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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報告人：周浩平  助理研究員 

應用氯酸鈉(Sodium chlorate)作為 
紅豆落葉替代藥劑 

「應用氯酸鈉作為紅豆落葉替代藥劑」示範觀摩會 

105.01.13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內容大綱 

傳統紅豆落葉劑--巴拉刈使用現況暨禁用問
題之探討。 
 
紅豆落葉替代藥劑--氯酸鈉(Sodium chlorate)
之田間試驗成效。 
 
紅豆薊馬防治用藥問題。 
 
 



巴拉刈應用為殺草劑之源起 

巴拉刈(paraqurt)最早於1933年為實驗室內做為
氧化還原的指示劑(稱為Methyl viologen)。 
1955年英商卜內門化學工業公司(ICI)，於實驗室
中發現巴拉刈有除草作用，1958年起將本藥推廣
在農業上使用。 
因為價格低廉，使用時直接噴灑於雜草表面，具
有非選擇性的除草效果，接觸泥土立即分解，沒
有殘餘農藥問題。 
基於上述優點，在農業上獲得廣泛的使用。 

(陳妙禎。2004。腎臟與透析 P145-149。) 



巴拉刈作用機制及特性 
作用機制：於光合作用中產生過氧化物傷害細胞膜
及細胞質。因其殺生作用為觸殺性，且降解速度快
，故對施藥後再萌發之雜草無效。 
為一種具有非選擇性、接觸性、廣效性、速效性及
局部滲透性除草劑。 
可自葉部吸收並經木質部少量移轉。 
在植物及土壤表面易受光分解。 
易被土壤微粒強力吸附，故被土壤吸附後不易被作
物吸收。 
為全球用量第二大的除草劑(僅次於嘉磷塞) 。 
用於農園藝除草及棉花、大豆之乾燥促進劑。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易被土壤微粒強力吸附，故對作物根部影響小。



國內用途－雜草防除(1/2) 
因在土壤中易被分解
，故很多短期作物種
植前皆會使用。如：
小葉菜類、豆科、茄

科、葫蘆科等 



國內用途－紅豆落葉劑(2/2) 

一、傳統採收方式－日光乾燥 
   人工連根拔除植株，以3~5株根
部朝上，抓疊成一束束曝曬，
晴天無雨時，約10天才能完全
乾燥，再以人力或機器採收。 

    (耗費人力及時間) 
 

二、近代採收方式－落藥劑乾燥 
   應用作為落藥劑加速乾燥。因收
割機易被未乾燥枯黃的紅豆莖
葉卡住，且其汁液會沾污豆粒
影響品質。巴拉刈可使紅豆植
株落葉時間一致，方便機械採
收。 

紅豆成熟時 

施用巴拉刈後方便機械採收 



巴拉刈在使用上之優缺點 

具有非選擇性、廣效性及接觸性。 
成本便宜：巴拉刈 580元/3L  (193.3元/L) 

                     固殺草 900元/1.5L  (600元/L) 
                     嘉磷塞 450元/3L  (150元/L) 
速效：施用後，植物經日光照射立即乾枯。 
殘留期短：於土壤不活化，不易被作物根吸收。
易被紫外線快速分解消退，殘留量低。 
 
缺點：口服急毒性高，且無解毒劑，誤飲或吞服易
致命。 



國際名稱 普通名稱 作物類別 容許量(ppm) 備註 

Paraquat 巴拉刈 米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李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豆菜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油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柑橘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桃 0.01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茶類 0.2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黃豆 0.5 殺草劑 

Paraquat 巴拉刈 其他乾豆類
(黃豆除外) 0.2 殺草劑 

臺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表 



巴拉刈殘留量 (ppm) 

稀釋倍數 稀釋倍數 稀釋倍數 

採收日期 天數 50X(2.30kg/ha) 100X(1.15kg/ha) 200X(0.58kg/ha) 

2011-02-16 0 0.283 0.071 0.064 

2011-02-18 2 0.244 0.142 <0.05 

2011-02-20 4 0.218 <0.05 <0.05 

2011-02-23 7 1.003 0.320 <0.05 

2011-02-26 10 0.207 0.211 <0.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技術諮議會 

農藥委託試驗殘留分析結果報告 
 

容許量審查日期：100年8月11日            大會屆次：73           日期：8月 
藥劑中文名稱：巴拉刈 (paraquat)           24%         溶液 
主成分：防治對象：紅豆採收期落葉劑 
田間試驗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施藥日期：100年2月16日 
分析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分析部位：紅豆仁 



