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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

華視並非頭一次被農民和農委會抗議，先前就曾報導草莓遭染色，吃下
去有致癌、洗腎風險；去年3月正值蓮霧產期，華視曾報導有蓮霧浸
水後，用衛生紙一擦就褪色，質疑農民在蓮霧外皮染色，後來被農業
改良場、農民、盤商駁斥，蓮霧本就有天然花青素容易滲出顏色，且
外皮有蠟根本上不了色。

除了水果染色，也有網路謠傳小番茄有龍葵鹼毒素、吃楊桃會得腎臟病
、葡萄注射糖等等，農委會雖然請出專家一一駁斥，但網路仍持續流
傳，農委會在官網設立「農產品食品安全專區」，民眾若有疑惑可直
接提問，農委會上百位專家將在三天內解答。

網路謠言流傳



竹筍有劇毒農藥殘留
，千萬別吃？

謠言

謠言



飲料含禁用農藥？

謠言







即使常態農產品檢
驗結果出現農藥殘
留—聳動報導



達特南殘留莧菜是否影響健康？專家這麼說

農委會和地方政府衛生局、教育局到學校抽驗午餐食材，驗出莧菜殘留不得使用的農藥達特南。
圖／農委會提供

莧菜上含有不得使用的農藥達特南，且學童已經吃下肚，究竟有沒有健康疑慮？
台大農業化學系教授顏瑞泓表示，達特南農藥使用，在莧菜上沒有訂標準，用了
就是不合法，至於安不安全應該另外評估，他認為，若說小朋友吃了就會影響身
體健康，恐怕也太過度延伸，家長小朋友都不需要恐慌。

他舉例，達特南可以用在十字花科的蔬菜上，比如說綠花椰菜殘留容許量為2ppm

，若某棵綠花椰菜是1ppm通過檢測標準，對照莧菜上的0.05ppm來說，相差20倍
，可能一小口花椰菜攝取量就比莧菜多了，以科學的數據呈現，希望外界正向看
待農藥安全。

中興大學植病系教授曾德賜表示，達特南是殺蟲劑，可以殺蟲，但對人體感受性
並不高，消費者無須太擔心。

一名國內的病蟲害專家表示，達特南在莧菜上殘留量僅0.04ppm和0.05ppm，可能
多沖幾次水，或者烹煮時掀鍋蓋蒸氣就揮發不見了，對人體影響小。







2016年09月 記者的訪問







驚！台北市國小午餐地瓜葉農藥竟超標12倍

驚！供應給台北市國小營養午餐用的地瓜葉農藥居然超標12倍！台北市政府衛生局11日公布
10月到蔬果零售業者、超市、賣場、批發市場及學校午餐供應商等處抽驗生鮮蔬果檢驗
殘留農藥含量，這次共抽驗120件蔬果產品，結果檢驗結果1件不符合規定，不合格率
0.8%。

台北市衛生局表示，這次抽驗120件蔬果產品，檢驗項目為殘留農藥，結果1件由雲林縣十八
甲果菜生產研究社所生產的「地瓜葉」檢出殺菌劑「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普拔克
0.12ppm」不符規定 (其他(蔬果類)標準：0.01ppm以下)，檢出殘留農藥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公告，皆為合法登記並領有許可證農藥，核准使用於限定類別農作物，但殘留農藥含
量應符合「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十字花科小葉菜類普拔克殘留容許量10ppm



2016年05月記者的訪問





農藥風波不斷?



4月戴奧辛蛋，8月芬普尼蛋，毒雞蛋風波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台灣食安又拉警報了嗎？

2017年08月



芬普尼雞蛋風暴擴大新增10場遍及5縣市



芬普尼EC 2.92%w/w
芬普尼SC 4.95%w/w

芬普尼 10% w/v

噴劑 : 0.25% w/v 芬普尼

動物用藥

農藥

環境用藥

雞舍
1. 雞身上的蚤
2. 雞舍的消毒



到底農藥是什麼?

情感上的農藥

學理上的農藥

法規上的農藥



情感上的農藥

人為確保食物的來源無虞—需要防治病蟲害的發生

田裡、野地及森林數不盡的蟲、菌及草。

人為維持較好的生活品質—需要控制周遭環境中其他生
物的生長

屋內的蚊子、蒼蠅、蟑螂、螞蟻

寵物身上的蝨蚤

院子裏的雜草

池塘裏的青苔

您以為這些都是農藥



農藥—最初之意義係指用以保護農作物之藥劑，或謂
防治農作物病害及雜草之藥劑。早期乃以殺蟲劑、
殺菌劑及除草劑為主，但是隨著時代進步，農藥的
意義也隨著有了改變，包括殺線蟲劑、殺蟎劑、殺
鼠劑、新防蟲害的方法(不孕劑、誘引劑、忌避劑
、昆蟲荷爾蒙、昆蟲費洛蒙)及植物生長調節劑等
。

