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植物病蟲草害防治資材)網路公開品牌一覽表 
                                                       更新日期：108年 04月 23日 

序

號 

廠牌商品名稱 

[國外廠牌名稱/製造商] 

商品化資材審認編號 

生效日期 標示原料名稱 

業者名稱 

聯絡方式 備註 
農藥許可證號碼/免登產

品登錄字號 
業者地址【商品生產包裝地址】 

1 台灣水寶(枯草桿菌 Y1336) 

有機資審字第 101007號 

101/09/11 
菌種：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7-586333 

傳真：037-586325 

電子郵件信箱： 

dila@biontech.com.tw 

 

農藥製字第 05323號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科學園區科東三路 6號 5樓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 2號 5樓(竹南科學園區)】 

2 安心寶(純白鏈黴菌素) 

有機資審字第 101008號 

101/09/11 

菌種：純白鏈黴菌素 

大豆蛋白、玉米澱粉、糖

蜜、甘油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7-586333 

傳真：037-586325 

電子郵件信箱： 

dila@biontech.com.tw 

 

農藥製字第 05148號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科學園區科東三路 6號 5樓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 2號 5樓(竹南科學園區)】 

3 龍燈精鏈油 

有機資審字第 103001號 

103/07/22 礦物油 

龍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552169 

傳真：02-25555259 

電子郵件信箱： 

smwang@rotam.com 

 

農藥製字第 00584號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2段 81號 3樓 

【台南市永康區龍埔街 566號】 

4 台灣寶(枯草桿菌 Y1336) 

有機資審字第 101011號 

104/03/5 
菌種：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光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5762131#14 

傳真：03-5762701 

電子郵件信箱：
joanna@agridoctor.com.tw 

 

農藥製字第 04764號 
新竹市南隘里南湖路三號 

【新竹市南隘里南湖路三號】 

5 屠蟲刀苦楝油 

有機資審字第 105013號 

106/01/18 
冷壓印度苦楝油 95% 

乳化劑 5%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5-2381832#672 

傳真：05-2382390 

電子郵件信箱：
kidshsu@greenchem.com.t

w 

 

植保製字第 00003號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中興路 9號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中興路 9號】 

6 

達特靈天然有機殺蟲劑 

[DEsect Diatomaceous Earth 

Insecticide / EP Minerals, LLC] 

有機資審字第 105012號 

106/03/7 矽藻土 

潤麒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7-7195558 

傳真：07-7197980 

電子郵件信箱：

ss2200@ms31.hinet.net 

 

植保進字第 00011號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81號 

【嘉義縣鹿草鄉光潭村 240之 1號】 

7 農益多農皂 

有機資審字第 106023號 

107/02/14 
椰子油、氫氧化鉀、甘

油、酒精 

東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5282668  

傳真：04-25298909  

電子郵件信箱： 

www.dongjing.url.tw 

 

植保製字第 00006號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 二段 217巷 27號 

【臺中市豐原區豐年路 109巷 106弄 20號】 

8 治黃葉 

有機資審字第 106022號 

107/03/14 

菌種：蕈狀芽孢桿菌 

Bacillus mycoides AGB01 

1 × 108 CFU/g 以上；其

他增量劑 99% 

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8-7627111  

傳真：08-7627222  

電子郵件信箱： 

wilsonwei@agbt.com.tw 

 

農藥製字第 06172號 
屏東縣長治鄉農環路 9號 

【屏東縣長治鄉農環路 9號】 

9 綠油油窄域油 

有機資審字第 106017號 

107/07/3 
ALIPHATIC 

HYDROCARB ONS 99% 

玉田地有限公司 電話：037-466129  

傳真：037-466192  

電子郵件信箱： 

pcc.ag168@msa.hin et.net 

 

農藥進字第 02570號 

苗栗縣頭份市公園七街 25號 1樓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莿桐鄉埔子村榮村

48-1號】 



序

號 

廠牌商品名稱 

[國外廠牌名稱/製造商] 

商品化資材審認編號 

生效日期 標示原料名稱 

業者名稱 

聯絡方式 備註 
農藥許可證號碼/免登產

品登錄字號 
業者地址【商品生產包裝地址】 

10 良農葵克立 

有機資審字第 107026號 

107/11/15 
葵花油 95% 

甘油椰油酸酯 5%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5-2381832#672 

傳真：05-2382390 

電子郵件信箱：
kidshsu@greenchem.com.t

w 

 

植保製字第 00041號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中興路 9號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中興路 9號】 

11 福壽牌苦楝油 

有機資審字第 107032號 

107/12/27 
冷壓印度苦楝油 95% 

乳化劑 5%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7810159#623 

傳真：04-7810163 

電子郵件信箱：

jjlin@fwusow.com.tw 

 

植保製字第 00009號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45號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 7號】 

12 

DicaLite 太可愛 

[Dicalite
○R  Diatomite SA-3 / 

Dicalite Minerals Corp. ] 

有機資審字第 107036號 

108/01/30 矽藻土 

誼華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7-5545957 

傳真：07-5549562 

電子郵件信箱：

sales@gihhwa.com 

 

植保進字第 00021號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336號 11樓之 1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336號 11樓之 1】 

13 油夠好用 

有機資審字第 107037號 

108/02/21 苦楝油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26933841#1428 

傳真：04-26934464 

電子郵件信箱：

sinhuang@sinon.com.tw 

 

植保製字第 00071 號 
臺中市大肚區中和里南榮路 101號 

【臺中市大肚區中和里南榮路 101號】 

14 興農寶 

有機資審字第 107042號 

108/04/23 
菌種：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 Y1336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26933841#1314 

傳真：04-26934464 

電子郵件信箱： 

tammy.lai@sinon.com.tw 

 

農藥製字第 05277號 
臺中市大肚區中和里南榮路 101號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 2號 5樓(竹南科學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