段，亟須
在短期內投注資源解決相關問題，才不致造成我國生物技術及
基因工程在農業應用上之瓶頸。

二、次要作物栽培及休廢耕農地之雜草管 理
台灣農作生產素有量少種類多之特色。農作物總栽培面積
約 100 萬公頃，而所生產農園作物超過 130 種，但有除草藥劑
登記之作物不到 40 種。稻米、落花生、大豆、甘蔗、柑桔、
甘藍、菸草、茶、鳳梨、玉蜀黍等主要作物均有足夠之登記藥
劑，可行合法而有效之化學防治。其他上百種作物在栽培上也
有雜草危害之問題，但卻缺安全或合法之藥劑可用，多須依靠
成本較高之其他雜草防治方法。近年強調健康環保之有機栽
培，因限制排斥人為合成化學物，必須使用非藥劑之方法，雜
草防治之問題也不易克服。
以往雜草防治多針對集約之農作田區研發設計。隨產業及
農地政策改變，休廢耕農田面積漸增加。在維護休廢耕及轉移
用途之農地，支援景觀造林、環境綠美化、發展精緻農業與休
閒農業等工作上，雜草管理也面臨新的任務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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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雜草綜合管理及藥劑使用之減少
高度依賴除草劑之現行雜草管理體系，有使用便捷、高效
及經濟之特色及優點，對環境不利之影響是其主要缺點。改變
現行以化學防治為主之雜草管理方法，必須探討替代方式之可
行性。完全依靠人力及小農具之稻作除草，每期作所需之勞力
可高達 200～400 工時/公頃，是現行方法 10 倍以上。替代性除
草方法如涉及大量人力之使用，將面對勞力來源問題，由於農
業人力資源之限制，替代除草方法須具低勞力需求之屬性，才
有普遍被接受之可能。
典型雜草綜合管理(IWM)或害物綜合管理(IPM)強調整合
運用各種方法並以監測及危害界限(threshold)為實施防治決定
之依據。在技術層面，雜草監測及危害界限之訂定涉及大量之
田間工作，以取得相關數據。由於臺灣研發規模及資源之限
制，完全缺乏此類本土性資料，未來亦不易解決這方面問題。
歐美國家所推展之 IPM 計畫，多以降低農藥使用，藉以減
輕環境衝擊為重要目標。臺灣之雜草綜合管理，在推廣一般性
理念及改進各別防除方法上較易取得成效，即推動管理雜草而
非除盡雜草之觀念。除草藥劑用量高之大面積栽培作物，如稻
作、甘蔗、花生、茶園、果園等，應發展降低用藥之管理體系，
如果園中應鼓勵維持多樣性之野生地被，減少化學及耕犁除草
以免導致水土流失。從政策法規上亦可提供經濟上之誘因，以
減輕藥劑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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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作用原理及重要特性
除草劑的化學結構、作用機制、雜草控制種類、施用方式、
及受害徵狀，在藥劑完成植體接觸、吸收、到達作用位置、及
產生有毒反應的殺草過程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作為分類依
據時，可提供選擇性、抗藥性等與正確用藥相關資訊之參考。
作用機制是指除草劑被植物吸收後，在植體內傳導及作
用，導致死亡之過程；如嘉磷塞抑制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
酪氨酸(tyrosine)及色氨酸(tryptophan)三種芳香族氨基酸之產
生，影響蛋白質之生合成；EPSP synthase 則為嘉磷塞引起植株
生長異常之細胞特定作用位置。
除草劑在植體內之移動距離為決定噴施方式之主要因
子，一般接觸型除草劑之移動有限，受害徵狀侷限於藥劑接觸
到之部位；系統型藥劑之受害徵狀則會出現在藥劑轉移及集聚
之非接觸部位。除草劑分子在植體內，可隨著輸送水分之木質
部或光合產物之韌皮部，從根部移向芽體及葉尖，或從供源移
向積儲器官，有的藥劑甚至具有導管及篩管雙向傳導之性質。
除草劑引起之受害徵狀與藥劑作用機制密切相關，矮化、
節間縮短、根生長抑制、開花異常、種子不稔；葉片轉變為狹
長呈上偏性(epinasty)扭曲、葉脈平行及葉尖內捲；組織黃化
(chlorosis)、壞疽(necrosis)；細胞增生累積成團塊(callus)等均為
常見之異常徵狀。
本書依據除草劑作用機制，分為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胺
基酸合成抑制劑、脂質合成抑制劑、幼苗生長抑制劑、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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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制劑、細胞膜破壞劑、色素抑制劑及其他類別等，分別描
述各類型藥劑之主要特性，其中殘留於土壤中之有效殺草期
限，概分為少於一個月內之短期、一～四個月(作物生長季)之
中期、及超過四個月以上之長期。代表性藥劑則依據施用之普
遍性及是否容易取得之順序排列。

I.

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
(Synthetic auxins; Action like indole acetic acid)

化學類別： Phenoxy-carboxylic acids,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
作用位置： 作用位置不明確，可能涉及多重作用點。
作用機制： 類似荷爾蒙(如 auxins 類)之人工合成生長調節劑。干
擾細胞內荷爾蒙平衡及蛋白質合成之調控，抑制細胞
伸長及分裂等。其中快克草(quinclorac)會影響禾本科
植物之細胞壁合成，增加乙烯及氰化物之產生。
植體內傳導性：植體內系統性雙向移動，累積至細胞分裂旺盛
之生長點。藥劑由根及葉吸收後，經由韌皮部或木
質部作雙向轉運，但在禾本科植物，由葉面噴施之
藥劑傳導有限。
施用方式： 莖葉萌後施用，主要防除闊葉雜草。某些藥劑或特
殊劑型對多年生闊葉草及矮灌木有明顯效果。目前
已發生抗性生物型植株。
受害徵狀： 大都發生在新生組織，造成生長與繁殖之異常。施
用後 12～24 小時內，莖扭曲及上偏，葉呈杯狀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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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捲曲。組織易脆，不孕花或不稔率增加。
闊葉植物：莖及葉柄扭曲及上偏(向下扭曲)，葉片畸形(平
行脈、縐縮呈杯狀)，根生長受阻。
禾本科植物：葉鞘基部肥大成鱗片狀，莖節膨大傾斜易脆。
根系粗短互相連合。
生殖生長：多為不孕小花或多重小花，種子無活性。禾穀
類之劍葉及芒均扭曲，穗畸形。
土壤殘效： 短～長期。與雙子葉作物輪作需間隔較長之時間。
Phenoxy-carboxylic acids：在溫濕土壤中主要由微生物分
解，分解速率隨溫度、濕度、pH 及有機質含量增
加而提高。具移動潛力，但分解快速，淋洗極低。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主由光分解及微生物分解。畢克
草僅由微生物分解。較 Phenoxy-carboxylic acids 類
分解慢。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如快克草主要由土壤微生物分
解，移動性隨土壤性質及有機質含量而異。
環境衝擊： 對敏感作物易引起飄散藥害。ester 劑型會引起揮發
性飄散(vapor drift)，飄散隨溫度上升而增加，但受
害徵狀出現較遲。Phenoxy-carboxylic acids 在環境
中殘留期短，污染潛力小。
代表性藥劑：二、四－地(2, 4-D)、氟氯比(fluroxypyr)、三氯比
(triclopyr)、快克草(quinclo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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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II.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
一、支鏈胺基酸合成抑制劑(Branch chain amino acid inhibitors)
化學類別： Imidazolinones, Sulfonylureas (SUs)
作用位置： Acetolactate synthase (ALS)(或 Acetohydroxy acid
synthase (AHAS))。
作用機制： 抑制 ALS (AHAS)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valine)、
白胺酸(leucine)、異白胺酸(isoleucine)支鏈胺基酸
之合成。
植體內傳導性：由根或葉吸收，可在木質部及韌皮部作雙向傳
導，運送至生長點之作用位置，但主要隨光合產物
在韌皮部移動。
施用方式：
Imidazolinones：植前、萌前及萌後施用，用量低，主要用
為非耕地之禾草及闊葉草防治。
Sulfonylureas：土壤或莖葉早期萌後施用，用量低，可有效
控制大部分莎草科及闊葉雜草，少數藥劑對特定禾
草亦有毒性。化學結構的改變造成本類型藥劑在選
擇性及殘留期之明顯差別。重複使用易產生抗藥性。
受害徵狀： 處理後生長立刻停止，徵狀於 1～2 星期後出現。
葉展開異常，葉脈紅化，脈間出現黃化條帶。植株
矮化，上位節產生叢生現象。禾草新生葉片由黃轉
至半透明，闊葉植物黃化或紫化。根生長抑制及呈
深紫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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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殘效： 中～長期，與土壤 pH 等環境狀況密切相關。
Imidazolinones：主由微生物分解，厭氧狀況下幾乎不分
解。乾旱時被土壤粒子吸附，濕潤時則被微生物
分解或根吸收。土壤 pH 降至 6.5 以下，會與有
機 質 緊 密 結 合 不 易 被 分 解 ， 溫 暖 濕 潤 土 壤 ， pH
超過 6.5 以上，會增加微生物分解。土壤中之移
動性低。
Sulfonylureas：主由化學水解及微生物分解。水解速率隨
pH 增加而降低。當化學分解速率緩慢時，微生物
分解之重要性相對提昇。土壤 pH 為藥劑殘留之重
要影響因子。
環境衝擊： 用量低對環境影響小。飄散及噴施污染易引起敏感
作物藥害。可在土壤中殘留造成後作藥害。
代表性藥劑：依滅草(imazapyr)、百速隆(pyrazosulfuron-ethyl)、
依速隆(imazosulfuron)、免速隆(bensulfuron-methyl)、
亞速隆(ethoxysulfuron)
二、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抑制劑(Aromatic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
化學類別： Amino acid derivatives (Glycines)
作用位置： 5-enolpyruvyl-shikimate-3 phosphate synthetase 酵素
(EPSPS)
作用機制： 抑制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酪氨酸(tyrosine)及
色氨酸(tryptophan)三種芳香族胺基酸之生成，影響
蛋白質之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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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體內傳導性：移動性高，可雙向移動，主要在韌皮部。經葉
片吸收由韌皮部輸送至生長點。
施用方式： 莖葉萌後施用，非選擇性。已有抗性轉基因作物。
受害徵狀： 施用後 3～5 日，新葉最先出現黃化。徵狀包括生
長抑制，葉褪色，褐化壞疽，至植株慢慢死亡約需
10～14 日。禾草曝露在半致死量時，輪生鞘葉呈
黃色條帶。較大植株會從腋芽再生。
土壤殘效： 主由微生物分解，分解速率視土壤狀況及微生物相
而定。土壤吸附力極強，與土壤接觸後多不見殘效
性(有機質及磷含量高之砂土除外)。
環境衝擊： 毒性低，環境影響小。但飄散及噴施污染易引起敏
感作物藥害。
代表性藥劑：嘉磷塞(glyphosate)

III.

脂質合成抑制劑
(Lipid synthesis inhibitors)

化學類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fops”,
Cyclohexanediones-“dims”
作用位置： acetyl CoA carboxylase (ACCase)
作用機制： 抑制脂肪酸合成之關鍵酵素 ACCase 活性，破壞細
胞膜系完整性，影響禾本科植物分生組織之生長。
植體內傳導性：主由葉片吸收，經韌皮部轉移至生長點，小部
分可由根吸收經木質部轉移。芬殺草(fenoxaprop)
較不具移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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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方式： 莖葉萌後施用，高選擇性，防除禾本科雜草，對闊葉
植物幾無活性，為典型之禾草生長抑制劑。芬殺草對
多年生禾草之控制效果較差。已發生抗藥性雜草。
受害徵狀： 藥劑吸收後植株即停止生長，徵狀於 7～14 日後出
現。新葉黃化或褐化後壞疽，葉基部組織腐爛，易
斷裂。植株有紫化現象。老葉徵狀不明顯。
土壤殘效： 短～中期，與單子葉作物輪作須間隔較長時間。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主由微生物分解，厭氧狀況下
分解延緩，土壤移動性低，幾無土壤殘留活性。
Cyclohexanediones：主由微生物分解，土壤殘效短。
環境衝擊： 水溶性低，用量低，淋洗潛力低，對環境威脅小。
代表性藥劑：伏寄普(fluazifop-P-butyl)、甲基合氯氟(haloxyfop-Rmethyl) 、環殺草(cycloxydim) 、快伏草(quizalofop-Pethyl)、剋草同(clethodim)、普拔草(propaquizafop)、西
殺草(sethoxyim)、丁基賽伏草(cyhalofop-butyl)、得殺草
(tepraloxydim)、芬殺草(fenoxaprop-P-ethyl)

IV.

幼苗生長抑制劑
(Seedling growth inhibitors)

一、根抑制劑(Root inhibitors)
化學類別： Benzoic acids, Dinitroanilines, Pyridines
作用位置： 抑制蛋白微管(protein tubulin)之聚合，無法形成與
細胞分裂有關之微管(microtub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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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機制： 阻斷細胞分裂所需之微管形成與聚集，干擾紡綞絲
之形成，成為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
植體內傳導性：由萌發中幼芽之根及莖吸收，轉移有限。
施用方式： 土壤施用防除一年生禾草及小種子闊葉草。三福林
等需土壤混拌施用，避免光分解及揮發損失。控制
萌發中之禾草幼芽，效果較佳。莖、根生長點之分
生組織最易被影響。藥劑選擇性與植體代謝差異及
在土壤中之分布有關。
受害徵狀： 引起禾草之芽鞘及闊葉植物之下胚軸腫脹，萌前施用
造成細胞增生，近土面處之莖基斷裂。可能形成短粗
之側根，由於根系發育不佳，造成營養缺乏或缺水逆
境之生長抑制現象。植株矮化，無法從土壤中正常萌
發。玉米等禾本科之嫩芽短粗，呈紫或紅色。闊葉植
物之新梢短粗，棒狀根。已有抗藥性發生。
土壤殘效： 短～中期。與單子葉作物輪作需較長之間隔期限。
土壤吸附隨有機質含量之增加而提高。光分解或土
壤微生物分解，厭氧狀況下微生物分解較迅速，乾
冷狀況下殘留較久。
環境衝擊： 低水溶性及高土壤吸附性，淋洗低。
代表性藥劑：施得圃(pendimethalin)、比達寧(butralin)、撻乃安
(dinitramine)、倍尼芬(benefin)
二、芽抑制劑(Shoot inhibitors)
化學類別： Acetamides, Carbamates, Chloroacetamides,
Chlorocarbonic acids, Oxyacetamides, Thiocarba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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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位置： 與 acetyl CoA 結合之多重位置，特定位置不明確。
作用機制： 抑制蛋白質、脂質及勃激素(GAs)之合成，干擾細
胞正常發育。其中鈉得爛(naptalam)為抑制吲哚乙
酸(IAA)在植體內的轉移。
植體內傳導性：在木質部中移動。
施用方式： 土壤及葉面施用，防除一年生禾草及闊葉草。抗藥
性發生不普遍。
Acetanilides 及 Chloroacetamides：萌前施用或淺層土壤混
拌，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草，對已萌發植株之效
果差。闊葉植物的吸收及作用位置主要為根，禾草
吸收及作用位置主要為正萌發之幼芽。藥劑吸收後
在植體內傳導速度慢，因此藥劑在土壤中之分布及
殘效性影響防治效果。
Thiocarbamates 為土壤混拌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一些闊
葉草。具揮發性，施用後需立即混拌，以避免揮發
損失。主要由萌發中幼芽及生長點吸收。
受害徵狀：
Acetanilides 及 Chloroacetamides：抑制生長。禾本科葉片
捲縮於莖基中無法正常展開，幼苗無法從土中正常
萌發。闊葉植物之葉片中肋縮短，葉身縐縮或產生
縐褶，呈暗綠色，葉尖向內扭曲或呈心型，芽呈細
線狀。莖節呈階梯狀。
Thiocarbamates：抑制禾本科植物之嫩莖從胚芽鞘及輪生葉
之正常抽出。闊葉植物之葉片縐縮，花芽無法正常
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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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殘效：
Chloroacetamides：短～中期。主由微生物分解，在厭氧及
冷涼狀況下殘留較久。蔬菜作物對此類藥劑較敏
感。
Thiocarbamates：短期。主由土壤微生物代謝分解，對雜草
之控制期通常短於 30 日。
環境衝擊： Chloroacetamides 水溶性較高，土壤吸附性較低，
土中殘留低。Thiocarbamates 為低水溶性及高土壤
吸附性，淋洗或移入水中之程度低。
代表性藥劑：丁基拉草(butachlor)、拉草(alachlor)、殺丹(benthiocarb)、
左旋莫多草(s-metolachlor)、得拉本(dalapon)、普拉
草 (pretilachlor) 、 滅 草 胺 (metazahlor) 、 滅 落 脫
(napropamide)、氟丙酸(flupropanate)

V.

