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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中英對照） 

a.i. active ingredient 
有效成分 

cfu colony forming unit 
菌落形成單位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g gram 
公克 

GAP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優良農業操作 

GHS 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 

GIFAP Groupement International des Associations Nationales des Fabricants de Produits 
Agrochimiques (now CropLife International) 
國際農業化學產品製造商協會聯合會（現為國際作物永續發展協會） 

IPM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有害生物整合管理 

IVM 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 
病媒整合管理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國際標準化組織 

ITU International Toxic Unit 
國際毒性單位 

IUPAC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 

kg kilogram 
公斤 

L litre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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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IN Long-Lasting Insecticidal Net 
長效型捕蟲網 

mg milligram 
毫克 

MOA Mode of Action 
作用機轉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個人防護設備 

pt point 
點 

QR Quick Response (code) 
快速反應條碼；又稱行動條碼 

SDS Safety Data Sheet (formerly MSDS) 
安全資料表（先前為物質安全資料表） 

UN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衛生組織 

w/v weight / volume 
重量/體積百分比 

w/w weight / weight 
重量/重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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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有效成分（Active ingredient）係指在產品中提供農藥作用的一部分。 

佐劑（Co-formulant）係指在農藥製劑中非有效成分的組成成分。 

色帶（Colour band）係指印製於標示底部的彩色條帶，用以表示農藥產品的急性危害。 

容器（Container）係指任何用來盛裝農藥產品的物體。 

供銷（Distribution）係指透過貿易管道向當地市場或國際市場供應農藥的過程。 

製劑（Formulation）係指將各種成分混合在一起，使產品對其所稱的用途有用且有效；亦指

用戶購買的農藥形式。 

優良農業操作（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在農業使用方面，包括在有效而可靠防

治有害生物的實際條件下，以官方推薦或國家批准的方式使用農藥。它包含各種不同水準的

農藥用量，直至最大批准用量，其使用方式產生的殘留物為切合實際的最小數量。 

危害（Hazard）係指有可能產生不良後果的某種物質、製劑或情況的內在特性（如對健康、

環境或財產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或損害的特性）。 

危害警告訊息（Hazard statement）係指對應於危害分類與分級的片語，用以描述農藥的危

害性質，必要時包括危害程度資訊。 

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係指認真考慮所有現有有害生物防

治技術及其後續適當措施的整合，遏制有害生物種群的發展，將農藥和其它干預行動限制在

經濟上合理的程度，減少或儘量減少對人體與動物健康和/或環境的風險。IPM 強調種植一種

健康的作物，盡可能不干擾農業生態系統，並鼓勵有害生物的天然防治機制。 

病媒整合管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 IVM）係指利用最適宜資源進行病媒控制的

合理決策過程。旨在提高病媒傳染疾病控制的療效、成本效益、生態健全及病媒控制干預措

施的永續性。 

標示（Label 及 labelling）係指農藥或其直接容器和外部容器上或零售農藥的包裝上所附的

書寫、印刷的文字或圖像。 

傳單（Leaflet）係指產品標示的一部分，以可拆卸或獨立傳單、小冊子或相似的方式提供，

而非以永久固定於容器上的方式。 

製造商（Manufacturer）係指從事農藥有效成分製造或其製劑或產品調配的業務或工作（無

論直接從事還是透過代理商，或是透過實體控制或與其簽訂合約）的公共或私營部門（包括

個體）的公司或其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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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關於本指引 

FAO於1985年首次公布農藥優良標示實務指引（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1］，其增補版本由國際農業化學產品製造商協會聯合會（GIFAP；現為國際

作物永續發展協會（Crop International））與 FAO 密切合作於 1988 年公布，介紹了目前

廣為使用的農藥標示圖式［2, 3］。完整指引於 1995 年公布［4］。 

此時農藥與化學品管理獲得長足發展，對農藥標示產生大幅影響。國際農藥銷售及使用

行為守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Pesticides）於 2002
年改版，並於 2013 年更名為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5］（以下簡稱行為守則）。對化學品標示有極大影響的化學品標

示及分類全球調和制度（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也在 2003 年出版［6］。此外，公共衛生農藥標示的內容與設計引起人

們的關切［7］。OECD 於 2005 年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強調良好的農藥標示對降低農藥風

險的重要性，探討農藥標示仍存在的數個問題，並找出改善方案建議［8］。 

過去十年間工業化國家［如：9-13］與開發中國家［如：14-18］都針對農藥或化學品標

示的效用與易讀性進行評估，這些研究的結果與相關建議，經過評估後納入本指引中。

國際間主要標示規範與指引也將相關的研究結果［如：19-26］，以及農藥產業的觀點納

入考量［27］。 

目前修正版的農藥優良標示指引（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適

用開發中或經濟轉型國家，需要定義或修訂國家農藥標示規範的農藥主管機關。本指引

的另一個目的是協助農藥登記主管機關審查農藥的標示設計與內容。其他利害關係人，

如農藥業者或公民團體，亦可利用本指引設計或評估農藥標示。 

本指引已與 GHS 標準調和，GHS 允許各國自行詮釋 GHS 規範，故此指引也提出具體的

農藥標示相關建議。 

本指引一共有六個章節與附錄。第一章界定農藥標示的主要目的與考量。第二章摘要介

紹 GHS。第三章定義標示應該或可以呈現的資訊內容。第四章描述標示設計、風格與內

容。第五章探討產品的危害或風險分類。第六章規範資訊的重要性與教育訓練。附錄提

供標示說明範例、危害色帶、危害防範圖式，以進一步協助說明指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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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範疇 

本指引提供行為守則中所有農藥標示的相關資訊，包括適用於最終使用者的所有形式標

示，但不包括作為人用藥品使用的農藥。 

本指引並未特別針對工業用農藥標示說明，例如：有效成分、調配用途的散裝農藥製劑、

重新包裝或廢棄，或其他農藥製劑成分。由於這些農藥與農藥成分並非屬於終端用途，

但通常被認定為工業化學品，因此建議根據 GHS 進行這些成分的分類與標示［6］。 

同樣地，可能伴隨農藥裝載或托運的安全資料表（SDS），其內容與格式應符合 GHS 規

範。但農藥登記人必須確保農藥附帶的 SDS 與許可標示內容一致。 

此外，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建議書［28］提供農藥運輸標示之指引資訊。 

1.3 什麼是標示？ 

根據行為守則，農藥標示係指農藥或其直接容器和外部容器上或零售農藥的包裝上所附

的書寫、印刷的文字或圖像［5］。 

GHS 也有相似的定義，標示係指關於危害性產品的一系列印刷、書面、圖式資訊元件，

內容根據使用目標對象而定，附於或印在危害性產品的容器或外包裝上［6］。 

依據本指引目的，適用前述第一項定義。 

產品外包裝應加以標示，可利用安全資料表，或容器附加的摺頁傳單提供額外資訊，摺

頁內容應與標示資訊一致。 

1.4 農藥標示的目的 

標示基本上是產品製造商/供應商與使用者之間的溝通管道，有時甚至是唯一的管道。標

示傳遞重要的使用建議與安全訊息。 

多數農藥辨識與用途資訊是來自於標示，標示說明農藥的使用目的、範圍與使用方式。

可能也會指出允許使用農藥的對象。 

此外，使用者透過標示能了解農藥的危害與使用風險，並能依據產品現場使用條件，評

估產品處置實際風險。因此標示是保護人體健康與環境的重要工具。 

某些國家將農藥標示認定為法規文件，要求依法置於農藥包裝上，並設置標示最低資訊

限制與格式。在此情況下，所有農藥標示有任何調整或變動時，需經由主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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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農藥標示具有強制性，農藥產品的處置應與標示內容一致，如有違反，屬違

法行為。 

1.5 關於標示的責任 

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分別針對政府與農藥產業，列出農藥標示的相關責任與行為標

準［5］。 

行為守則訂出幾項原則： 

政府與企業應確保供給一般公眾使用的所有農藥的包裝和標示均應符合 FAO/WHO
或其他關於包裝和標示（3）的指引，並符合國家或地區性法規（第 7.4 條）； 

且 

農藥的所有容器皆應按照相關規定或 GHS 和/或 FAO/WHO 農藥優良標示實務指引

清楚標示（第 10.1 條）。 

行為守則中也多次提及農藥工業，以確保各國國內與國際間銷售的農藥具有優良標示： 

農藥工業及業者應觀察以下農藥管理實務，特別是那些在當地尚未有充足的法規機制與

諮詢服務： 

 只供應品質合格，且包裝與標示適合各個特定市場的農藥（第 3.5.1 條）。 

 特別注意農藥製劑的選擇與介紹、包裝及標示，以盡量降低對使用者、對公眾

及對環境的風險（第 3.5.3 條）。 

 始終密切注意其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各個環節，不斷跟蹤主要使用者及因其產

品使用出現的任何問題，作為確定是否需要改變標示、使用說明、包裝、製劑

或產品供應的依據（第 3.5.6 條）。 

採行控制措施時，農藥工業應在合理範圍內，透過清楚而簡明的標示，盡可能降低

農藥可能產生的風險（第 5.2.4.7 條）。 

農藥工業應盡可能採取各項措施來確保在國際市場流通的農藥符合 GHS 與相關

FAO 和/或 WHO 指引之分類及標示規範（第 8.2.1.3 條）。 

技術上，行為守則進一步訂出下列標準： 

農藥工業應確保產品之預期用途、標示聲明及使用說明、包裝、安全資料表、技術

文獻與廣告內容，如實反映科學測試評估的結果（第 4.1.4 條）。 

且其提供的標示內容應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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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註冊要求，包括符合銷售國相關主管機關的建議（第 10.2.1 條）。 

 除了以一種或多種適當語言書寫說明、警告及注意事項（防範措施）外，凡可

能時，應包括適當的符號與圖式，及其警示語或健康與風險片語（第 10.2.2 條）； 

 符合國家的標示要求，或是缺乏較詳細的國家標準時，符合 GHS、FAO/WHO
對農藥標示的指引與其他國際相關標示要求（第 10.2.3 條）； 

 以一種或多種適當語言列出關於容器不得再次使用的警告，及關於已使用過容

器的消毒與安全處置說明（第 10.2.4 條）； 

 以任何人無需借助代碼即可理解的數字或字母來識別每一批次產品（第 10.2.5
條）； 

 清楚標明每一批次產品的發布日期（年、月）、有效期限（若適用），並包含該

產品儲存穩定性的相關資訊（第 10.2.6 條）。 

1.6 清楚且正確標示的重要性 

標示上的重要資訊盡可能保持簡單且直接，才能成功吸引讀者閱讀。若標示太複雜、過

多術語或是凌亂的排版，可能使產品遭誤用，讓使用者或非標的生物暴露在不必要的風

險中。因此應標示出明確的指示與警告資訊，使所有潛在使用者了解。 

影響標示內容的基本規定是各國法規要求。除了這些，還有個別公司的其他標準及國際

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 GHS 規範與行為守則。標示須符合各國法規與相關國際標準。 

