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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我國農藥管理法規定，生物農藥區分為天然素材，生化製劑及微生物製

劑 3 類，其中以微生物製劑為市場主流，而微生物製劑中又以蘇力菌及枯草桿菌

為大宗，分別具有 24 張及 10 張農藥許可證，臺灣現有的生物農藥許可證總計

52 張。2009 年至 2011 年，臺灣生物農藥產值佔農藥產值分別為 0.401、0.295

及 0.225%，與全球生物農藥產值比 6.46% 仍有一段差距，顯示臺灣生物農藥具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消費者食品安全需求及有機農業發展等因素進一步催化生物農

藥發展，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推動生物農藥的發展，在確保產品安全性之前提下，

已簡化生物農藥的登記程序，以本土性微生物研發的生物農藥為例，僅須提供口

服急毒性/致病性、皮膚急毒性及肺急毒性/致病性等 3 種毒理資料，且免檢驗水

濕性、安定試驗及耐熱前處理等項目。另更於 2013 年修訂「農藥田間試驗準則」

及「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等 2 項法規，進一步降低農藥登記之門檻。然

而在生物農藥登記仍遭遇不少問題，如產品規格因微生物本身特性複雜無法一體

適用、微生物製劑成品的品管資料涉及商業機密、生物農藥工廠的設置及是否為

不列管農藥等尚待解決。政府將設立農藥登記單一窗口，供登記廠商預審及諮詢，

並且建立生物農藥研發及登記之標準程序，以促進生物農藥產業之發展。 

關鍵詞： 生物農藥、農藥管理法、微生物製劑、農藥登記。 

前  言 

臺灣氣候高溫多濕，因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栽植作物種類繁多且複種指

數高、集約式栽培等因素導致病蟲害種類眾多，農作物很容易遭受有害生物之為

害，甚至造成病蟲草害之大發生。為確保農作物收成，多以操作簡便、速效性及

防治範圍廣泛之化學農藥防除病蟲草害，以降低作物有害生物田間密度及其造成

之損失，維護農作物產量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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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美國 Rachel Carson 指出生態因化學農藥的使用，造成非目標生物及

生態平衡之破壞 (Carson 1962)，讓大眾意識到環境保護及永續利用等觀念，逐漸

提倡「生態農法」、「無毒農業」及「有機農業」等栽培模式，而「生物農藥」

順應此潮流而備受重視。生物農藥相對於化學農藥較具安全性、專一性高且降解

性高，殘留疑慮較低，符合近來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日益高漲的要求。生物農藥

依農藥管理法第 六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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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農藥管理之範疇 (農藥管理法，2007)，

而農藥管理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地方

主管機關則為各地方政府，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藥毒所) 協助農藥檢測作業，而

農糧署則是監測農作物農藥及有害物質之殘留，國內各地區農業改良場及茶業改

良場等則負責農民安全用藥輔導 (圖一)。生物農藥區分為 (1) 天然素材 (natural 

product)、(2) 微生物製劑 (microbial agents) 及 (3) 生化製劑 (biochemical agents) 

3 類，其中天然素材係指天然產物不以化學方法精製或再加以合成者，如除蟲菊

精 (pyrethrum)；微生物製劑係指用於作物有害生物防治之微生物，如液化澱粉芽

孢桿菌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或其有效成份經由配方所製成之產品；生化

製劑則以生物性素材經過化學粹取或合成，其防治方法不會直接毒殺有害生物者，

如費洛蒙 (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2013)。 

生物農藥之發展日愈重要，係因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了解及要求提高，另

能提供管理已具抗藥性之有害生物新的防治藥劑，並作為劇毒性藥劑被禁用後的

替代性藥劑及提供有機農業等栽培模式適用之防治資材。另為加速生物農藥產品

之開發及上市，有必要讓大眾熟知生物農藥管理法規及登記流程。 

生物農藥產業 

依美國市調公司 BCC Research 預估 2014 年生物農藥佔全球農藥銷售額約

6.46% (圖二)，且 2009 年至 2014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15.6% (BCC research, 