光合作用抑制劑
(Photosynthesis inhibitors)

一、可移動(mobile)
化學類別：Amides, Triazines, Triazinones, Uracils, Ureas
作用位置： 與 PSII 電子傳遞系統中之 D1 protein 結合
作用機制： 干擾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及光能之轉換，產生自由
基攻擊細胞膜。活性與光照有關。
植體內傳導性：由根及芽吸收，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施用方式： 土壤或葉面施用，可控制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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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zines, Triazinones, Uracils：為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
除 草 劑 。 Triazines 的 選 擇 性 主 要 是 代 謝 上 之 差
異，高粱及玉米所具有之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酵素，能將藥劑代謝成無毒物質。已發生抗藥性
雜草。
Ureas：對作物及雜草的選擇性，與除草劑在土壤中的分布
位置有關，而非代謝差異。已發生抗藥性雜草。
受害徵狀：
土壤施用型藥劑：於子葉或第一真葉產生，開始行光合作
用後才會出現受害徵狀。敏感闊葉植物呈脈間黃化
至壞疽，成熟葉上沿葉緣開始黃化或壞疽，逐漸向
葉中心進展。敏感禾草由葉尖開始黃化及壞疽，逐
漸向葉基進展。受傷葉組織最終即褐化死亡，在
pH 較高之土壤(>pH7.2)傷害較大。
葉面施用型藥劑：為細胞膜破壞出現類似接觸性灼傷，葉
組織呈古銅色或產生斑點及壞疽。灼傷徵狀在濕熱
下會快速出現。
土壤殘效：
Triazines：中～長期。與某些敏感作物輪作所需之間隔期
限甚至超過 2 年。主由微生物分解，但在酸性土壤
中，化學水解為主要分解作用。隨 pH 降低，土壤
吸附增強。在乾旱、寒冷之砂質土中殘留長。
Ureas：土壤殘效期中等。與某些敏感作物輪作所需之間隔
期限較長。土壤吸附力隨土壤質地與有機質含量而
異。主由微生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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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衝擊： 土壤施用型藥劑，在土壤中之殘留較長，會污染
細質地土壤之地表水及粗質地土壤之淺層地下
水。
代 表 性 藥 劑 ： 草 殺 淨 (ametryn) 、 草 脫 淨 (atrazine) 、 克 草
(bromacil)、達有龍(diuron)、理有龍(linuron)、撲奪
草(metobromuron)、滅必淨(metribuzin)
二、不可移動(non-mobile)
化學類別： Benzothiadiazinones, Phenylpyridazines
作用位置： PSII 系統之 Hill reaction，特定位置不明確。
作用機制： 阻斷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及光能之轉換，降低光合
作用效率。活性與光照有關。
植體內傳導性：接觸型藥劑，移動有限。
施用方式： 主要使用在早期萌後，為接觸型不具傳導作用之藥
劑，噴施時藥液需完全覆蓋葉片，才會提升防治效
果。禾草植物通常較具耐性。
受害徵狀： 接觸型藥劑之傷害侷限於葉片接觸之部位，低劑量
類似傳統光合作用抑制劑，高劑量類似細胞膜破壞
劑，作物油及其他添加劑會強化受害徵狀。
土壤殘效： 極短。土壤吸附力低，會快速與有機質結合，淋洗
至耕犁層以下之機率低。主要為微生物分解。
環境衝擊： 在環境中殘留短，威脅小。
代表性藥劑：本達隆(bent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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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細胞膜破壞劑
(Cell membrane disrupters)

化 學 類 別 ： Bipyridyliums, Diphenylethers,
Phosphinic acids, Triazolinones

Oxadiazoles,

作用位置：
Bipyridyliums 與 PSI 系統中之 ferredoxin 競爭電子，形成
自由基。
Diphenylethers 、 Oxadiazoles 及 Triazolinones
protoporphyrinogen oxidase (PPO)活性。

抑 制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抑制 glutamine synthetase 酵素
活性。
作用機制：
Bipyridyliums：破壞正常電子流，產生自由基。活性與光
照有關，徵狀出現快速。
Diphenylethers、Oxadiazoles 及 Triazolinones： PPO 抑制
劑，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活化氧，破壞細胞膜
引起細胞質滲漏。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氮代謝抑制劑，降低 glutamine
synthetase 酵素活性，增加 ammonium 的累積，減
少 glutamine 的產生，導致植物體內發生氨毒害，
及引起代謝過程所需之胺基酸缺乏。
植體內傳導性：Bipyridyliums, Diphenylethers 及 Oxadiazoles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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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接觸型，移動有限；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雖為接觸型，但具韌皮部及木質部之低移動性。
施用方式：
Bipyridyliums 及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為非選擇性萌
後葉面施用，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草。
Diphenylethers 為土壤或幼苗期施用，防除一年生雜草，提
供選擇性防除效果。
受害徵狀：
Bipyridyliums：引起之徵狀在噴施後 1～2 小時即發生，首
先為接觸藥液之葉片呈鬆軟水浸狀之外觀，接著葉
組織褐化壞疽，光照會加速徵狀之出現，藥斑開始
發生在葉緣。藥液飄散引起之微量傷害為葉表出現
紅褐色似灼傷之斑點。
Diphenylethers：導致葉片黃褐及死亡，噴後在葉表快速出
現胡蘿蔔色斑點，未死亡之植株有矮化現象。作物
油及添加劑會促進傷害。Oxadiazoles 會造成幼苗
萎凋死亡，葉片黃化，於噴施後 1～2 日內死亡。
土壤噴施或殘留引起之傷害為雜色之黃化壞疽。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施用後 3～5 日內發生黃化萎
凋，1～2 星期內褐化，在高濕高光照下之徵狀出
現更為快速。
土壤殘效：
Bipyridyliums：土壤殘留長，但會被土壤黏粒強力吸附，無
法有效被植株吸收或微生物分解，無土壤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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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henylethers 及 Triazolinone：土壤殘效短～長期。與小
種子作物輪作需較長之間隔期限。由光及土壤微生
物快速分解。土壤殘效為二星期～二個月。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由土壤微生物快速分解。
環境衝擊： Bipyridyliums 可因黏粒吸附長存在土壤內。
Diphenylethers 分解快速與土壤結合不緊密，淋洗潛
力低～中等。
代表性藥劑：巴拉刈(paraquat)、固殺草(glufosinate-ammonium)、
樂滅草(oxadiazon)、復祿芬(oxyfluorfen)、必芬諾
(bifenox)、亞喜芬(acifluorfen)

VII.

色素合成抑制劑
(Pigment inhibitors, Bleaching herbicides)

化學類別： Isoxazolidinones, Pyrazoles
作用位置： Isoxazolidinones 特定位置未知。Pyridazinones 為
phytofluene desaturase 酵素。
作用機制： 干擾光合色素之形成及保護作用，導致葉綠素生成
受限，葉片轉白，及抑制類胡蘿蔔素(carotinoid)之
生合成。
Isoxazolidinones 抑制類胡蘿蔔素(carotinoid)之生合成。
Pyridazinones 抑制 terpenoid 路徑之 phytoene 及 phytofluene desaturase 之酵素活性。
植體內傳導性：根吸收經木質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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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方式： 萌前或早期萌後施用，可有效防除萌發中之一年生
禾本科及闊葉雜草，造成已萌發植株之白化。
受害徵狀： 最先影響光合組織，造成新葉或接觸部位之白化至
半透明現象。敏感植物會萌發出白化苗，若白化程
度低於 50%通常可恢復正常。
土壤殘效： 中～長期，主由微生物分解，部分光分解。與敏感
作物輪作需較長之間隔期限。
環境衝擊： 揮發性飄散藥害。
代表性藥劑：可滅蹤(clomazone)

VIII. 其他
化學分類： 有機砷(Organoarsenicals)
作用位置： 特定位置未知。
作用機制： 接觸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以砷取代磷，干擾糖代謝。
植體內傳導性：由木質部或韌皮部移動，但大部分隨光合產物
在韌皮部轉運，移動有限。
使用方式：葉面施用，防除一年生雜草。
受害徵狀：葉片呈上偏性，組織黃化、壞疽。
土壤殘效：殘留長。無光分解，易被土壤吸附，不具活性。
環境衝擊：無揮發性。
代表性藥劑：甲基砷酸鈉(monosodium methane arsonate; M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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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田間應用
民國五十二年起，正式有除草劑之登記及推薦，當時登記於
蔗田之草脫淨、達有龍及二、四－地至今仍廣範使用。僅用於蔗
田之藥劑，主要在蔗區及台糖公司之推廣體系中銷售。目前已登
記除草劑中，包含一百餘種不同之化學藥劑，以使用於水田中者
最多。除高梁外，栽培面積較大之主要作物亦有除草劑登記。次
要作物尤其是蔬菜，經登記可合法使用之除草劑相當少，無法滿
足實際之需求。很多登記藥劑，雖然列於政府所編印之植物保護
手冊，但因為市場競爭失利及商業利潤不足，而未在市面銷售，
只有主要藥劑較易自市面取得。低成份粒劑型式之稻田除草劑，
通常只有在一、二期水稻整地插秧時才能買到。

實用觀點之除草劑類別及施用法
一、燻蒸劑、萌前(萌前混拌、萌前施用)、萌後(萌後施用)藥劑
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邁隆(dazomet)等燻蒸劑具有廣
泛之殺生作用；處理得當，燻蒸劑可以完全殺除土壤中已萌芽
雜草及休眠之繁殖體。由於成本相當高，僅用於栽培介質、苗
圃、及有特殊需求場地(如高爾夫球場果嶺)之雜草防除。
一般除草劑對休眠之雜草種子無效。視防治雜草之發育
期 ， 除 草 劑 可 分 為 雜 草 萌 前 (pre-emergence) 或 萌 後
(post-emergence)施用兩大類。醯銨、氨基甲酸、二硝基苯胺、
聯苯醚、三氮苯、尿素等類型之藥劑及雜類中之依滅草、樂滅
草均屬萌前除草劑，須在萌前階段施用，經由根及幼莖吸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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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植體內。萌前藥劑對三至四葉以上雜草效果很差，因此必須
在整地後數日內即施用，所用噴霧器以帶有扇型噴頭者最理
想。少數易蒸散或光分解之萌前藥劑如三福林，應在種植前將
所施藥液拌入土中，才能發揮預期之效果，稱之為萌前混拌法
(pre-planting incorporation，PPI)。
芳烴氧羧酸類、芳烴氧苯氧羧酸類、巴拉刈、嘉磷塞、固
殺草、環殺草、固殺草、本達隆、克草等藥劑屬於萌後除草劑，
適於萌芽後較大之雜草植株，藥劑經莖葉吸收後進入植物體。
硫醯尿素類具萌前作用，但對 3～5 葉幼草之效果良好，適合
早期萌後(early post-emergence)施用。
二、選擇性與非選擇性藥劑
多數土面施用之萌前藥劑均有選擇性；施用得當，可有效
防治發芽及萌芽期之雜草。但是對作物之安全性，藥劑間有相
當大之差別。適用於某種作物之除草劑，對另外一種作物不一
定安全。
萌後莖葉施用藥劑中，二、四－地、氟氯比及三氯比等，
對闊葉雜草之效果良好，但對禾草之效果差。伏寄普、快伏草、
環殺草、西殺草等僅對禾本科植物有效。免速隆、百速隆等硫
醯尿素類藥劑，對莎草科及一般闊葉雜草之效果高於禾草。大
多數除草劑均具有選擇性，對目標區植物產生不同程度之影
響，故可利用在作物田中防治雜草。
巴拉刈、嘉磷塞及固殺草屬於萌後非選擇性藥劑，在正常
用量下可對目標區內植物(作物及雜草)造成類似程度之傷害。
適用於休閒農地、道路、溝邊、荒地。也常見用於果園、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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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木本植物下方低矮雜草之防治。作物之莖葉不得與非選擇性
藥劑之藥液接觸，否則會造成傷害。在草本作物田施用時，必
須使用蓋罩或定向噴施，以保護作物。
三、接觸性與系統性藥劑
接觸性除草劑如巴拉刈及固殺草，對植物之傷害，侷限於
藥液接觸到之部份。藥液要噴到莖葉各部位及芽體，才能殺死
雜草。適於一年生草本雜草之防治。對多年生草，僅能殺死其
地上部。
芳烴氧羧酸類、芳烴氧苯氧羧酸類、硫醯尿素類、環殺草、
西殺草及嘉磷塞均為良好之系統性除草劑，藥劑經導管及篩
管，長距離輸送至與藥劑接觸以外之其他部位發生作用；系統
性除草劑，不必整株全面噴施，也可充分發揮藥效。香附子、
茅草等多年生草之地下繁殖器官(球莖、走莖)，需使用莖葉噴
施後可輸送至根部之系統性藥劑才能有效防治。
四、短效性與長效性藥劑
除草劑施用後，會因蒸散、流失、土壤固定、植物吸收、
光分解、微生物分解等途徑，失去生物活性。巴拉刈、固殺草
及嘉磷塞會被土壤黏粒強力固定，而不易為植物根所吸收，幾
無土壤殘效，雜草種子在用藥後短時間內即發芽生長。
一般用量下，多數除草劑之土壤殘效，在一至兩個月間；
如使用得當，單次施藥即可符合田間雜草防治之實際需求。栽
培期長或莖葉稀疏不易形成良好覆蓋之作物，使用殘效短之藥
劑，其防治有效期不足，中後期發生之雜草，需要二度施藥或
以其他方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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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氮苯類、依滅草、達有龍、滅落脫為常見藥劑中土壤殘
效超過兩個月。其優點為防治有效期長，但是使用不當，亦會
造成輪作田後作之藥害。
五、全面、帶狀、點狀、定向、注射施藥
田間實際雜草防治，不一定要求全面施藥。有些狀況下，
局部施藥即能達到防治目標。田間稀疏分布之多年生草，以系
統性除草劑點狀施藥即可。栽植作物如有足夠行距，可在行間
實施機械式中耕除草，則萌前除草劑可以帶狀施於植株行間。
定向噴施可避免或減少藥液與作物之接觸，防除高大而數量少
之野蕉、雜木、棕梠科植物，可將高濃度之藥液直接注射至莖
稈中。

如何選用適當之藥劑
除草劑之種類相當多，選擇藥劑，除經濟成本及是否容易
取得外，也需就下列技術性問題加以考慮。
一、依據雜草情況
針對雜草之發育時期、種類及防治期長短等狀況，可選用
不同類別之除草劑。其考慮之過程可簡化如下圖所示。例如，
田間發生各種類別(禾草及闊葉草)之一年生草，且其發育已超
過 3～4 葉，可尋序由萌後藥劑-非選擇性藥劑-接觸性藥劑找到
屬 H6 之巴拉刈、固殺草；此兩種即為適宜之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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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溴化甲烷、邁隆
H2：聯苯醚、硫醯尿素、氨基甲酸、醯銨、二硝基苯胺等
H3：尿素類、三氮苯類、依滅草
H4：芳烴氧苯氧羧酸類、西殺草、環殺草
H5：芳烴氧羧酸類、硫醯尿素類、本達隆
H6：巴拉刈、固殺草
H7：嘉磷塞

雜
草
生
育
期

休眠繁殖體 ─ 燻蒸劑

H1

小於2 ～3葉 ─ 萌前藥劑：殘效短、中
：殘效長

H2
H3

大於3 ～4葉 ─ 選擇性藥劑：禾本科草
：闊葉草
非選擇性藥劑：一年生草 (接觸性藥劑 )
：多年生草 (系統性藥劑 )

H4
H5
H6
H7

二、依據標示用法
政府所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及除草劑包裝上，印有簡要之
施用方法，包括名稱、藥量、水量或稀釋倍數、施藥時期及方
法、注意事項及防除對象雜草等。對不熟悉藥劑使用者是重要
參考依據，標示用法中最須要注意的是藥量。用量不足則防治
效果降低，過多會產生藥害。殺蟲、殺菌劑之使用上，習慣以
稀釋倍數來配藥噴施。由於不同施藥器具以及噴藥習慣，會導
致單位面積用水量之差異；使用標示之稀釋倍數但用水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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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會改變單位面積之實際受藥量。正確萌前除草劑之使用，
要求將標示藥量精準且均勻的施於目標區土表。以稀釋倍數配
藥時，要估計是否達到標示之單位面積用量；否則需調整水量
或稀釋倍數。
防除對象欄所列之雜草，是依據原試驗資料登錄的；實際
上可防除之雜草種類遠多於所列出者。水稻、落花生、大豆、
玉米、甘蔗、茶、菸草等農藝作物，均有多種經試驗場所測試
並正式登記之藥劑可供選用。園藝作物之甘藍、蕃茄、西瓜、
蒜、洋蔥、柑桔、鳳梨、香蕉，亦均有三種以上之登記藥劑可
供使用，其他作物則只有 1～2 種或完全無登記之除草劑，由
於可供遵循之資料不足，在這些作物田上使用之除草劑，很容
易造成藥害。對種類繁多之次要作物而言，這是採用化學法除
草之最大障礙。
三、注意除草劑使用不當之影響(藥害、水保、草相、污染)
除草劑較其他種農藥易造成作物藥害，以化學法防治雜草
時，要確實遵照標示之藥量及使用方法，不可隨意將藥劑用於
未經測試或非登記作物。經常使用同類型除草劑之田區，要視
雜草相改變情況，更換施用其他替代藥劑，以避免耐性及抗藥
性雜草之滋生繁衍。
雨季期間，坡地上應儘量少用非選擇性除草劑，以減少土
表裸露造成土壤流失。國外很多地區，大面積長時期施用草脫
淨等藥劑，已造成地下水之污染，成為相當困難處理之問題。
近幾年農藥所調查台灣蔗作地區地下水，尚未發現草脫淨污染
之情況；由於農藥不易在地下水層中分解，對於普遍使用之藥
劑，應持續追蹤其對環境之可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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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施用應注意事項
施用除草劑分為噴施(液劑、乳劑及可濕性粉劑)及撒施(粒
劑及片劑)等不同方式，選用適當的噴施機具，有利於提高農藥
噴撒過程中的準確性，同時降低藥劑飄散程度，不僅得到安全
有效的田間防治效果，同時也有利於環境的保護。農藥施用與
其他田間操作有所不同，不當使用對作物生育的影響，短時間
內往往不會立即表現出來而錯失彌補時機。
施藥器械可分為背負式及動力式兩類。除草劑噴施器械在
開始使用時應先進行校準：一為確保施用過程中之準確出藥
量，二為決定噴施目標區之適當藥量與水量。通常除草劑是以
單位面積的用量作為施用之標準，但田間之實際用量會受噴施
壓力、噴頭之出水量、噴施時之走速及噴幅的型式與寬度而改
變，因此在施藥前應先針對這些項目預作測試及計算。
一般噴頭在一定壓力下的噴霧量，可以從噴頭出廠規格中
得知，當實際噴量之差異超過 10%時，需要更換新的噴頭。噴
頭、噴槍、噴桿等噴灑組件會導致藥液的霧化程度，及形成霧
滴形狀的改變，造成藥液在植株上的分布及覆蓋的不同，會直
接影響防治的效果。不同孔徑噴頭之噴霧量、粒徑、及噴霧角
會有所差異，小噴孔之噴霧量小，霧粒細，適於苗期或植株生
育早期；大噴孔之噴霧量大，霧粒粗，適用於中後期植株噴施。
霧粒覆蓋密度與防治效果也有密切相關，一般在一定數值
範圍內，霧粒細則覆蓋密度高，防治效果較佳，同時小霧粒還
具有穿透性佳和沉積率高的特點。當霧粒噴入植叢中，大霧粒
只是直接撞擊在莖葉的上表面，小霧粒還能隨著氣流繞過莖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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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附著於背面，且大霧粒容易在植株表面發生彈跳跌落現
象，小霧粒則不易彈跳沉積率較高。實際使用中，粒徑在 250
微米以上的液滴，用於田區除草劑之噴施，所產生的大霧粒會
在限定的範圍內沉積分布。
噴霧的沉積效率會受到田區風速、風向、溫度、相對濕度、
降雨頻率等氣象因子之影響。霧粒的運動距離取決於其下降的
初始速度、噴霧高度及風速。霧粒越大，受風的影響就越小，
下降速度就越快，如此可減少飄散，但分布效率也降低，因而
減低了接觸性藥劑的效果。由於霧粒可能被風吹到處理區以外
之田區，飄散到鄰近敏感作物上或污染附近水源，因此風向為
噴霧時必須慎重考量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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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記及市售除草劑
有關除草劑販售是依據農藥管理法取得登記許可證後，方
能進行原體及成品之進口、製造及販賣等活動。登記證的發放
依原體或成品農藥有不同之申請流程。
一、原體
分為新有效成分及核准登記滿八年兩種類別，後者在毒理
資料方面僅需提供急性毒、致變異性、水生物毒性或原廠授權
使用文件。
a. 填寫申請表(包括申請人、藥劑名稱、試驗作物及害物種
類、藥劑類別及資料來源等)、資料摘要表及提供包括產
品組成及說明、理化性、分析方法、動物毒理及環境安
全性等試驗資料。
b. 毒理及理化資料初審。
c. 標準規格檢驗。
d. 安全性及理化性資料複審。
e. 登記相關證件初審，副知申請人繳費，核發許可證。
二、成品
分為新有效成分、新劑型與新含量、舊農藥新使用範圍、
及核准登記滿八年之仿製農藥四種類別，不同類別農藥間之資
料需求範圍有所差異。
a. 填寫申請表(包括申請人、藥劑名稱、試驗作物及害物種
類、試驗劑量及處理方法、藥劑類別、包裝容量及資料