學理上的農藥

科學上的農藥範圍



農藥之定義

定義—包括土壤消毒、種子消毒、以迄作物發芽、生長、結
實、至貯藏期間之病蟲害、雜草及鼠患之防除。近來廣義
的解釋為”經濟毒物”(Economic poisons)即任何一單一或
是混合物質具有

(1)消極方面: 能阻止消滅、排斥或減少被認為對植物有害之昆
蟲、鼠類、線蟲、微生物、雜草及其他生物之危害。

(2)積極方面: 能調節植物生長、控制植物落葉等功用。亦涵蓋
其中。

凡農業經營上為保護農作物及其生產物或改良作物目的所使
用之化學藥品(包括天然與人工合成者)稱為農藥Pesticide。
增強藥劑殺滅功能之補助劑及肥料則稱為農用化學物
(Agricultural chemicals)。



法規上的農藥

台灣—農藥管理法 (民國 104 年 12 月09 日修正)

第五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藥：指成品農藥及農藥原體。
二、成品農藥：指下列各目之藥品或生物製劑：

（一）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
（二）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
（三）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為保護植物之用者。

三、農藥原體：指用以加工前款各目成品農藥所需之有效成分原料。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直接供前款各目使用者，視為成品農藥。

法律上的農藥



農藥定義—不同國家

日本—農藥—殺菌劑、殺蟲劑、殺鼠劑及除草劑等防
除農作物或農產品被有害生物危害的藥物之總稱。

美國—pesticide 意義為有害生物之防除劑則包含了環
境衛生用藥。



農藥—偽、禁、劣

禁用農藥

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製造、加工、分裝、
輸入、輸出、販賣、使用之農藥。



農藥—偽、禁、劣

偽農藥

指農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未經核准擅自製造、加工、輸入或仿冒國內外產品。

二. 摻雜其他有效成分之含量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限量基準。

三. 抽換國內外產品。

四. 塗改或變更有效期間之標示。

五. 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稱與核准不符。



農藥—偽、禁、劣

劣農藥指經核准登記之農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 有效成分之含量與標準規格不符。

二. 超過有效期間。

三. 第一款所定有效成分含量以外之品質與標準規格
不符。



農藥

簡單的說，農藥就是保護農林作物免受病蟲草鼠及其它生
物危害的化學品。

目前全世界已上市的農藥有六百餘種，台灣則有三百多種

依其防治的對象可概分為殺蟲劑、殺菌劑、殺草劑、殺蟎
劑、殺鼠劑、殺線蟲劑、殺螺劑及植物生長調節劑。



農藥=毒藥?



農藥=毒藥?

農藥有毒性，但農藥不一定就是毒藥。
政府為保護使用農藥者之安全，將農藥依對哺
乳動物的急性毒性值分為四級，
第一級為極劇毒，國內不准使用
第二級為劇毒，國內限制使用

約有四十種，佔十分之一。

第三級為中等毒
第四級為輕毒

殺菌劑蓋普丹的毒性和食鹽或口紅差不多
殺蟲劑馬拉松毒性比指甲油或香草精還低



1992年公布農藥急毒性分類
(農藥成品) 

• 極劇毒(extremely hazardous)、劇毒(highly 
hazardous)、中毒(moderately hazardous)、輕
毒(slightly hazardous) 

毒性分類 口服 (LD50,mg/kg rat) 皮膚 (LD50,mg/kg rat) 呼吸
(LC50)

魚毒
(LC50)

固體 液體 固體 液體

I極劇毒 <5 <20 <10 <40 <0.5 <0.1

II劇毒 5-50 20-200 10-100 40-400 0.5-2.0 <0.5

III中毒 50-500 200-2000 100-1000 400-4000 2-20 0.5-10

IV輕毒 >500 >2000 >1000 >4000 20-100 >10



有危險性的農藥禁用

我國自民國六十一年起至今共禁用了三十餘種
農藥，原因為經實驗証明有可能污染環境、
致畸胎、生育毒性、致癌性、致腫瘤性及劇
毒性。



農藥會殘留

殘留就是污染?



殘留不是污染

殘留

衛生署公告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正確方法使用農藥後殘留下來的量



食物中的農藥殘留

農產品上的農藥殘留訂有農藥殘留容許量，也就是農藥殘留的安全標準。

訂定的原則是以表示農藥慢毒性的無毒害藥量為計算基準，依據政府
核准的使用方法及防治作物為對象，加上國人取食習慣及取食量，
研訂每一類作物中的農藥殘留安全容許量。

因此只有在國內政府核准使用的農藥及作物才有容許量，沒有訂定安
全標準者表示未核淮使用，依法不得有殘留。

農藥殘留檢驗不合格的情形有二種：

殘留量超過容許量

檢驗出沒有容許量的農藥殘留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1. Abamectin 阿巴汀 茶類 0.1 殺蟲劑
2. Acetamiprid 亞滅培 茶類 2.0 殺蟲劑
3. Acrinathrin 阿納寧 茶 2.0 殺蟎劑
4. Azoxystrobin 亞托敏 茶 5.0 殺菌劑
5. Bifenazate 必芬蟎 茶 2.0 殺蟎劑
6. Bifenthrin 畢芬寧 茶類 2.0 殺蟲劑
7. Buprofezin 布芬淨 茶類 1.0 殺蟲劑
8. Carbaryl 加保利 茶類 2.0 殺蟲劑
9. Carbendazim 貝芬替 茶類 1.0 殺菌劑
10. Carbofuran 加保扶 茶類 1.0 殺蟲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11. Cartap 培丹 茶類 1.0 殺蟲劑