2010)，顯示生物農藥發展深具前瞻性之潛能。而自 2009 年至 2011 年我國生物

農藥銷售量僅佔農藥銷售量 0.401%、0.295% 以及 0.225% (圖三)，遠低於國際市

場比值，顯示生物農藥之宣傳不足且生物農藥具有很大之發展空間。臺灣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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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藥管理分工模式。 

 

 

 

 

圖二、全球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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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我國生物農藥及農藥銷售量。 

 

核准登記之生物農藥包括蘇力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枯草桿菌  (Bacillus 

subtilis)、純白鏈黴菌 (Streptomyces candidus)、木黴菌 (Trichoderma virens)、除蟲

菊精、印楝素及費洛蒙等 (如表一)，生物農藥目前總計 52 張農藥許可證，以蘇

力菌及枯草桿菌為主，分別有 10 張及 24 張許可證，微生物製劑有 37 張、生

化 製 劑 有  12 張 及 天 然 資 材  3 張 許 可 證 ( 農 藥 資 訊 服 務 網 ，

http://pesticide.baphiq.gov.tw)。 

為促進生物農藥產業發展，防檢局將請各地區農業試驗改良場及農民學院等

藉開辦農民講習訓練班，加強宣導生物農藥之使用，提升農民對生物農藥之瞭解，

並進一步實際使用生物農藥產業，深耕國內生物農藥產業，並將強化運用國內大

專院校及研究單位之研發成果，協助加速成果商品化，提供有機農業或無毒農業

等栽培模式合適之防治資材，降低消費者對農作物農藥殘留之疑慮。 

生物農藥法規及登記管理 

我國生物農藥產品之登記均須符合「農藥管理法」規定，包括 (一) 農藥理化

性及毒理試驗準則、(二)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及 (三) 生物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等規定，

並將登記所需文件送至指定之單一窗口 (藥毒所)，再提送農藥技術諮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即可核發生物農藥之農藥許可證  (圖四，藥毒所網頁資料，

http://www.tact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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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生物農藥登記現況 

種  類 普通名稱 許可證張數 廠商數(家) 

微生物製劑 (microbial agents) 

Fungicides Bacillus subtilis 枯草桿菌 10 6 

 Streptomyces 

candidus  
純白鏈黴菌素 1 1 

  Trichoderma virens 

strain R42 
綠木黴菌 1 1 

Insecticide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蘇力菌 24 13 

  Spodoptera exigua 

NPV 
核多角體病毒 1 1 

生化製劑 (biochemical agents) 

Pheromones 

Tobacco cutworm  斜紋夜盜費洛蒙 3 1 

Sweet potato weevil  甜菜葉蛾費洛蒙 2 1 

Attractants 
Methyl eugenol 含毒甲基丁香油 4 4 

Cuelure 克蠅 3 3 

天然素材 (natural products) 

Insecticides 

Pyrelthrum 除蟲菊精 1 1 

Azadirachtin 印楝素 1 1 

Rotenone 魚藤精 1 1 

合計 5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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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農藥登記申請流程。 

 

(一) 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生物農藥所須登記資料要件較化學農藥寬鬆，

物理性、化學性、有效成分及不純物等資料皆比化學農藥要求文件少 (如表

二)。毒理檢測部分，依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第二條規定：「農藥理化

性及毒理試驗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及試驗規範辦理。」，目前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14

家民間實驗室等已取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毒理試驗之實驗室認證 (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網頁資料，http://www.taftw.org.tw)，此將有利於業者

在取得毒理檢測通過後，俾利於擴展生物農藥外銷市場。 

(二) 農藥田間試驗準則：生物農藥辦理田間試驗前，須通過規格檢驗合格，並依

規定填寫田間試驗設計書至防檢局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取得田間試驗許

可始可進行田間試驗。田間試驗包含藥效試驗及藥害試驗，藥效試驗依規定

分為 3 場試驗，可採認國外試驗資料，惟須國內認證試驗，確認該藥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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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農藥理化性質試驗項目表 