當各國不同類型的農藥（例如：農用、家畜、公共衛生、家用農藥等）係由不同主管機

關規範時，應提供有效的跨部門轉換資訊，確保標示符合當地規範，避免農藥使用者混

淆。理想上，標示反映出農藥工業的農藥研究結果，與主管機關對資訊呈現與有效程度

的評估結果。 

1.7 標示內容的易讀性與全面性 

多數農藥製造完成後會在數個不同的國家銷售使用。為了使標示或標示元件可以在數個

國家中使用，需正確地翻譯成其他語言。註冊時，通常會要求標示使用當地所能了解的

語言，禁止販售非官方語言標示的農藥。 

除了標示正確的文字外，特別是（但不限於）開發中國家，仍有許多使用者無法閱讀標

示。因此有必要針對這類使用者提供圖式，說明適當處置或施用方法，且施用時須穿著

防護衣物。除了圖式外，仍須配合相關措施，讓使用者能夠妥善了解圖式。建議在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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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個別圖式、圖式符號、色帶意函的說明資訊（參考附錄 5）。 

隨著正確的農藥用途說明、雙語需求、危害圖式符號、圖式的需求愈來越多，使標示製

作時，各資訊項目競爭有限的空間。建議製作標示時，遵守下述五項原則：清楚、完整、

周全、合規、一致。 

清楚的標示在提供解釋時，會避免使用複雜或過多的術語，或是利用明顯的關鍵字、慣

用語、圖式符號、圖式和清楚的排版。因此，以下很重要： 

 吸引使用者的注意； 

 簡短且精確地告訴使用者須知曉的事項； 

 使用當地熟悉的表達方式與圖式符號； 

 避免隱晦的說明。 

確保資訊的完整，可透過檢核表來確認標示所有應備資訊，不遺漏任何重要資訊。 

周全的標示會提供有關圖式、色帶以及其他標示元件相關訓練資訊，包括教導如何閱讀

標示，並對使用者進行調查，進一步改善標示。 

合規的標示符合各國與地區/國際間現行的規範、標準、指引。 

標示要項標準化可確保標示的一致，如將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文字標準化，可

使不同標示的用語與設計呈現一致性，並且符合法規規範與使用者的需求。 

雖然設計標示納入上述考量不一定能使標示均符合規範，但能引起讀者注意，閱讀警告

與建議，了解並遵守標示資訊。 

有時說明文字為了使農藥使用者能夠了解，可能會與法定用語衝突。但是進一步向主管

機關諮詢標示設計時，主管機關多半會接受簡單易懂的文字。 

標示的製作者對不同對象有不同的責任： 

 使用者－須能讀懂標示； 

 社會大眾與環境－保護大眾健康與環境；及 

 法規－符合適用之規範。 

標示的材質應耐用。應能承受運輸、儲存與使用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磨損。用來印製標示

或相關資訊的材料也須具有相同的韌性。由於農藥生產到最終使用，期間可能會存放多

年，若儲存期間沒有完整適當的標示，等到農藥實際使用時，可能造成嚴重的風險。 

最後，政府部會應在施行新式農藥標示格式或元件以前，採取試行計畫。廣為宣傳，使

農藥標示上路以前，相關議題均能獲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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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GHS） 

2.1 背景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6］首次於 2003 年公布。同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邀

請各國進一步透過適當的國家程序或立法措施，盡可能於 2008 年前展開導入 GHS 的行

動。此外亦邀請聯合國有關計畫與特別部門倡導 GHS，修訂對應的國際規約，落實 GHS
規範，以促進運輸安全、勞工安全，保護消費者與環境。GHS 制度屬於國際間的自主管

理系統，所以對各國並無條約的約束力。GHS 規範定期會進行修正更新，又稱為「紫皮

書」。 

GHS 適用所有化學品與混合物，但藥品、食品添加劑、化妝品與食品中農藥殘留並不適

用該規範。故農藥屬於 GHS 分類及標示規範之範疇，基本上應遵守 GHS 之規定。 

本次農藥優良標示實務指引（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修訂納

入 GHS 元件，提供 GHS 規定應用於農藥標示之指引建議。 

2.2 GHS 元件 

GHS 訂出物理、健康、環境危害之分類標準，與對應的危害通識元件，特別是標示所使

用的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 

GHS 危害分類基本上係指農藥內在危害特性所引起的危害。GHS 不打算將風險評估程序

與風險管理決策調和，但 GHS 接受各國採取以風險為基礎的分類方式，特別是消費性商

品部分。 

GHS 的調和元件可被視為型塑法規方法的元件架構。依照建構元件方法，各國可自行決

定採行哪些元件架構。但各國一旦決定納入採用哪些 GHS 分類系統時，實際施行之範圍

也必須一致。例如，如果農藥分類系統範圍包括急毒性，其對應的調和分類機制與標示

元件也必須一致。 

本指引針對農藥標示，提供採行 GHS 元件架構與實施建議。不過 GHS 紫皮書是國際間

分類及標示方面的權威資料，因此指引提供之建議須配合 GHS 紫皮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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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示內容 

標示的目的是提供使用者產品所有基本資訊與有效的安全使用方式。 

標示之具體內容應以各國規範為主，盡可能與 GHS 或 WHO「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

議（Recommended Classification of Pesticides by Hazard）」、農藥管理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等國際標準調和。有法規概念後，標示中應至少提供使用者以下資訊： 

 容器之內容物為何； 

 急性與慢性危害，及其相關安全資訊； 

 用途及廢棄方式說明；及 

 供應商身分資訊。 

標示明確指示農藥使用前，應詳閱安全用途說明。如下述之文字：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標示。 

或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安全使用及防範資訊。 

3.1 產品內容資訊 

以下容器相關資訊應列於標示中： 

a) 產品名稱 

b) 產品類型（如：除草劑、殺蟲劑、抗真菌劑等） 

c) 製劑類型－依據國際製劑編碼系統之名稱、編碼［29］ 

d) 有效成分名稱（根據 ISO［30］或其他當地使用之普通名稱，如無上述資訊者，應

根據 IUPAC［31］命名物質） 

e) 有效成分內容。一般應以下列方式呈現：「每公斤含有 X 公克有效成分（contains X g 
a.i. per kg）」（針對固體（包括蚊香）、黏稠液體、氣膠或揮發性液體）或「每公升

含有 X 公克有效成分（contains X g a.i. per litre）」（針對其他液體）。針對燻蒸蚊香

片，則表示為毫克/片（mg/mat）。 

若有效成分屬於微生物製劑，內容可以表示為每毫克產品中含有國際毒性單位

（International Toxic Units, ITU），或是每單位重量或體積產品的活菌數（孢子、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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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菌落形成單位（colony forming unit, cfu）等）。 

針對特定類型的農藥或製劑，可能適合其他有效成分單位（如某些家用農藥可用% 
w/w 或% w/v）。 

f) 危害性佐劑的名稱、辨識資訊及濃度（例如：製劑中對調製產品的分類有貢獻的所

有物質（如溶劑、增效劑））。舉例來說，石油餾出物（petroleum distillates）必須列

出，並強調其促進醫療效用。 

g) 包裝淨含量。應以公制單位（如公升、公克、公斤，可縮寫為 L、g、kg）或數字（如

針對費洛蒙裝置）表示。若當地未使用或只使用某些公制單位時，應以當地採用的

單位為主，但應輔以公制單位。 

h) 批號 

i) 登記編號（若有的話） 

3.2 危害及安全資訊 

所有標示應呈現下列危害及安全資訊： 

a) 危害圖式符號（若有的話）（參考第 4.6 章節） 

b) 警示語（若有的話）（參考第 4.4 章節） 

c) 危害警告訊息（若有的話）（參考第 4.4 章節） 

d) 危害防範措施或警告（若有的話）（參考第 4.5 章節） 

產品使用風險降低之建議資訊，應包含以下項目： 

 整體危害防範措施與警告。 

所有標示至少須出現以下說明 1： 

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 

及 

使用後沖洗 

及 

使用本產品時，不得飲食、喝水或抽菸 

                                                 
1 可能有例外，如長效型捕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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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特定危害防範措施或警告。 

 相關個人防護設備。 

 濃縮處置時的危害防範措施（若適用）。 

 用藥過程與完成後的防範措施。 

 對容器重複使用的警告。 

標示所示的安全建議大多為標準防範措施或警告（如參考附錄 2）。 

e) 危害防範圖式 

應含括危害防範圖式來加強安全文字敘述（參考第 4.6 章節）。 

f) 危害色帶 

危害色帶得印製於標示底部，凸顯調製產品的急毒性（參考第 4.7 章節）。 

g) 針對失明及視障者的觸覺警告。所有供銷給一般大眾的產品，須在標示上印製有農

藥字樣的點字。此外，供銷給一般大眾的農藥產品，如經分類具有危險性（參考第

4.8 章節）時，必須有三角形狀凸出或三角凸點的危險觸覺警告標示。 

h) 緊急與醫療建議 

標示應提供相關緊急與醫療建議（參考第 4.9 章節）。針對特定產品，必要時應增加

額外的症狀與解毒劑相關資訊。 

所有標示應至少出現以下說明： 

如需醫療建議，請出示產品容器或標示。 

i) 產品或使用者類型 

有些國家會依據產品或使用者的類型對農藥加以分類（如專業用途產品、限制用途

產品、家用產品/農藥（亦指居家、消費性或非專業用產品）、環境衛生農藥）。若符

合上述分類，應於標示上呈現產品或使用者分類資訊。 

j) 意外洩漏建議 

應提供農藥外洩遏止和/或清理的操作指引（參考第 4.10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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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用途說明 

標示上應清楚地呈現用途說明指南（參考第 4.11 章節），其通常包含以下內容： 

a) 使用範圍 

應先簡短摘要產品使用範圍內容，例如： 

用以控制水果蚜蟲。 

或 

用以公共環境有害生物的病媒控制及管理。 

或 

用於住家及周圍，撲滅蒼蠅、蚊子與其他飛蟲。 

或有其他更多限制說明，如： 

僅供農業種籽處理使用。 

b) 用途說明 

標示中的用途說明須清楚指出，在法規限制下，使產品發揮最大功效，且風險最低

的使用方式、時機與場所。該資訊內容可重複出現和/或擴充於額外附加的傳單中，

但標示須呈現必要的說明資訊。 

實用建議（若相關），可包括： 

 產品使用場所：作物；標的有害生物/雜草；使用條件； 

 劑量比率； 

 混合方式與水量說明（若適用）。說明混和方式時，使用的體積/重量單位應盡

可能與容器的單位一致，以避免因單位換算可能產生的錯誤。 

 施用方法；特定不相容（設備）物質（若適用）； 

 產品使用時機，包括：施用時間與頻率、每季/年最大施用次數；施用間隔期；

不可使用產品時機； 

 警告應包括避免將不同農藥混合成單一噴霧劑，除了已註冊的桶混。藥害相關

警告、鄰近敏感作物、後期作物； 

 其他關於使用的特定條件或限制，例如環境、農業或氣候條件或噴霧飄散。 

 停藥期與安全採收期；重入間隔期；安全屠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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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產品的不相容性（若適用）； 