66 農田雜草與除草劑要覽

來源等)、資料摘要表及提供包括產品組成及說明、理化
性、分析方法、動物毒理及環境安全性等試驗資料、使
用方法、國內外田間藥效試驗、容許量資料、及商品化
文件等。
b. 毒理、理化及田間試驗資料初審。
c. 標準規格檢驗。
d. 進行藥效、藥害及殘留試驗。
e. 藥效、藥害試驗結果審查，及複審安全性、理化性、殘
留容許量資料。
f.全案綜合審查。
g.檢齊登記相關資料，副知申請人繳費，核發許可證。
混合劑以已登記之舊藥劑混合為原則，並依舊成分新劑型
規定提送資料。如含有未核准登記之有效成分，應先提出該單
劑之新農藥審查。有關除草劑登記之相關規定、表格及詳細流
程，可至農藥所網站「農藥登記」項下查詢。
現行的雜草管理體系高度依賴除草劑，雖有使用便捷、高
效及經濟之特色及優點，但對環境之不利影響是其主要缺點。
田間化學除草所用之劑量，多半是由農藥廠商是針對少數難防
治雜草而設定，大多數雜草可用較低之劑量即達到防治目的。
自 1970 年以來之長期追蹤顯示，台灣農田雜草密度與種類均
持續降低中。這種現象在水田中最為明顯，很多田區之雜草數
量已不足以對作物生產造成影響，但是同樣之劑量仍然在每個
生長季施用。政府出版之『植物保護手冊』是國內農藥使用之
主要依據，但所登錄之藥劑使用量，很多均較實際防治所需者
為高。由於除草藥劑佔生產成本之比率甚低，降低用量所產生
之經濟效應有限，多數之農民採取施足藥量以求保險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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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此承受過多而無實際意義之負荷，保護環境應從降低單
位面積用量與減少施用面積兩方面著手。
除草劑就實用層面，可分為葉面及土壤施用兩型。葉面施
用型又包括性統性及接觸性兩類；土壤施用型主要為抑制雜草
幼株之生長。本書針對臺灣登記之單劑、混合劑及田間立即混
合施用藥劑，就化學類別、作用原理及施用方法、以及登記作
物等相關資訊分別說明。劑型及普遍性則為藥劑登記及實用上
之概略描述，隨環境及作物生育季節會有所不同，僅提供使用
時之參考。

藥劑經韌皮部向下傳導

葉面接觸型藥劑

藥劑經韌皮部向下或
木質部向上傳導
韌皮部

木質部

藥劑經木質部向上傳導

除草劑在植體內之傳導性
(參考資料：Peterson et al., 2001.
http://www.oznet.ksu.edu/library/crpsl2/c7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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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萌後葉面施用

2.早期萌後葉面或土壤施用

3.萌前土壤施用

除草劑施用方式
闊葉草

禾本科草

萌芽

作物種子

雜草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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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劑(依照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乙基克繁草 carfentrazone-ethyl
化 學 類 別：Triazol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萌後葉面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成
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活
化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1992, FMC
通過日期及廠牌：2001, Aim
登 記 作 物：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40%水分散性粒劑為非常見藥劑。

丁基拉草 butachlor
化

學

類

別：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1969, Monsanto (孟山都)
通過日期及廠牌：1971, Machete
登 記 作 物：水稻秧田、水稻濕田直播、水稻中間作直播、水稻
本田插秧前、水稻本田插秧後、菠菜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5%粒劑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32%乳劑及 60%乳
劑次之。

丁基賽伏草 cyhalofop-butyl
化 學 類 別：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1992,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2000, Clincher
登 記 作 物：水稻中間作直播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10%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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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地 2, 4-D
化 學 類 別 ：Phenoxy-carboxyl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莖葉萌後施用之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之
作用類似吲哚乙酸，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42, Amchem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3, 2, 4-D
登 記 作 物 ：蔗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0%胺鹽溶液為常見藥劑，80%鈉鹽可溶性粉劑用
量頗多。

三氯比 triclopyr
化 學 類 別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之
作用類似吲哚乙酸，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3,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3, Garlon
登 記 作 物 ：休閒地、造林地、水生雜草。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61.6%乳劑為常見藥劑。

三福林 trifluralin
化 學 類 別 ：Dinitroanil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9, Elanco (已併入 Dow，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8, Treflan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甘藍、結球白菜、柑桔、甘蔗、茶園、落
花生園萌前。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4.5%乳劑、25%粒劑，均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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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草 chlorthal-dimethyl (DCPA)
化 學 類 別 ：Benzo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0, Diamond Alkali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2, Dacthal
登 記 作 物 ：水稻秧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5%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大芬滅 diphenamid
化 學 類 別 ：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0, Eli Lilly and Upjohn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
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3, Enide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甘藍園、蕃茄園、菸草苗床、菸草本圃、
菸草定植。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巴拉刈 paraquat
化 學 類 別 ：Bipyridyliu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葉面萌後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干擾植物光合作用
中 PSI 系統之電子傳遞，同時形成自由基，破壞細
胞膜系完整性。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8, ICI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8, Gramoxone
登 記 作 物 ：水稻耕犁前、茶園、柑桔、甘蔗。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4%溶液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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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達寧 butralin
化 學 類 別 ：Dinitroanil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1, Amchem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Tamex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西瓜園、菸草腋芽抑制。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6.5%乳劑為常見藥劑，47.4%乳劑次之。

可滅蹤 clomazone
化

學

類

別 ：Isoxazolid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或早期萌後施用之色素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
細胞內葉綠素、類胡蘿蔔素之生成。由根吸收之藥
劑可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FMC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0, Command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6.7%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左旋莫多草 s-metola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96, Novartis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0, Dual Gold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7.3%乳劑為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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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汰草 pyridate
化

學

類

別 ：Phenylpyridaz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阻斷光合作用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之轉換，降低光合作用效
率。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6, Chemie Linz AG of Austria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6, Lentagran, Tough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5%乳劑，未上市。

必芬諾 bifenox
化

學

類

別 ：Diphenylether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幼苗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
成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
活化氧，破壞細胞膜引起細胞質滲漏。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0, Mobil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Modown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1%乳劑為常見藥劑，5%粒劑、7%粒劑次之。

本達隆 bentazon
化

學

類

別 ：Benzothiadiaz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阻斷光合作用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降低光合作用效率。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8, BASF (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Basagran
登 記 作 物 ：水稻秧田插秧前、水稻本田中期、水稻濕田直播、
水稻中間作直播、移植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4.1%溶液為常見藥劑，7.3%粒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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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合氯氟 haloxyfop-R-methyl
化 學 類 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1,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7, Gallant
登 記 作 物 ：水田畦畔、大豆園、茶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6%乳劑為常見藥劑，25.7%乳劑未上市。

甲基砷酸鈉 monosodium methane arsonate (MSMA)
化 學 類 別 ：Organoarsenical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萌後施用型除草劑。干擾植體內糖之代謝。
主要隨光合產物經韌皮部作局部轉運。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6, Ansul, Fermenta and Vineland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2, Daconate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草皮。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5.2%溶液及 45%溶液均為非常見藥劑。

伏寄普 fluazifop-P-butyl
化 學 類 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0, Ishihara Sangyo Kaisha (石原)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3, Onecide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蒜園、洋蔥園、甘藍園、蕃茄園、西瓜
園、鳳梨園、茶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7.5%乳劑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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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速隆 flazasulfuron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8, Ishihara Sangyo Kaisha (石原)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8, SL-160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葡萄園、草皮、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可濕性粉劑及 25%水分散性粒劑均為非常見藥
劑。

百速隆 pyrazosulfuron-ethyl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Nissan (日產)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1, Sirius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草皮雜草。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可濕性粉劑為常見藥劑，10%片劑次之。

西速隆 cinosulfuron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5,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7, Setoff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0%水分散性粒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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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殺草 sethoxydim
化 學 類 別 ：Cyclohexanediones (DI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8, Nippon Soda (日本曹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7, Nabu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0%乳劑及 12.5%乳劑均為非常見藥劑。

克草 bromacil
化 學 類 別 ：Uracil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2, DuPont (杜邦)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0, Hyvar-X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鳳梨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0%可濕性粉劑為常見藥劑。

免速隆 bensulfuron-methyl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DuPont (杜邦)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8, Londa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可濕性粉劑及 10%片劑均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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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伏草 quizalofop-P-ethyl
化 學 類 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9, Nissan (日產)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6, Targa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大豆園、西瓜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乳劑為常見藥劑。

快克草 quinclorac
化

學

類

別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莖葉萌後施用之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之
作用類似吲哚乙酸，吸收之藥劑可由根及葉片轉移
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4, BASF (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0, Face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草皮雜草。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2%水懸劑及 50%可濕性粉劑均為非常見藥劑。

汰草滅 dimethanamid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8,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0, Frontier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甘藍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9%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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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草龍 daimuron
化

學

類

別 ：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葉面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膜。吸
收之藥劑可由根及芽吸收，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1, SDS Biotech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5, Showrone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9%粒劑為非常見藥劑。

汰硫草 dithiopyr
化

學

類

別 ：Pyrid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7, Monsanto (孟山都)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4, Dimension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草皮。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2%乳劑為非常見藥劑，0.3%粒劑，未上市。

亞汰草 alloxydim
化

學

類

別 ：Cyclohexanediones (DI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7, Nippon Soda (日本曹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5, Kusagard
登 記 作 物 ：無。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5%可溶性粉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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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速隆 ethoxysulfuron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93, Hoechst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0, Sunrice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5%水分散性粒劑為非常見藥劑。

亞速爛 asulam
化 學 類 別 ：Carbamat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施用之除草劑，抑制 DHP (dihydropteroate)
synthase 活性，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可由莖、
葉吸收後，轉移至其他部位。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8, May and Baker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3, Asulox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茶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7%溶液，未上市。

亞喜芬 acifluorfen-sodium
化 學 類 別 ：Diphenylether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幼苗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
成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
活化氧，破壞細胞膜引起細胞質滲漏。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5, Rohm & Hass and Mobil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9, Blazer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0.1%溶液為非常見藥劑。

80 農田雜草與除草劑要覽

依速隆 imazosulfuron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9, Takeda (武田)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5, Takeoff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草皮。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水懸劑為非常見藥劑。

依滅草 imazapyr
化 學 類 別 ：Imidazol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1, American Cyanamid (已併入 BASF，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8, Arsenal
登 記 作 物 ：新墾或休閒地蔗園多年生禾本科草、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3.1%溶液為非常見藥劑。

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化 學 類 別 ：Phosphorylated amino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為氮代謝抑制劑，
降低 glutamine synthetase 酵素活性，引起代謝過程
所需之胺基酸缺乏，及植體內發生氨累積之毒害。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1, Hoechst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1, Basta
登 記 作 物 ：甘藍園、西瓜園、洋香瓜園、甜椒園、胡瓜園、柑
桔園、梨園、香蕉園、葡萄園、木瓜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3.5%溶液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18.02%溶液次
之，5.66%溶液未上市。

除草劑特性及應用 81

拉草 ala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7, Monsanto (孟山都)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9, Lasso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大豆園、甘藍園、蕃茄園、花椰菜園、
甘蔗。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5.1%乳劑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10%粒劑未上
市。

拔敵草 butylate
化 學 類 別 ：Thiocarbamate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脂質合成，
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
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9, Stauffer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8, Sutan
登 記 作 物 ：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7.3%乳劑，未上市。

欣克草 thenyl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9, Tokuyama Soda (德山曹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5, Thenylchlor
登 記 作 物 ：無。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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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殺草 fenoxaprop-P-ethyl
化 學 類 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Hoechst (已併入 Bayer ，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9, Whip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2.5%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剋草同 clethodim
化 學 類 別 ：Cyclohexanediones (DI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5, Chevron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5, Select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3.2%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施得圃 pendimethalin
化 學 類 別 ：Dinitroanil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2, American Cyanamid (已併入 BASF，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Stomp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落花生園、大豆園、甘藷園、蒜
園、甘藍園、蕃茄園、洋蔥園、蘿蔔園、毛豆園、
菸草本圃、菸草腋芽抑制。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4%乳劑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5%粒劑、38.7%
膠囊懸著劑、75%可濕性粉劑均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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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丙酸 flupropanate
化 學 類 別 ：Chlorocarbon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或早期萌後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
重位置結合，抑制脂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
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7, Sankyo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2, Frenock
登 記 作 物 ：造林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粒劑為非常見藥劑。

氟氯比 fluroxypyr
化 學 類 別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之
作用類似吲哚乙酸，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7, Starane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9.64%乳劑為常見藥劑。

倍尼芬 benefin(benfluralin)
化

學

類

別 ：Dinitroanil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6, Elanco (已併入 Dow，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0, Balan
登 記 作 物 ：菸草、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9.4%乳劑為非常見藥劑，2.5%粒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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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芬定 azafenidin
化 學 類 別 ：Triazol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成
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活
化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93, DuPont (杜邦)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8, DPX-R6447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0%水分散性粒劑，未上市。

草殺淨 ametryn
化 學 類 別 ：Triaz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4, CIBA- 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1, Gesapax
登 記 作 物 ：蓮霧園、甘蔗。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5%乳劑，80%可濕性粉劑均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
劑。

草脫淨 atrazine
化 學 類 別 ：Triaz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9, CIBA- 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3, Primatol-A
登 記 作 物 ：鳳梨園、蔗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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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滅淨 simazine
化 學 類 別 ：Triaz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6,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8, CAT
登 記 作 物 ：蔗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除草寧 propanil
化

學

類

別 ：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干擾光合作用 PSII 系統
中之電子傳遞。避免於極端溫度下使用，與有機磷
殺蟲劑及液態肥料混合噴施，易產生藥害。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9, Rohm & Hass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6, Stam F-34
登 記 作 物 ：水稻秧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5%乳劑，未上市。

得拉本 dalapon
化 學 類 別 ：Chlorocarbon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噴施防治禾本科雜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
置結合，抑制脂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3,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8, Dowpon
登 記 作 物 ：新墾或休閒地蔗園多年生禾本科草、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5%可溶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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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殺草 tepraloxydim
化 學 類 別 ：Cyclohexanediones (DI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BASF (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2, Aramo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3%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殺丹 benthiocarb(thiobencarb)
化 學 類 別 ：Thiocarbamate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脂質合成，
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
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5, Kumiai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1, Saturn
登 記 作 物 ：水稻直播田、水稻中間作直播、水稻本田插秧後、
水稻旱田直播、水稻濕田直播、水稻中間作直播插
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粒劑為常見藥劑，50%乳劑次之，30%乳劑、30%
溶液未上市。

理有龍 linuron
化 學 類 別 ：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0, DuPont and Hoechst (Hoechst 已併入 Bayer)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8, Afalon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大豆園、蘆筍苗園、茶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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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克草 clopyralid
化

學

類

別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莖葉萌後施用之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在植體內之
作用類似吲哚乙酸，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5, Dow (道禮)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8, Lontrel
登 記 作 物 ：甘藍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4.3%溶液，未上市。

畢拉草 bialaphos(bilanaphos)
化

學

類

別 ：Phosphinic acid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為氮代謝抑制劑，
降低 glutamine synthetase 酵素活性，引起代謝過程
所需之胺基酸缺乏，及植體內發生氨累積之毒害。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8, Meiji Seika Kaisha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5, Herbiace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0%可溶性粉劑，未上市。

莫多草 metola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4,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8, Dual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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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祿芬 oxyfluorfen
化

學

類

別 ：Diphenylether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幼苗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
成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
活化氧，破壞細胞膜引起細胞質滲漏。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4, Rohm & Hass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9, Goal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蒜園、甘藍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3.5%乳劑為常見藥劑，23%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斯美地 metam-sodium
化

學

類

別 ：Dithiocarbamate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兼具殺菌、殺草及殺線蟲等功能之土壤消毒劑，可
控制萌發中之雜草種子。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1, Stauffer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9, Vapam
登 記 作 物 ：菸草苗床。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2.7%溶液為非常見藥劑。

普拉草 pretila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
結合，抑制蛋白質合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
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2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6, Rifi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粒劑為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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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拔草 propaquizafop
化

學

類

別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7, MAAG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4, Agil
登 記 作 物 ：甜椒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9.7%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普芬草 pyrazoxyfen
化

學

類

別 ：Pyrazol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或早期萌後施用之色素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
細胞內葉綠素、類胡蘿蔔素之生成。由根吸收之藥
劑可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4, Ishihara Sangyo Kaisha (石原)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5, Paicer
登 記 作 物 ：無。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無。

菲殺淨 hexazinone
化

學

類

別 ：Triaz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化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
胞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2, DuPont (杜邦)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5, Velpar
登 記 作 物 ：鳳梨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90%可溶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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鈉得爛 naptalam
化

學

類

別 ：Phthalamat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葉面施用後會累積在分生組織，控制一年生
禾草及闊葉草。殺草作用與抑制吲哚乙酸在植體內
的運轉有關。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49, Uniroyal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9, Alanap
登 記 作 物 ：胡瓜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3.7%溶液為非常見藥劑。

愛速隆 isouron
化

學

類

別 ：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9, Shionogi (鹽野義)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80, Isolox
登 記 作 物 ：鳳梨園、蔗園、桑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滅必淨 metribuzin
化

學

類

別 ：Triazino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8, Bayer (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4, Sencor
登 記 作 物 ：蔗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0%可濕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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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芬草 mefenacet
化 學 類 別 ：Oxy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蛋白質合
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
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8, Bayer and Nihon Tokusho Nohyaku Seizo KK.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6, Hinochloa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0%片劑為非常見藥劑，3.5%粒劑未上市。

滅草胺 metazachlor
化 學 類 別 ：Chloro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蛋白質合
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
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6, BASF (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4, Butisan S
登 記 作 物 ：甘藷園、甘藍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3.1%水懸劑為非常見藥劑。

滅落脫 napropamide
化 學 類 別 ：Acetamid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蛋白質合
成，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
點吸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9, Stauffer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4, Devrinol
登 記 作 物 ：甘藍園、草皮。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水分散性粒劑為非常見藥劑，50%可濕性粉劑
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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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蘇民 aziprotryne
化 學 類 別 ：Triaz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7,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2, Mesoranil
登 記 作 物 ：甘藍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達有龍 diuron
化 學 類 別 ：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 PSII
系統中電子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
膜。根及芽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1, DuPont (杜邦)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3, Karmex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鳳梨園、蔗園、茶園、亞麻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0%可濕性粉劑為常見藥劑，40%水懸劑、80%可
濕性粉劑未上市。

