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公告免登記產品
登錄字號
植保進字第00001號
植保進字第00002號
植保進字第00003號
植保進字第00004號
植保進字第00005號
植保進字第00006號
植保進字第00007號
植保進字第00008號
植保進字第00009號
植保進字第00010號
植保進字第00011號
植保進字第00012號
植保進字第00013號
植保進字第00014號
植保進字第00015號
植保進字第00016號
植保進字第00017號
植保進字第00018號
植保進字第00019號
植保進字第00020號
植保進字第00021號
植保進字第00022號
植保進字第00023號
植保進字第00024號
植保進字第00025號
植保進字第00026號
植保進字第00027號
植保進字第00028號
植保進字第00029號
植保進字第00030號
植保進字第00031號
植保進字第00032號

更新至2018.01.30

商品名稱
藻元萃
驅百蟲苦楝油
巨聖GTS
根線清(Nema kill)
苦楝油(PARKER NEEM OIL)
矽藻土(Maidenwell Diatomite)
祥好苦楝油
農夫樂-小蘇打
綠佑精(苦楝油)
好力富苦楝油
達特靈天然有機殺蟲劑(矽藻土)
卡放心(苦楝油)
農友矽藻素(環保勝)
踹來汐(Capsialil)
純德牌蟲攏清(矽藻土)
源動綠(苦楝油)
深藻素
農友苦楝油
帕克百寶水溶性苦楝油
水溶性苦楝油
DicaLite太可愛
綠藝家-天然矽藻礦粉
綠藝家89%矽藻土
有夠讚(苦楝油)乳劑
滿歌頌(苦楝油)乳劑
屠蟲刀
刺剋-掃蟲
農家順-青薌苦楝油
金力駭
季新牌乳化苦楝油
地球村活綠補
拂塵方(F Square)

主成分
大型褐藻萃取物
苦楝油
苦楝油
苦茶油、肉桂油
苦楝油
矽藻土
苦楝油
炭酸氫鈉
苦楝油
苦楝油
矽藻土
苦楝油
二氧化矽
辣椒萃取物、大蒜油
矽藻土
苦楝油
大型褐藻萃取物
苦楝油
苦楝油
苦楝油
矽藻土
矽藻土
矽藻土
苦楝油
苦楝油
苦楝油
脂肪酸鉀鹽
苦楝油
苦楝油
苦楝油
大型褐藻萃取物
甲殼素
第1頁

廠商名稱
樂田農業有限公司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聖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日寶生化有限公司
糧德農業有限公司
糧德農業有限公司
地球村生態有限公司
英琦科技有限公司
名方有限公司
達爾文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潤麒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科研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陽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益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農肥料有限公司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荷翔國際有限公司
綠地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誼華實業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環宇新境有限公司
環宇新境有限公司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威群國際有限公司
樂田農業有限公司
樂田農業有限公司
季新企業有限公司
地球村生態有限公司
太僕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連絡資訊
05-5261187
05-2381832
04-7811888
02-27199430
02-22694070
02-22694070
04-22320698
04-25675711
02-27199430
02-27205725
07-7195558
04-23927070
07-6519668
02-27979218
05-2213338
0800-555-330
05-5261187
07-6519668
02-26572675
04-8850883
07-5545957
04-887-5651
04-887-5651
02-25672986
02-25672986
05-2381832
02-27979218
05-5261187
05-5261187
02-28336980
04-22320698
02- 2741-8870 *

登錄字號
植保進字第00033號
植保進字第00034號

商品名稱
禪益苦楝油 92
禪益苦楝油 94

主成分
苦楝油
苦楝油

廠商名稱
禪益貿易有限公司
禪益貿易有限公司

植保進字第00035號

苦楝精油

苦楝油

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保進字第00036號
植保進字第00037號
植保進字第00038號

根苗素 350
大型褐藻萃取物
P-G(Perma-Guard)天然有機驅蟲劑 矽藻土
全方位苦楝油
苦楝油
植物油、脂肪酸、氫
惠益青無毒廣效蟲害防護劑
氧化鉀、酒類(食用酒
精)
金好用
葵花油
屠蟲刀苦楝油(95%Neem seed
苦楝油
kernel oil EC)
優保螨蚜農皂素
脂肪酸鉀鹽
甲殼素(2%醋酸溶液)
甲殼素
農益多-農皂(insecticide soap)
脂肪酸鉀鹽
農特美3號(苦楝油)
苦楝油
保植潔-南王植物皂素
脂肪酸鉀鹽
福壽牌苦楝油
苦楝油
樂無線
茶皂素
螺麥皂
苦茶粕
永辰茶皂素
茶皂素
倍綠天然素
矽藻土
蔬菜之家
苦楝油
田園寶3號
苦楝油
綠寶皂素
無患子水萃液
聯安苦楝經
苦楝油
治羅素
無患子水萃液
純德牌 幾多讚
甲殼素
殼糖葡糖胺
甲殼素
好菌幫矽藻土
矽藻土
超易肥-幾丁聚醣
甲殼素
金健康5號
甲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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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製字第00001號
植保製字第00002號
植保製字第00003號
植保製字第00004號
植保製字第00005號
植保製字第00006號
植保製字第00007號
植保製字第00008號
植保製字第00009號
植保製字第00010號
植保製字第00011號
植保製字第00012號
植保製字第00013號
植保製字第00014號
植保製字第00015號
植保製字第00016號
植保製字第00017號
植保製字第00018號
植保製字第00019號
植保製字第00020號
植保製字第00021號
植保製字第00022號
植保製字第00023號