理化性質  試驗物質 
化學

農藥 

生化製

劑農藥 

微生物 

製劑農藥  

物理狀態（Physical state）  原體  成品  ○ ○ ○ 

顏色（Color）  原體  成品  ○ ○ ○ 

氣味（Odor）  原體  成品  ○ ○ ○ 

酸鹼度（pH）  原體  成品  ○ △ ○ 

熔點或沸點（Melting point or 

Boiling point）  

原體   ○ ○ × 

密度、比重、容積密度

（Density、Specific gravity、

Bulk density）  

原體  成品  ○ ○ △ 

蒸氣壓（Vapor pressure）  原體   ○ ○ × 

溶解度（Solubility）  原體   ○ ○ × 

分配係數（Partition 

coefficient）  

純品   ○ ○ × 

解離常數（Dissociation 

constant）  

純品   ○ ○ × 

黏性（Viscosity）  原體  成品  ○ ○ ○ 

安定性（Stability）  原體   ○ △ × 

燃燒性（Flamm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混合性（Miscibility）  原體  成品  △ △ △ 

爆炸性（Explod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腐蝕性（Corrosive 

characteristics）  

原體  成品  ○ ○ ○ 

貯存安定性（Storage stability）  原體  成品  ○ ○ ○ 

其他（Others）  原體  成品  △ △ △ 

○：必備試驗資料   △：視情況而定   ×：不須檢送試驗資料 

 

國內之有效性。藥效試驗分為完全試驗及驗證試驗，皆須設立對照組，以核 

    准登記之同種類藥劑為主，若無核准登記之同種類微生物製劑可當對照藥劑

處理組時可免；而藥害試驗則須於同種作物 2 種以上之不同品種上進行。 

(三) 生物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生物農藥工廠須符合「農藥工廠設廠標準」，相關

內容包括生產微生物製劑之作業場所有擴散汙染之虞者，應具備滅菌消毒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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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及獨立空調系統，另工廠應置專任技術人員，如微生物、農化、植物病蟲

害、藥學、生化或相關科系畢業，並具有 2 年以上實際工作經驗或具有技

師資格者。 

在確保產品安全性之前提下，生物農藥已簡化相關登記程序，如申請登記本

土性微生物製劑時，該菌株未經人為誘變或遺傳基因改造者，僅須提供口服急毒

性、肺急毒性/致病性等 3 種毒理資料，另針對生物農藥產品特性，已修正其標準

規格，免檢驗水溼性、安定試驗及耐熱前處理等項目，俾利產品登記。 

國內農藥登記之常見問題 

國內研究人員及新興廠商辦理登記之人員，對於法規瞭解性不足或對產品本

身不甚清楚，導致無法備齊登記所需之文件或資料供審查，其中以微生物製劑之

有效成分，因生物活體的特性及種類不同而含有不同之代謝物質，因而導致登記

困難，可向單一窗口進行登記前諮詢，以確保登記文件之有效性及完整度。另為

確認有效成分，包含微生物本身及其代謝物，須建立鑑定有效成分之流程及寄存

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寄存單位，以確保微生物及其代謝物之種類。 

雖然生物農藥符合高安全性、低毒性、低環境危害性及低殘留性等特性，個

別產品仍待評估是否列為不列管農藥，為避免劣幣驅良幣之副作用，並確保產品

之品質以保障消費者權利，生物農藥仍須依規定登記農藥許可證。 

農藥管理未來努力之方向 

不可否認，我國農藥管理仍有未完備之處，經檢討評估並考量產業之需求，

防檢局將下列 5 點列為優先改善項目： 

1. 健全農藥法規及完善登記制度：積極配合農藥經營環境及產業發展，適時

合理修訂相關法規，並且積極檢討現行農藥登記制度，朝向更透明化及便

捷化之方式辦理；同時推動低危害風險農藥之快速登記措施，以加速其商

品化量產及田間推廣應用，淘汰高風險農藥。 

2. 加速改善農藥業者經營環境及提升競爭力：持續辦理農藥業者評鑑獎勵工

作，以期有效改善農藥業者經營環境及提升專業知能。另推動生產業者整

併或產品整合計畫，有效提高產品品質及降低生產成本，提昇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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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利用現有輸入專供加工輸出或生產專供輸出等既有利機之措施，並配