嘉磷塞(三甲基硫鹽)(glyphosate-trimesium)
(農委會 85 年公告刪除普通名稱為「硫復松(sulfosate)」之農藥，硫復
松之有效成分屬嘉磷塞三甲基鹽類)
化 學 類 別 ：Glyc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葉面萌後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制劑植物細胞
內 EPSPS 酵素活性，阻斷苯丙氨酸、酪氨酸及色氨
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5, ICI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96, Banish(13.1% S), Touchdown(40.8% S)
登 記 作 物 ：葡萄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3.1%溶液為非常見藥劑，40.8%溶液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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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磷塞 glyphosate
化

學

類

別 ：Glyc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葉面萌後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制劑植物細
胞內 EPSPS 酵素活性，阻斷苯丙氨酸、酪氨酸及
色氨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
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2, Monsanto (孟山都)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3, Roundup
登 記 作 物 ：嘉磷塞(胺鹽)glyphosate-ammonium－
柑桔園、非耕地
嘉磷塞(異丙胺鹽)glyphosate-isopropylammonium－
水稻耕犁前、水田畦畔、柑桔園、鳳梨園畦畔、香
蕉園、梨園、葡萄園、檬果園、荔枝園、梅園、枇
杷園、蕃石榴園、桃樹園、新墾或休閒地蔗園多年
生禾本科草、茶園、水生雜草、非耕地、玫瑰花盆
花。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1%異丙胺鹽溶液為用量頗多之主要藥劑，41%胺
鹽溶液及 74.7%胺鹽水溶性粒劑均為非常見藥劑，
1%異丙胺鹽其他液劑、15.1%異丙胺鹽溶液、20.6%
異丙胺鹽溶液未上市。

撲奪草 metobromuron
化

學

類

別 ：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早期萌後施用之光合作用抑制劑，干擾電子
傳遞及光能轉換，產生自由基攻擊細胞膜。根及芽
吸收之藥劑可經由木質部向上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4, Ciba-Geigy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Patoran
登 記 作 物 ：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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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滅草 oxadiazon
化 學 類 別 ：Oxadiazol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或幼苗施用之接觸型除草劑，抑制與葉綠素生
成有關之 PPO 酵素活性，導致 Proto IX 累積，產生
活化氧，破壞細胞膜引起細胞質滲漏。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9, Rhone-Poulene (已併入 Bayer，拜耳)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2, Ronstar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水稻本田插秧後、落花生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粒劑為常見藥劑，12%乳劑、25%乳劑均為非常
見藥劑。

稻得壯 molinate
化 學 類 別 ：Thiocarbamate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前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控制一年生禾草及闊葉
草。與 acetyl CoA 等多重位置結合，抑制脂質合成，
干擾細胞正常發育。藥劑由萌發之幼芽及生長點吸
收後，經木質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64, Stauffer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67, Ordra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2.31%乳劑為非常見藥劑。

撻乃安 dinitramine
別 ：Dinitroaniline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土壤施用型除草劑，抑制微管聚合，干擾與細胞分
裂有關之微管形成，產生橫向擴張之多核細胞。由
萌發中之幼芽及幼根吸收，再局部轉移。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3, US Borax & Chemical (已併入 Wacker, GmbH)
化

學

類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6, Cobex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5%乳劑為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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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殺草 cycloxydim
化

學

類

別 ：Cyclohexanediones (DIM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脂肪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CCase 酵素活性，破壞細胞膜系完整性，吸收
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83, BASF (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3, Focus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西瓜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9%乳劑為非常見藥劑，21%乳劑未上市。

環磺隆 cyclosulfamuron
化

學

類

別 ：Sulfonylureas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萌後葉面施用之胺基酸合成抑制劑，抑制植物細胞
內 ALS 酵素活性，阻斷纈胺酸、白胺酸、異白胺酸
支鏈胺基酸之生成，吸收之藥劑可由葉片轉移至生
長點。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76, American Cyanamid (已併入 BASF，巴斯夫)
通過日期及廠牌 ：2003, Inves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可濕性粉劑為非常見藥劑。

邁隆 dazomet
化

學

類

別 ：Dithiocarbamate

作用機制及施用方法 ：兼具殺菌、殺草及殺線蟲等功能之土壤消毒劑，可
控制萌發中之雜草種子。
原開發廠商及年代 ：1958, Stauffer (已併入 Syngenta，先正達)
通過日期及廠牌 ：1978, Basamid
登 記 作 物 ：菸草苗床。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5%可濕性粉劑、98%粒劑均為非常見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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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劑(依照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丁拉免速隆 buta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9, Machete + Londa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583%粒劑為用量最多之混合劑。

丁拉殺丹 butachlor + benthiocarb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掃除丹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丁拉芬諾 butachlor + bifenox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Butachlor-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6.5%粒劑為常見混合劑，7%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丁拉克普草 butachlor + clomeprop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9, Yukahope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33%粒劑，未上市。

丁拉汰草 butachlor + dymr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9, Butachlor-K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丁拉依速隆 butachlor + imazosulfur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6, Machete + Takeoff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7%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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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拉萘普 butachlor + naproazilid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O-Za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0.5%粒劑，未上市。

丁拉樂滅草 butachlor + oxadiaz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Delcu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0%乳劑為常見混合劑，4%粒劑次之。

丁拉復祿芬 butachlor + oxyfluorfe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Goal-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25%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丁拉百速隆 butachlor + pyrazosulfuron-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3, Machete + Sirius
登 記 作 物 ：水稻秧田、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濕田直播、中間
作直播。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2.57%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丁拉普芬草 butachlor + pyrazoxyfe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SL-530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丁拉氯比 butachlor + triclopyr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Garlon-B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5%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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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氯達龍 dichlobenil + Diur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Cutter
登 記 作 物 ：杜鵑花苗圃。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粒劑，未上市。

三地芬速隆 bensulfuron-emthyl + tridipha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0, Londax + Tande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1%粒劑，未上市。

大芬淨 diphenamid + simazi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7, Enide-S
登 記 作 物 ：菸草本圃。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5%乳劑、50%可濕性粉劑，均未上市。

巴達刈 paraquat + diur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Tota-Col
登 記 作 物 ：水稻休閒田、柑桔園、香蕉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2.5%水懸劑、33.6%水懸劑、60%可濕性粉劑均為
非常見混合劑。

本達亞喜芬 bentazon + acifluorfe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9, Galaxy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中期處理。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7%溶液為非常見混合劑。

本達快克草 bentazon + quinclorac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0, Bace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中期處理。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4.7%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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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芬普拉草 bifenox + alachlor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Rifit-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2%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必汰草脫淨 pyridate + atrazi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7, Lentagran + Primatol-A
登 記 作 物 ：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5%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汰硫免速隆 dithiopyr + bens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4, Lentagran + Londa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0.4%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佈殺丹 prometryne + benthiocarb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Saturn-P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5%乳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免速普拉草 bensulfuron-methyl + pretilachlor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3, Solde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8%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免速克草 bensulfuron-methyl + quincloraz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1, Loncet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1.8%可濕性粉劑、55%可濕性粉劑，均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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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克免速隆 thenyl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2005, Kusamets
登 記 作 物 ：水稻移植本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6%水懸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施圃草脫淨 pendimethalin + atrazi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0, Stompcorn
登 記 作 物 ：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殺丹免速隆 benthiocarb + bens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5, Saturn + Londa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5.1%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殺克丹 benthiocarb + fluothiur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Saturn-K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粒劑，未上市。

得速爛 asulam + dalapo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Target
登 記 作 物 ：水稻休閒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63%可溶性粉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莫多草淨 metolachlor + atrazi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Primextra
登 記 作 物 ：玉米園、蔗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6.3%水懸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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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抑草 methoxyphenone + bensulid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Kayalite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及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1%粒劑，未上市。

普拉萘普 pretilachlor + naproanilid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6, Rifit + Devrinol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市售產品 9%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達有淨 diuron + hexazinon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Velpar K4
登 記 作 物 ：蔗園、鳳梨園、大豆園、玉米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60%可濕性粉劑，未上市。

溴芬諾 bromobutide + bifenox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bromobutide + bifenox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粒劑，未上市。

滅達殺 bentazone + benthiocarb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Basagran-S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17.65%粒劑，未上市。

滅芬免速隆 mefenacet + ben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6, Zark 13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63%粒劑為常見混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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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落殺 piperophos + dimethametryn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4, Avirosan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後。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3%粒劑，未上市。

嘉磷二四地溶液 glyphosate + 2, 4-D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7, Roundup + 2, 4-D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0.7%溶液，未上市。

嘉磷氟氯比溶液 glyphosate + fluroxypyr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91, Roundup + Starane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非耕地。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3%溶液為常見混合劑。

撲多草 metobromuron + metolachlor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Galex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玉米園、大豆園。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46.7%乳劑，未上市。

稻得免速隆 molinate + benulfuron-methyl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2002, Ordram + Londax
登 記 作 物 ：水田畦畔。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7.19%粒劑為非常見混合劑。

樂滅壯 oxadiazon + molinat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76, Ronstar-M
登 記 作 物 ：水稻本田插秧前。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37%乳劑，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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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得拉本 sodium dichloropropionate + magnisium dichloropropionate
原開發年代及廠牌 ：1985, Dowpon M
登

記

作

物 ：新墾或休閒地蔗園多年生禾本科雜草。

劑 型 及 普 遍 性 ：84.5%可溶性粉劑，未上市。

田間立即混合藥劑(依照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得拉本(dalapon)85%可濕性粉劑＋
二、四－地(2,4-D)鈉鹽 80%可溶性粉劑
登 記 作 物 ：蔗園萌後施用。
必芬諾(bifenox)21%乳劑＋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萌後施用。
甲基合氯氟(haloxyfop-methyl)10.6%乳劑＋
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
登 記 作 物 ：茶園萌後施用。
甲基合氯氟(haloxyfop-methyl)10.6%乳劑＋
氟氯比(fluroxypyr)29.64%乳劑
登 記 作 物 ：柑桔園萌後施用。
本達亞喜芬(bentazon+acifluorfen)37%溶液＋
環殺草(cycloxydim)10.9%乳劑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施用。
拉草(alachlor)43%乳劑＋草脫淨(atrazine)50%可濕性粉劑
登 記 作 物 ：蔗園萌後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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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得圃(pendimethalin)34%乳劑＋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
登 記 作 物 ：豌豆園萌前施用。
草殺淨(ametryn)80%可濕性粉劑＋二、四－地(2,4-D)鈉鹽 80%可
溶性粉劑
登 記 作 物 ：蔗園萌後施用。
理有龍(linuron)50%可濕性粉劑＋拉草(alachlor)45.1%乳劑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萌前施用。
復祿芬(oxyfuorfen)23.5%乳劑＋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
登 記 作 物 ：茶園萌後施用。
復祿芬(oxyfuorfen)23.5%乳劑＋草脫淨(atrazine)50%可濕性粉劑
登 記 作 物 ：蔗園萌後施用。
滅必淨(metribuzin)70%可濕性粉劑＋二、四－地(2,4-D)鈉鹽 80%
可溶性粉劑
登 記 作 物 ：蔗園萌後施用。
樂滅草(oxadiazon)25%乳劑＋巴拉刈(paraquat)24%溶液
登 記 作 物 ：大豆園萌前施用。
環殺草(cycloxydim)10.9%乳劑＋本達隆(bentazon)44.1%溶液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萌後施用。
環殺草(cycloxydim)10.9%乳劑＋亞喜芬(acifluorfen)20.1%溶液
登 記 作 物 ：落花生園萌後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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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重要雜草簡介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薺 ....................................... 109

菁芳草 .............................. 128

小葉碎米薺 ..................... 110

鵝兒腸 .............................. 129

廣東葶藶 .......................... 111
山芥菜 .............................. 112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禾本科 Gramineae
看麥娘 .............................. 130
蒺藜草 .............................. 131

水莧菜 .............................. 113

狗牙根 .............................. 132

多花水莧菜 ..................... 114

龍爪茅 .............................. 133

印度水猪母乳 ................. 115

馬唐................................... 134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鐵莧菜 .............................. 116
飛揚草 ............................... 117

芒稷................................... 135
稗草................................... 136
牛筋草 .............................. 137
鯽魚草 .............................. 138

紫斑大戟 .......................... 118

畔茅................................... 139

紅乳草 ............................... 119

大黍................................... 140

小返魂 .............................. 120

舖地黍 ............................... 141

瓜科 Cucurbitaceae
短果苦瓜 .......................... 121

玄參科 Scrophulariaceae
定經草 .............................. 122
泥花草 .............................. 123
藍猪耳 .............................. 124
母草 .................................. 125
通泉草 .............................. 126
野甘草 .............................. 127

兩耳草 .............................. 142
雙穗雀稗 .......................... 143
圓果雀稗 .......................... 144
早熟禾 .............................. 145
狗尾草 .............................. 146

豆科 Leguminosae
含羞草 .............................. 147

車前草科 Plantaginaceae
大車前草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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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莎草科 Cyperaceae

布袋蓮 .............................. 149

雲林莞草 .......................... 165

鴨舌草 .............................. 150

球花蒿草 .......................... 166

柳葉菜科 Onagraceae
細葉水丁香 ..................... 151
水丁香 .............................. 152

茄科 Solanaceae
燈籠草 .............................. 153
光果龍葵 .......................... 154

桑科 Moraceae
葎草 .................................. 155

馬齒莧科 Portulacaceae
馬齒莧 .............................. 156

茜草科 Rubiaceae
繖花龍吐珠 ..................... 157
雞屎藤 .............................. 158
闊葉鴨舌癀舅 ................. 159

密穗桔梗科 Sphenocleaceae
尖瓣花 .............................. 160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碎米莎草 .......................... 167
香附子 .............................. 168
木虱草 .............................. 169
短葉水蜈蚣 ..................... 170
螢藺................................... 171
斷節莎 .............................. 172

莧科 Amaranthaceae
節節花 .............................. 173
滿天星 .............................. 174
凹葉野莧菜 ..................... 175
青莧................................... 176
刺莧................................... 177
野莧................................... 178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倒地鈴 .............................. 179

菊科 Compositae
藿香薊 .............................. 180
紫花藿香薊 ..................... 181
掃帚菊 .............................. 182

白花牽牛 .......................... 161

白花鬼針 .......................... 183

碗仔花 .............................. 162

小白花鬼針 ..................... 184

野牽牛 .............................. 163

大花咸豐草 ....................... 185

紅花野牽牛 ..................... 164

石胡荽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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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假蓬 .......................... 187
加拿大蓬 .......................... 188
野茼蒿 .............................. 189
昭和草 .............................. 190
鱧腸 .................................. 191
紫背草 .............................. 192
鼠麴草 .............................. 193
鼠麴舅 .............................. 194
泥湖菜 .............................. 195
兔兒菜 .............................. 196
小花蔓澤蘭 ..................... 197
翼莖闊苞菊 ..................... 198
假吐金菊 ........................... 199
長柄菊 .............................. 200
一枝香 .............................. 201
黃鵪菜 .............................. 202

蓼科 Polygonaceae
火炭母草 ..........................
早苗蓼 ..............................
扛板歸 ..............................
節花路蓼 ..........................
連明子 ..............................

207
208
209
210
211

澤瀉科 Alismataceae
瓜皮草 .............................. 212
野茨菰 .............................. 213

鴨拓草科 Commelinaceae
竹仔菜 .............................. 214

錦葵科 Malvaceae
賽葵................................... 215
金午時花 .......................... 216

蕁麻科 Urticaceae
小葉冷水麻 ..................... 217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酢漿草 ............................... 203
紫花酢漿草 ....................... 204

落葵科 Basellaceae
落葵 .................................. 205

葡萄科 Vitaceae
虎葛 .................................. 206

爵床科 Acanthaceae
華九頭獅子草 ................. 218

繖形科 Umbelliferae
雷公根 .............................. 219
天胡荽 .............................. 220

藜科 Chenopodiaceae
小葉灰藋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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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Cruciferae)
shepherd's purse

110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Cruciferae)
flexuous bittercress

111

Rorippa cantoniensis (Lour.) Ohwi

(Cruciferae)
Chinese yellowcress

112

Rorippa indica (L.) Hiern

(Cruciferae)
variable-leaf yellowcress

113

Ammannia baccifera L.

(Lythraceae)
monarch redstem

114

Ammannia multiflora Roxb.

(Lythraceae)

115

Rotala indica (Willd) Koehne var. uliginosa (Miq.) Koehne

(Lythraceae)
Indian toothcup

116

Acalypha australis L.

(Euphorbiaceae)
threeseeded copperleaf

117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

Euphorbia hirta L.)

(Euphorbiaceae)
garden spurge

118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

Euphorbia hyssopifolia L.)

(Euphorbiaceae)
hyssopleaf sandmat

119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

Euphorbia thymifolia L.)

(Euphorbiaceae)
red caustic creeper

120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 & Thonn.

(Euphorbiaceae)
niruri

121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Cucurbitaceae)
balsam pear

122

Lindernia anagallis (Burm. f.) Pennell

(Scrophulariaceae)
heart vandellia

123

Lindernia antipoda (L.) Alston

(Scrophulariaceae)
sparrow false pimpernel

124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Scrophulariaceae)
Malaysiam false pimpernel

125

Lindernia procumbens (Krock.) Borbas
(

L. pyxidaria All.)

(Scrophulariaceae)
prostrate false pimpernel

126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

M. japonicus (Thunb.) O. Kuntze.)

(Scrophulariaceae)
Japanese mazus

127

Scoparia dulcis L.

(Scrophulariacea)
goatweed

128

Drymaria diandra Bl.

(Caryophyllaceae)
tropical chickweed

129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Caryophyllaceae)
water starwort

130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amurensis (Komar.) Ohwi

(Gramineae)
water foxtail

131

Cenchrus echinatus L.

(Gramineae)
southern sandbur

132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Gramineae)
Bermuda grass, dog tooth grass

133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Gramineae)
crowfootgrass

134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Gramineae)
large crabgrass

135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Gramineae)
junglerice

136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Gramineae)
barnyardgrass

137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Gramineae)
goosegrass

138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Gramineae)
feather lovegrass

139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Gramineae)
Chinese sprangletop

140

Panicum maximum Jacq.

(Gramineae)
Guinea grass

141

Panicum repens L.

(Gramineae)
torpedograss

142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Gramineae)
sour grass , sour paspalum

143

Paspalum distichum L.

(Gramineae)
knotgrass

144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Gramineae)
ricegrass paspalum

145

Poa annua L.

(Gramineae)
annual bluegrass

146

Setaria viridis (L.) P. Beauv.

(Gramineae)
green foxtail

147

Mimosa pudica L.

(Leguminosae)
sensitive plant

148

Plantago major L.

(Plantaginaceae)
common plantain, broadleaf plantain

149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 Pontederiaceae)
water hyacinth

150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 f.) Presl

(Pontederiaceae)
pickerelweed

151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Ludwigia

(Onagraceae)
water primrose

152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Onagraceae)
false primrose, primrose willow

153

Physalis angulata L.