 抗藥性預防與管理資訊，包括農藥的作用機轉（mode of action, MOA）編碼［

32］（若適用）； 

 清潔施用設備與個人防護設備（PPE）方法。 

c) 儲存與廢棄處理 

標示應指定建議儲存條件，且應進一步提供空容器及殘留農藥的回收與廢棄處理之

必要資訊： 

 容器不得重複使用的警告，除非用途說明清楚指示容器可回填使用（此可同時

出現在標示中的危害及安全資訊欄位）； 

 儲存方法； 

 空容器及殘留農藥的廢棄處理方法（如沖洗三次並刺穿）； 

 處理環境意外事件（如產品外洩）的聯絡資訊（組織名稱、電話號碼及電子郵

件信箱）。 

3.4 供應商資料 

標示上應提供下列供應商資訊： 

a) 標示上應指出當地經銷商或供應商的名稱、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該資訊通常會與

當地產品登記證持有人一致。 

如登記證持有人與當地經銷商/供應商不同時，標示上應同時提供登記證持有人之詳

細聯絡資訊。 

標示上亦可提供製造商名稱與其他特定辨識資訊。 

3.5 其他資訊 

除了上述提及的危害及安全資訊、用途說明之外，以下資訊可呈現於所有標示上： 

a) 法定標題。某些國家法定農藥只能依標示使用。法定標題可以釐清該情況，例如： 

符合以下使用條件是法規要求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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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標示內容使用本產品將違反相關規定 

b) 應在標示上呈現產品的銷售日期。 

c) 儲存期限或有效期限，針對自銷售日期起，儲存期限低於 2 年的產品。 

d) 法定責任和/或擔保聲明。多數農藥產品之登記者會主動提供免責聲明。 

e) 可將行動條碼（QR-code）置於標示上，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可掃描連結至農藥公司

網站，取得進一步的產品及風險資訊（如附加醫療建議）［41］。但該公司網站所提

供的資訊無法取代國家法規要求的標示資訊。 

f) 國家/地區毒物中心或其他相似合格機構的聯絡資訊。 

3.6 標示內容與產品/使用者類型 

原則上，前述標示內容適用於所有產品或使用者分類。因此，針對限制用途產品或一般

用途產品、提供專業使用者使用產品（如農民、有害生物控制操作員）或非專業使用者

（如在家中與花園），或是產品是針對農、林、疾病防治或工業用途者，標示的基本元件

均相同。 

然而，這些元件在標示上呈現的詳細內容可能非常不同，例如，限制用途產品通常是各

國使用危害性最高的農藥，故列於標示上的危害及安全資訊、用途說明資訊也較詳盡，

且限制用途農藥或類似字樣也會印製於標示的主要區塊。 

相反地，非專業使用者也可購買及使用的家用農藥，通常是只有低危害性才會許可授權

使用。故列於標示的危害及安全資訊內容就相對較少，用途說明也較專業用途產品更為

精簡。 

使用簡單的語言，避免專業術語，避免可能與農業使用者相關但家用使用者可能難以理

解的技術性語言。 

環境衛生與農業用農藥的標示，其格式與內容均相近，但隨著標的有害生物與施用方法

的差異，用途說明的內容就會有明顯區隔。 

本章節未加以說明的特定標示元件，但可能適用於特殊目的的標示，將於第 4.14 章節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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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編寫與確認標示 

本章節以優良且清楚的標示設計與排版為考量，提供確認標示與圖式使用之建議。 

4.1 標示排版 

4.1.1 一般原則 

排版清楚的標示可大幅提升標示的實用性，因此設計標示時，農藥公司應特別謹慎，而

主管機關也有必要審慎查驗。標示應基於使用者的角度，提供有邏輯、結構的資訊，將

使用者的焦點導引至重要資訊。標示排版時，可能會需要參考專業人員的設計指引。以

下列舉成功編製標示的幾項原則。 

標示資訊最好拆解成幾個較小、獨立的區塊。每個欄位的主題應以清楚易懂的標題來呈

現。通常標示中會區分以下幾個主題區塊（可能會加以變化）： 

 產品辨識資訊與用途範圍 

 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圖式符號 

 危害防範措施 

 用途說明 

 儲存與廢棄處理 

 急救與醫療建議 

 意外洩漏建議 

各欄位資訊應依使用者需求依序排列。 

標示得以一欄、兩欄、三欄或更多欄位方式呈現。如標示尺寸許可時，應盡量以三欄方

式呈現。包裝尺寸較小時，主要標示得緊密貼於容器上，詳細資訊另於獨立傳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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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三欄式排版 

如標示尺寸允許時，建議提供下述三欄式排版的標示。主要欄位應提供產品辨識資訊、

使用範圍、必要之警告與限制資訊，另外兩個欄位可分別提供用途說明、危害防範措施、

儲存與廢棄規範及其他相關資訊。 

圖 4.1 提供三欄式農藥標示排版範例，包括不同標示欄位/元件的建議位置。 

圖 4.1：三欄式標示範例［括號內為可選用的標示元件］ 

 

4.1.3 兩欄式排版 

主要欄位提供產品辨識所需之資訊、用途範圍與必要之警告與限制資訊，附加欄位則提

供，如用途說明、危害防範措施、儲存與廢棄規範等其他必要資訊。 

圖 4.2 提供兩欄式農藥標示排版範例，包括不同標示欄位/元件的建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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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兩欄式標示範例［括號內為可選用的標示元件］ 

 

4.1.4 一欄式排版 

一欄式標示應只適合用在產品用途範圍有限，且用途說明、警告、危害防範與急救措施，

無須提供詳細資訊者。包裝尺寸小時，不應只依賴一欄式標示提供資訊，補充資訊可印

製於延伸或附加的傳單頁面中（參考第 4.1.5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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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一欄式標示範例［括號內為可選用的標示元件］ 

 

4.1.5 小包裝標示與補充傳單 

提供小農或家用使用者的小包裝，空間限制造成標示困難，標示文字縮減建議可參考第

4.2.3 章節。如當地或國家法規允許，可將資訊印製於獨立的傳單或附加的摺頁傳單。摺

頁攤開時，仍應貼附於包裝的主要標示上。 

使用獨立傳單或摺頁傳單時，應確保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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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有危害圖式符號與危害警告訊息的部分標示必須黏貼於包裝上。 

 標示「使用前請詳細閱讀傳單說明」的說明文字。 

 主要標示如果沒有重複出現在傳單時，應標示「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標示」的說明文

字。 

 摺頁傳單須緊密黏貼於產品容器，使產品由銷售至使用均附有傳單說明。 

 重要標示資訊應同時出現於獨立或摺頁傳單中。 

圖 4.4 提供標示與包裝傳單上資訊獨立的範例。 

圖 4.4：小包裝與獨立或摺頁傳單的標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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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量販包裝、兩入/多入組合包裝標示 

如主管機關允許產品，產品散料經內層包裝後，以兩入以上裝入一外層包裝，或經個別

包裝後，以兩件或多件的組合包裝販售，且經主管機關許可時，須提供額外標示。 

外層包裝應依據本指引加以標示。量販包裝的主要標示區塊，應有「本量販包裝含有…

件，分開零售違法」之字樣。 

量販包裝、兩入/多入組合包裝，其內層包裝須盡可能加以標示，或標示出小包裝標示中

的主要區塊資訊。 

個別成分應分別標示有效成分的危害辨識資訊、危害性佐劑、危害圖式符號與危害警告

訊息；然而產品用途說明、危害防範措施、其他產品辨識資訊等都是針對特定產品，且

適用所有成分。 

4.1.7 雙語或多語標示 

標示如須以多種語言方式呈現時，不同語言都必須有其完整標示。每種語言的翻譯須有

相同意涵。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一組標示可以同時呈現多種語言資訊。面臨標示空間不

足問題，可將容器外標示以主要語言呈現，他國語言標示則印於額外的附加傳單中。標

示應盡可能以所有法規指定之語言，呈現重要安全資訊，且必須緊密黏貼於容器上。 

經過翻譯的標示應逐一查驗，如將目標語言譯回原始語言，以確認意涵是否正確。 

4.2 內文風格與格式 

4.2.1 風格及用字 

標示應提供使用者清楚、簡明、易懂的資訊。語言應簡單直接，避免術語或贅詞。特別

是家用及非專業用途農藥，應盡可能避免標示技術用語。 

標示設計應使危害防範措施及警告資訊，明顯、易懂、易於遵守。最有效的標示語言能

激發行動，矯正行為：標示應鼓勵良好行為，阻止不良或可能造成危害的行為。舉例如

下： 

阻止特定行為的標示用語： 

 風大時不要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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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儲存未經標示的稀釋產品 

 不可施用於鄰近水體、下水道或排水溝處 

 不可倒入其他容器進行販售 

鼓勵特定行為的標示用語： 

 每次使用時穿戴手套 

 清掃洩漏產品 

可以是具「強制性」或提供「建議」的標示用語。 

強制性標示用語係指為確保農藥妥善使用，避免造成人體健康或環境不良效應，使用者

必須遵守之行為。這類用語屬於法規條文，由主管機關解釋與管制。「強制性」用語包括

用途說明與危害防範措施，用以指示使用者採取某些行動或杜絕某些行為，句型通常為

命令句或指示句型。「強制性」標示用語範例如下所列： 

 穿戴化學防護手套 

 不可催吐 

 不得施用於 25 公尺深的水井中 

 不可直接施用於水中 

 遠離熱源/火花/明火 

 24 小時內不得進入施用區域 

建議資訊的標示用語，協助使用者了解如何於提高產品使用時的效用與安全性。建議性

的用語，法令未強制要求，主要用來說明特定行為的目的與優點，但不會主張必須完成

特定行為。然而，建議性的標示用語不得與「強制性」用語衝突，不得提供錯誤、誤導

或導致違法情節的資訊。 

最好是描述性或非描述性句型，來提供「建議」，如果使用「須」、「應」、「執行」、「不得

進行」等字眼可能造成誤會，讓使用者誤以為必須遵守該說明，但事實上並無規定。撰

寫「建議」型的標示用語時，以直接、陳述事實的方式表達，可降低與「強制性」用語

相衝突的機會。 

「建議」標示用語範例如下所列： 

 配製完成後立即施用，有助於確保產品處於懸浮狀。 

（而非：桶混配製完成後應立即施用） 

 將噴霧混合劑直接施用於棉花植物的基部，並使用噴灑護具，有助於減少葉面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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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植物損傷。 

