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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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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農業生產安全，降低農藥風險，國際糧農組織

(FAO)在兼顧作物生產、生態保育及農產品安全考量下，

結合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農藥的管理提出各項建議措

施，包括訂定政策推動方案、持續進行教育推廣及強化高

風險農藥管理等，促請各國遵行，以達農業永續生產的目

標。

為符合國際降低農藥風險趨勢，並維持我國糧食與農產品安

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除整合農產品標章、強

化農產品溯源管理與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林主任委員聰賢

於106年9月宣示農藥減半政策目標，預計在10年後，也就

是116年達成全國化學農藥使用量減半。農委會透過專家會

議規劃，研擬行動策略，預估可讓低毒有效的化學藥劑及非

化學防治資材取代高風險的農藥，並輔導使用者精準合理用

藥，達到減低農藥危害風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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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於106年10月2日召開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會議，決

議將化學農藥有效成分年用量由103~105年基期年平均

9,139公噸降為4,570公噸，或將單位面積年用量由基期年

平均每公頃12.73公斤降至6.3公斤。

化學農藥十年減半基期年農藥有效成分平均年用量

103年 104年 105年 平均

化學農藥十年減半基期年農藥有效成分單位面積
平均年用量(依種植面積計)

作物種植總面

積(千公頃)
719 700 736 718

二、推動目標

農藥有效成分

年用量(公噸)
8,619 9,295 9,504 9,139

103年 104年 105年 平均

農藥有效成分
單位面積年用
量(公斤/公頃)

11.99 13.28 12.91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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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大管理策略與12項措施
(一)、強化綜合管理  鼓勵友善農業

應用耕作制度、抗病品種、健康種苗、清園、維持田

間衛生及推廣生物防治等技術，可有效控制田間有害

生物發生，減低農民對化學農藥之依賴。

擴大普及
非化學防治技術

1.
農藥減少宣導

依據重要作物病蟲害監測資料即時發布預警訊息，
通知農民及縣市政府及早防範，減少化學農藥使
用。107年有東方果實蠅等19種有害生物列入即
時防疫監測對象。

推動優良的作物有害生物管理方式，由各農業試
驗機關規劃辦理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IPM)示
範，並納入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手冊。107
年示範區190公頃。

為完備有害生物非化學防治資材供應鏈，建置資
材媒合銷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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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開發替代性生物資材
與非化學防治管理技術

(一)、強化綜合管理  鼓勵友善農業

整合試驗研究單位上、中、下游資源及技術平台，推

動團隊合作研究，強化產學合作，加速成果商品化與

產業化。另搭配其他防治管理技術，建立田間合理有

效施作模式。

2.

藉由科技研發計畫，整合產、官、學、研資源，提
升生物性資材與非化學防治技術之研發量能。

強化生物農藥登記資料製備量能，配合快軌登記制
度，加速提升生物農藥產品登記速率。

持續推動生物性資材品質檢驗量能，以符合市場需
求，另依需求建立符合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GLP)驗證品項。

目前免登錄資材數量113種，另持續透過試驗研究
增加生物農藥登記數量。

依法完備害蟲天敵商品輸入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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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綜合管理  鼓勵友善農業

為提升農民對生物農藥與天敵等生物性防治資材的使

用意願，透過補貼措施以提高農民採用生物性資材的

誘因，逐步降低農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並促進環境友

善資材之推廣應用。

辦理生物性防治
資材補貼

3.

透過補貼鼓勵採用生物農藥防治管理病蟲害。107
年依作物種植面積定額補助商品化的生物農藥，共
43種，包含微生物製劑36種、生化農藥4種及天
然素材3種。

促進有害生物天敵防治技術的產業化，推動媒合天
敵生產業者與農民，以利業者進行計畫生產，適時
供應天敵予農民使用。107年荔枝椿象天敵昆蟲平
腹小蜂釋放量為420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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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機 農 業 促 進 法 於 1 0 7 年 5 月 3 0 日 公 布 ， 並 自
108年5月30日起施行。制定重點推動策略:

    提供產業獎補助措施

    擴大有機經營土地

    拓展有機農產品行銷

    提升有機農業科研量能

推動友善(有機)環境耕作，依促進方案目標每年持
續推動成長，朝成為友善國家之終極目標邁進。
106年友善環境耕作面積8,098公頃。

(一)、強化綜合管理  鼓勵友善農業

制訂有機農業促進法
4.

為推廣採用農園藝、生物、機械操作及使用天然素材
之農業生產管理系統，排除化學農藥、基因改造及其
產品之使用，符合友善環境要求之有機農業，制定有
機農業促進法，推動有機產業永續發展。



(二)、汰除高風險農藥  強化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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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已核准登記之農藥，依據新科學證據及使用變化，
重新評估其對人體及環境風險，並進行必要之管制措
施。若經評估對人類可能致癌、具內分泌干擾疑慮及
具生物累積性等之農藥，將採取限用措施，刪除或限
制其新增使用範圍或修訂ADI與MRL，必要時則採取
公告禁用，以降低高用量及高危害農藥之風險。

盤點高用量高
危害化學農藥

1.

降低農藥有致癌等對健康之危害風險，蒐集國際間
農藥毒理評估資料，持續評估有疑慮者，依結果公
告禁限用期程。107年統計共87種。

監控國內農藥使用情形，建立高用量化學農藥清單
進行追蹤評估，降低農藥使用。106年統計高用量
農藥計43種。

追蹤國際關注及有高取食風險之農藥，並依評估結
果修訂ADI或MRL。

落實農藥產銷資料定期陳報作業，建構農藥流向管
理機制，掌握高危害農藥使用量及去向。



(二)、汰除高風險農藥  強化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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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核

提高學名藥上市門檻
2.