(Solanaceae)
cutleaf groundcherry

154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Solanaceae)
American black nightshade

(S. nigrum)

155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Moraceae)
Japanese hop

156

Portulaca oleracea L.

(Portulacaceae)
common purslane

157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Rubiaceae)
old world diamond flower

158

Paederia foetida L.
(

P. scandens (Lour.) Merr.)

(Rubiaceae)
Chinese fevervine, skunk-vine

159

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

(Rubiaceae)
ovalleaf false buttonweed

160

Sphenoclea zeylanica Gaertn.

(Sphenocleaceae)
goosegrass

161

Ipomoea biflora (L.) Persoon

(Convolvulaceae)
white woodrose

162

Ipomoea hederaceae (L.) Jacq.

(Convolvulaceae)
ivyleaf morning-glory

163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Convolvulaceae)
obscure morning-glory

164

Ipomoea triloba L.

(Convolvulaceae)
threelobe morning-glory

165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F. Schmidt) T. Koyama
(

Scirpus maritimus L., Schoenoplectus maritimus (L.) Lye, B. maritimus (L.) Palla )

(Cyperaceae)
sea club-rush

166

Cyperus difformis L.

(Cyperaceae)
smallflower umbrella sedge

167

Cyperus iria L.

(Cyperaceae)
rice flatsedge

168

Cyperus rotundus L.

(Cyperaceae)
purple nutsedge

20

169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Gaudich.

(Cyperaceae)
globe fringerush

170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Cyperaceae)
green kyllinga

171

Schoenoplectus juncoides (Roxb.) Palla
(

Scirpus juncoides Roxb. )

(Cyperaceae)
rock bulrush

172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Cyperaceae)
calingale, joint flatsedge, yellow nutsedge

173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R. Brown

(Amaranthaceae)
common joyweed, narrow-leaved alternanthera

174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Amaranthaceae)
sessile joyweed

175

Amaranthus lividus L.

(Amaranthaceae)
emarginate amaranth

176

Amaranthus patulus Bert.

(Amaranthaceae)

177

Amaranthus spinosus L.

(Amaranthaceae)
spiny amaranth

178

Amaranthus viridis L.

(Amaranthaceae)
slender amaranth

179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Sapindaceae)
balloonvine

180

Ageratum conyzoides L.

(Compositae)
tropic ageratum

181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Compositae)
Mexican ageratum

182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Compositae)
annual self-marsh aster

183

Bidens pilosa L.

(Compositae)
Spanish needles

184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Compositae)
blackjack

185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Compositae)
hairy beggar's ticks

1000

186

Centipeda minima (L.) A. Braun & Ascherson

(Compositae)
spreeding sneezeweed

187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
(

Erigeron bonariense L., E. linifolius Willd.)

(Compositae)
hairy fleabane

188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

Erigeron canadensis L.)

(Compositae)
horseweed

189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Compositae)
tall fleabane

190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Compositae)
fireweed

191

Eclipta prostrata (L.) L.

(Compositae)
eclipta

192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Compositae)
lilac tasselflower

193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 affine (D. Don) Koster
(

(Compositae)
jersey cudweed

G. affine D. Don)

194

Gnaphalium purpureum L.

(Compositae)
purple cudweed

195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Bunge

(Compositae)
lyrate hemistepta

196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Compositae)
rabbit milkweed

197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Compositae)
mile-a-minute weed

20

198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era

(Compositae)
wingstem camphorweed

199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own ex Less.

(Compositae)
dwarf jo-jo weed

200

Tridax procumbens L.

(Compositae)
coat buttons

201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Compositae)
little ironweed

202

Youngia japonica (L.) DC.

(Compositae)
Asiatic hawksbeard

203

Oxalis corniculata L.

(Oxalidaceae)
creeping woodsorrel

204

Oxalis corymbosa DC.

(Oxalidaceae)
violet woodsorrel

205

Basella alba L.

(Basellaceae)
Indian spinach

206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 Vitaceae)
bushkiller

207

Polygonum chinense L.

(Polygonaceae)
Chinese knotweed

208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Polygonaceae)
pale smartweed

209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Polygonaceae)
tearthumb

210

Polygonum plebeium R. Brown

(Polygonaceae)
small knotweed

211

Rumex maritimus L.

(Polygonaceae)
golden dock

212

Sagittaria pygmea Miq.

(Alismataceae
pygmy arrowhead

213

Sagittaria trifolia L.

(Alismataceae)
arrowhead

214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Commelinaceae)
creeping dayflower

215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Malvaceae)
prickly malvastrum

216

Sida rhombifolia L.

(Malvaceae)
arrowleaf sida

217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Urticaceae)
rock weed

218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Acanthaceae)
Chinese foldwing

219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Umbelliferae)
asiatic pennywort

220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Umbelliferae)
lawn pennywort

221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

Chenopodium filifolium Sm.)

(Chenopodiaceae)
figleaved goose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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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常用除草劑特性
普通名稱(化學類別)

防 治 效 果
施 藥
選擇性
時 期
闊葉草 禾 草

丁基拉草 butachlor
(Chloroacetam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丁基賽伏草 cyhalofop-butyl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二、四－地 2, 4-D
(Phenoxycarboxylic acids)

萌後

有

佳

差

短

三氯比 triclopyr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巴拉刈 paraquat
(Bipyridyliums)

萌後

無

佳

佳

無

比達寧 butralin
(Dinitroanilin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可滅蹤 clomazone
(Isoxazolidinon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左旋莫多草 s-metolachlor
(Chloroacetam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必芬諾 bifenox
(Diphenylether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本達隆 bentazon
(Benzothiadiazinone)

萌後

有

佳

差

短

甲基合氯氟 haloxyfop-R-methyl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甲基砷酸鈉 monosodium methane arsonate
(MSMA) (Organoarsenicals )

萌後

有

差

佳

長

伏寄普 fluazifop-P-butyl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伏速隆 flazasulfuron
(Sulfonylurea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百速隆 pyrazosulfuron-ethyl
(Sulfonylurea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土 壤
殘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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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化學類別)

防 治 效 果
施 藥
選擇性
時 期
闊葉草 禾 草

西殺草 sethoxydim
(Cyclohexanediones; DIM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克草 bromacil
(Uracils)

萌前

有

佳

佳

長

免速隆 bensulfuron-methyl
(Sulfonylurea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快伏草 quizalofop-P-ethyl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快克草 quinclorac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

萌後

有

佳

佳

中

亞速隆 ethoxysulfuron
(Sulfonylurea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亞喜芬 acifluorfen
(Diphenylether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依速隆 imazosulfuron
(Sulfonylurea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依滅草 imazapyr
(Imidazolinones)

萌後

無

佳

佳

長

固殺草 glufosinate-ammonium
(Phosphinic acids)

萌後

無

佳

佳

短

拉草 alachlor
(Chloroacetam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芬殺草 fenoxaprop-P-ethyl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剋草同 clethodim
(Cyclohexanediones; DIM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施得圃 pendimethalin
(Dinitroanilin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氟丙酸 flupropanate
(Chlorocarbonic acid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氟氯比 fluroxypyr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萌後

有

佳

差

中

倍尼芬 benefin
(Dinitroanilin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土 壤
殘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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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名稱(化學類別)

防 治 效 果
施 藥
選擇性
時 期
闊葉草 禾 草

草殺淨 ametryn
(Triazines)

萌前

有

佳

佳

長

草脫淨 atrazine
(Triazines)

萌前

有

佳

佳

長

得拉本 dalapon
(Chlorocarbonic acids)

萌後

有

差

佳

中

得殺草 tepraloxydim
(Cyclohexanediones; DIM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殺丹 benthiocarb
(Thiocarbamate)

萌前

有

佳

佳

中

理有龍 linuron
(Urea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復祿芬 oxyfluorfen
(Diphenylether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普拉草 pretilachlor
(Chloroacetam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普拔草 propaquizafop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 FOP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滅必淨 metribuzin
(Triazinones)

萌前

有

佳

佳

長

滅草胺 metazahlor
(Chloroacetam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滅落脫 napropamide
(Acetanilid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達有龍 diuron
(Ureas)

萌前

有

佳

佳

長

嘉磷塞 glyphosate
(Glycines)

萌後

無

佳

佳

無

撲奪草 metobromuron
(Urea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樂滅草 oxadiazon
(Oxadiazol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撻乃安 dinitramine
(Dinitroanilines)

萌前

有

佳

佳

中

環殺草 cycloxydim
(Cyclohexanediones; DIMs)

萌後

有

差

佳

短

土 壤
殘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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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農地及週邊環境常見雜草特性
田

田

非耕地
果園或

棲地
水

旱

子

中名/學名

營養體

種

繁殖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薺、薺菜 Capsella bursa-pastoris

◎

※

※

小葉碎米薺、蔊菜 Cardamine flexuosa

◎

※

※

廣東葶藶、風花菜 Rorippa cantoniensis

◎

※

※

山芥菜、風花菜 Rorippa indica

◎

※

※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水莧菜、小千屈菜 Ammannia baccifera

◎

※

多花水莧菜 Ammannia multiflora

◎

※

印度水豬母乳、紅骨草 Rotala indica var.uliginosa

◎

※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鐵莧菜、鐵莧草 Acalypha australis

◎

※

※

飛揚草、大飛揚草 Chamaesyce hirta

◎

※

※

紫斑大戟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

※

紅乳草、小飛揚 Chamaesyce thymifolia

◎

※

※

小返魂、白珠仔草 Phyllanthus amarus

◎

※

※

瓜科 Cucurbitaceae
短果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var. abbreviata

◎

※

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定經草、心葉母草 Lindernia anagallis

◎

※

泥花草、鋸葉定經草 Lindernia antipoda

◎

※

藍豬耳、百合草 Lindernia crustacea

◎

※

母草、陌上菜 Lindernia procumbens

◎

通泉草、六腳定經草 Mazus pumilus

◎

※

※

野甘草、珠仔草 Scoparia dulcis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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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田

非耕地
果園或

棲地
水

旱

子

中名/學名

營養體

種

繁殖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菁芳草、荷蘭豆草 Drymaria diandra

◎

※

※

鵝兒腸、雞腸草 Stellaria aquatica

◎

※

※

看麥娘 Alopecurus aequalis var. amurensis

◎

※

※

蒺藜草、刺殼草 Cenchrus echinatus

◎

※

※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

龍爪茅、埃及指梳茅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

※

※

馬唐、指草 Digitaria sanguinalis

◎

※

※

芒稷、紅腳稗 Echinochloa colona

◎

※

稗草、野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

牛筋草、牛信棕 Eleusine indica

◎

※

※

鯽魚草 Eragrostis amabilis

◎

※

※

畔茅、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

※

大黍 Panicum maximum

◎

◎

舖地黍、枯骨草、枯藍丁 Panicum repens

◎

◎

兩耳草 Paspalum conjugatum

◎

◎

雙穗雀稗、硬骨仔草 Paspalum distichum

◎

◎

圓果雀稗、圓穎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e

◎

早熟禾 Poa annua

◎

※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

※

◎

※

◎

※

禾本科 Gramineae

◎

※

※
※

※

※
※

※

※
※

※
※

※

※
※

豆科 Leguminosae
含羞草、見誚草 Mimosa pudica

車前草科 Plantaginaceae
大車前草、車前 Plantago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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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田

非耕地
果園或

棲地
水

旱

子

中名/學名

營養體

種

繁殖

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布袋蓮、鳳眼蓮 Eichhornia crassipes

◎

鴨舌草、學菜 Monochoria vaginalis

◎

◎

※
※

柳葉菜科 Onagraceae
細葉水丁香 Ludwigia hyssopiqolia

◎

水丁香、水燈香 Ludwigia octovalvis

◎

※

※
※

茄科 Solanaceae
燈籠草、苦蘵草 Physalis angulata

◎

※

※

光果龍葵 Solanum americanum

◎

※

※

桑科 Moraceae
葎草、鐵五爪龍 Humulus scandens

◎

※

馬齒莧科 Portulacaceae
馬齒莧、豬母乳 Portulaca oleracea

◎

◎

※

※

※

※

茜草科 Rubiaceae
繖花龍吐珠、珠仔草 Hedyotis corymbosa

◎

雞屎藤 Paederia foetida

◎

闊葉鴨舌癀舅、闊葉破得力 Spermacoce latifolia

◎

◎

※
※

※

密穗桔梗科 Sphenocleaceae
尖瓣花、楔狀果草 Sphenoclea zeylanica

◎

※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白花牽牛、貓牽牛 Ipomoea biflora

◎

※

※

碗仔花、蕃薯舅 Ipomoea hederacea

◎

※

※

野牽牛、姬牽牛 Ipomoea obscura

◎

※

※

紅花野牽牛 Ipomoea triloba

◎

※

※

莎草科 Cyperaceae
雲林莞草、田蒜仔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球花蒿草、三角草 Cyperus difformis
碎米莎草、無頭土香 Cyperus iria
香附子、土香 Cyperus rotundus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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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科 Cyperaceae
木虱草、扁仔草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

短葉水蜈蚣、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

螢藺、水蔥仔 Schoenoplectus juncoides

◎

※

斷節莎 Torulinium odoratum

◎

※

※
◎

※

※

莧科 Amaranthaceae
節節花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

◎

※

※

※

滿天星、蓮子草 Alternanthera sessilis

◎

◎

※

※

※

凹葉野莧菜 Amaranthus lividus

◎

※

※

青莧 Amaranthus patulus

◎

※

※

刺莧、假莧菜 Amaranthus spinosus

◎

※

※

野莧、綠莧 Amaranthus viridis

◎

※

※

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

※

菊科 Compositae
藿香薊、白花藿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

◎

※

※

紫花藿香薊、南風草 Ageratum houstonianum

◎

※

※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var. subulatus

◎

※

※

白花鬼針、刺查某 Bidens pilosa

◎

※

※

小白花鬼針、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minor

◎

※

※

大花咸豐草、大白花鬼針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

※

※

石胡萎、吐金草 Centipeda minima

◎

※

※

美洲假蓬 Conyza bonariensis

◎

※

※

加拿大蓬、鐵道草蓬 Conyza canadensis

◎

※

※

野茼蒿、野塘蒿 Conyza sumatrensis

◎

※

※

昭和草、飢荒草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

※

※

鱧腸、墨菜 Eclipta prostrata

◎

紫背草、一點紅 Emilia sonchifolia var. javanic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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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 Compositae
鼠麴草、清明草 Gnaphalium luteoalbum subsp. affine

◎

※

※

鼠麴舅、擬青天白地 Gnaphalium purpureum

◎

※

※

泥湖菜、野苦麻 Hemistepta lyrata

◎

※

※

※

※

兔兒菜、小金英 Ixeris chinensis

◎

◎

小花蔓澤蘭、薇苷菊 Mikania micrantha

◎

◎

翼莖闊苞菊 Pluchea sagittalis

◎

※

※

假吐金菊、山芫荽 Soliva anthemifolia

◎

※

※

長柄菊、燈籠草 Tridax procumbens

◎

※

※

一枝香、假鹹蝦 Vernonia cinerea

◎

※

※

黃鵪菜、黃瓜菜 Youngia japonica

◎

※

※

※

酢漿草科 Oxalidaceae
酢漿草、黃花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

◎

※

紫花酢漿草、大本鹽酸仔草 Oxalis corymbosa

◎

◎

※

落葵科 Basellaceae
落葵、燕脂草 Basella alba

◎

※

※

◎

※

※

葡萄科 Vitaceae
虎葛、五爪藤 Cayratia japonica

蓼科 Polygonaceae
火炭母草、冷飯藤 Polygonum chinense

◎

早苗蓼、旱辣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

※

※

扛板歸、刺犁頭 Polygonum perfoliatum

◎

※

※

節花路蓼、假扁蓄 Polygonum plebeium

◎

※

※

連明子、榖菜 Rumex maritimus

◎

※

※

澤瀉科 Alismataceae
瓜皮草、鳳梨草 Sagittaria pygmea
野茨菰、水芋仔 Sagittaria trifoli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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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拓草科 Commelinaceae
竹仔菜 Commelina diffusa

◎

◎

※

錦葵科 Malvaceae
賽葵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

※

※

金午時花、賜米草 Sida rhombifolia

◎

※

※

蕁麻科 Urticaceae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

※

爵床科 Acanthaceae
華九頭獅子草、狗肝菜 Dicliptera chinensis

◎

※

繖形科 Umbelliferae
雷公根、蚶殼草 Centella asiatica

◎

◎

※

※

天胡荽、天胡萎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

◎

※

※

※

※

藜科 Chenopodiaceae
小葉灰藋、狗尿菜 Chenopodium serotin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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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藥劑中文名
乙基克繁草

----------------------------------------

69

支鏈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丁拉百速隆

----------------------------------------

97

比達寧

---------------------------

丁拉克普草

----------------------------------------

96

可滅蹤

---------------------------------

丁拉免速隆

----------------------------------------

96

左旋莫多草

-------------------------------------------

96

幼苗生長抑制劑

----------------------------------------

96

必汰草

丁拉芬諾

-------------------------------------------

96

必汰草脫淨

---------------------------------------

99

丁拉殺丹

-------------------------------------------

96

必芬普拉草

---------------------------------------

99

丁拉汰草

丁拉依速隆

-------------------

44

25, 48, 72, 226

--------------------------

56, 72, 226
50, 72, 226

-------------------------------

47

----------------------------------------------

73

丁拉復祿芬

----------------------------------------

97

必芬諾

丁拉普芬草

----------------------------------------

97

本達快克草

---------------------------------------

98

-------------------------------------------

97

本達亞喜芬

---------------------------------------

98

丁拉氯比

-------------------

---------------------------------------

97

本達隆

丁拉萘普

------------------------------------------

97

生長調節劑型除草劑

丁基拉草

-------

丁拉樂滅草

5, 17, 18, 24, 50, 69, 226

丁基賽伏草

--------------------------

二、四－地

------

47, 69, 226

5, 15, 18, 19, 20, 22, 25,

--

18, 25, 52, 58, 61, 73, 104, 226

二氯達龍

三地芬速隆

甲基砷酸鈉

--------------------------

------------

伏速隆

---------------------------

74, 226

98

15, 27, 32, 43, 58, 70, 226

---------------------------------------

----------

三福林

-----------------------------

20, 48, 58, 70

26, 56, 226

8, 20, 25, 28, 32, 47, 58,

伏寄普

光合作用抑制劑

三氯比

42

47, 74, 103, 226

------------------

98

------------------------------------------

-----------------------

甲基合氯氟

31, 32, 34, 43, 58, 70,
103, 104

17, 55, 73, 103, 226

26, 28, 75, 226

-------------------------------

50

有機砷

----------------------------------------------

56

百速隆

------------

5, 18, 26, 45, 58, 75, 226

色素合成抑制劑

-------------------------------

55

大克草

----------------------------------------------

71

西殺草

---------------

大芬淨

----------------------------------------------

98

西速隆

----------------------------------------------

75

大芬滅

----------------------------------------

25, 71

佈殺丹

----------------------------------------------

99

巴拉刈

-----------

5, 7, 8, 19, 20, 22, 28, 30,

克草

32, 33, 55, 58, 59, 60, 61,

免速克草

71, 99, 103, 226

免速普拉草

47, 58, 59, 61, 76, 227

-------------------------

22, 52, 58, 76, 227

--------------------------------------------------------------------------------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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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58, 76, 227