（並非：噴霧混合劑應直接噴灑於棉花基部附近的土壤。應小心防止噴霧落於棉花

葉，造成損害。） 

 工作日結束時，用清潔溶液沖洗噴霧器，有助於確保噴霧器清潔及避免作業問題。 

（並非：每一工作日結束時，必須以清潔溶液徹底清洗噴霧器，以確保噴霧器清潔，

並避免作業問題。） 

農藥標示用語是否能正確解讀，深受當地語言實際作法與文化習俗影響。特定語言有效

的表達方式，在其他語言不一定能發揮作用，因此應依據當地情況評估農藥標示的風格

與用字。 

4.2.2 印製尺寸與風格 

下列建議適用於農藥標示的印製尺寸與風格： 

 建議所有的警告與危害防範措施，字體應至少為 8 號字，而其他內容應至少為 6 號

字。最好的尺寸是使用 11 號字。印製尺寸與風格，請參考附錄 1 範例。 

 使用粗體字來強調重點會比大寫字更有效。 

 應選用非常清楚且沒有裝飾或古怪的字型。最好的印製風格是 Helvetica（European 
Grotesque）或 Modern。即使是常見的固定用法，仍應避免使用斜體，除非是拉丁

文名稱。 

 字母之間要有清楚的間隔，而非緊密的間距。 

 文句之間要保留適當的空間。 

 避免內文垂直或對角線排列。 

 避免套印插圖、標誌或無意義圖式，導致內文難以閱讀。 

 應盡可能刻意將標示置於清楚的標頭，但不要過分使用強烈的顏色。文字與圖式符

號區塊的四周留白，更能引起注意。 

4.2.3 有效的空間運用 

由於多數標示的版面通常有限，可以取得更多版面且印出更大尺寸標示的其中一種辦法

是減少內文，避免不必要資訊，盡可能使文句精簡準確，同時保留所有必要資訊。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

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21 

另一種取得版面的辦法是，使用大小正確的字體來減少空白（沒有印製標示部分）。空白

可出現在句子結束時、文字間、文句間、段落間、欄位間及文章四周。在欄位與圖式符

號之間，應適度留白，這對吸引使用者注意力來說非常重要。有這樣的了解後，可參考

以下建議，使文句更為精簡，空白減少，標示印製的範圍也會更大。 

 再次仔細確認內文，將長句、長字縮短，但注意不要失去原意。 

 刪除任何非必要資訊，例如過多產品作用的技術用語，或縮短用語，但注意是否語

意不通。 

 以表格方式呈現使用比率與使用量等資訊。 

 減少段落間空間，但非行距。 

 減少較不重要的描述性文句，如那些、那的描述。 

 使用明確且易懂的縮寫。 

 將資訊移至標示中較不擁擠的區塊。 

 調整欄位的相對寬度，使文章段落離欄位邊框較近。 

 增加欄位數量。可有效運用短句產生的空間，如安全資訊。 

 使用獨立或附加的傳單。 

 需翻譯成其他語言時，應注意某些語言的文字會比其他語言較占空間。 

除非必要且經主管機關與登記人之同意，否則避免使用覆蓋貼紙來修改標示資訊。使用

貼紙不得覆蓋掉標示中其他有效的資訊。 

4.3 顏色使用 

紅色是普遍同意用來作為警告的顏色，且被用來呈現危害圖式符號（與 GHS 一致）、危

害分級色帶或安全建議標題。標示顏色應要像這樣可清楚凸顯危害圖式符號。 

為了有清楚的對比，使內文容易閱讀，標示的背景通常為白色，字體黑色。 

對於傳單與手冊，顏色有助於吸引使用者注意力。呈現真實色彩可讓使用者更容易了解

內容。圖式重要部分利用對比色呈現也可加強其效果。但注意過多對比色與強烈色彩，

可能會讓讀者忽略重點。 

選用對比色與選擇顏色一樣重要。因此，紅色通常應搭配白色底，且很少使用黃色等其

他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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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強烈的色彩與中性的背景色可以加強對比，如： 

 白底黑字 

 黃底黑字 

 白底紅字 

 白底綠字 

 藍底白字 

標示中的危害色帶可能也會使用顏色來代表產品的急毒性。第 4.7 章節提供進一步的討

論。這些顏色必須有別於標示中的其他顏色。 

4.4 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 

所有標示都應依據危害分類，提供適當的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建議使用 GHS 調和的

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 

標示中的警示語用來表明危害的相對嚴重程度，提醒讀者注意其潛在的危害性。GHS 使

用的警示語為「危險（DANGER）」與「警告（WARNING）」。「危險」用在較為嚴重的分

類，而「警告」用在較不嚴重的分類。 

有別於 GHS，WHO 分類使用的警示語為「劇毒（VERY TOXIC）」、「有毒（TOXIC）」、「有

害（HARMFUL）」及「小心（CAUTION）」。若使用者是以 WHO 分類為依據時，應採用

這些 WHO 的警示語，而非 GHS 規定的。 

危害警告訊息是指對應於危害分類與分級的片語，用以描述農藥產品的危害性質，必要

時包括危害程度資訊。 

第 5 章節對於農藥標示之危害分類及對應之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有更詳細的介紹。

根據 GHS，不同危害分級所需的危害警告訊息與警示語，可參考 GHS“紫皮書”［6］。 

當根據分類的結果，對健康危害有多個警示語時，標示上有其優先次序。如需使用警示

語「危險」，則標示上就不應出現「警告」。物理性危害的警示語沒有這樣的優先次序。

警示語優先順序的進一步建議，可參考 GHS ［6］。 

所有適用的危害警告訊息應列於標示中。 

危害警告訊息與危害圖式符號在標示上應盡可能放在一起，這有助於了解圖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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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危害防範措施與警告 

危害防範措施是一組片語，敘述農藥暴露時，為使不良效應降至最低，或預防不良效應

產生應採取的措施，或是應防範之不當處置、使用或儲存行為。危害防範措施應以危害

或風險為基礎，應與上述探討之危害通識元件一起呈現（危害圖式符號、警示語與危害

警告資訊）。 

危害防範措施並未全球調和，許多國家的國內法規也會對此作出定義，故有關之國家規

範都應遵守。某些國家法規系統中使用的「警告」或「安全片語」與 GHS 中的「危害防

範措施」非常近似。 

某些國家缺乏或需補充相關規範，GHS 便依據危害分級結果，提供了危害防範措施［6］。
GHS 系統將危害防範措施分為四類： 

 預防 

 應變 

 儲存 

 廢棄 

這些可再區分成作業人員、消費者及環境防範措施。 

農藥標示所列之危害防範措施，至少應包含農藥已經辨識出的危害或風險。危害警告訊

息與相關危害防範措施應盡可能一起列在標示中。例如： 

易燃。遠離熱源及明火。 

下列一般性的危害防範措施適用多數的農藥標示： 

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 

使用後沖洗。 

使用本產品時，不得飲食、喝水或抽菸。 

家用或其他供一般大眾使用的產品，若應配戴個人防護設備（PPE），應於標示中清楚指

出相關說明。 

如：每次使用時穿戴手套。 

農藥標示相關的危害防範措施範例，請參考附錄 2。 

編擬與評估農藥標示時，應確認相似產品的現行標示，以確保所列的危害防範措施具有

一致性，除非該標示不是最新版本。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

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24 

4.6 圖式符號、圖式與插圖 

除了法規要求或建議的危害圖式符號與危害防範圖式，標示本身幾乎沒有空間可放置任

何插圖。圖式是一種象徵符號，透過非文字的方式傳達訊息。其他插圖最好限制用於附

加標示傳單、手冊與海報中使用。插圖與圖式應搭配文字，而非取代之。 

4.6.1 危害圖式符號 

為達到農藥標示的目的，危害圖式符號（或危害象徵符號）是根據 GHS 將產品的危害（或

部分風險）以視覺化方式呈現，適用包括農藥在內的所有化學品。以下 GHS 定義之危害

圖式，均為直立 45 度角之方形，圖式應使用黑色符號、白色背景及紅色框線。危害圖式

符號的實際大小，視農藥容器/標示尺寸而定，但不得小於 10 x 10 mm。 

圖 4.5：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GHS）危害圖式符號 

易燃性 

 

氧化性 

 

爆炸性 

 

腐蝕性 

 

加壓氣體 

 

急毒性 

 

急性健康危害 

 

環境危害 

 

慢性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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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圖式符號（除了爆炸圖式）均適用農藥標示。更多農藥標示的危害分類與對應危害

圖式符號，請參考第 5 章節。 

標示中的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圖式符號應盡可能放置一起。 

4.6.2 危害防範圖式 

農藥標示中的危害防範圖式，將農藥處置、施用或儲存應採取之主要防範措施，以視覺

化方式呈現。經過特別設計，符合農藥產品使用。農藥標示的危害防範圖式標準是由國

際農業化學產品製造商協會聯合會（GIFAP；現為國際作物永續發展協會（Crop 
International））與 FAO 共同研擬［2, 3］，提供建議措施，盡量降低或預防因處置、施用

或儲存農藥所產生的不良效應。本指引中的危害防範圖式，目的是將重要的危害防範措

施資訊傳遞給不同國家及不同識字程度的使用者。 

以下幾點是使用危害防範圖式的注意事項： 

 在某些國家可能需要取得主管機關許可，但一般情況下，多數國家是鼓勵使用。 

 完成危害防範圖式初稿後，應導入標示中。 

 危害防範圖式應對應且強化危害防範措施資訊。若危害防範措施有其對應圖式時，

該圖式也須並列。 

 相反地，除非有對應的危害防範措施，否則不應使用危害防範圖式。圖式呈現的最

重要原則是應優先考慮圖式與內文的關聯性，且圖式不應與內文牴觸，或模糊其意

涵。 

 只能使用下列建議的危害防範圖式，除非該國已發展出反映當地文化與實務的圖式

系統。 

 描述「使用後沖洗」及「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的危害防範圖式應出現在所

有標示中。 

理想的危害防範圖式大小為 15 x 15 mm；至少為 7 x 7 mm。 

圖 4.6 列出所有危害防範圖式。農藥標示之圖式使用建議，請參考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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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降低農藥處置、施用或儲存風險的危害防範圖式 

類型 圖式與訊息 

儲存圖式 
 

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 

  

活動圖式 

 
處置液態濃縮時… 

 
處置乾式濃縮時… 

 
施用農藥時… 

建議圖式 

 
穿戴手套 

 
穿戴眼睛防護 

 
穿著橡膠靴 

 
穿戴口鼻防護具 

 
穿戴呼吸防護具 

 