12. Chinomethionat 蟎離丹 茶類 0.2 殺蟎劑

13. Chlorantraniliprole剋安勃 茶 2.0 殺蟲劑

14. Chlorfenapyr 克凡派 茶類 2.0 殺蟲劑

15. Chlorfluazuron 克福隆 茶類 5.0 殺蟲劑

16. Chlorothalonil 四氯異苯腈 茶 2.0 殺菌劑
17.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18. Clothianidin 可尼丁 茶 5.0 殺蟲劑
19. Cyflumetofen 賽芬蟎 茶 5.0 殺蟎劑
20. Cyfluthrin 賽扶寧 茶類 5.0 殺蟲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21. Cyhalothrin 賽洛寧 茶類 2.0 殺蟲劑
22. Cypermethrin 賽滅寧 茶類 2.0 殺蟲劑
23. Deltamethrin 第滅寧 茶類 5.0 殺蟲劑
24. Diafenthiuron 汰芬隆 茶類 5.0 殺蟲劑
25. Diazinon 大利松 茶類 2.0 殺蟲劑
26. Dicofol 大克蟎 茶 3.0 殺蟎劑
27. Difenoconazole 待克利 茶類 5.0 殺菌劑
28. Diflubenzuron 二福隆 茶 10.0 殺蟲劑
29. Dinotefuran 達特南 茶 10.0 殺蟲劑
30. Dithianon 腈硫醌 茶 5.0 殺菌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31. Diuron 達有龍 茶類 0.2 殺草劑

32.
Emamectin 

benzoate
因滅汀 茶 0.05 殺蟲劑

33. Etoxazole 依殺蟎 茶類 5.0 殺蟎劑
34. Fenazaquin 芬殺蟎 茶類 20.0 殺蟎劑

35. Fenbuconazole 芬克座 茶 5.0 殺菌劑

36. Fenitrothion 撲滅松 茶類 0.5 殺蟲劑

37. Fenpropathrin 芬普寧 茶類 10.0 殺蟲劑

38. Fenpyroximate 芬普蟎 茶類 5.0 殺蟎劑

39. Fenvalerate 芬化利 茶類 5.0 殺蟲劑
40. Flonicamid 氟尼胺 茶 5.0 殺蟲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41. Fluazifop-butyl 伏寄普 茶類 0.2 殺草劑