免速隆

---------------------

快伏草

---------------

快克草

---------------------

汰草滅

----------------------------------------------

汰草龍

----------------------------------------------

78

汰硫免速隆

26, 42, 43, 77, 227

草殺淨

-------------------------

77

草脫淨

---------

99

草滅淨

-----------------------------------

26, 78

除草寧

----------------------------------------------

亞汰草

----------------------------------------------

亞速隆

---------------------------------

亞速爛

----------------------------------------------

亞喜芬

-------------------------

依速隆

---------------------------

----------

78

欣克草

79

得殺草

---------------------------------

55, 79, 104, 227

得速爛

--------------------------------------------

26, 45, 80, 227

101

50, 86, 228

-------------------------------------

100

殺克丹

--------------------------------------------

100

5, 25, 28, 34, 55, 58, 59,

理有龍

--------

19, 20, 25, 52, 86, 104, 228
25, 43, 87

畢克草

-----------------------------------

15, 19, 31, 35, 50, 81,

畢拉草

----------------------------------------------

103, 104, 227

細胞膜破壞劑

-------------------------------------

81
100

莫多草

-----------------------------------

----------------------------------------------

莫多草淨

----------------------------------------

81

復祿芬

-------------------

45

斯美地

----------------------------------------------

------------------------------------------

48

普拉草

---------------------------------

46, 47, 82, 227

---------------------------

剋草同

---------------------------------

----------------------------------------

---------------------------------

100

普芬草

----------------------------------------------

5, 19, 20, 25, 35, 48,

菲殺淨

----------------------------------------

82, 104, 227

鈉得爛

-------------------------------------

--------------------------------------------

愛速隆

----------------------------------------------

103, 227

愛落殺

--------------------------------------------

滅必淨

-------------------------

48, 83, 227

------------------------------------------

47

滅芬免速隆

102
89

28, 89

開抑草

---------------------------------

88

5, 49, 90

50, 83, 227

----------------

87
101

47, 89, 228

15, 22, 25, 43, 58, 83,

---------------------------------

氟氯比

53

50, 88, 228

普拔草

-------------------------------------

---------------------

普拉萘普

28

25, 55, 88, 104, 228

47, 82, 227

氟丙酸

倍尼芬

-------------------------------------

47, 86, 228

----------------

施圃草脫淨

44

28, 50, 85, 103, 228

殺丹免速隆

----------------------------------------------

根抑制劑

殺丹

85

80, 227

芬殺草

施得圃

---------------------------

-------------------

芳香族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芽抑制劑

胺基酸合成抑制劑

20, 62, 85

得拉本

----------------------------------------------

欣克免速隆

62, 84, 103, 104, 228

20, 28, 32, 45, 57, 59, 60,

--------------------

拔敵草

52, 84, 106, 228

5, 7, 19, 20, 22, 31, 52, 57,

45, 79, 227

60, 61, 80, 227
拉草

84

----------------------------------------------

----------------------------------------

固殺草

46

草芬定

---------------------------------------

-------------

-------------------------------

25, 28, 47, 58, 77, 227

汰硫草

依滅草

脂質合成抑制劑

102
90
102

52, 80, 104, 228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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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滅芬草

----------------------------------------------

滅草胺

---------------------------------

滅落脫

---------------

滅達殺

--------------------------------------------

滅蘇民

----------------------------------------------

溴芬諾

--------------------------------------------

102

稻得免速隆

達有淨

---------------------------------------------

102

稻得壯

----------------------------------------------

達有龍

嘉磷塞(三甲基硫鹽)

-------------------------

24, 50, 228

撲多草

--------------------------------------------

15, 26, 50, 59, 91, 228

撲奪草

---------------------------

102

樂滅壯

--------------------------------------------

樂滅草

-------------

92

5, 20, 22, 32, 52, 57, 59, 92, 229

---------------------------------

環殺草

--------

嘉磷氟氯比溶液

-----------------------------

102

環磺隆

----------------------------------------------

61, 93, 228

邁隆

102
94

48, 94, 229

撻乃安

102

25, 58, 59, 61, 95, 104, 228

---------------------------------------

鎂得拉本

104

17, 19, 55, 94, 104, 228

-------------------------------------

-----------------------------

33, 34, 35, 41, 46, 58, 59,

103

19, 52, 93, 228

嘉磷二四地溶液

嘉磷塞 ----------- 5, 7, 7, 20, 22, 27, 28, 32,

92

95

57, 60, 95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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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D

-------------------------

Acetamides
acifluorfen

70, 102, 103, 104

--------------------

55, 79, 104, 227

Action like indole acetic acid
alachlor

----------------

alloxydim-sodium
ametryn

42

-------------

50, 81, 103, 104, 227
78

------------------------------

------------------------

Amides

48

----------------------------------------

52, 84, 104, 228

bifenox + alachlor
Bipyridyliums

------------------------------

99

------------------------------------

53

Bleaching herbicides

-------------------------

Branch chain amino acid inhibitors
bromacil

-------------------------------

bromobutide + bifenox

45

butachlor

---------

44

buta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

96
96

butachlor + clomeprop

79

butachlor + dymron

atrazine

--------

azafenidin
aziprotryne
benefin

7, 31, 52, 84, 103, 104, 228

96
96

butachlor + imazosulfuron
butachlor + naproazilide

84

butachlor + oxadiazon

----------------------------------------

92

butachlor + oxyfluorfen

---------------------------------

48, 83, 227

bensulfuron-methyl

--------

--------------------

98

76, 226

butachlor + triclopyr

99

butralin

bensulfuron-methyl + quincloraz

-------

99

butylate

52, 73, 104, 226

--------------------

97
97

---------------------

97

-------

97

--------------------

97

--------------------------

97

----------------------------------------

Carbamates

----------------------------------------

-----------------------

98

carfentrazone-ethyl

bentazon + quinclorac

------------------------

98

Cell membrane disrupters

benthiocarb

------------------

---------------------------

Benzothiadiazinones

Chloroacetamides

----------------------------

48

-------------------------

chlorothal-dimethyl (DCPA)

100

cinosulfuron
clethodim

69

------------------------------

Chlorocarbonic acids

100
52

48
53

---

--------------------------

81

------------------

----------------

benthiocarb + bensulfuron-methyl
benthiocarb + fluothiuron

101

50, 86, 228

2, 226

---------------------------------------------

bentazon + acifluorfen

bentazone + benthiocarb

97

-----------------------

butachlor + pyrazoxyfen

-------

-----------------------

-----------------

butachlor + pyrazosulfuron-ethyl

bensulfuron-methyl + pretilachlo
bentazon

-----------------------

---------------------------

------------------------------------------

bensulfuron-emthyl + tridiphane

101

69, 226

---------------------------

46
100

--------------------

butachlor + benthiocarb

---

-----------------------------

44

96

-----------------------------------------------

asulam + dalapon

55

---------

butachlor + bifenox

Aryloxyphenoxypropionates-“fops”

----

52, 76, 227

-----------------------------------

45

---------------------------------------------------------

87

73, 103, 226

-------------------------------

50

Aromatic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

asulam

bifenox

-------------------------------------------

-----

----------------------------------------------

Amino acid derivatives (Glycines)
Amino acid synthesis inhibitors

bialaphos

48

--------------

71

--------------------------------------

75

-----------------------------

47, 82,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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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mazone
clopyralid

cyclosulfamuron
cycloxydim

----------------

46

Imidazolinones

--------------------------------

95

isouron

dalapon
dazomet

47, 95, 103, 104, 228

---------------------

69, 47, 226

-------------------------------------------

-------------------------

50, 85, 105, 228
57, 95

---------------------------------------

dichlobenil + Diuron
dimethenamid

--------------------------

--------------------------------

dinitramine

-----------------------

diphenamid

------------------------------------

----------------------------

Lipid synthesis inhibitors
mefenacet

---------------

--------------------------------------

mefenacet + benulfuron-methyl
metazahlor

77

metham-sodium

------------------------

metobromuron

------------------------------

53

metolachlor

----------------------------------------

78

metolachlor + atrazine

99

metribuzin

diuron + hexazinone
ethoxysulfuron
fenoxaprop

--------------------

------------------

flazasulfuron

-----------

46

47, 82, 227

--------------------------

fluazifop-P-butyl

101

45, 79, 227

------------------------------------

fenoxaprop-P-ethyl

flupropanate

52, 92, 228

75, 226

mobile

napropamide
non-mobile

-----

7, 34, 46, 93, 228

glyphosate + 2, 4-D

55, 80, 227

---------------------

glyphosate + fluroxypyr

---------------

94
102

------

50, 91

----------------------------------

49, 90

------------------------------------

Oxadiazoles
oxadiazon

52

---------------------------

56

-----------------------------------

53

Organoarsenicals

-----------

102

oxadiazon + molinate

102

Oxyacetamides 48

92

oxyfluorfen

-----------------------

74

paraquat

------------------------------------

89

paraquat + diuron

haloxyfop-R-methyl

50

----------------------------

--------------------

glyphosate-trimesium

100

52, 90, 104, 227

---------------------------- 56, 74, 226
naptalam

--------------

87

monosodium methanear-sonate (MSMA)

50, 83, 227

glufosinate-ammonium

102

----------------------------------------

47, 74, 226

glyphosate

52, 93, 228
-------

-----------------

molinate + benulfuron-methyl

--------------

43, 83, 105, 227

88
101

-------

-------------------------------------------

molinate

91

50, 91, 228

------------------------------------

----------------

--------------------------------------

------------------

46
101

---

-----------------------------

methoxyphenone + bensulide
metobromuron + metolachlor

-----

55

52, 86, 104, 228

----------------------

98

-------------------------------

hexazinone

90

98

48, 94, 228

dithiopyr + bensulfuron-methyl

fluroxypyr

44

71

Diphenylethers

diuron

------------------------------

------------------------------------------

------------------

diphenamid + simazine
dithiopyr

78

45, 80, 227

-------------------

Isoxazolidinones
linuron

45, 80, 227

---------------------------

imazosulfuron

-----------

cyhalofop-buty

imazapyr

87

------------------------------------------

Cyclohexanediones-“dims”

daimuron

72, 226

---------------------------------

---------

55, 94, 97, 102, 104
-------------------

102

55, 88, 97, 102, 227

--------------------------

71, 105, 226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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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methalin

48, 82, 102, 104, 227

---

pendimethalin + atrazine
Phenoxy-carboxylic acids
Phenylpyridazines
Phosphinic acids

--------------

100

Root inhibitors

Seedling growth inhibitors

--------------

42

sethoxydim

--------------------------

52

Shoot inhibitors

----------------------------

-----------------------

48

----------------------------------------

85

simazine

50

s-metolachlor

-------------------------

55

sodium dichloropropionate + magnisium

102

-------

pretilachlor

50, 88, 228

-----------------------

dichloropropionate

-----------

prometryne + benthiocarb

--------------

99

tepraloxydim

-----------------------------------------

85

thenylchlor

propaquizafop

-------------------

pyrazoxyfen
pyridate

---------

55

45, 75, 226

Synthetic auxins

quizalofop-P-ethyl

------------

-------------

42

47, 77, 227

triclopyr

50
50

---------------------------------

53

Ureas

----------------------------------

70, 226

---------------------------------------

70

-------------------------------------------

50

---------------------------------------------

50

trifluralin
Uracils

100

------------------------------------

Triazolinones

Quinoline carboxylic acids

81

----------------------------------------

99
42

47, 86, 228

48

Triazinones

42, 77, 227

42

-----------------------------

Triazines

---------------

----------------------------

--------------------

Thiocarbamates

73

-------------------------

103
44

----------------------------------------------------

89

Pyridine carboxylic acids

---------------

-----------------------

thenylchlor + bensulfuron-methyl

-----------------------------------

-------------------------

50, 72, 226

------------------------------------

-----------------------------------------

pyridate + atrazine
quinclorac

47, 77, 228

---------------------------------------

pyrazosulfuron-ethyl

101

--------------------

Sulfonylureas (SUs)

pretilachlor + naproanilide

Pyrazoles

47, 76, 227

-----------------------------

53

piperophos + dimethametryn

propanil

47

-------------

---------------

Photosynthesis inhibitors
Pigment inhibitors

47

-------------------------------

雜草名索引 241

雜草中文名
一枝香

----------------------------------------

201

小葉冷水麻

---------------------------------

一點紅

----------------------------------------

192

小葉碎米薺

------------

丁香蓼

---------------------------------

217

4, 18, 21, 23, 110

151, 152

小燕草

----------------------------------------

188

--------------------------------------------

116

小翻魂

----------------------------------------

120

----------------------------------------

166

小藜

--------------------------------------------

220

三角鹽酸

-------------------------------------

209

山芥菜

-------------------------

三稜莎草

-------------------------------------

167

山芫荽

----------------------------------------

199

三腳剪

----------------------------------------

213

山苦瓜

----------------------------------------

121

千金子

------------------------------------

2, 139

山菠薐

----------------------------------------

202

119

五爪龍

----------------------------------------

206

168

五爪藤

---------------------------------

人莧
三角草

千根草
土香

---------------------------------------------------------------------------------------

4, 18, 23, 112

206, 232

大本竹仔菜

---------------------------------

214

五行菜

--------------------------------------------

156

大本乳仔草

---------------------------------

117

五根草

------------------------------------------

148

-----------------------------

204

六腳定經草

---------------------------------

126

---------------------------------

185

天竺草

----------------------------------------

140

-----------------------------

185

天胡荽

-----------------------------------

-------------------------------------

148

天胡萎

----------------------------------------

大本鹽酸仔草
大白花鬼針
大白花婆婆針
大車前草
大花咸豐草

35, 185

---------------------------

119, 228

大飛揚草

------------------------------

大野塘蒿

-------------------------------------

大黍

-----------------------------------

天葵

26, 219

--------------------------------------------

心葉母草

219
205
5, 122

---------------------------------

189

心臟葉母草

---------------------------------

122

3, 35, 140

日照飄拂草

---------------------------------

169

-------------------------------------

113

木虱草

小本乳仔草

---------------------------------

119

毛穎雀稗

小白花鬼針

---------------------------------

184

水丁香

----------------------------------------

152

小花蔓澤蘭

-------------------------------

8, 35

水尖仔

----------------------------------------

171

----------------------------------------

213

小千屈菜

-----------------------------------------------

3, 5, 169

3, 4, 18, 20, 25, 142

小返魂

----------------------------------------

120

水芋仔

小金英

----------------------------------------

196

水莧

小飛揚

----------------------------------------

119

水莧菜

----------------------------------------

113

小雀稗

----------------------------------------

144

水香蕉

----------------------------------------

152

3, 17, 19, 22, 220

水蜈蚣

----------------------------------------

170

小葉灰藋

----------------

-------------------------------------

3, 6,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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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稗

--------------------------------------------

136

149, 230

白牽牛

-----------------------------------------------------------------------------------

125

--------------------------------------------

186

水蓮花

------------------------------------

水蔥仔

--------------------------------------------

171

石胡荽

水燈香

--------------------------------------------

152

光果龍葵

火炭母草

-------------------

4, 19, 20, 22, 207

161

白豬母乳

---------------------------------

印度水豬母乳

154, 230

5, 32, 115, 228

----------------

火炭頭

--------------------------------------------

214

同治草

--------------------------------------------

184

牛皮凍

--------------------------------------------

158

吐金草

--------------------------------------------

186

牛信棕

--------------------------------------------

137

地米菜

--------------------------------------------

109

牛筋草

----------------

4, 5, 8, 18, 22, 23, 25,

地棠草

--------------------------------------------

219

牛頓草

--------------------------------------------

137

尖瓣花

---------------------

牛繁縷

--------------------------------------------

129

扛板歸

---------------------------------

-----------------------------

175, 231

早苗蓼

-----------------------------

--------------------------------

188, 231

早熟禾

-----------------------

33, 137, 229

凹葉野莧菜
加拿大蓬

多花水莧菜

3, 9, 10, 14, 27, 33, 149, 230

布袋蓮

------

母子草

--------------------------------------------

母草

---------------------------

193

3, 5, 22, 125, 228

6, 116, 228

3, 14, 33, 160, 230
4, 211, 232

4, 18, 21, 208

4, 18, 23, 25, 145

----------------------------------------

168

--------------------------------------------

124

有頭土香
百合草

--------------------------

百慕達草

----------------------------------------

132

玄乃草

--------------------------------------------

155

竹仔菜

-------------------------------

瓜仔草

--------------------------------------------

124

竹目草

--------------------------------------------

22, 214, 233
133

瓜皮草

-----------------------------

3, 10, 18, 212

佛耳草

--------------------------------------------

193

生枝香

--------------------------------------------

201

冷飯藤

--------------------------------------------

207

田烏草

--------------------------------------------

191

含羞草

-------------------------

田蒜仔

--------------------------------------------

165

旱辣蓼

--------------------------------------------

208

田邊草

--------------------------------------------

174

旱蓮草

--------------------------------------------

174

179

芒稷

10, 36, 147, 229

3, 4, 12, 18, 25, 135, 229

白花仔草

----------------------------------------

白花鬼針

--------------------------------

183, 231

見誚草

白花牽牛

--------------------------------

161, 230

車前

180, 231

車過路

--------------------------------------------

148

170

車輪菜

--------------------------------------------

148

白花藿香薊
白香附

-----------------------------

--------------------------------------------

----------------

-------------------------------------

147, 229

-----------------------------------------

148, 229

120

乳仔草

-------------------------------------

117, 234

白骨山芥菜

-------------------------------------

112

兔兒草

-------------------------------------

196, 232

白骨珠仔草

-------------------------------------

120

兔兒菜

-------------------------------------

196, 232

白珠仔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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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耳草