 
穿著全套衣 

 
穿著圍裙 

 
使用後沖洗 

警告圖式 

 
對動物危險/有害 

 
對魚類危險/有害－不可汙

染湖水、河川、池塘或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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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插圖 

標示內容使用的插圖或圖像不可模糊不清或過於擁擠。因此，大部分的插圖（並非圖式）

最好限於附加標示傳單、手冊及海報使用。 

插圖或圖像有助於以下項目的呈現： 

 如何打開產品容器； 

 有害生物或疾病的可能情況； 

 如何做或不要做某事（如產品容器開啟圖式；農藥正確使用圖式：空容器沖洗三次

並刺穿說明圖式）； 

 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事件流程； 

可在標示上印製條碼，讓零售商店可以很容易利用條碼刷出價格，或利用條碼在國內追

蹤產品的流向。 

應特別注意避免於標示、附加傳單、手冊及海報中印製錯誤或可能誤導使用者的產品資

訊，例如： 

 標示上出現未經許可的食品/作物/特定條件圖像； 

 人們使用產品未配戴個人防護設備的圖像； 

 兒童嬉鬧或懷孕婦女的圖像； 

 暗示安全或無毒性的圖式符號，如紅色十字或醫療許可印章； 

 標示上印製回收符號（三個箭頭銜接形成環狀三角形的回收符號）或任何其他符號，

暗示產品可回收，但實際上無法回收。若包裝材料可回收，則適用於回收符號，可

在容器或包裝不顯眼處印製「包裝」字樣與回收符號。 

 會造成急毒性色帶模糊呈現的圖像或顏色。 

4.7 色帶 

由 FAO 倡導的色帶系統，係根據 WHO 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33］，指出（主要）農

藥產品的急性健康危害。在此系統下，與產品危害分類相關聯的特定顏色色帶會平行印

製於標示底部。許多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會要求將這些危害色帶顯示在其農藥標

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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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 WHO 修訂其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已相對地調整色帶分配，因此與舊版指

引有些許差異（參考附錄 3）。 

針對 GHS 急毒性分類也已發展出類似的色帶系統。 

色帶通常用來說明急性人體健康危害，加強農藥使用者的認知。因此會要求農藥色帶使

用的顏色，不要重複出現在標示中，但 GHS 危害圖式使用的紅色不在此限。 

各國所有農藥標示使用的色帶應與其使用的分類系統一致，亦即以 WHO 為主的色帶應

搭配 WHO 系統，而以 GHS 為主的色帶則搭配 GHS 系統，勿將兩者結合而造成混淆。

強烈建議區域內各國間採納相同的色帶系統，以避免在各國市場流通的農藥產品，標示

不同的危害色帶。 

4.8 觸覺警示語 

失明及視障者可能會處置家用農藥或其他供銷給一般大眾的農藥產品。因此，標示上或

產品容器上應印製觸覺警告。 

供銷給一般大眾的所有產品標示應印製有「農藥」字樣的點字。 

此外，供銷給一般大眾的農藥產品，若經各國主管機關分類為具有危險性時，需印製有

危險的觸覺警告。危險的觸覺警告應至少放在所有 WHO 危害分類第 1a、1b 級及 GHS
急毒性分類第 1、2 級的農藥產品。主管機關亦可針對其他危害分類要求此類警告。根據

相關 ISO 標準，危險的觸覺警告樣式通常為三角形凸出或三角凸點（圖 4.7）［40］。 

圖 4.7：三角形凸出形式的觸覺警告或危險 

 

4.9 緊急與醫療建議 

本章節提供農藥使用者關於不同暴露途徑及相關意外暴露時的緊急與醫療建議。 

一般而言，標示應提供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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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症狀； 

 緊急處置建議； 

 醫師/醫療團隊建議；建議向主管機關通報中毒事件備查；在標示中強調產品佐劑毒

性高於產品； 

 如何取得進一步建議。 

務必應提供以下說明： 

如需醫療建議，請出示產品容器或標示。 

應充分詳細描述任何中毒處理的建議，使醫療人員在病患抵達時，可即刻展開緊急處置

（如解毒劑與用藥方式）。亦須說明如何取得進一步中毒處理的資訊。 

4.10 意外洩漏建議 

標示欄位可提供使用者意外洩漏時的清理建議。實際措施應視有效成分與製劑的類型而

定。 

必要時，標示說明可能包括： 

 使人員遠離外洩區域。 

 清除洩漏時，使用個人防護設備。 

 不得沖洗進入下水道。不可讓此化學品進入環境中。 

 以鋸木屑、泥土或貓砂等吸附性物質覆蓋洩漏物，以吸收液態農藥。 

 輕輕地將洩漏物質清掃至容器中；必要時，先使其濕潤以防止塵揚。 

 將洩漏容器的內容物倒入原本裝有相同產品的空容器中，或將洩漏容器置於較大且

具有清楚標示的容器中。 

 發生大規模洩漏時，撥打{緊急電話號碼}。 

較詳細的意外洩漏管理與清理措施、緊急服務資訊通常會列在安全資料表（SDS），而非

農藥標示上；若有 QR 條碼，詳細資訊亦可透過條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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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用途說明 

標示中的用途說明須明確指出，於法規限制內，可使產品發揮最大效用及安全的使用方

式、時機與場所。用途說明資訊元件，可參考第 3.3 章節。 

在農業方面，必要時，用途說明應依據優良農業操作（GAP）。其他使用範疇，應遵循各

國或國際間最佳實務規範［如：34］。該資訊可能在獨立傳單或技術文獻中重複或擴充說

明，但標示中須呈現必要的說明。若有提供傳單時，須在標示中強調，使用前須進一步

詳讀附帶傳單。 

用途說明的目的是讓最終使用者清楚了解說明內容，不論施用農藥者、非技術人士、偶

爾使用的一般消費者，應該都能了解並遵守用途說明。因此，如銷售資訊、作用機轉說

明等所有非必要資訊都應省略。 

多數情況，圖像（圖表、圖形、符號或圖片）有助於傳遞標示中的用途說明內容。但應

特別注意避免提供錯誤或誤導之資訊，圖像應清楚、簡潔，傳遞正確資訊。副標題就像

書中的段落標題，有助於組織資訊，並讓使用者易於取得資訊。即使相同大小的字體，

條列式的內容會比起長篇敘述的段落，更容易閱讀。當有必要提供較冗長且複雜的訊息

時，特別是當產品可用在不同作物及有害生物時，表格形式更能有效呈現脈絡。 

與用途說明及優良農業操作（GAP）相關的標準用語範例，請見附錄 2。 

4.12 標示中使用正面陳述 

有時，在標示中使用正面陳述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可以參考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PM）

或病媒整合管理（IVM）計畫所指定使用的內容，若經主管機關核可後，可將其含括在

標示中。 

4.13 避免說明或宣稱用語誤導 

某些可能誤導讀者、無具體事證或容易被誤解的說明或宣稱文字，不得使用於標示中。

這些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類型： 

 不得使用有關產品組成成分之不實或誤導說明。 

 不得宣稱其安全性，包含用語如「安全」、「無毒」、「無害」、「非毒性」、「環境友善」

或「適合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PM）」、「適合病媒整合管理（IVM）」，有無符合條件

片語，如「依指示使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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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主管機關核可，得提供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PM）或病媒整合管理（IVM）

計畫指定之用途參考資訊。］ 

 不得使用將產品的風險、危害或「安全性」與其他農藥或物質相比較的用語。 

 不得使用誇大用語，如「最好」、「最有效」、「全面控制」等。 

 不得使用暗示或建議產品可以或將預防人類疾病或提供健康防護等用途說明。 

 不得使用與效用測試結果不同的用語。 

 不得使用直接或間接暗示政府或主管機關建議使用該產品或為產品背書，除非主管

機關許可。 

4.14 標示的特殊用途 

為符合特定目的，標示的一般原則可能予以調整。以下列舉幾個案例說明探討： 

4.14.1 散裝物質標示 

正如本指引的範疇，以散裝方式運輸的農藥物質，無論是再調製、重新包裝或廢棄，都

應附有適當的標示。原則上，散裝農藥的標示應符合 GHS［6］，且此類裝運應備有安全

資料表。 

4.14.2 經化學處理的種子 

因其標準種子袋或麻袋並非農藥容器，且只提供內容物特性、重量及成分來源資訊，經

化學處理的種子標示需有不同的規範。 

袋子外面應印製無法移除的警告片語，並以種子使用區域的當地語言呈現。 

標示上應至少呈現以下資訊［39］： 

 說明：種子經有效成分（普通名稱）處理。 

 當地經銷商或供應商名稱。 

 警告：經處理的種子不得供人體或動物攝取，或加工。 

 警告：遠離兒童、家禽與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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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毒物中心或其他相似合格機構的聯絡資訊。 

 使用者與作業人員安全資訊。 

 環境保護措施。 

此外，可呈現以下資訊： 

 施用有效成分的比率（濃度）。 

 農藥產品的商品名稱。 

 當地經銷商或供應商的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呈現於標示上的標準防範措施用語，請參考附錄 2。 

4.14.3 水溶性藥袋 

有越來越多的乾性農藥採取水溶性藥袋的包裝方式。由於使用者可能將未經標示的內袋

從已標示的容器中取出後，並未立即使用，待時日一久，使用者就忘卻內容物為何。故

水溶性藥袋的最大顧慮是如何避免使用者將內袋拿出來。 

因第一層包裝是水溶性藥袋，故標示資訊應印製於藥袋本身。但目前此類印製技術仍不

可行，許多標準印刷技術與油墨仍無法與水溶性薄膜相容。而且這些藥袋尺寸往往相對

較小，所以印製大量資訊並不切實際。 

當水溶性藥袋印製標示可行時，得印製精簡的標示內容，應至少包括以下資訊於水溶性

藥袋本身： 

 產品名稱。 

 產品登記編號。 

 製劑類型。 

 有效成分（名稱與內容物）。 

 危害圖式符號與警示語。 

 其他用語： 

{雙手或手套潮濕}時不得接觸 

立即使用 

使用產品前，詳閱完整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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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外包裝應提供所有產品安全與使用效果說明（參考第 3 章節）。最常使用的方式是