42. Fluazinam 扶吉胺 茶 5.0 殺蟲劑

43. Flucythrinate 護賽寧 茶類 10.0 殺蟲劑

44. Flufenoxuron 氟芬隆 茶 15.0 殺蟲劑

45. Flutriafol 護汰芬 茶 3.0 殺菌劑

46. Fluvalinate 福化利 茶類 5.0 殺蟲劑

47. Glyphosate 嘉磷塞 茶類 0.1 殺草劑

48. Halfenprox 合芬寧 茶類 5.0 殺蟲劑

49. Haloxyfop-methyl 甲基合氯氟 茶類 0.1 殺草劑

50. Imibenconazole 易胺座 茶類 2.0 殺菌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51. Imidacloprid 益達胺 茶類 3.0 殺蟲劑

52. Iminoctadine 克熱淨 茶 1.0 殺菌劑

53. Isoxathion 加福松 茶類 5.0 殺蟲劑

54. Kasugamycin 嘉賜黴素 茶 0.04 殺菌劑

55. Kresoxim-methyl 克收欣 茶 10.0 殺菌劑

56. Linuron 理有龍 茶類 0.5 殺草劑

57. Lufenuron 祿芬隆 茶 5.0 殺蟲劑

58. Metaflumizone 美氟綜 茶 3.0 殺蟲劑

59. Methidathion 滅大松 茶類 0.5 殺蟲劑

60. Methomyl 納乃得 茶類 1.0 殺蟲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61. Methoxyfenozide 滅芬諾 茶 10.0 殺蟲劑

62. Milbemectin 密滅汀 茶類 2.0 殺蟎劑

63. Naled 乃力松 茶類 2.0 殺蟲劑

64. Paraquat 巴拉刈 茶類 0.2 殺草劑

65. Permethrin 百滅寧 茶類 10.0 殺蟲劑

66. Phosalone 裕必松 茶類 5.0 殺蟲劑

67. Profenophos 佈飛松 茶類 0.5 殺蟲劑

68. Propargite 毆蟎多 茶 2.0 殺蟎劑

69. Pyraclostrobin 百克敏 茶 5.0 殺菌劑

70. Pyribencarb Pyribencarb 茶 20 殺菌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71. Pyridaben 畢達本 茶類 5.0 殺蟎劑

72. Pyrimidifen 畢汰芬 茶類 1.0 殺蟲劑

73. Pyriproxyfen 百利普芬 茶 5.0 殺蟲劑

74. Rotenone 魚藤精 茶類 2.0 殺蟲劑

75. Spinetoram 賜諾特 茶 3.0 殺蟲劑

76. Spinosad 賜諾殺 茶類 1.0 殺蟲劑

77. Spirodiclofen 賜派芬 茶 5.0 殺蟎劑

78. Spirotetramat 賜派滅 茶 1.0 殺蟎劑

79. Tebuconazole 得克利 茶 10.0 殺菌劑

80. Tebufenpyrad 得芬瑞 茶 2.0 殺蟎劑

項次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81. Teflubenzuron 得福隆 茶 5.0 殺蟲劑

82. Tetraconazole 四克利 茶 8.0 殺菌劑

83. Thiamethoxam 賽速安 茶類 1.0 殺蟲劑

84. Tolfenpyrad 脫芬瑞 茶 10.0 殺蟲劑

85. Triadimefon 三泰芬 茶 0.5 殺菌劑

86. Triadimenol 三泰隆 茶 6.0 殺菌劑

87. Trichlorfon 三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88. Tridemorph 三得芬 茶類 20.0 殺菌劑

89. Triflumizole 賽福座 茶類 5.0 殺菌劑

90. Trifluralin 三福林 茶類 0.05 殺草劑



農藥殘留容許量的訂定



一、法源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
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農藥殘留容許量」



一、法源依據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2項規定，訂定「農
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衛福部會商農政機關訂定之，同時適用於國產或進口農產品，
以加強食品中殘留農藥之管理，保障國人飲食衛生安全。

「農藥殘留容許量」



「農藥殘留容許量」訂定原則



(一) 國內農產品

農藥業者依「農藥管理法」向農委會申請農藥登記使用
經評估(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訂定農藥使用對象、用法、用量及安

全採收期
核准登記使用
農委會依田間殘留試驗資料研議殘留容許量
衛福部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農藥殘留容許量」



(二) 進口農產品

不同國家農作物生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方法與國內不同
進口農產品，向衛福部申請進口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
委託專業機關(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審查評估
衛福部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農藥殘留容許量」



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方式

以益達胺(imidacloprid)為例



「農藥殘留容許量」訂定
「最大殘留容許限量」MRL (maximum residues limit)

「無可觀察有害效應劑量」NOAEL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of Pesticide

「每日容許攝入量」 ADI (accept daily intake)

For example 

Imidacloprid: the most widely used insecticide in the world.



Animal toxicity test

(Long term chronic toxicity 

test, rat for 2 years)

NOAEL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 (Imidacloprid)

= 6 mg/kg-bw/day (rat)

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NOAEL x safety factor (0.01)

ADI (Imidacloprid)

= 0.06 mg/kg-bw/day (human)

MPI (maximum permissive intake)
ADI x average weight of 

Taiwanese (60 kg/person)

MPI (Imidacloprid)

= 3.6 mg/person/day (human)



長期動物毒性測試
Long-term toxicity test

長期動物試驗 (大鼠或狗)

每日餵食農藥超過一年

4 mg/kg 5 mg/kg 6 mg/kg 7 mg/kg

觀察: 

體重, 取食情形, 血液生化分析…等等測試



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

the highest level at which no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 is 

observed

Normal Normal Normal

NOAEL of 農藥
dose

effect

4 mg/kg 5 mg/kg 6 mg/kg 7 mg/kg



農藥 ADI 值的設定
ADI: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終生攝食不會有危害的劑量

NOAEL x 安全係數(safety factor)

safety factor

測試動物與人之間物種的差異

人與人個體間的差異

1/100～1/200

農藥ADI
dose

effect

NOAEL

ADI

6 mg/kg x 0.01 = 0.06 mg/kg/day



Intake pesticide from different crops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殘
留
量
mg/kg

殘留量低於偵測極限

殘留量=subMPI

殘留量=MPI 最優先考慮訂為安全採收期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不考慮

距離最後一次施藥天數

Residue

s

Days after pesticide applied

Detect limitMPI

Pre Harvest Interval (PHI)

Major crop

Minor crop



農藥在作物上的容許量訂定

農藥在田間試驗後的結果
at harvest time

米: 0.15 ppm (mg/kg)

小白菜: 0.8 ppm

蕃茄: 0.7 ppm

農藥殘留容許量建議值

rice: 0.2 ppm (mg/kg)

cabbage: 1 ppm

potato: 1 ppm

Time

R
e
s
id

u
e
 l
e
v
e
l

harvest

application



經由食物吃了多少
= 建議容許量 x 農產品取食量
*農產品取食量 (國民營養調查數據)

