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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可可豆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百合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咖啡豆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鮮)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乾)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紅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食用玉米油 0.2 殺蟲劑 

   

 

  

國際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

(ppm) 
備註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漿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麥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麥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麥麵粉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小葉

菜類(羅勒

除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小漿果類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巴西利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包葉菜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可可豆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百合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杏仁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梨果

類(印度棗

除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咖啡豆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鮮)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玫瑰(乾)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椰菜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花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金盞花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柑桔類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洋甘菊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紅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美洲胡桃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桃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胡椒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茉莉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食用玉米

油 

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

(果實) 

1.0 殺蟲劑    

刪 除 「 陶 斯

松」三十二項

殘留容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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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籽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番荔枝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菊花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落花生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綠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子(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雜糧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穀

類)* 

0.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茶

類)*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

(根莖) 

1.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辛植物

(種子) 

5.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香蜂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桂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籽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茶類 2.0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豇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馬鞭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番荔枝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菊花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大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奧勒岡草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落花生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葡萄(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鼠尾草 0.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精製大豆

油 

0.03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綠豆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子(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蓮花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樹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薄荷 0.8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雜糧類 0.5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蠶豆(乾) 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蔬果

類)* 

0.01*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穀

類)* 

0.02* 殺蟲劑    

Chlorpyrifos 陶斯松 其他(茶

類)* 

0.05* 殺蟲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