提升農藥登記試驗品質，避免目前占所有農藥許可證
總張數比例約90%之學名藥競價及濫用之現象，確
保農藥使用及農產品生產安全。

逐步淘汰欠缺毒理資料之老舊農藥，修正農藥理化
性及毒理試驗準則，要求登記屆滿15年之農藥申
請許可證展延時，應重新檢附毒理試驗資料，將自
108年起5年內完成367種有效成分之評估。

提升農藥品質及申請登記之門檻，修正農藥標準規
格準則，依FAO規範研訂農藥原體規格及有害不
純物限量。

提升農藥登記之安全評估資料GLP符合性，自
107年起全面採取登錄制。

透過延長農藥登記之資料保護期，將新藥申請登記
之保護期延長為10年，並自加入CPTPP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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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汰除高風險農藥  強化分級管理

依農藥安全性
建立分級管理

3.

農委會參考聯合國於2002年完成制定「化學品分類
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GHS)」，及WHO、FAO陸續
於2010年、2015年公布相關規範之調和公告與GHS
調和之農藥優良標示實務指引，推動相關修法與配套
措施，阻卻高風險農藥之取得便利性，達成與國際接
軌的目標。

Most dangerous

Danger

Sti l l

Safe

使農藥標示符合GHS制度，完整揭露農藥安全性
資料，修正農藥標示管理辦法，並於修法後3年
內完成5,847個農藥產品之標示變更。

建構農藥分級管理制度，修正農藥管理法，增訂
農藥級別定義及其管理機制，再據以修正相關子
法規，如農藥廣告申請審核辦法、農藥運輸倉儲
管理辦法及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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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汰除高風險農藥  強化分級管理

推動非農業用地禁用除草劑
4.

為落實除草劑農用政策，農委會落實執行非屬核准登
記使用範圍，不得使用除草劑的規定，以降低除草劑
的使用量，維護環境生態安全。

宣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執行非屬核准登記使
用範圍，不得使用除草劑的規定。

依據行政院之分工，環境雜草部分由環境保護署協
助制定「非農地雜草管理指引」及「非農地雜草管
理自治條例草案參考版」，並規劃人工除草及機具
相關補助措施，提供各地方政府應用。107年臺北
市、高雄市及宜蘭縣已制定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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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訂配套措施  逐步達成減半

提升農藥販賣業者素質
1.

農藥販賣業者在第一線與農民直接接觸，進行農藥銷
售及依據標示向農民說明農藥使用範圍及方法。防止
農藥販賣業者未依核准登記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推薦
藥劑，以致農產品農藥殘留不符合規定。為導正此現
象，農委會修正法規提升農藥管理人員素質，提升其
正確指導使用藥劑的能力，讓農民對症用藥，以達農
藥減量的目標。

提升農藥管理人員專業素質與職能，將參加農藥管
理人員訓練者之學歷資格由高中職學校畢業，提高
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逐年提高現有大專學歷所佔
57.8%之比例。

資格訓練時數由80小時調整為120小時。在職訓練
之總時數由5年40小時提高為5年60小時以上。

加強對農藥販賣業者之管理，落實汰除違規管理人
員及公布違規業者資訊，以提升業者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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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訂配套措施  逐步達成減半

推動農藥代噴制度
2.

因應農事勞動力需求，考量特殊用藥需專業技術與設
備及強化農藥使用者個人防護等因素，農委會參考美
國等先進國家規劃農藥代噴制度，推動經過專業訓練
的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代噴農藥，以有效管控高風險藥
劑之使用，強化農藥使用安全並達農藥減量目標。

推動農藥代噴制度，增加專業施藥人員，並鼓勵
訓練合格人員登記為業以促進代噴行業，107年
累計有1,556人完成訓練，有362人登記為業。

提升不同用藥需求及施作方式，建置農藥代噴人
員與無人機農噴管理平台，並規劃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分科教育訓練課程，增進知識確保安全。

加強代噴人員管理，修正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辦法，增訂農藥代噴技術人員管理規定及應遵行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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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訂配套措施  逐步達成減半

推動植物醫師制度
3.

透過制定植物醫師法，由認證的植物醫師執行植物健
康診療服務，提供專業的防治意見，指導農民善用防
治資材及正確、合理精準使用農藥，以降低化學農藥
使用。

落實學校教育，推動設立植物教學醫院，建立對
外營業收費制度，培育植物醫師人才及營造執業
空間，以利未來與產業接軌。

透過鼓勵與媒合農企業及農業合作社聘用實習植
物醫師，並於農業生產專區導入實習植物醫師，
提供生產者客製化管理建議，爭取社會大眾對植
物醫師之認同。



研究調整農藥稅制可行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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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訂配套措施  逐步達成減半

評估現行稅制對於農藥使用數量及價格之影響，並參
考國外農藥相關稅制，研析調整我國農藥稅收制度之
必要性及可行性，並符合稅收專款專用，俾利農藥減
量目標之推動。

進行國外稅制背景資料研析，作為研擬可行之農藥
最適稅率制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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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順應時代的脈動，規劃完整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措施並循序

推動，藉以降低農藥風險，確保農業生產安全及品質，讓這

一片土地，能夠維持自然生態環境的永續。展望未來，農委

會將持續滾動式檢討相關策略、措施及其推動狀況，逐步達

成化學農藥十年減半的目標。

化學農藥 十年減半

第1年 第3年 第6年 第9年

107年 109年 112年 115年

擬定並推動
行動方案

首次檢視及
修正行動方案

第二次檢視及
修正行動方案

第三次檢視
及成果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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