紅豆落葉處理 
 

藥劑名稱 
每公頃每
次施藥量 

稀釋倍數
(倍) 

施藥時期
及方法 注意事項 

24%巴拉
刈溶液

(paraquat) 

2.4-3公
升 200 

收穫前7
天全株均
勻噴施 

1.勿任意提高用量，以免
造成硬實，影響豆粒品質。 
2.避免下雨前後施用，遇
雨藥液容易滲入果莢內，
引起豆粒褐化之傷害。 

延伸巴拉刈為紅豆落葉劑 

經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巴拉刈在紅豆上之殘留試驗
後，確認符合安全。而於100年8月29日經農藥主管機
管正式延伸公告為紅豆落藥劑。 



臺灣目前使用現況 
1968年核准登記使用，但列為劇毒農藥管制 
為避免誤食，故產品中添加染色劑、苦味劑、臭
味劑及催吐劑。。 
僅一種劑型(24%巴拉刈溶液)供販售。 
政府要求製造巴拉刈的廠商每製造一公升要提撥1
元的基金，以採購可上鎖的農藥儲存箱供農民使
用，但效果不彰。 
衛生福利部曾於2012年提案建請農方全面禁用巴
拉刈以降低自殺率，但因對農業影響太大而遭農
政單位拒絕，目前則已規劃代噴制度。 



禁用巴拉刈對農民影響-缺替代藥劑 

除草時缺少適當之替代藥劑：便宜、速效、低殘留 
   ※固殺草：1.接觸型且無選擇性藥劑，但價格昂貴，   
                        且原體掌握在大廠，市場價格由其掌控。 
                      2.接觸型除草劑若只剩固殺草，易增加其抗藥 
                         性產生。 
   ※嘉磷塞：具系統移行性，飄散恐對作物有殘留風險。 
 
紅豆落葉劑：高雄場試驗 

    1.缺少在短日內讓紅豆莖葉乾枯之藥劑 
    2.從農人口老化，無法負擔多餘之勞務及成本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原體掌握在拜耳公司，市場價格由其掌控。



紅豆子實收穫期植株乾燥替代藥劑試驗 
(103年秋作)  

試驗目的： 
 為因應巴拉刈可能被禁(限)用，為篩選其他殺草劑可
供收穫期快速全株乾燥，以降低採收風險之落葉劑，
並考量子實發芽率及食用安全 。 

 供試品種：紅豆高雄9號 

參試藥劑 
（1） 氯酸鈉  40倍     （2） 24%巴拉刈 200倍  
（3）氯酸鈉  80倍     （4）對照(不施藥)處理 



試驗方法與調查 
田間試驗設計採完全逢機區集設計 (RCBD)，每處理3重複。 

在每處理區之間設保護行，避免藥劑交叉污染。 
噴灑時期 
於紅豆豆莢收穫期（全株有80%以上豆莢轉為褐色）施藥一 次
，並全株均勻噴施。 

調查與採樣 
於施藥後第3天、第7天採樣調查，每一重覆隨機取10株。 
（1）施藥後第1~7天觀察植株乾燥狀況(採目視及拍照比較) 。 
（2）第3天調查植株含水率。 
（3）第7天調查植株含水率、百粒重、發芽率。 



氯酸鈉(NaClO3) 
為強氧化劑，具接觸毒性，並可
經由葉部與根部吸收並運送到植
物之地上部。 
在美國與加拿大地區，常作為棉
花、玉米、大豆、亞麻與向日葵
等作物之落葉劑與乾燥劑，以及
用於鐵路旁之雜草防除。 
國外已具有商業化之產品作為落
葉劑及殺草劑 (Viswanathan 
and Tilak, 1984)，為接觸型且非
選擇性藥劑。 
LD50約 1,200 mg/kg ( 大鼠，口服) 

 
 



第3天對照藥劑與試驗藥劑植株乾燥情形比較 
巴拉刈 

不施藥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80倍 



第7天對照藥劑與試驗藥劑植株乾燥情形比較 

巴拉刈  

不施藥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80倍 

  

巴拉刈 



不同藥劑處理之平均值及顯著性 

第3天含水
率（％） 

第7天含水
率（％） 

百粒重 
（g） 

發芽率 
（g） 

氯酸鈉40倍 74.0  ab 65.0  ab 26.9 a 91.7 ab 

巴拉刈200倍 71.6  a 63.1  a 26.2 a 81.7 bc  

氯酸鈉80倍 75.0  b 66.9  b 26.2 a 93.3 a 

不施藥 80.8  cd 80.6  d 25.6 a 85.0 abc 



紅豆落葉替代藥劑試驗結果(103年秋作)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80倍 巴拉刈 

  