用撕開式的鋁箔包裝來包裝水溶性藥袋；且應將標示所需資訊印在鋁箔包裝上。另一種

包裝方法是具有可撕開上蓋的馬芬盤（muffin-pan）式包裝，可將每個水溶性藥袋密封於

馬芬盤凹陷處空間。可撕開上蓋應印有標示所需資訊。 

外包裝應印有以下用語資訊，提醒作業人員接觸水溶性藥袋可能產生的危害： 

{雙手或手套潮濕}時不得接觸水溶性藥袋。 

將整個藥袋直接放置於噴霧槽。 

4.14.4 防蚊帳處理用途的殺蟲劑 

防蚊帳處理所使用的殺蟲劑，其標示與農用或家用農藥有些許差異。 

殺蟲劑容器的標示應有以下資訊： 

 產品名稱 

 產品類型（如殺蟲劑、殺鼠劑） 

 製劑類型 

 有效成分名稱 

 有效成分內容物（g/kg 或 g/L） 

 危害性佐劑名稱/辨識資訊與濃度（若有的話）（例如：製劑中對其危害分類有貢獻

的所有物質） 

 個別包裝淨含重（例如：公升、公克、公斤） 

 批號 

 登記編號（若有的話） 

 調製產品的危害圖式符號、警示語與說明（若有的話）及色帶 

 危害防範措施（務必呈現於標示上）： 

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 

穿戴手套。 

使用後沖洗。 

使用本產品時，不得飲食、喝水或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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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時，印製其他危害防範措施與圖式 

 供視障人士辨識的危險觸覺警告 

 急救與醫療建議 

 意外洩漏建議 

 施用於固定大小防蚊帳，每平方公尺的有效成分劑量 

 用途說明 

 由製造商建議須重複處理的說明 

 產品與包裝的儲存與廢棄資訊 

 當地經銷商或供應商名稱（登記證持有人） 

 製造商名稱與公司標誌（若有別於登記證持有人時） 

 銷售日期，或產品自銷售日起，其儲存期限低於 2 年者，應註明儲存期限 

 WHO 製劑標準規格參考資訊（若有的話） 

 製造商對 WHO 產品標準規格的合規聲明（若有的話） 

4.14.5 經殺蟲劑處理之防蚊帳 

目前多數市售經殺蟲劑處理的防蚊帳，是所謂的長效型捕蟲網（LLINs）。這些防蚊帳含

有一層殺蟲劑塗層，或將殺蟲劑添加至防蚊帳紗中。 

下列資訊應列於防蚊帳所附的標示中［35］： 

印製（用不會退色墨水）於防蚊帳標示上 

 品牌或商品名稱 

 登記證持有人（若有的話）或製造商名稱 

 登記編號（若有相關） 

 有效成分名稱 

 有效成分濃度 

 防蚊網尺寸 

 纖維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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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號 

 銷售日期 

 清洗標準圖式：根據 ISO 3758 標準的五個圖式，說明：水溫不超過 30℃下清柔洗、

不可漂白、不可使用烘乾機、不可熨燙、不可乾洗。 

 

印製於袋子或袋內附帶傳單 

 品牌或商品名稱 

 登記證持有人（若有的話）或製造商名稱 

 登記編號（若有相關） 

 有效成分名稱 

 有效成分濃度 

 防蚊網尺寸 

 纖維組成 

 批號 

 銷售日期 

 清洗標準圖式：根據 ISO 3758 標準的五個圖式，說明：水溫不超過 30℃下清柔洗、

不可漂白、不可使用烘乾機、不可熨燙、不可乾洗。 

 

 長絲支數 

 纖維重量（g/m2） 

 纖維線密度 

 易燃性 

 用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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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護與清洗說明 

 當地主管機關規範資訊（如：廢棄建議） 

印製於外捆 

 品牌或商品名稱 

 登記證持有人（若有的話）或製造商名稱 

 登記編號（若有相關） 

 有效成分名稱 

4.15 如何確認標示內容 

將初稿標示提交給主管機關查驗時，確認範圍應包括內容、架構、用字、風格與品質。

應經主管機關確認後，始得印製。 

標示內容 

 所有要求的標示元件資訊是否已列於標示中？ 

 所有標示文字是否依據國家標準及法規要求呈現？ 

 標示資訊是否足以保護最終使用者或環境？ 

 標示內容是否與其他相似且已登記的農藥產品標示資訊一致？ 

資訊結構 

 是否根據本指引的標準進行排版？ 

 所有資訊都是必要資訊嗎？ 

 資訊呈現是否有邏輯性？ 

用字遣詞 

 使用者是否能讀懂語言/訊息？ 

 是否有必要使用縮寫，且縮寫是否正確？ 

 文句是否精簡？ 

 所有的說明是否清楚？ 

 是否有任何非必要的資訊列於標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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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風格 

 主要內容是否以白底黑字呈現？ 

 印製尺寸與風格是否符合標準？ 

 在正常日光下保持一定距離時，是否能閱讀所有內容？ 

 若資訊沒有清楚呈現（所有安全資訊都必須清楚呈現）時，使用者是否被告知取得

相關資訊的方法－以正確語言？ 

最終應確認印製標示，以確保： 

 顏色對比適當。 

 保持一段距離下，所有印製內容仍清晰可見。 

 標示有安全資訊的部分有固定在包裝上。 

 插圖與內容訊息相關，且使用者能了解。 

 有關取得補充資訊的說明是清楚的。 

 所印製的標示是正確的，例如：與許可的初稿標示相同。 

 摺頁標示可容易閱讀。 

 穿孔等輔助工具是有效的。 

材料品質 

用於標示與包裝傳單的材質須符合以下要求： 

 夠強韌，可避免運輸與處置過程中撕裂。 

 可於儲存期間長久保存。 

 表面有塗層，可防止紙張受潮或髒污。 

 不會因印製過程造成紙面髒污。 

油墨和膠黏劑必須可供長期保存，且不會受特殊氣候或產品接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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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害分類 

5.1 前言 

標示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對使用者提供農藥危害性的警告。根據 GHS，標示中的危害通識

主要元件包括： 

 危害圖式符號（參考第 4.6 章節） 

 警示語（參考第 4.4 章節） 

 危害警告訊息（參考第 4.4 章節） 

為有效劃分產品的危害性，農藥需要根據危害特性分類。所有供銷、販賣或使用的農藥

產品或製劑都必須，考量溶劑、助劑，或其他包括有效成分以外的佐劑，加以分類。不

過有時候只會根據有效成分現有的數據來進行分類（例如特定慢毒性）。 

農藥標示中通常會出現以下三種危害： 

 物理性危害（易燃性、腐蝕性） 

 健康危害（急毒性、慢毒性、眼睛與皮膚刺激） 

 環境危害（水生生物） 

以下所述之危害分類是依據 GHS，但適用農藥標示。此外，僅適用健康危害的 WHO 農

藥危害性分類，本處一併討論。 

在許多國家，化學品危害分類的法規定義並非由農藥規範訂定，因此農藥標示必須符合

各國訂定適用之規範。 

5.2 危害分類與風險評估 

農藥產品登記時，通常會進行危害分類與風險評估。然而應特別注意兩者的差異，與分

類評估結果對農藥標示的影響。 

危害分類的目的是對農藥產品的危害性予以定義，而且使用者能夠在產品瓶身、塑膠容

器、袋子或盒子上取得相關資訊。危害分類是依據農藥產品的內在危害特性，使用過程

造成的暴露程度並未納入考量。農藥標示將危害分類的結果，以危害圖式符號、警示語

與危害警告訊息的方式呈現。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

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39 

另一方面，風險評估的目的，是評估農藥實際運作條件下，其暴露對人體健康或環境造

成不良效應的可能性。所以農藥的風險視現場情況而定，例如施藥的農作物、農藥施用

量、頻率、設備、暴露程度、最大暴露族群、現場環境，以及是否使用任何個人防護設

備等。 

風險評估的結果將影響農藥產品是否可授權使用，或是需要採取相關減緩措施，使風險

降低至可接受範圍。所以風險評估結果也會影響標示的危害防範措施與圖式。 

危害分類與風險評估的程序與目的不同，標示即使顯出農藥屬於特定危害分類，但主管

機關認定風險為可接受風險（包括或不包括風險減緩措施），所以授權許可使用。不過相

反地，農藥可能沒有被劃分為具有特定危害，但這並不表示沒有任何風險，使用時，仍

須遵守防範措施，來控制暴露程度，降低風險。 

5.3 物理危害 

建議農藥產品的物理性危害分類參考 GHS 標準，包括分類標準與標示元件（危害圖式符

號、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然而並非所有 GHS 認定的危害分類都和農藥有關，因為

農藥產品如果具有特定危害時，主管機關不會授權許可使用（爆炸物或自反應物質）。表

5.1 提供農藥相關之物理性危害指引。 

分類標準與分類對應之標示要項，請參考 GHS 紫皮書［6］。 

若農藥產品具有一個以上 GHS 物理性危害時，相關對應的圖式符號、警示語與危害警告

訊息應揭示於標示。 

表 5.1：GHS 定義之物理性危害及其與農藥標示可能的相關性 

GHS
章節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2.1 爆炸物 否 此類物質一般不會用作農藥。 

2.2 易燃氣體 是 如：乙烯氣體。 

2.3 易燃氣膠 是 如：某些氣膠噴霧。 

2.4 氧化性氣體 否 此類物質一般不會用作農藥。 

2.5 加壓氣體 是 如：溴甲烷、二氧化碳、氣膠噴霧。 

2.6 易燃液體 是  

2.7 易燃固體 是 不常見，但也有少數幾個適用於農藥的例子。 

2.8 自反應物質 否 此類物質一般不會用作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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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章節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2.9 發火性液體 否 此類物質一般不會用作農藥。 

2.10 發火性固體 否 此類物質一般不會用作農藥。 

2.11 自熱物質 是 不常見，但也有少數幾個適用於農藥的例子。 

2.12 禁水性物質 是 如：磷化鋁、磷化鎂。 
某些這些物質可能在與水接觸後會釋放出易燃

氣體。 

2.13 氧化性液體 是 如：氯酸鈉、次氯酸鈉。 
［注意：此類產品過去往往被標示為“腐蝕”］ 2.14 氧化性固體 是 

2.15 有機過氧化物 是 如：過氧化氫、過氧乙酸。 
［注意：此類產品過去往往被標示為“腐蝕”］ 

2.16 金屬腐蝕物 是  

5.4 健康危害 

現行農藥的健康危害分類，採用 GHS［6］與 WHO 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議［33］。
包括農藥在內，GHS 已成為化學品分類及標示的國際標準。然而，仍有許多國家的農藥

標示採用 WHO 分類。因此本章節將針對這兩項國際標準進行討論。 

5.4.1 GHS 危害分類 

GHS 根據農藥的潛在健康危害對農藥進行分類，範圍包括急毒性到多種不同的慢性效應

（表 5.2）。 

表 5.2：GHS 定義之健康危害及其與農藥標示可能的相關性 

GHS
章節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3.1 急毒性 
 吞食 
 皮膚 
 吸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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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章節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3.2 皮膚腐蝕/刺激 是  