經由食物吃了多少
米: 0.2 ppm X 178 g/day= 0.0356 mg

小白菜: 1 ppm X 144 g/day= 0.144 mg 

蕃茄: 1 ppm X 37 g/day= 0.037 mg

total 0.2166 mg/day/人 < 3.6mg (ADI x 國人平均體重)

1. 自各種農產品容許量值估算可能吃到農藥量是否大於每人每日可攝取量。
2. 若小於80%MPI，此農藥尚可申請使用於其他作物。
3. 若接近80%MPI，此農藥不可以申請使用於其他作物上。
4. 若B作物需要使用此農藥防治害物，可以刪除此農藥於A作物上之使用
許可。

農藥在作物上的容許量訂定



農藥殘留容許量

農藥 X 使用在作物 A 及作物 B

考量作物保護的需要

消費者的安全

分別訂定農藥 X 在作物 A 及作物 B上的容許量MRLa及
MRLb

總攝食到農藥X的劑量

=作物A取食量 x 農藥X在作物A上的MRL

+作物B取食量 x 農藥X在作物B上的MRL



The MRLs of imidacloprid in different crops益達胺在不同作物之容許量

ADI值 : 0.06 mg/kg/body weight/day 資料來源 : JMPR,2001

MPI值 : 3.6 mg/person/day (MPI=ADI×60)

作物類別
MRLs

(ppm)

Food intake

(Kg/day)

Pesticide intake

(mg/day)

小葉菜類 1 0.14419 0.144 

小漿果類 1 0.03771 0.038 

木瓜 (為大漿果類)* 0.5 0.02636 0.013 

番荔枝 (為大漿果類) 0.5

梨 (為梨果類)* 0.5 0.03340 0.017 

柿 (為梨果類) 0.5

包葉菜類 1 0.06278 0.063 

瓜果類 0.5 0.02710 0.014 

米類 0.2 0.17845 0.036 

豆菜類 0.5 0.01228 0.006 

果菜類* 0.5 0.01235 0.006 

花胡瓜 (為瓜菜類)* 0.5 0.04141 0.021 

冬瓜 (為瓜菜類) 0.5

核果類 0.5 0.01207 0.006 

茶類 3 0.00240 0.007 

茭白筍 (為根菜類)* 0.4 0.06168 0.025 

蓮藕 (為根菜類) 0.1



Total intake of imidacloprid :

0.395 mg (10.9% MPI)

2.88mg (80%MPI) > 0.395mg Total intake from food

(imidacloprid can be registered in the other crops)

if the total intake close to 80% MPI the pesticide can 

not be registered in the other crops



Japan MRLs of imidacloprid
Food MRLs(ppm)

Rice (brown rice) 1

Wheat 0.05

Barley 0.05

Rye 0.05

Corn (maize, including pop corn 
and sweet corn)

0.05

Buckwheat 0.05

Other cereal grains 3

Soybeans, dried 3

Beans, dried 3

Peas 3

Broad beans 3

Peanuts, dried 0.7

Other legumes/pulses 3

Potato 0.5

Taro 0.4

Sweet potato 0.4

Yam 0.4

Konjac 0.4

Other Potatoes 0.4

Sugar beet 0.4

Sugarcane 0.04

Japanese radish, roots (including 
radish)

0.4

Japanese radish, leaves (including 
radish)

4

Turnip, roots (including rutabaga) 0.4

Turnip, leaves (including 
rutabaga)