 由第3天、第7天單株含水率之數據顯示除了巴拉刈，其施用氯

酸鈉40倍、氯酸鈉80倍亦具有使植株在採收期達到快速乾燥之

效果。實際觀察田間植株乾枯情形亦得到相同之結果。 
發芽率以氯酸鈉80倍、氯酸鈉40倍、不施藥等處理皆有達到85

％；巴拉刈處理組發芽率略低；在百粒重上則無顯著差異。 



紅豆子實收穫期植株乾燥試驗 
(104年秋作)  

試驗方法與設計： 
 與103年秋作試驗相同，於紅豆豆莢收穫期（全株有

80%以上豆莢轉為褐色）施藥一 次，並全株均勻噴
施。 

 供試品種：紅豆高雄9號 

參試藥劑 
（1） 氯酸鈉  40倍     （2）氯酸鈉  80倍  
（3）氯酸鈉  160倍        （4） 24%巴拉刈 200倍  
（5）對照(不施藥)處理 
 



施藥後1天對照藥劑與試驗藥劑植株乾燥情形比較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160倍 

氯酸鈉80倍 

巴拉刈200倍 



施藥後3天對照藥劑與試驗藥劑植株乾燥情形比較 

巴拉刈200倍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80倍 

氯酸鈉160倍 



施藥後5天對照藥劑與試驗藥劑植株乾燥情形比較 

巴拉刈200倍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80倍 

氯酸鈉160倍 



紅豆落葉替代藥劑試驗結果(104年秋作) 
 在施藥後5天觀察田間植株狀況,除了巴拉刈200倍，其施用氯

酸鈉40倍、80倍枝葉有顯著乾枯但主莖仍稍呈綠色未完全乾枯

，而氯酸鈉160倍雖葉片有呈現乾枯但莖枝仍鮮綠。 

巴拉刈200倍 

氯酸鈉40倍 

氯酸鈉160倍 

氯酸鈉80倍 



紅豆薊馬（Thrips）危害問題 

主要有四類：豆花薊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臺灣花薊馬Frankliniella intonsa (Moulton) 

  
 為紅豆開花期之主要害蟲，自秋裡作播種萌芽之後約

1星期，可發現薊馬之成蟲或若蟲棲息於未展開之葉
裏或葉表開始危害，使葉部無法正常伸展發育。嚴重
時，頂葉無法正常生長，呈捲曲、皺縮、外表呈褪色
黃斑、下表皮呈褐色，組織被破壞，薊馬之成蟲喜棲
葉部或新梢，吸食汁液，開花期則部份移到花部危害，
卵產於葉之組織中。 

 
 
 



  

  

小黃薊馬 南黃薊馬 

豆花薊馬 臺灣花薊馬 



紅豆真葉展開後即受南黃薊馬銼吸造成皺縮 

受薊馬為害花朵造成乾枯 

薊馬於開花時為害 

花受薊馬嚴重為害俗稱公花 



 
 施放捕食性天敵(小黑花樁象、中華斑

腿盲樁象)。 
 利用薊馬對藍色或黃色的偏好設置藍

色或黃色粘蟲紙。。  
 每次摘除老葉後應予清除，以免薊馬

再侵害植株。 
 化學防治可用： 
      4.95%芬普尼水懸劑2000倍

(105.01.01禁用)  
  

薊馬防治方法 

目前已有核准之延伸使用藥劑可

用於病蟲害防治 



目前已核准用於紅豆薊馬防治之藥劑(至105.1.13)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天) 台灣安全容許量

(PPM) 
2.5%賜諾殺水懸劑 1,000 28 未訂 

11.6%賜諾殺水懸劑 4,500 28 未訂 
80%賜諾殺可濕性粉劑 32,000 28 未訂 
5.87%賜諾特水懸劑 4,000 9 未訂 
11.7%賜諾特水懸劑 8,000 9 未訂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4,000 21 未訂 

43%佈飛松乳劑 800 10 0.05 

2.5%畢芬寧水懸劑 1,000 7 0.5 

2.8%畢芬寧乳劑 1,000 7 0.5 

20%覆滅蟎水溶性粉劑 400 21 未訂 





藥劑選用時，選擇豆科作物(注
意是否標示乾豆類除外)或豆科

乾豆類 用藥 









  

  

隨時依據防檢局公告進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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