合行政院推動之「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政策，積極推動生物農藥及

農藥加工中心等商機。 

3. 積極推動化學農藥減量及辦理高風險農藥評估淘汰措施：加強推動合理化

正確使用化學農藥之教育宣導，以及研發與推動具低毒性、高效及在國際

市場具有競爭力之本土性微生物農藥。藉由包裹式 (含登記所需資料要件) 

技術移轉，透過產學合作轉至產業界生產，以達商品化量產及田間推廣應

用之最終目標。持續進行高風險農藥 (如劇毒性、粉劑及環境荷爾蒙等農

藥) 之評估淘汰措施，同時加強農藥有效成分以外之其他成分安全性評

估。 

4. 強化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持續積極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制度」，

並落實執行「加強基礎環境建置及管理」、「加強作物健康生產管理」及

「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等三大構面工作。加強辦理農藥延伸使用措施，

並與衛生主管機關合作廣訂農藥殘留標準，以解決缺乏防治藥劑及農民自

行違規使用等問題，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積極與外銷出口國協調解決農

產品農藥殘留標準差異問題，並努力建構國際農藥殘留標準調和諮商能

力。 

5. 積極查緝非法農藥：持續督導並會同地方政府加強非法農藥之查緝工作，

必要時將聯合司法檢警調等單位加強辦理。積極建立合法農藥產品之流向

管制措施，以有效掌握產品製造、銷售及使用情形，俾以降低非法農藥之

流通。另請海關及海巡單位協助加強邊境管制措施，俾以有效阻止非法農

藥之流入。此外，還須強化提升與司法檢警調單位之互助合作機制，共同

打擊不法。 

結  語 

農藥管理之良窳，因與農業生產、產業發展、國人飲食健康及環境生態安全

息息相關，故生物農藥之管理除政府責無旁貸外，生物農藥的研究發展及產業化

亦仍有賴學者專家、農藥業者、農民及全體消費者之共同配合與監督，方可達成

此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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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pesticid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natural products, 

biochemical agents and microorganism agents. Most of biopesticides are classified as 

microorganism agents, and the majority components of microorganism agents are 

Bacillus thuringiensis and Bacillus sp. which has 24 and 10 agro-chemical permits,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52 agro-chemical permits of biopesticide have been registered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agro-chemical production report, the biopesticide 

productions were only 0.401, 0.295 and 0.225% of total pesticide productions from 

2009 to 2011, respectively. The amount of production was far lower compared to the 

global biopesticide production, which was 6.46%. Besides, the demand of food safety 

from consumers and the booming of organic farming contribute to accelerating the 

biopesticide development. In coping with the need of more biopesticides, the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APHIQ) has decreased the 

requirements of biopesticide reg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product safety, if the 

biopesticide is developed by using local microorganisms as active ingredients, the 

testing data of toxicology required for product registration has been reduced to only 3 

items, including  acute oral toxicity/pathogenicity, acute dermal toxicity/pathogenicity 

and acute pulmonary toxicity/pathogenicity data. In addition, it does not need to provide 

the data of wettability, stability test and pre-heat treatment for heat tolerance. 

Furthermore, BAPHIQ continued to revise two key regulations on agro-chemical 

registration in 2013, such as “Regulations for the Physicochemical and Toxi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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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of Agro-pesticide” and “Standard of Agro-pesticide Field Test”, a step further to 

reduce technical barriers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omoting biopesticide production. 

However, biopesticide registrants encounter several problems in Taiwan. First, the 

microbe’s complex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icult to fit the unique regulation of 

product specifications. Second, the quality-control data are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confidentiality. Third,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ng biopesticide factory needs to be 

clarified. Finally, shall biopesticides be listed as least-regulated pesticides? To solv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ingle-desk unit to provide a 

pre-registration consultation and regulation advice and to set up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of research, invention and registration for enhancing biopesticide development. 

Key words: Biopesticide, Agro-chemical management Act, Microorganism agent, 

Agro-chemical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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