3

Horseradish 0.4

Watercress 3

Chinese cabbage 0.5

Cabbage 0.5

Brussels sprouts 0.5

Kale 5

KOMATSUNA (Japanese mustard spinach) 5

KYONA 5

Qing-geng-cai 5

Cauliflower 0.4

Broccoli 5

Other cruciferous vegetables 5

Burdock 0.4

Salsify 0.4

Artichoke 2

Chicory 3

Endive 5

SHUNGIKU 3

Lettuce (including cos lettuce and leaf lettuce) 3

Other composite vegetables 5

Onion 0.07

Welsh (including leek) 0.7

NIRA 1

Asparagus 0.7

Multiplying onion (including shallot) 2

Carrot 0.4

Parsnip 0.4

Parsley 3

Celery 4

MITSUBA 5

Other umbelliferous vegetables 4

Tomato 2

Pimento (sweet pepper) 3

Egg plant 2

Other solanaceous vegetables 5

Cucumber (including gherkin) 1

Pumpkin (including squash) 1

Water melon 0.5

Melons 0.4



MAKUWAURI melon 0.4

Other cucurbitaceous vegetables 1

Spinach 15

Okra 0.7

Ginger 0.3

Peas, immature (with pods) 4

kidney beans, immature (with pods) 3

Green soybeans 3

Other vegetables 5

UNSHU orange, pulp 0.3

Citrus NATSUDAIDAI, whole 0.7

Lemon 0.7

Orange (including navel orange) 0.7

Grapefruit 0.7

Lime 0.7

Other citrus fruits 0.7

Apple 0.5

Japanese pear 0.7

Pear 0.7

Quince 0.5

Loquat 0.5

Peach 0.5

Nectarine 2

Apricot 2

Japanese plum (including prune) 2

Mume plum 0.3

Cherry 2

Strawberry 0.5

Raspberry 4

Blackberry 4

Blueberry 4

Cranberry 0.04

Huckleberry 4

Other berries 4

Grape 3

Japanese persimmon 1

Banana 0.04

Kiwifruit 0.2

Papaya 0.7

Avocado 0.7

Guava 0.7

Mango 1

Passion fruit 0.7

Other Fruits 4

Sunflower seeds 0.04

Safflower seeds 0.04

Cotton seeds 4

Rapeseeds 0.04

Other oil seeds 0.04

Ginkgo nut 0.05

Chestnut 0.05

Pecan 0.04

Almond 0.04

Walnut 0.04

Other nuts 0.04

Tea 10

Coffee beans 0.7

Cacao beans 0.05

Hop 7

Other spices 5

Other herbs 15

Cattle, muscle 0.3

Pig, muscle 0.3

Other terrestrial mammals, muscle 0.3

Cattle, fat 0.3

Pig, fat 0.3

Other terrestrial mammals, fat 0.3

Cattle, liver 0.3

Pig, liver 0.3

Other terrestrial mammals, liver 0.3

Cattle, kidney 0.3

Pig, kidney 0.3

Other terrestrial mammals, kidney 0.3

Cattle, edible offal 0.3



Pig, edible offal 0.3

Other terrestrial mammals, edible offal 0.3

Milk 0.1

Chicken, muscle 0.02

Other poultry, muscle 0.02

Chicken, fat 0.02

Other poultry, fat 0.02

Chicken, liver 0.1

Other poultry, liver 0.1

Chicken, kidney 0.1

Other poultry, kidney 0.1

Chicken, edible offal 0.1

Other poultry, edible offal 0.1

Chicken eggs 0.02

Other poultry, eggs 0.02

Wheat flour (except whole grain) 0.02

Wheat bran 0.2

Pepper,dried 7



農藥殘留容許量

不同國家氣候條件不一樣、栽培不同作物種類、有不同
病蟲害發生，不同國家國民農產品取食習慣不同。

1. 農藥使用需求不同

2. 取食作物習慣不同

即使相同的作物、相同的農藥，但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農藥
殘留容許量



Imidacloprid of Taiwan and Japan MRLs in some crops

Corps Taiwan MRLs (ppm) Japan MRLs (ppm)

Papaya 0.5 0.7

Pear 0.5 0.7

Persimmon 0.5 1

Rice 0.2 1

Tea 3 10

Hop 7



uniform/default Limit

基準殘留值或背景殘留值

Positive list system for pesticides residues in Taiwan

All the substances are regulated in principle, make a list for those 

that are approved exceptionally.

Taiwan do not adopt uniform limit

EU 0.01 ppm

Germany 0.01 ppm

New Zealand, Canada 0.1 ppm

Japan 0.01 ppm



農藥殘留容許量

農藥需要登記才能使用在植物保護

合法登記後即在該項作物上有殘留容許量

一種農藥，在不同作物上有不同的殘留容許量

不同國家有符合該國用藥需求的農藥殘留容許量

農藥殘留不合格的情形

1. 農產品中驗出未登記使用的農藥

2. 農產品中驗出農藥殘留值高於公告容許量



結論

我國對於農藥之核准登記及訂定殘留容許量，分別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依權責辦理，除參酌國際規範之外，
並考量國內農牧漁業之需，依國人飲食習慣而訂定規範，以
確保國人食用安全。

針對進口農產品，因其農作物生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及用藥
方法與國內情形不同，為國民飲食需求，由食藥署受理增修
訂進口農產品殘留農藥容許量之申請，其評估原則相同，經
審核農藥之毒性資料、農作物殘留量消退試驗資料、國外核
准登記使用方法等科學性資料，參酌國際間標準，評估國人
對各類農作物取食總量之累積風險，並會商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經專家委員審核通過，始訂定容許量標準，以確保國人
食用安全。



我還是擔心農藥殘留

能不能不要用農藥?



不得不用農藥

充足糧食生產—增加單位農地面積產量

農產品的品質—營養高、衛生好

環境衛生維護—病媒防治



努力減少農藥使用

農藥毒性再低、殘留再少，畢竟對環境生態及人體健康都有影響，因此除
了在農藥管理上嚴格把關外，治本的方法還是減少使用農藥。

新農藥已朝向用藥少、分解快、對生態衝擊小的目標去發展，生物性農藥
開發方興未艾，這些都能減輕環境承受農藥的壓力。

非農藥防治法在植物保護上的運用也在積極推動。結合非農藥防治及農藥
使用使得害物密度維持在不為害農作物的標準以下的害物管理方法就是
綜合防治，或害物綜合管理(IPM)。

非農藥防治法包括農業防治，也就是由利用輪作、深耕、清園等農作物生
長環境的管理及選用健康種苗抗性品種來提高農作物對害物之抵抗能力。

引進天敵或飼養及釋放天敵進行生物防治，以及利用誘殺或隔離等物理防
治，都可以減少農藥使用而達到同樣的防治效果。



怎麼避免吃到農藥?