------------------------------------

142, 229

昭和草

-------------------------------

刺查某

------------------------------------

183, 231

枯骨草

--------------------------------------------

141

刺針草

------------------------------------

183, 231

枯藍丁

--------------------------------------------

141

刺犁頭

--------------------------------------------

209

柳仔黃

--------------------------------------------

180

4, 5, 177, 231

炮仔草

--------------------------------------------

153

131, 229

看麥娘

---------------------------

231

紅乳草

-------------------------------

201

紅花野牽牛

刺莧

---------------------------------

刺殼草
刺蒐

------------------------------------

------------------------------------------------

夜仔草

--------------------------------------------

定經草

-------------------------------

帚馬蘭

--------------------------------------------

泥花草

----------------------------------------

泥湖菜

------------------------------------

狗牙根

---------------------------

33, 157, 230
182

6, 123

4, 18, 130, 229

------------------------

25, 119, 228
36, 164, 230

---------------------------------

115, 228

-------------------------------------

115, 228

紅骨仔草
紅骨草

23, 190, 229

紅骨清飯藤

-------------------------------------

207

195, 232

紅骨蛇

--------------------------------------------

158

4, 19, 132, 229

紅腳稗

--------------------------------------------

135

221

狗尿菜

--------------------------------------------

狗尾草

----------------------------------------------

狗肝菜

--------------------------------------------

218

知羞草

--------------------------------------------

147

肺炎草

--------------------------------------------

38

美洲假蓬

---------------------------------

187, 231

--------------------------------------------

208

苦麻

------------------------------------------------

215

苦菜

------------------------------------------------

196

苦柱蓼

200

苦蘵草

-------------------------------------

153, 230

206, 232

陌上菜

-------------------------------------

125, 230

----------------------------------------

233

風花菜

--------------------------------------

金荔枝

--------------------------------------------

127

風船葛

--------------------------------------------

179

金鈕草

--------------------------------------------

170

風鈴草

--------------------------------------------

179

長命菜

--------------------------------------------

156

飛揚草

---------------------------

長柄菊

------------------------------------

200, 232

香附子

------

----------------------------------------

176, 231

倒地鈴

-------------------------------------

虎葛

----------------------------------------

金午時花

青莧

111, 12

5, 23, 117, 228

4, 5, 14, 20, 25, 59, 168, 230
179, 231

芫荽草

--------------------------------------------

199

埃及指梳茅

-------------------------------------

133

匍地黍

--------------------------------------------

141

姬昔蓬

--------------------------------------------

188

匍黍草

--------------------------------------------

141

姬牽牛

--------------------------------------------

163

南風草

--------------------------------------------

181

烏蘞莓

--------------------------------------------

206

咸豐草

--------------------------------------------

184

狹葉滿天星

扁仔草

--------------------------------------------

169

珠仔草

------------------------------------------------

134

畔茅

指草

-------------------------------------

-----------------------------

173

127, 157, 210

-----------------------------------------

139,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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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得力

--------------------------------------------

159

羞誚草

神仙菜

---------------------------------------------

190

莠

臭腥藤

--------------------------------------------

158

荷乳豆草

----------------------------------------

128

臭頭香

--------------------------------------------

168

荷蘭豆草

----------------------------------------

128

飢荒草

--------------------------------------------

190

蛇不過

--------------------------------------------

209

4, 18, 20, 134, 229

蚶殼草

--------------------------------------------

219

134, 229

通泉草

--------------------------------------------

126

4, 5, 18, 20, 22, 156, 230

連明子

-------------------------------------

馬唐

-------------------------

--------------------------------------------

147

----------------------------------------------------

146

馬唐草

------------------------------------

馬齒莧

------------

鬼柳根

--------------------------------------------

216

野甘草

---------------------------------

蚋仔草

--------------------------------------------

假吐金菊
假扁蓄

--------------------------------

-----------------------------

7, 125, 226

219

野芹菜

--------------------------------------------

110

199, 232

野苦瓜

---------------------------------------------

121

210

野苦麻

--------------------------------------------

195

153, 230

野桐蒿

--------------------------------------------

189

--------------------------------------------

細葉水丁香
假苦瓜

--------------------------------------------

179

野茨菰

-----------------------

假馬唐

--------------------------------------------

134

野茼蒿

---------------------

假莧菜

--------------------------------------------

177

野牽牛

-------------------------------------

假鹹蝦

--------------------------------------------

201

野莧

------------------------------------------------

勒草

----------------

3, 5, 18, 213, 232
7, 23, 32, 189, 231
163, 228

5, 7, 18, 20, 23, 178, 231

155

野莧菜

-------------------------------------

36, 231

野園荽

--------------------------------------------

--------------------------------------------

193

野塘蒿

-------------------------------------

--------------------------------------------

207

野稗

------------------------------------------------

136

------------------------------------------------

110

鳥莧

------------------------------------------------

175

209

麥蓼

------------------------------------------------

208

掃帚菊

--------------------------------------

清明草
清飯藤
焊菜

211, 228

犁尖草

--------------------------------------------

球仔草

------------------------------------

187, 189

麥藍菜

--------------------------------------------

112

----------------------------------------

3, 5

勝紅薊

--------------------------------------------

180

--------------------------------------------

--------------------------------------------

193

123

無心草

----------------------------------------

166

無頭土香

--------------------------------------------

132

無頭香

異花莎草
絆根草

186

186, 231

球花蒿草
畦上菜

178, 231

----------------------------------------

167

--------------------------------------------

170

細本蜻蜓飯

-------------------------------------

181

短果苦瓜

細葉丁香蓼

-------------------------------------

151

短葉水蜈蚣

細葉水丁香

-------------------------------------

151

硬骨仔草

----------------------------------------

184

紫花酢漿草

羞查某仔

--------------------------------------------------------------

121, 228
170, 231

----------------------------------------------------------------------------

143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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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藿香薊

------------------------

20, 181, 231

稗子

------------------------------------------------

稗草

---------------------

118, 228

葶藶

------------------------------------------------

204

葎草

-----------------------------------------

--------------------------------------------

紫斑大戟

--------------------------------

紫酢漿草

----------------------------------------

----------------------------------------------

20, 128, 229

7, 22, 218, 231

滿天星
綠莧

112

155, 230

3, 4, 5, 6, 14, 36, 174

------------------------------------------------

178

網仔藤

-------------------------------------

3, 5, 10, 18, 165, 230

翠達草

--------------------------------------------

200

202

鉸剪草

--------------------------------------------

213

151

銀葉草

--------------------------------------------

195

205 232

鳳梨草

--------------------------------------------

212

--------------------------------------------

149

------------------------------------------------

211

----------------------------------------

雲林莞草

-------------

--------------------------------------------

黃花水丁香

-------------------------------------

黃花酢漿草

------------------------------

黃鵪菜

------------------------------------

202, 232

鳳眼蓮

酢漿草

------------------------------------

203, 232

榖菜

144, 229

榖菜頭

圓果雀稗

-----------------

136

3, 4, 5, 6, 12, 18, 229

127

鈕吊金英
黃瓜菜

194, 232

201

------------------------------------

紫野菊

菁芳草

-------------------------------------

192, 231

紫背草

華九頭獅子草

鼠麴舅

--------------------------------

161, 230

--------------------------------------------

211

------------------------------------------------

116

-------------------------------------

214

榎草

圓穎雀稗

----------------------------------------

144

蒺藜草

楔狀果草

----------------------------------------

160

廣東葶藶

---------------------------------

--------------------------------------------

218

幾尼亞草

----------------------------------------

140
212

圓葉鴨跖草

獅子花

碎米莎草
碗仔花

---------------

131, 229
111, 228

3, 5, 6, 21, 167, 230

線慈姑

--------------------------------------------

36, 162, 230

蓮子草

---------------------------------

21, 210, 232

蔓菊

-------------------------------

節花路蓼

---------------------------

節花錦莧

--------------------------------------

173

4, 173, 231

節節花

---------------------------------

節節菜

--------------------------------------------

落葵

-------------------------------------

----------------------------------------

5, 174, 231

------------------------------------------------

蝶仔草

--------------------------------------------

豎仔嗽血仔

197
186

-------------------------------------

216

173

豬母乳

--------------------------------------------

156

205, 232

豬母菜

--------------------------------------------

156

------------------------------------------------

178

葉下紅

--------------------------------------------

192

豬莧

遍地錦

--------------------------------------------

220

賜米草

雷公根

-------------------------------

雷公草

--------------------------------------------

雷公藤

------------------------------------

219, 234

舖地黍

鼠麴草

------------------------------------

193, 232

蔊菜

25, 219, 233
219

--------------------------------------------------------------------------------

181

------------------------------------------------

191

墨西哥藍薊
墨菜

216

-------------------------------------

141, 229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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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菜

------------------------------------------------

150

雙板刀

--------------------------------------------

澤雀稗

--------------------------------------------

143

雙穗雀稗

燈籠朴

--------------------------------------------

179

雞屎藤

-------------------------------------

燈籠草

-----------------------------

153, 200, 232

雞香藤

--------------------------------------------

----------------------------------------

153

雞腸仔菜

燕脂草

--------------------------------------------

205

蕃薯舅

--------------------------------------------

162

燈籠酸醬

螢藺

----------------------------------------

貓牽牛

------------------------------------

鋸葉定經草

-----------------------------

-------------------

142

3, 4, 18, 143, 229
158, 230
158

----------------------------------------

129

雞腸草

--------------------------------------------

129

鯽魚草

-------------------------------

3, 6, 171

鵝仔菜

-------------------------------------

199, 229

161, 231

鵝兒菜

-------------------------------------

196, 232

123, 228

鵝兒腸

---------------

鴨吐草

--------------------------------------------

鴨舌草

---------------------------------

龍爪茅

------------------------------------

120

3, 5, 6, 230
133, 229

繖花龍吐珠
藤菜

25, 138, 229

4, 18, 21, 23, 129, 229

------------------------------

157, 230

------------------------------------------------

鹹酸仔草

----------------------------------------

194

藿香薊

----------------------------------------

198, 232

護生草

--------------------------------------------

擬青天白地

-------------------------------------

翼莖濶苞菊

-----------------------------

205
203

5, 180
129

薇苷菊

--------------------------------------------

197

鐵五爪龍

----------------------------------------

155

蟋蟀草

--------------------------------------------

137

鐵馬齒莧

----------------------------------------

210

------------------------------------------------

215

鐵莧草

--------------------------------------------

116

159

鐵莧菜

-------------------------------------

賽葵

闊葉破得力

-------------------------------------

濶 葉鴨舌癀舅 ------------------------- 159, 230

鐵道草蓬

116, 228

----------------------------------------

188

斷節莎

------------------------------------

172, 231

鐵線草

-------------------------------------

藍豬耳

------------------------------------

124, 228

鐵線草

--------------------------------------------

109

鹽酸草

---------------------------

3, 5, 6, 23, 191

-------------------------------

3, 5, 6, 23, 191

薺

----------------------------------------------------

薺菜

-----------------------------

18, 23, 109, 228

鱧腸

132, 14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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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學名
Acalypha australis L.

--------------------------------------------------------------------------------------------------

Ageratum conyzoides L.

----------------------------------------------------------------------------------------------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amurensis (Komar.) Ohwi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R. Brown

181
130

------------------------------------------------------------------------------

173

---------------------------------------------------------------------------

174

-------------------------------------------------------------------------------------------------

175

Amaranthus patulus Bert.

-------------------------------------------------------------------------------------------

176

----------------------------------------------------------------------------------------------

177

-------------------------------------------------------------------------------------------------

178

Amaranthus spinosus L.
Amaranthus viridis L.

180

----------------------------------------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own
Amaranthus lividus L.

116

Ammannia baccifera L.

----------------------------------------------------------------------------------------------

Ammannia multiflora Roxb.

----------------------------------------------------------------------------------------

Aster subulatus Michaux var. subulatus

113
114

----------------------------------------------------------------------

182

Basella alba L.

-----------------------------------------------------------------------------------------------------------

205

Bidens pilosa L.

----------------------------------------------------------------------------------------------------------

183

Bidens pilosa L. var. minor (Blume) Sherff

----------------------------------------------------------------

184

-----------------------------------------------------------------------

185

----------------------------------------------------------------------------

165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Bip.
Bolboschoenus maritimus (L.) Palla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F. Schmidt) T. Koyama

--------------------------------------------------

165

---------------------------------------------------------------------------

109

------------------------------------------------------------------------------------------

110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Cardamine flexuosa With.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

Cayratia japonica (Thunb.) Gagnep.
Cenchrus echinatus L.

179

--------------------------------------------------------------------------

206

------------------------------------------------------------------------------------------------

131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

186

------------------------------------------------------------------------------------

117

Centipeda minima (L.) A. Braun & Ascherson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219

Chamaesyce hyssopifolia (L.) Small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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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

119

---------------------------------------------------------------------------------------

221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

221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

214

Chenopodium filifolium Sm.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

----------------------------------------------------------------------------------

187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

188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

190

---------------------------------------------------------------------------------------

132

---------------------------------------------------------------------------------------------------

166

-----------------------------------------------------------------------------------------------------------

167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Cyperus difformis L.
Cyperus iria L.

189

Cyperus rotundus L.

---------------------------------------------------------------------------------------------------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Dicliptera chinensis (L.) Juss.

-------------------------------------------------------------------

133

-------------------------------------------------------------------------------------

218

Digitaria sanguinalis (L.) Scop.
Drymaria diandra Bl.

168

---------------------------------------------------------------------------------

134

-------------------------------------------------------------------------------------------------

128

Echinochloa colona (L.) Link

-------------------------------------------------------------------------------------

Echinochloa crus-galli (L.) P. Beauv.
Eclipta prostrata (L.) L.

135

-------------------------------------------------------------------------

136

---------------------------------------------------------------------------------------------

191

Eichhornia crassipes (Mart.) Solms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

149

----------------------------------------------------------------------------------------

137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Eragrostis amabilis (L.) Wight & Arn. ex Nees

-------------------------------------

192

----------------------------------------------------------

138

Erigeron bonariense L.-----------------------------------------------------------------------------------------------

187

Erigeron canadensis L.

188

-----------------------------------------------------------------------------------------------

Erigeron linifolius Willd.
Euphorbia hirta L.

--------------------------------------------------------------------------------------------

187

------------------------------------------------------------------------------------------------------

117

Euphorbia hyssopifolia L.
Euphorbia thymifolia L.

-------------------------------------------------------------------------------------------

118

----------------------------------------------------------------------------------------------

119

Fimbristylis littoralis Gaudich.

-----------------------------------------------------------------------------------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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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aphalium affine D. Don

------------------------------------------------------------------------------------------

Gnaphalium luteoalbum L. subsp. affine (D. Don) Koster
Gnaphalium purpureum L.

193

-------------------------------------------

193

-----------------------------------------------------------------------------------------

194

Hedyotis corymbosa (L.) Lam.

------------------------------------------------------------------------------------

157

Hemistepta lyrata (Bunge) Bunge

-------------------------------------------------------------------------------

195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

155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Lam.

--------------------------------------------------------------------------------

220

--------------------------------------------------------------------------------------

161

Ipomoea biflora (L.) Persoon

Ipomoea hederaceae (L.) Jacq.

-----------------------------------------------------------------------------------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Ipomoea triloba L.

--------------------------------------------------------------------------------

163

------------------------------------------------------------------------------------------------------

164

----------------------------------------------------------------------------------

196

-------------------------------------------------------------------------------------------

170

Ixeris chinensis (Thunb.) Nakai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Leptochloa chinensis (L.) Nees

-----------------------------------------------------------------------------------

Lindernia anagallis (Burm. f.) Pennell
Lindernia antipoda (L.) Alston

122

-----------------------------------------------------------------------------------

123

------------------------------------------------------------------------------

Ludwigia hyssopifolia (G. Don) Exell

-------------------------------------------------------------------------

Lindernia procumbens (Krock.) Borbas
Lindernia pyxidaria All.

139

-----------------------------------------------------------------------

Lindernia crustacea (L.) F. Muell.

124
151

----------------------------------------------------------------------

125

---------------------------------------------------------------------------------------------

125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152

----------------------------------------------------------------

215

-------------------------------------------------------------------------

126

-------------------------------------------------------------------------------

126

-------------------------------------------------------------------------------------------

197

-------------------------------------------------------------------------------------------------------

147

Mazus japonicus (Thunb.) O. Kuntze.
Mazus pumilus (Burm. f.) Steenis
Mikania micrantha Kunth
Mimosa pudica L.

162

-------------------------------------------------------------

121

------------------------------------------------------------------------

150

--------------------------------------------------------------------------------------------------

203

------------------------------------------------------------------------------------------------

204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Monochoria vaginalis (Burm. f.) Presl
Oxalis corniculata L.
Oxalis corymbos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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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deria foetida L.

-----------------------------------------------------------------------------------------------------

Panicum maximum Jacq.
Panicum repens L.

---------------------------------------------------------------------------------------------

140

------------------------------------------------------------------------------------------------------

141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

158

---------------------------------------------------------------------------------------

142

-----------------------------------------------------------------------------------------------

143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Paspalum distichum L.

Paspalum orbiculare G. Forst.

------------------------------------------------------------------------------------

Phyllanthus amarus Schum. & Thonn.
Physalis angulata L.

120

---------------------------------------------------------------------------------------------------

153

------------------------------------------------------------------------------------

217

------------------------------------------------------------------------------------------------------

148

--------------------------------------------------------------------------------

198

--------------------------------------------------------------------------------------------------------------

145

Pluchea sagittalis (Lam.) Cabera
Poa annua L.

144

-----------------------------------------------------------------------

Pilea microphylla (L.) Liebm.
Plantago major L.

158

Polygonum chinense L.

-----------------------------------------------------------------------------------------------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L.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

208

------------------------------------------------------------------------------------------

209

Polygonum plebeium R. Brown
Portulaca oleracea L.

----------------------------------------------------------------------------------

210

-------------------------------------------------------------------------------------------------

156

Rorippa cantoniensis (Lour.) Ohwi
Rorippa indica (L.) Hiern

-----------------------------------------------------------------------------

111

-------------------------------------------------------------------------------------------

112

Rotala indica (Willd) Koehne var. uliginosa (Miq.) Koehne
Rumex maritimus L.

---------------------------------------

115

----------------------------------------------------------------------------------------------------

211

Sagittaria pygmea Miq.
Sagittaria trifolia L.

----------------------------------------------------------------------------------------------

212

----------------------------------------------------------------------------------------------------

213

Schoenoplectus juncoides (Roxb.) Palla

----------------------------------------------------------------------

171

-----------------------------------------------------------------------------

165

---------------------------------------------------------------------------------------------

171

--------------------------------------------------------------------------------------------------

165

-------------------------------------------------------------------------------------------------------

127

Schoenoplectus maritimus (L.) Lye
Scirpus juncoides Roxb.
Scirpus maritimus L.
Scoparia dulcis L.

207

Setaria viridis (L.) P. Beauv.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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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a rhombifolia L.

-----------------------------------------------------------------------------------------------------

Solanum americanum Miller

---------------------------------------------------------------------------------------

Soliva anthemifolia (Juss.) R. Brown ex Less.
Spermacoce latifolia Aubl.

199

-----------------------------------------------------------------------------------------

159

-------------------------------------------------------------------------------------

160

---------------------------------------------------------------------------------------

129

Torulinium odoratum (L.) S. Hooper
Tridax procumbens L.

154

------------------------------------------------------------

Sphenoclea zeylanica Gaertn.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216

--------------------------------------------------------------------------

172

-------------------------------------------------------------------------------------------------

200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Youngia japonica (L.) DC.