松樹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永衛有限公司
優必樂有限公司

連絡資訊
02-25796486
02-25796486
0800-585-666
037-586-333
02-8522-7922
07-716-0660
04-23927070

芳草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07-2365660

中興農業化學有限公司

04-23760357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2381832

理農精業有限公司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王化工有限公司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畢士大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天新科技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綠寶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陽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芳草綠能科技有限公司
聯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0918-580590
05-2381832
04-25282668
04-8873534
08-7223523
04-26362111
05-2381832
03-5776111
04-887-5651
049-277-6946
04-887-5651
04-887-5651
04-26934438
08- 7229588
08-7620310
05-2213338
04-2533-0077
07-2365660
08-7627111#10
04-887-5651

登錄字號
植保製字第00024號
植保製字第00025號
植保製字第00026號
植保製字第00027號
植保製字第00028號
植保製字第00029號
植保製字第00030號
植保製字第00031號
植保製字第00032號
植保製字第00033號
植保製字第00034號
植保製字第00035號
植保製字第00036號
植保製字第00037號
植保製字第00038號
植保製字第00040號
植保製字第00041號
植保製字第00042號
植保製字第00043號
植保製字第00044號
植保製字第00045號
植保製字第00046號
植保製字第00047號
植保製字第00048號
植保製字第00049號
植保製字第00050號
植保製字第00051號
植保製字第00052號
植保製字第00053號
植保製字第00054號
植保製字第00055號
植保製字第00056號
植保製字第00057號

商品名稱
綠藝家-優楝素
立農-苦楝油
金鷹牌-甲殼靈
源勤-水溶性甲殼素
台速速保富
苦楝油88%乳劑
台速全面通
甲尚霸
蟹殼寶農業植栽液劑
苦楝油88%乳劑
農特美6號
聯安全安心
合力安苦楝油
台系12保健素/甲元素
長勇甲殼精
永辰苦茶粕
良農葵克立
地球村葵無露
甲殼素
楝無蟲
螨火大
立農-甲殼素
巨聖GTS-水溶性苦楝油
巨聖GTS-水溶性葵花精露
瑞昌牌3%甲殼素溶液
奕樺甲寶靈
中興甲殼素
螺怕怕
聯安奇多尚
聯安葵花寶
春元-綠壯
春元-尚讚
甲級動員 97

主成分
苦楝油
苦楝油
甲殼素
甲殼素
苦楝油
苦楝油
甲殼素
甲殼素
甲殼素
苦楝油
茶皂素
辣椒液
苦楝油
甲殼素
甲殼素
苦茶粕
葵花油
葵花油
甲殼素
苦楝油
苦楝油
甲殼素
苦楝油
葵花油
甲殼素
甲殼素
甲殼素
茶皂素
甲殼素
葵花油
苦楝油
甲殼素
甲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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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應群實業有限公司
源勤企業有限公司
台速化工產業廠
洽益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台速化工產業廠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金浩生技有限公司
好速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全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鼎益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台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辰股份有限公司
良農現代化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球村生態有限公司
嘉年生物產品有限公司
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立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巨聖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巨聖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瑞昌化工廠有限公司
沅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農業化學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春源企業有限公司
春源企業有限公司
微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資訊
04-887-5651
05-5842106
02-25166216
*
04-3712937
04-8857474
04-3712937
04-2693-3841
03-3660903
03-5762115
04-8873534
08- 7229588
*
*
08-8756468
04-887-5651
05-2381832
04-22320698
05-5576339
08-7620310
08-7620310
05-5842106
04-7811888
04-7811888
04-5232222
04-2533-0077
04-23760357
08- 7229588
08- 7229588
08- 7229588
04-25130057
04-25130057
08-7627312

登錄字號
植保製字第00058號
植保製字第00059號
植保製字第00060號
植保製字第00061號
植保製字第00062號
植保製字第00063號
植保製字第00064號

商品名稱
地球村互力健
超護1號(護凝矽)
興農禾用
愛田寶
聯安海藻精
超護3號(保植液)
地球村祥好殼聚醣

主成分
甲殼素
矽藻土
茶皂素
甲殼素
大型褐藻萃取物
苦茶粕
甲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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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地球村生態有限公司
新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利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球村生態有限公司

連絡資訊
04-22320698
04-25150082
04-2693-3841
03-5977218
08- 7229588
04-25150082
04-22320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