正確認識。

熟食會經過一些前處理，包括清洗、去皮、去殼、
榨汁、磨粉、烹煮。

加工食品的加工步驟如殺菁、醃漬、發酵、製罐
等，每一個步驟都會減少農藥殘留。

水果及生食蔬菜，除剝皮及去除外葉外，清洗是
減少農藥殘留的方法。



農藥殘留量極低—ppm

看不到、聞不到、摸不到，選購時無法辨識。

蔬果上農藥殘留多寡因農藥使用情形而異。
農藥使用是為了植物保護需要，適時適地生產的蔬果
病蟲害較易控制，農藥也會用得少，因此季節性蔬
果農藥殘留會比較少。

聰明選擇。



選購蔬果

建立責任制之農產品生產制度，讓農產品和其它
食品一樣，在包裝上有生產者之品牌及地址，
以及代表經過認証之安全標識，讓消費者能一
目了然的買到合格的蔬果。



蔬果安全標章

市面上有許多強調無農藥殘留的蔬菜，如
清潔蔬菜、無毒蔬菜等
生產者也了解消費者對蔬果安全品質之要求。

農產品的安全品質和一般商品一樣，品管
是很重要的，能讓消費者安心的，是讓
他知道蔬果來源、生產過程中農藥使用
是否合理、政府有無給予安全認証。

目前部分團體共同採購由產地及生產者作
業情形評估作為採購之準則。



農產品認證標章



仔細清洗

清洗是減少農藥殘留的最好方法

清洗前的準備工作

• 認識作物特色

• 了解殘留方式

• 清洗方法應用



類別 農作物類農產品
1. 米類
2. 麥類

水稻、旱稻等。
大麥、小麥(含黑小麥)、燕麥、黑麥等。

3. 雜糧類 玉米、高粱等。
4. 乾豆類 大豆(黃豆、黑豆)、落花生、綠豆、紅豆、花豆(乾)、樹豆(乾)、豇豆(乾)、小扁豆、紅花籽、油菜籽、葵花籽、棉籽、蠶豆(乾)、蓮子、芝麻、亞

麻籽、茶籽(含茶葉籽及油茶籽)等。
5. 包葉菜類 十字花科包葉菜【甘藍(含球莖甘藍、抱子甘藍)、花椰菜、結球白菜、青花菜、包心芥菜、大心芥菜】、結球萵苣、朝鮮薊等。

6. 小葉菜類 十字花科小葉菜(小白菜、油菜、青江菜、芥藍、甘藍菜苗、葉用蘿蔔、芥菜、薺菜、羽衣甘藍、芥藍菜芽、青花菜芽、蘿蔔菜芽)、不結球萵苣、
半結球萵苣、茼蒿、紅鳳菜、白鳳菜、山茼蒿、芳香萬壽菊、闊包菊、蒜、青蔥、韭菜、韭黃、韭菜花、芹菜、蕹菜、菠菜、菾菜、葉用甘藷、
羅勒、龍鬚菜、紫蘇、葉用豌豆、莧菜、枸杞葉、珠蔥、蕗蕎、洋牛蒡葉、香椿等。

7. 根莖菜類 蘿蔔、胡蘿蔔、薑、洋蔥(含威爾士洋蔥、樹洋蔥、銀皮洋蔥等)、馬鈴薯、竹筍、蘆筍、茭白筍、芋頭、甘藷、山藥、樹薯、甜菜根、紅蔥頭、蕎
頭、百合鱗莖、牛蒡、豆薯、蓮藕、碧玉筍、蒜頭、黑皮波羅門參、闊葉大豆根、狗尾草根、菱角、人參(鮮)、蕪菁、根芹菜、山葵等。

8. 蕈菜類 香菇、洋菇、草菇、金菇、木耳、白木耳等。
9. 果菜類 番茄、茄子、甜椒、辣椒、金針、枸杞、秋葵、洛神葵、香瓜茄、酸漿、樹番茄、野茄等。

10. 瓜菜類 胡瓜(含小黃瓜)、苦瓜、絲瓜、冬瓜、南瓜、扁蒲、隼人瓜、越瓜、夏南瓜等。

11. 豆菜類 菜豆(粉豆、醜豆、四季豆、敏豆、海軍豆)、豌豆、毛豆、扁豆、豇豆(含長豇豆)(鮮)、萊豆、蠶豆(鮮)、翼豆、花豆(鮮)、鷹嘴豆、樹豆(鮮)、刀
豆等。