----------------------------------------------------------------------------------------

201

------------------------------------------------------------------------------------------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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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英文名
American black nightshade

--------------

154

dog tooth grass

------------------------------

132

145

dwarf jo-jo weed

--------------------

182

eclipta

----------------------------------------

213

emarginate amaranth

216

false primrose ------------------------------------ 152

annual bluegrass

annual self-marsh aster
arrowhead

--------------------------------

arrowleaf sida

----------------------------------

------------------------------

199

----------------------------------------------

191

--------------------------

202

feather lovegrass

asiatic pennywort

-----------------------------

219

figleaved goosefoot

broadleaf plantain

----------------------------

148

fireweed

balloonvine

--------------------------------------

179

flexuous bittercress

balsam pear

-------------------------------------

Asiatic hawksbeard

-----------------------

------------------------------

175
138

-------------------------

221

------------------------------------------

190

--------------------------

110

----------------------------------

117

121

garden spurge

barnyardgrass

----------------------------------

136

globe fringerush

Bermuda grass

---------------------------------

132

goatweed

------------------------------

154

golden dock

blackjack

-----------------------------------------

184

goosegrass

bushkiller

----------------------------------------

206

green foxtail

------------------------------------------

172

green kyllinga ------------------------------------ 170

black nightshade

calingale

-------------------------------

169

-----------------------------------------

127

--------------------------------------------------------------------

211

137, 160

------------------------------------

146

Chinese foldwing

-----------------------------

218

Guinea grass

Chinese fevervine

----------------------------

158

hairy beggar's ticks

--------------------------

185

Chinese knotweed

----------------------------

207

hairy fleabane

----------------------------------

187

---------------------------------

122

---------------------------------------

188

------------------------------------

140

Chinese sprangletop

-------------------------

139

heart vandellia

Chinese yellowcress

------------------------

111

horseweed

-----------------------------

151

hyssopleaf sandmat

--------------------------

118

-------------------------------------

200

Indian spinach

---------------------------------

205

--------------------------------

115

climbing seedbox
coat buttons

common joyweed

----------------------------

173

Indian toothcup

common plantain

-----------------------------

148

ivyleaf morning-glory

common purslane

----------------------------

156

Japanese hop

--------------------------

214

Japanese mazus

-------------------------------

126

jersey cudweed

--------------------------------

193

----------------------------------

172

----------------------------------------

135

creeping dayflower
creeping woodsorrel
crowfootgrass

----------------------------------

cutleaf groundcherry

------------------------

133

joint flatsedge

153

junglerice

----------------------

162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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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crabgrass----------------------------------- 134

--------------------------------

174

------------------------------

109

---------------------------------------

158

sessile joyweed

lawn pennywort

-------------------------------

220

shepherd's purse

lilac tasselflower

------------------------------

192

skunk-vine

----------------------------------

201

slender amaranth

195

small knotweed

little ironweed

lyrate hemistepta

-----------------------------

178

--------------------------------

210

--------------

124

smallflower umbrella sedge

---------------------------

181

sour grass

-------------------------

197

sour paspalum

-----------------------------

113

southern sandbur

-------------

173

Spanish needles

-----------------------------------------------

120

sparrow false pimpernel

163

spiny amaranth

Malaysiam false pimpernel
Mexican ageratum
mile-a-minute weed
monarch redstem

narrow-leaved alternanthera
niruri

-----------------------------

obscure morning-glory

---------------------

-------------

166

----------------------------------------

142

--------------------------------------------------------------

131

-------------------------------

183

-------------------

123

--------------------------------

177

old world diamond flower

----------------

157

spreeding sneezeweed

ovalleaf false buttonweed
pickerelweed

----------------------

186

----------------

159

swamp dragon

--------------------------------

208

tall fleabane

-----------------------------------

150

tearthumb

--------------------------

215

threelobe morning-glory

------------------------------

pale smartweed

prickly malvastrum

---------------------------------

151

-------------------------------------

189

----------------------------------------

209

------------------

164

---------------------

116

------------------------------------

141

151

threeseeded copperleaf

------------------

125

torpedograss

purple cudweed

-------------------------------

194

tropic ageratum

purple nutsedge

-------------------------------

168

tropical chickweed

212

variable-leaf yellowcress

primrose-willow

prostrate false pimpernel

pygmy arrowhead
rabbit milkweed

----------------------------

------------------------------- 196

rice flatsedge

rock weed

112
204

------------------------------------

130

-----------------------------------

167

water primrose

144

--------------------------

----------------------------------------

128

-----------------

water foxtail

rock bulrush

---------------------------

180

-----------------------------

119

ricegrass paspalum

--------------------------------

violet woodsorrel

---------------------------

red caustic creeper

142

---------------------------------

151

water hyacinth

---------------------------------

149

water starwort

----------------------------------

129

217

white woodrose

-------------------------------

sea club-rush

-----------------------------------

165

wingstem camphorweed

sensitive plant

----------------------------------

147

yellow nutsedge

161

------------------

198

-------------------------------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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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日本名
アオビユ

----------------------------------------

178

カナムグラ

-------------------------------------

155

アゼガヤ

----------------------------------------

139

キカシグサ

-------------------------------------

115

--------------------------------------------

125

キシュアスズメノヒエ

-------------------------

162

キダチキンバイ

---------------------------------

187

キツネアザミ

-------------------------------------

112

イヌビエ

----------------------------------------

イヌビユ

----------------------------------------

-----------------

143

---------------------------------

195

キンゴジカ

-------------------------------------

216

136

ギネアキビ

-------------------------------------

140

175

ギョウギシバ

---------------------------------

154

コアカザ

-------------------------------------

129

コイヌガラシ ----------------------------------- 111

---------------------

194

コウキヤガラ

ウリカワ

----------------------------------------

212

コゴメガヤツリ

ウリクサ

----------------------------------------

124

コゴメミズ

---------------------------------

215

コトブキギク

-------------------------------------

116

コナギ

146

シマウリクサ

---------------------------------

214

-------------------------

189

シマツユクサ

---------------------------------

122

----------------------------------------

148

シマニシキソウ

--------------

142

シロバナセンダングサ

-------------------------------------

147

シンクリノイガ

---------------------------------

202

スズメノカタビラ

オヒシバ

----------------------------------------

137

スズメノコビエ

オモダカ

----------------------------------------

213

スズメノテッポウ

カタバミ

----------------------------------------

203

スベリヒユ

180

センダングサ

アゼナ

アメリカアサガオ
アレチノギク
イヌガラシ

イヌホオズキ
ウシハコベ

ウスベニチチコグサ

エノキアオイ
エノキグサ

エノコログサ

---------------------------------

オオアレチノギク
オオバコ

オガサワラスズメノヒエ
オジギソウ

オニタビラコ

カッコウアザミ

-----------------------------

---------------------------------

132

----------------------------------------

221

---------------------------------

165

-----------------------------

167

-------------------------------------

217

---------------------------------

200

--------------------------------------------

150

-----------------------------

117

-----------------

184

-----------------------------

131

-------------------------

145

-----------------------------

144

-------------------------

130

-------------------------------------

156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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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ハリビユ

----------------------------------------

177

---------------------------------

191

ヒデリコ

----------------------------------------

169

----------

185

ヒメミソハギ

-----------------------------

133

ヒメムカシヨモギ

センナリホオズキ
タカサブロウ

タチアワユキセンダングサ
タツノツメガヤ

タネツケバナ ----------------------------------- 110

---------------------------------

フウセンカズラ

-------------------------

188

-----------------------------

179

---------------------------------

166

ベニバナボロギク

-------------------------------------

220

ホシアサガオ

---------------------------------

151

ホソアオゲイトウ

----------------------------------------

219

ホソバツルノゲイトウ

-----------------------------

174

ホテイアオイ

トキワハゼ

-------------------------------------

126

ムラサキカッコウアザミ

トキンソウ

-------------------------------------

186

ムラサキムカシヨモギ

-----------------------------

160

ムラサキ力タバミ

--------------------------------------------

109

ヤブガラシ

タマガヤツリ
チドメグサ

チョウジタデ
ツボクサ

ツルノゲイトウ

ナガボノウルシ
ナズナ

114

-------------------------

190

---------------------------------

164

-------------------------

176

-----------------

173

---------------------------------

149

--------------

181

-----------------

201

-------------------------

204

-------------------------------------

206

ハイキビ

----------------------------------------

141

ヤンバルハコベ

-----------------------------

128

ハマスゲ

----------------------------------------

168

ワセビエ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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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名詞
人力除草

------------------------------------

入侵植物

--------------------------------------

十字花科蔬菜
上偏

土壤殘效
大豆園

6, 36

-----------------------------------

---------------------------------

土壤混拌劑

10, 11

41, 42, 43, 56

---------------------------------------

---------

-----------

23
49

5, 19, 20, 24, 28, 29, 32

水稻休閒田

水稻旱田直播
水稻直播田
水稻秧田

火燒

88, 94, 99, 101, 102, 103,

外來雜草

------------------------

--------------------------------------------------------

------------------------------------------

24

永續經營

不孕花

----------------------------------------------

43

玉米園

不稔率

----------------------------------------------

43

瓜科蔬菜

中耕

---------------------------------

-------------

支鏈胺基酸

11, 12, 20, 23, 60

15, 22, 27, 28, 30, 37, 38

化學防治
化學類別

---------------------------------------

毛豆園

----------------------------------------------

水土保育

-------------------------------

水生雜草

-------------------------

水田畦畔

-----------------------------

水田雜草

---------------------

82

17, 35, 36

甘蔗

----------

甘藍園

----------------

71, 74, 77, 80, 81, 82,
87, 88, 91, 92

甘藷園

----------------------------------------

生物多樣性
生物防治
生長點

-------------------------

-----------------

生態特性

----------------------------------------

田間立即混合

---------------------------

3, 4, 9, 10, 12, 17, 18, 57, 62

禾本科

------------

水稻本田插秧前

-------------------

-------------

14, 16, 27, 33

42, 44, 46, 48, 49, 69

74, 93, 102

-----------------------------

86

43
3, 6

67, 103

44, 76, 80, 95

8, 18, 19, 22, 23, 25, 26,
42, 43, 46, 47, 56, 58, 61,

86

73, 98

35

---------------------------------------

-----------------------------

水稻中間作直播插秧後

82, 91

------------------------------------------

-------------------------------

23

20, 37, 38, 62, 70, 71, 81, 84

生殖生長

3, 13, 14, 32, 33

35

------------------------------------------

白胺酸

水稻本田中期

10, 14, 16, 33,

69, 81, 93, 99, 100, 101, 102

12

水稻中間作直播

69, 73, 86

12, 13, 27, 33

12, 27, 70, 93

----------------------------------------------

----------

44

21, 80

----------------------------------------

水稻

71, 93

------------------------------------------

------

42, 44, 45, 46, 47, 48

木瓜園

水管理

86

35, 36, 37

104
小葉菜類

86

69, 71, 73, 85, 97

---------------------------------

水稻濕田直播

72, 74, 77, 81, 82, 86, 87,

------------------------------------

---------------------------------------

-------------------

水稻耕犁前

98

---------------------------------------

68, 80, 85, 93, 103
交互抗性

--------------------------------------------

69, 73, 94, 96,

休閒地

-------------

101, 102

光分解

-----------------------

8

70, 80, 85, 93, 100, 103
43, 48, 56,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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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位置

------------

49, 69, 71, 72, 77, 81,

玫瑰花盆花

83, 85, 86, 87, 88, 91,

芳香族胺基酸

94

花椰菜園

---------

------------

86, 89, 90, 92, 93

柑桔園

-----------

15, 37, 57, 62
洋蔥園

----------------------------------------

74, 82

胡瓜園

----------------------------------------

80, 90

41, 45, 92, 93

茄科蔬菜

------------------------------------------

41

苯丙氨酸

-------------------------

-------------------------------

灼傷

果園

34

6, 7, 8, 32, 33, 36, 44, 47, 49
15, 43, 49

----------------------------------------------------------------------------------

--------------------------------------------

80, 93, 98

--------------------------------------------------

65
5

--------------------------------------------

--------------------------------------------------

栽培管理

24

41, 45, 92, 93

-----------------------------------

弱勢草種
桑園

80

---------------------------------

90

9, 14, 35

4

桃樹園

----------------------------------------------

93

98

氨毒害

----------------------------------------------

53

51, 54

特用作物
耕犁

------------------------------------------

24

荔枝園

------------------------------------------

----------------

----------------------------------------------

草皮

---------------------

92

茶園

----------------

4, 6, 7, 11, 17, 20, 21, 22,
25, 27, 31, 32, 36, 38, 58

20

11, 21, 25, 38, 52, 71, 93

12, 26, 59

-----------------------------------------------

93

74, 75, 77, 78, 80, 91

4, 17, 20, 38, 70, 71, 74,
79, 86, 92, 93, 103, 104

除草劑毒性

---------------------------------------

30

93

剪草機

---------------------------------------

10

捲曲

--------------------------------------------------

43

------------------------------------------

31

捲縮

--------------------------------------------------

49

----------------------------------------------

物理性防治
物種保育

原體

41

---------------

枇杷園

香蕉園

---------------------------------------

---------------------------------------

亞麻園

48, 50

-------------------------------------------

---------------------------------------

豆科蔬菜
走莖

15, 30, 41

--------------------------------------------

系統型藥劑

------------------------------------------

72, 74, 77, 80, 95

作用機制

杜鵑花苗圃

87, 92, 93, 98, 102, 103

85, 86, 89, 90, 92, 93

------------------------------------------

旱田雜草

14, 74, 75, 76, 80, 83, 84,

洋香瓜園

-----------------------

扭曲

49

50, 53, 71, 76, 78, 84,

作用位置

------

102
----------------------------------------------

西瓜園

抗藥性

77, 80, 85, 87, 89, 92, 93,
勃激素

-----------------------------

抗性作物

4, 6, 27, 28, 32, 44, 74, 75.

72, 76, 78, 83, 84, 85,
-------------------------

----------------

65

44, 51, 52, 56, 58, 68,

色氨酸

吸附

59

非耕地

--------------------------------------------------

自由基

81

48, 70, 71, 72, 78, 82, 83, 94

--

次要作物

45

----------------------------------------------

多核細胞
早期萌後

-----------------------------------

長效性

--------------------------------------------

93

------------------------------------------

8

多重抗性
成品

---------------------------------------

-----------------------------------------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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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型藥劑

---------------------------------

28, 52

24, 35, 44, 48, 49, 56, 57,
58, 60, 62, 68, 69, 70, 71,

16, 43, 47, 48, 50, 52, 55

72, 77, 81, 83, 86, 87, 88,

--------------------------------------------

淋洗

---------------

17, 66, 67, 96

混合劑

-----------------------------

甜椒園

----------------------------------------------------

---------------

移植本田插秧後
細胞膜

荷爾蒙
造林地

80, 89

44, 75, 76, 79, 80, 95

------------------------------------

-----------

56, 57, 60, 68, 69, 70, 71,
73

76, 78, 79, 80, 82, 83, 84,

42, 46, 50, 51, 52, 53,

85,86, 87, 89, 90, 92, 93, 95,

69, 71, 73, 74, 76, 77,

103, 104

-------------------------------

41, 44, 46, 47, 51, 54, 56

78, 79, 82, 84, 85, 86,

黃化

----------------

88, 89, 90, 92, 93, 94,

傳導

---------------------------------

95

微生物分解

------------------------------------------

----------------------------------------

單劑

---------------------------------------

斑點

--------------------------------------------

植前

-------------------------------------------------------------------------

---------------

42
47

70, 83

--------------------------------------------------

21

50, 51
新墾或休閒地蔗園多年生禾本科草
-------------------------------------------------

落花生園

------------

77, 79, 81, 82, 83, 86,

51, 54

87, 94, 95, 102, 103,

44

53, 80, 87

104
葉綠素

----------------

59

55, 69, 72, 73, 79, 84,
88, 89, 94

25, 70

葡萄園

-----------------------

紫化

--------------------------------------------

腋芽

---------------------------------------

21, 75, 80, 92, 93

44, 47

裡作田

----------------------------------------------

46, 72, 82

酪氨酸

-----------------------------

71, 82, 98

預防性防治

菸草本圃

-------------------------------

菸草定植

------------------------------------------

菸草苗床

-------------------------------

菠菜園

80, 85, 93

70, 71, 72, 73, 74, 76,

------------------------------------

菸草腋芽抑制

41, 42, 44, 49

43, 45, 46, 47, 48,

66, 67, 69

----------------------------------------------

結球白菜

57, 58

8, 18, 19, 20, 23, 25, 32, 34,

52, 55

割草

短效性

萌前混拌
萌後

42, 44, 46, 47, 51, 52, 54,

----------------------------------------------

氮代謝抑制劑

89, 91, 94, 104

41, 43, 44, 45, 46, 49, 50,

----------------

蛋白微管

11, 17, 18, 19, 20, 22, 23,

93

--------------------------------------------------

梨園

移動

---------------

80, 93

梅園

異白胺酸

萌前

71

種子

71, 88, 95

-----------------------------

72, 82

----------------------------------------------

69

-----------------------------------------

----------------------

23

41, 45, 92, 93
9

4, 10, 13, 26, 43, 48,
55, 57, 59,68, 88, 95

------------------------------------

30, 38

--------------------------------------------

74, 82

綜合管理
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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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園

-------------------

5, 74, 76, 84, 89, 90

叢生

--------------------------------------------------

93

檬果園

----------------------------------------------

噴頭

--------------------------------------------

58, 63

燻蒸劑

----------------------------------------

廢耕

--------------------------------------------

36, 37

覆蓋

鳳梨園畦畔

熱處理

---------------------------------------

-----------------------------------

--------------------

12, 13, 33

皺縮

--------------------------------------------------

蔗園

------------------

43

4, 7, 31, 33, 70, 80, 84,

93

26, 57

13, 19, 21, 23, 24, 26,
52, 59, 63

轉基因

----------------------------------------

雜草危害

----------------

85, 90, 92, 93, 100,
101, 103, 104

44

30, 37

8, 9, 14, 17, 24, 26,
27, 37

雜草防治

----------------

7, 9, 13, 16, 17, 21,

----------------------------------------------

84

22, 23, 24, 30, 33,

蔥科

--------------------------------------------------

23

36, 37, 59, 60

褐化

---------------------------------

劑型

--------------------------------------------------

整地

--------------------------

蓮霧園

46, 47, 51, 54

---------------------

雜糧作物

3, 57, 7, 12, 27, 62

------------------------------------

17, 19

11, 12, 15, 18, 25,

繖形科蔬菜

57, 58

壞疽

---------------------

41, 46, 47, 51, 54, 56

藥害

--------------------

15, 18, 19, 20, 24, 25,

篩選壓力

--------------------------------------------

蕃石榴園

------------------------------------------

蕃茄園

-----------------------------

選擇性

--------------

鞘葉

15

雜草相

7

---------------------------------------

93

26, 27, 32, 43, 45, 56,

71, 74, 81, 82

60, 61, 62, 66, 85

5, 6, 15, 18, 20, 22, 24,

類胡蘿蔔素

25, 26, 28, 41, 44, 47,

藻類

48, 51, 58, 61

蘆筍苗園

--------------------------------------------------

優勢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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