3.3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 是  

3.4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 是  

3.5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 否 在許多國家，若是農藥具有生殖細胞致突

變性，不太可能會被授權使用。然而，若

其被授權，應採取適當的危害標示。 

3.6 致癌性 否 在多數國家，若是農藥具有致癌性，不太

可能會被授權使用。然而，若其被授權，

應採取適當的危害標示。 

3.7 生殖毒性 否 在多數國家，若是農藥具有生殖毒性，不

太可能會被授權使用。然而，若其被授權，

應採取適當的危害標示。 

3.8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

毒性－單一暴露 
是  

3.9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

毒性－重複暴露 
否 在多數國家，若是農藥在慢性暴露後具有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不太可能會被授

權使用。然而，若其被授權，應採取適當

的危害標示。 

3.10 吸入性危害 是  

 

針對標示之目的，雖然慢性健康危害通常只有有效成分的數據（可用以進行分類），但原

則上應對農藥製劑或最終使用者產品進行分類，而非有效成分。健康危害分類的標準應

參考 GHS［6］。 

若農藥產品具有一個以上的 GHS 健康危害分類時，應依以下次序標示相關圖式符號與警

示語： 

 如須以「骷髏與兩根交叉骨」標示一個危害分類時，則不必出現「驚嘆號」。 

 如須標示「腐蝕」的圖式符號時，則可不必出現用於標示皮膚或眼睛刺激的「驚嘆

號」。 

 如須以「健康危害」的圖式符號標示呼吸道過敏時，則可不必出現用於標示皮膚過

敏，或皮膚或眼睛刺激的「驚嘆號」。 

所有對應的危害警告訊息應同時呈現於標示中，但有以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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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已標示危害警告訊息「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和眼睛損傷」，可省略「造成嚴重眼睛

損傷」。 

此外，若農藥產品有一種以上的 GHS 健康危害分類時，標示上的危害色帶只需標示危害

性最高的色帶。 

不建議同時使用 GHS 分類與 WHO 分類進行農藥標示（例如，WHO 的急毒性分類就不

應與 GHS 其他健康危害分類合併使用）。為避免分類結果相互衝突而造成使用者混淆，

各國應統一採用 GHS 或 WHO 分類，作為健康危害分類及給予標示元件的依據，但不得

合併使用。 

除了上述討論的危害通識元件外，農藥產品用途的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會帶出特定

危害防範措施及圖式，應包含在標示上。 

5.4.2 WHO 危害分類 

WHO 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議［33］主要是依據農藥的急毒性來進行分類（表 5.3）。
就目前可供利用且國際上認可的評估結果，WHO 分類也包括部分農藥的慢性危害（如：

致癌性、生殖毒性），但是缺乏對所有農藥的慢性危害進行系統化的評估。 

WHO 分類採取與 GHS 不同的分類標準與危害類別。 

除了提供分類標準（相似於 GHS）外，WHO 分類也列出經同儕評審的有效成分急毒性

數據（吞食及皮膚 LD50 數值），這些數值可與農藥登記檔案所提供的數值，或其他國內

蒐集的相關資訊進行比對。 

針對標示之目的，雖然慢性健康危害通常只有有效成分的數據（可用以進行分類），但原

則上應對農藥製劑或最終使用者產品進行分類，而非有效成分。健康危害分類的標準應

參考 WHO 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議［33］。 

不建議同時使用 GHS 分類與 WHO 分類進行農藥標示（例如，WHO 的急毒性分類就不

應與 GHS 其他健康危害分類合併使用）。為避免分類結果相互衝突而造成使用者混淆，

各國應統一採用 GHS 或 WHO 分類，作為健康危害分類及給予標示元件的依據，但不得

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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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WHO 依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議定義之健康危害及其與農藥標示可能的相關性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急毒性 
 吞食 
 皮膚 

是  

其他短期危害： 
 皮膚腐蝕/刺激 
 嚴重眼睛損傷/刺激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 
 吸入性危害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單一暴露 

－ 未含括於 WHO 分類中。 

慢性危害： 
 致癌性 
 致突變性 
 生殖毒性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

－重複暴露 

否 部分含括於 WHO 分類中。 
在許多國家，若是農藥在 WHO 分類中標

記具有高度慢毒性，不太可能會被授權使

用。然而，若其被授權，應採取適當的危

害標示。 

5.4.3 由 WHO 轉換至 GHS 

越來越多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化學品分類及標示紛紛採用 GHS。跨越國界與化學品類別，

調和分類及標示，對於改善化學品風險認知與促進化學品貿易有著極大的影響。FAO 與

WHO 建議農藥標示逐步以 GHS 分類及標示取代。不過目前仍有許多國家採用 WHO 依

危害性對農藥之分類建議。這也是本章節將一併討論的原因。 

計畫將農藥標示由 WHO 分類轉換至 GHS 的國家，最好能規劃具體的期程，以利所有農

藥標示同步完成轉換。但是，應提供農藥製造商與供銷商充足的警告資訊，使得製造商

與供銷商能夠設計新標示，並預備轉換的後勤支援。政府、私人企業、顧問服務業者也

應提供相關的農藥教育訓練與宣導品。主管機關應掌握系統轉換的時間，告知農藥使用

者危害圖式符號、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之異動。 

WHO 於 2009 年修正分類，設法與 GHS 調和，但兩者間仍有差異。建議目前農藥標示

仍採用WHO 2004年版分類的國家，可以盡快直接導入GHS系統，無須過渡到WHO 2009
年版分類。採用 WHO 2009 年版，將使農藥分類及標示經歷兩次調整，提高農藥業者投

入的成本，使農藥使用者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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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業可能會遇到，某些國家在家用及工業用化學品上，要求採用 GHS 分類及標示，

但農藥的健康危害仍沿用 WHO 分類。通常化學品安全資料表（SDS）會建議採用 GHS，
這時危害通識會出現標示及 SDS 不同步的問題，相同農藥產品，其標示及 SDS 所呈現

的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危害圖式符號可能不同。這狀況為本指引所不願樂見，各國

在系統銜接時，應特別注意。 

5.5 環境危害 

目前 GHS 的環境危害分類只包括水環境之危害與臭氧層危害，未含括其他環境危害（表

5.4）。 

表 5.4：GHS 定義之環境危害及其與農藥標示可能的相關性 

GHS
章節 

危害 
是否可能揭示在

農藥標示上？ 
備註 

4.1 水環境之危害 是  

4.2 對臭氧層危害 否 溴甲烷例外。 

－ 其他環境危害（如：

對野生動物、家畜、

授粉者、有害生物天

敵、土壤生物、地下

水等） 

－ 未含括於 GHS 分類中。 

 

針對標示之目的，原則上應對農藥製劑或最終使用者產品進行分類，而非有效成分。環

境危害分類的標準應參考 GHS［6］。 

若農藥產品具有一個以上的 GHS 環境危害分類時，應依以下次序標示相關圖式符號與警

示語： 

 如須標示危害警告訊息「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時，可省略

「對水生生物毒性非常大」。 

 如須標示危害警告訊息「對水生生物有毒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時，可省略「對水

生生物有毒」。 

 如須標示危害警告訊息「對水生生物有害並具有長期持續影響」時，可省略「對水

生生物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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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討論的危害通識元件外，農藥產品用途的環境風險評估結果，會帶出特定危害

防範措施及圖式，應包含在標示上。這適用於 GHS 含括的危害，但也可能包含了更廣泛

的環境風險，例如可能對鳥類、野生動物、家畜、蜜蜂，有害生物天敵、土壤生物和製

程、地下水等造成不良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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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訊、訓練及適法 

農藥標示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傳遞工具，讓使用者能有效且妥善地使用農藥。但若光仰賴

農藥標示和/或圖式，通常無法確保農藥如預期般使用，仍須配合其他安全防範與緊急應

變措施［11-18］。而且如果使用者不識字，不懂標示語言，或受到文化影響而無法理解

標示之圖式，此時便衍生理解標示的問題。 

所以，農藥用途與風險通識就不應僅局限於農藥標示。若農藥可能接觸低識字率且教育

程度低落的族群時，應採取不同的風險溝通策略。例如，使用不同媒體，在農藥販售據

點、公布欄、公共運輸場所、適當的大樓張貼海報，或是以當地語言說明標示意函（附

錄 5）的圖卡。提升使用者的農藥標示認知的另一個重要因子是教育訓練［如：36, 37］。
若農藥使用者缺乏常態的訊息傳遞與教育訓練，即使是經過仔細設計的標示也很難發揮

效果［38］。 

政府與農藥工業應評估如何讓農藥使用者常態且系統性取得農藥合理使用與潛在風險之

資訊，及如何閱讀與使用農藥標示，並且獲得相關的教育訓練，特別當有特定標示元件，

如圖式新增時，這將顯得特別重要。一個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學校設立以農藥標示為主題

的課程。 

最後，主管機關應透過國內法規，確保展開稽查與法規行動，或是發展出嚴格的農藥檢

查機制，以揪出違反規定的農藥。稽查結果所發現的標示問題應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以

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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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列印尺寸及樣式說明 

本表右邊標記列印尺寸刻度。列印尺寸的距離是指大寫字母上方與小寫下緣底部之間的距離

（如：Lp 之間）。本文字大小設定為 11 號字（pt）。 

最小尺寸 

所有安全相關文字應至少使用 8 號字，其餘文字應至少為 6 號字。理想字體尺寸為 11 號字。 

考慮可能影響標示閱讀的情況下，所有內容應至少以 8 號字呈現。 

列印尺寸範例 

這是 6 號字的範例。實際上可能會難以閱讀，因此應只能在沒有其他替代方案時使用。 ¦ ¦ ¦ ¦  6 號字（1.25 mm） 

 ¦ ¦ ¦ ¦  7 號字（1.75 mm） 

這是 8 號字的範例，通常標示字體應至少為 8 號字。 

可使用粗體 8 號字，但不得小於 8 號。 
¦ ¦ ¦ ¦  8 號字（2 mm） 

這是 10 號字的範例，是多數人通常易於閱讀的尺寸。 ¦ ¦ ¦ ¦  10 號字（2.5 mm） 

這是 11 號字的範例，FAO 建議使用尺寸。 ¦ ¦ ¦ ¦  11 號字（2.7 mm） 

印刷風格 

 切勿使用窄體字： 

窄體字不論大小均難以閱讀 

 行距係指兩行之間的距離，以點（points）計算。為便於閱讀，標示行距應至少為 2pt。 

 文句的可閱讀性如何？（+10） 

 文句的可閱讀性如何？（標準） 

 僅有拉丁文名稱應使用斜體印刷。 

 重點提醒應使用粗體印刷。 

 標示字體應統一方向，不可重疊或使用不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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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防範措施舉例 