12. 芽菜類 大豆芽、苜蓿芽、綠豆芽、豌豆芽、落花生芽、紅豆芽等。
13. 瓜果類 西瓜、香瓜、洋香瓜(含波斯瓜)等。
14. 大漿果類 香蕉、木瓜、鳳梨、奇異果、番荔枝、酪梨、火龍果、百香果、山竹、榴槤、紅毛丹、石榴、黃金果、榴槤蜜等。

15. 小漿果類 葡萄、草莓、楊桃、蓮霧、番石榴、木莓(包括覆盆子、黑莓等)、蔓越莓、藍莓、桑椹、無花果、穗醋栗、醋栗(鵝莓)、山桑、接骨木莓、露珠莓
等。

16. 核果類 芒果、龍眼、荔枝、楊梅、橄欖等。
17. 梨果類 蘋果、梨、桃(含油桃)、李、梅、櫻桃、杏、棗、柿子、印度棗、枇杷、榅桲、山楂等。

18. 柑桔類 柑桔、檸檬(含萊姆)、柚子、葡萄柚等。
19. 茶類 茶葉等。

20. 甘蔗類 甘蔗等。
21. 堅果類 椰子、杏仁、胡桃、美洲胡桃、榛果、澳洲胡桃(夏威夷果)、開心果、腰果、巴西豆、栗子、松子等。

22.香辛植物及
其他草木本植
物

(1) 香辛植物(種子)：[歐洲]大茴香子、羅勒籽、葛縷籽、芹菜籽、鼠尾草種子、芫荽籽、馬芹籽、蒔蘿籽、小茴香籽、葫蘆巴籽、拉維紀草種子、
肉豆蔻、香芹籽等。
(2) 香辛植物(果實)：草豆蔻、小豆蔻(莢果及種子)、白荳蔻、杜松子、神奇果、胡椒、蓽拔、花椒、眾香子、砂仁、八角茴香、香草豆等。
(3) 香辛植物(根莖)：黃精、南薑、拉維紀草根、薑黃等。
(4) 草木本植物：香蜂草、月桂葉、琉璃苣、貓薄荷、葛縷、芫荽、咖哩葉、蒔蘿、小茴香、葫蘆巴、絞股藍、苦薄荷、排香草、薰衣草、檸檬香
茅、菩提、拉維紀草、馬鬱蘭、馬黛葉、薄荷、奧勒岡草、巴西利、迷迭香、鼠尾草、歐洲薄荷、酸模、甜菊葉、百里香、馬鞭草、洋蓍草、風
茹草、咸豐草、蟛蜞菊、艾草、仙草、食用花卉(含玫瑰、菊花、蓮花、洋甘菊、百合花、野薑花、蘭花、金盞花、茉莉花、桂花、天竺葵)等。

•認識作物特色



• 了解殘留方式
• 殘留量試驗作物之分群，主要以取食部位特性進行分組，並選擇主要消費農產品、

預期殘留量高、經濟價值高、栽培面積大或產量高之作物為該群組之代表作物，
所以藉由殘留量試驗作物群組化的概念，以各群組中的代表作物為例，將合法推
薦於代表作物上之病蟲害防治用藥，依照其應用方式的不同，概括區分為系統型
及接觸型藥劑二類。

• 系統型藥劑具有較佳的親水性，所以藉由作物吸收進入植物組織中，再移行至植
物各部位，此移行過程具有分散的作用，因此系統型藥劑在植物體上比較不會有
局部出現高殘留量的情形，且因為是在植物體內分布，較少受外在環境影響（因
雨水淋洗流失及因陽光照射分解），而植物體內複雜的植物生理代謝功能也有不
同的分解代謝途徑。

• 接觸型藥劑較不易在植株中移行，容易附著於植物表面或滲入植物表面臘質中，
因此接觸型藥劑會分布在噴施部位，藥劑與作物接觸部位就會有較高的殘留量。
雖然接觸型藥劑在外在環境中，直接面對雨水淋洗及光照分解，較易發生消散的
情形；但若藥劑理化性質較穩定，則反而不易分解，易有殘留情形發生。



仔細清洗。
• 清洗方法應用—清洗蔬果基本方法

• 沖洗清除接觸型農藥—沖洗是最基本的水洗法，要使用流動的水，才
能利用水流帶走殘留藥劑。

• 搓洗清除接觸型農藥—除了以水流沖洗外，用手搓洗蔬果表面，可加
強去除沾附的農藥殘留。

• 刷洗清除接觸型農藥—表面凹凸不平或者表皮堅硬的蔬果，可以使用
刷子輔助，效果更好。刷子可用軟毛刷或舊的牙刷。

• 切除清除接觸型農藥—根部、果蒂凹陷等部位，最好切除或挖除，以
清除運送過程中的汙染。



仔細清洗。
• 清洗方法應用—清洗蔬果基本方法

• 浸泡清除系統型農藥—透過浸泡，能使水溶性的系統型農藥溶出，浸
泡時要搭配換水，才能確實降低殘留。

• 加熱清除系統型農藥—以中小火加熱數分鐘，煮到水熱，不用燒滾，
即可瀝乾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