A. 簡介 

根據對化學品、製劑的認知，及用途、毒性與潛在危害性，公司或個人會先擬出安全防範措

施、急救建議、對醫師之提示、警告訊息之後，申請取得核准許可。主管機關負責審查申請，

作出許可之決策。採用的說明文字必須清楚、準確、精簡傳達對潛在危害性的認知。 

產品標示可使用本指引所提供的說明範例，但不限於本清單提供之範例。依據產品本身，其

用途與危害/風險分類的結果，可能有其他適合的說明。實際標示之文字可能多少視當地的使

用習慣而定。 

B. 警示語與危害警告訊息 

警示語和危害警告訊息視農藥產品的分類結果而定。對此，國際間已建立了標準化的對應方

式（參考第 4.4 章節）。不同 GHS 危害分類對應的危害警告訊息與警示語，可參考 GHS“紫

皮書”［6］。 

C. 危害防範措施 

國際間的危害防範措施並未調和，基本上由各國自行訂定。目前規範的危害防範措施，其定

義通常來自於農藥登記時的風險評估結果。危害防範措施的目的在降低可能的風險。 

GHS 提供危害防範措施編寫建議，並將危害防範措施與特定農藥危害分類結合。本章節不再

重述 GHS 危害防範措施，但讀者可參考 GHS“紫皮書”［6］附錄 3 取得進一步資訊。 

以下列舉的危害防範措施，並未列於 GHS，但可能與農藥特定危害或風險有關。 

一般危害防範措施 

原則上，所有農藥產品均應標示以下危害防範措施：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標示。 

 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 

 使用本產品時，不得飲食、喝水或抽菸。 

 使用後沖洗。 

 如需醫療建議，請出示產品容器或標示。 

注意以上所列之危害防範措施是特別針對農藥，與 GHS 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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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危害與風險 

物理危害與風險所對應的危害防範措施將視農藥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別註明並取得主

管機關許可。GHS 紫皮書［6］附錄 3 中提供的預防與應變措施也適用於農藥。 

健康危害與風險 

健康危害與風險所對應的危害防範措施將視農藥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別註明並取得主

管機關許可。GHS 紫皮書［6］附錄 3 中提供的預防與應變措施也適用於農藥。 

此外，以下列舉的危害防範措施，並未列於 GHS，但可能與農藥特定危害或風險有關。 

勞工保護 

 在…限制進入時間{包括持續期間}內，不可進入或允許勞工進入施用區域。 

居民保護 

 不可施用於衣物、床單或紡織品。 

 在至少…{指定適當持續期間}內，未採取防護措施的人員不得進入施用區域。 

 屋內有住戶時，不得使用。 

 氣體/煙霧清除後，應徹底通風施用區域。 

消費者保護 

 遠離食品、飲品與動物飼料。 

 不可施用於食物或飼料作物。 

 不可施用於可能接觸食物的表面。 

 施用前先移開食物或加蓋保護。 

 收成前…天/週不得施用。 

 屠宰前…天不可施用於家畜。 

環境危害與風險 

環境危害與風險所對應的危害防範措施將視農藥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別註明並取得主

管機關許可。GHS 紫皮書［6］附錄 3 中只有提供少許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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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可能與農藥產品有關的環境危害與風險對應之危害防範措施。 

家畜 

 對家中動物與野生動物危險/有害。 

 施用前先將家畜移除。 

 對家畜危險/有害。最後一次施用後，應讓家畜遠離施用區域至少…小時/日。 

水生生物 

 對魚類危險/有害。產品或其容器不可汙染水體。不可在表面水附近清洗施用設備。

避免經由農場與道路排水造成汙染。 

 設置（指定距離）非農用土地/水體表面的無農藥噴灑緩衝隔離區，以保護水生生物

/非標的植物/非標的節肢動物/昆蟲。 

地下水 

 為保護地下水，本產品使用不得超過…（指定期間或頻率）。 

 若施用區域的土壤可滲透，特別是地下水位淺時，此化學品可能淋洗進入地下水。 

鳥類與哺乳類 

 對{鳥類} {哺乳類}或{鳥類與哺乳類}危險/有害。 

 不可在鳥類繁殖期施用。 

 施用農藥於暴露於土壤表面的{種子} {顆粒} {小球} {餌料}，可能對{鳥類} {野生動物} 
{鳥類與其他野生動物}有害。收集或覆蓋裝載時散落的{種子} {顆粒} {小球} {餌
料}。 

蜜蜂 

 對蜜蜂危險。為保護蜜蜂與其他授粉昆蟲，{開花時，不得施用於作物} {蜜蜂主動覓

食時，不得使用} {施用時，移開蜂箱或加蓋，且施用後持續…{註明時間}} {不可在

開花雜草附近施用} {雜草開花前應先移開} {…（註明時間）之前不得使用}。 

儲存 

農藥儲存的危害防範措施將視農藥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別註明並取得主管機關許可。

GHS 紫皮書［6］附錄 3 中的危害防範措施也適用於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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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下列舉的危害防範措施，並未列於 GHS，但可能與農藥特定危害或風險有關。 

 儲存區域須上鎖，並張貼危害防範警示，以避免人為破壞。 

 將農藥存放在原容器中。如容器有洩漏時，應置放於另一外容器內，並在外容器標

示內容物。 

 儲存區應保持乾燥、明亮、通風，農藥儲存區應保持乾淨，一發生洩漏應立即清除

乾淨。 

廢棄處置 

農藥廢棄處置的危害防範措施將視農藥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別註明並取得主管機關許

可。GHS 紫皮書［6］附錄 3 中提供的少許危害防範措施也適用於農藥。 

此外，以下列舉的危害防範措施，並未列於 GHS，但可能與農藥特定危害或風險有關。 

 無論何種用途，容器不得重覆使用。 

 將空容器回收給供應商。 

 農藥廢棄物可能具危害性，若剩餘農藥、噴灑器或清洗液未妥善棄置，將違反相關

規定。廢棄物無法根據標示方式棄置時，請聯絡…{指定主管機關}。 

 本產品用畢產生的廢棄物，應交由合格廢棄物清除機構負責廢棄處理。 

 空容器必須清洗三次，並將廢液噴灑在施用區域。 

 [針對家用產品]用畢後，空容器應盡可能置於垃圾桶或回收處理。 

農業實務 

農業實務措施將視農藥實際用途類型（作物、病蟲害）、農藥本身及其製劑而定，製造商應特

別註明並取得主管機關許可。GHS 並無提供任何農業實務措施。 

以下列舉可能與農藥產品有關的特定農業實務之危害防範措施。 

經處理種子 

原則 

 經處理種子不可供人體或動物使用，或再加工。 

 遠離兒童、家畜與野生動物接觸。 

 小心處置種子包裝。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

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56 

 處置種子與清洗設備時，穿戴適當防護設備，以避免接觸皮膚與呼吸道。 

 用餐前與工作後，應清洗雙手與受暴露的皮膚部位。 

 移除任何外洩的種子。 

 經處理種子應遠離表面水。 

播種前 

 種子袋打開於填充或清空播種機時，應避免粉塵暴露。 

 避免粉塵由種子袋轉移至播種機。 

 不可使用額外的其他產品處理之前的種子。 

戶外播種期間 

 使用適當的播種設備，使土壤充分掩施，減少外溢，降低粉塵逸散。 

 播種時參照建議播種量。 

 為保護鳥類與哺乳類，經處理種子須以土壤覆蓋，各行的最末端也須以土壤覆蓋。 

播種後 

 空袋子或剩餘經處理種子不可棄置於環境中。應根據當地法規進行廢棄處理。 

 確保將剩餘經處理種子回收置於原袋中，且空的種子袋不可作其他用途使用。 

餌料 

 移除任何外溢的餌料。 

 餌料廢棄時，須盡可能降低餌料被其他動物攝取的風險。保護餌料堆，以避免鼠類

拖走。 

 施用期間，施藥區域須加以標記。 

 施藥時，須每天清除死亡的鼠類，且不得置於垃圾堆或垃圾箱。 

 施用完成後移除所有餌料。 

設備照顧 

 確保施藥設備狀態良好，不會造成外洩或汙染。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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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危害色帶 

本附錄包括 GHS［6］或 WHO［33］的急性危害分類與其建議危害色帶。通常印刷人員會使

用 Pantone Inc, USA 研究出來的 PMS 配色系統。建議將危害色帶水平印製於標示的底部。 

依據各國採用的危害分類系統，主管機關應根據 GHS 或 WHO 分類指定色帶，但不得混用。 

GHS－急毒性 

 危害分級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第 4 級 第 5 級 不分類 

圖式 
    

無圖式 無圖式 

警示語 危險 危險 危險 警告 警告 無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吞食 吞食致命 吞食致命 吞食有毒 吞食有害 
吞食可能

有害 
 

－皮膚 
皮膚接觸

致命 
皮膚接觸

致命 
皮膚接觸

有毒 
皮膚接觸

有害 
皮膚接觸

可能有害 
 

－吸入 吸入致命 吸入致命 吸入有毒 吸入有害 
吸入可能

有害 
 

色帶 
PMS 紅 199 

C 
PMS 紅 199 

C 
PMS 黃 C 

PMS 藍 293 
C 

PMS 藍 293 
C 

PMS 綠 
347 C 

 

WHO－急毒性（及針對有限的幾個農藥具有慢毒性） 

 危害級別 
第 Ia 級 
極劇毒 

第 Ib 級 
劇毒 

第 II 級 
中等毒 

第 III 級 
輕毒 

第Ｕ級 
不太可能具有

急毒性 

危害符號 

   

無圖式 無圖式 

警示語 劇毒 有毒 有害 小心 無警示語 

色帶 PMS 紅 199 C PMS 紅 199 C PMS 黃 C 
PMS 藍 293 

C 
PMS 綠 
34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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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使用防範圖式 

如何使用圖式 

圖式應依據標示本身以最適合的方式設計呈現。參考本附錄之建

議時，仍須以當地規範為標準。 

圖式為白底黑字，通常為於標示底部。尺寸應視標示大小而定。

對於容量介於 1 到 5 公升的空瓶，其標示理想的尺寸約為 15 mm 

x 15 mm，但不得小於 7 mm x 7 mm。 

每一個產品標示所用的圖式應符合特定產品的安全防範措施。且

較重要的是，對於處置特定濃縮液與噴灑農藥時，兩者危害防範

措施建議並不相同。以下範例將進一步說明這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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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插圖進一步說明圖式的使用方式。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60 

 

 

 



本文件為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revised) 2015 年之中文譯稿。若翻譯內容與原

文有所出入時，請以原文為主。 

61 

附錄 5－圖式補充資訊 

本指引建議農藥供銷商、零售商與其他農藥量販業者，在農藥標示中應告知使用者標示中使

用圖式的意涵。圖式的意涵可能以手冊、傳單、圖卡的方式提供，並盡可能以潛在使用者了

解的當地語言呈現。此類傳單或圖卡也可附於農藥包裝內。 

以下範例為南非採用的圖式說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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