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管理辦法 
•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理辦法  

獸醫師法 
防檢局「動物用藥資訊服務網」

https://amdrug.baphiq.gov.tw/Animal/AMItem1.aspx  



陳列  販售  廣告動物用藥品 

開團合購動物用藥品 

調動物用藥品給他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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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未取得許可證擅自營業...處新臺幣9萬以上45萬以下罰鍰/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19, §40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No. 對象名稱 零售 

1 獸醫診療機構(1) (無販賣業許可證) V 

2 獸醫診療機構(2) (有販賣業許可證) V 

3 學術研究機關 V 

4 動物防疫機關 V 

5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者 V 

6 動物用藥品零售業者 V 

7 動物用藥品批發/零售業者 V 

8 禽畜水產養殖業者 V 

9 飼主 (非禽畜水產養殖業者) V 

10 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 V 

11 觀賞魚非處方藥品零售業者 V 

12 動物用藥品製造廠 V 

13 飼料廠 V 

(動物用藥品零售業者) 

要有處方箋 
才可販售 



 

非獸醫師(佐) 
處方藥品 

獸醫師(佐) 
處方藥品 

•要有獸醫師(佐)處方箋(保存２年) 

•要逐筆紀錄(保存２年) 

•防檢局公告之藥品要定期上網申

報銷售資料 
_１月、７月底前申報前６個月資料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未紀錄或按時上網申報...處新臺幣9萬以上45萬以下罰鍰/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32-1, §40 
+ 廢止許可/ 動物用藥品販賣頁管理辦法§17 

• 要逐筆紀錄且保存２年 



販售 
動物用藥
品販賣業 

處方 
調劑 
獸醫診療
機構 

非獸醫師(佐)處方藥品 獸醫師(佐)處方藥品 

動物免到場 
•免處方箋 
•要逐筆紀錄(販售紀錄簿) 

動物免到場 
•要處方箋 
•要逐筆紀錄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販售獸
醫師(佐)處方藥品紀錄簿) 

免申報藥品 要申報藥品(防檢局公告) 

動物免到場 
•要處方箋 
•要逐筆紀錄(同左) 

•要申報 

動物要到場 
•要逐筆記載病歷處方 

動物要到場 
•要逐筆記載病歷處方 

動物免到場 
•有本院的連續處方 
•要逐筆記載病歷 

動物要到場 
•要逐筆記載病歷處方 

動物免到場 
•有本院的連續處方 
•要逐筆記載病歷 

兼具2
身分 

上述方式2擇1  上述方式2擇1 上述方式2擇1 

2方式都要申報！ 
處方調劑/ 申報總使用量     
販售/ 逐筆 

免申報藥品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非處方

•藥品標籤和仿單上 

有  動物藥製字第******號 

或有 動物藥入字第******號 

沒有“限由執業獸醫師（佐）使用” 

沒有“限由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 

沒有“動物飼主、動物飼養者或飼料廠依獸醫師（佐）處方使用” 

常見 
蚤不到、一錠除滴劑、
益百分、易撲蚤、全能
貓、必剋蝨、沒得蚤、
牛壁逃、吉樂帶、捷寶
項圈、零蚤蝨...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藥品標籤和仿單上 

有  動物藥製字第******號 

或有 動物藥入字第******號 

有   “限由執業獸醫師（佐）使用” 

或有“限由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 

或有“動物飼主、動物飼養者或飼料廠依獸醫師（佐）處方使用” 

免申報(常見)_ 
塞滅叮6%、一錠除錠劑、碩騰寵愛、
心疥爽、晶化寵、全能狗、寵愛食剋、
犬新寶、貓新寶、倍脈心、免操心、
心八克、可汝心、寶貝心... 

要申報(常見)_ 
塞滅叮12%、速壯口服液、新功睛靈
軟膏、舒爾利軟膏、耳康、膚耳靈、
益耳寧、固耳樂、耳無蟎、勁耳寶、
耳膚靈、泌膚欣...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非獸醫師(佐) 
處方藥品 

獸醫師(佐) 
處方藥品 

•要有獸醫師(佐)處方箋(保存２年) 

•要逐筆紀錄(保存２年) 

•防檢局公告之藥品要定期上網申

報銷售資料 
/ １月、７月底前申報前６個月資料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未紀錄或按時上網申報...處新臺幣9萬以上45萬以下罰鍰/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32-1, §40 
+ 廢止許可/ 動物用藥品販賣頁管理辦法§17 

• 要逐筆紀錄且保存２年 



• 要有獸醫師（佐）處方箋 
• 要逐筆紀錄且保存２年 

• 防檢局公告品項要上網申報銷售資料 

執業獸醫師(佐)必須 

親自診斷治療才可開處方箋 

獸醫師(佐)處方箋 

飼主或畜禽水產養殖業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物種類名稱: _____ 年齡:____ 體重:_____ 數量:_______ 

診斷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方藥之學名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開具處方日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 

本處方箋一式三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
保存，第二聯交付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第三聯由飼主
或畜禽水產養殖業者保存，各應保存二年以供備查。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未親自診療即開處方箋...處新臺幣9千元    
/ 獸醫師法§10, §32 

病歷號碼:******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貓   動物名:咪咪   年齡:3歲   體重: 4公斤 

診斷結果:  下泌尿道感染症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泌膚欣錠 每天口服1
錠、6錠/盒 

出現嘔吐、下痢、昏睡、厭食
等症狀，應立即停藥並就醫診
治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6天)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0.10.04 
-

110.10.06 

110.10.10 
-

110.10.12 

110.10.16 
-

110.10.18 

110.10.22 
-

110.10.24 

110.10.28 
-

110.10.30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狗   動物名:哈哈  年齡:4歲   體重: 10公斤 

診斷結果:  結膜炎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舒爾利軟膏 兩眼每日早
晚各點藥1次 

藥物拆封後1個月即應丟棄，
不可再使用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20天)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0.10.20 
-

110.10.30 

110.11.20 
- 

110.11.30 

110.12.20 
-

110.12.30 

111.01.20 
- 

111.01.30 

111.02.20 
- 

111.02.28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 )連續處方箋_參考(防檢局審視中) 

病歷號碼:****** 病歷號碼:******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狗   動物名:乖乖   年齡:1歲   體重: 5公斤 

診斷結果:  細菌性及黴菌性外耳炎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耳康 兩耳每日早
晚各點藥1次 

藥物拆封後1個月即應丟棄，
不可再使用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20天)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0.10.20 
-

110.10.30 

110.11.20 
- 

110.11.30 

110.12.20 
-

110.12.30 

111.01.20 
- 

111.01.30 

111.02.20 
- 

111.02.28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狗   動物名:瑪莎  年齡:5歲   體重: 15公斤 

診斷結果:  壁蝨、跳蚤和蟎蟲感染，應定期投藥治療及預防感染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寵愛食剋40毫
克(10-20公斤) 

每月口服1錠、
每盒3錠 

出現嘔吐、下痢、昏睡、厭
食等症狀，應立即停藥並就
醫診治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1個月)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0.12.15 
-

110.12.30 

112.03.15 
-

112.03.30 

112.06.15 
-

112.06.30 

112.09.15 
-

112.09.30 

112.12.15 
-

112.12.30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 )連續處方箋_參考(防檢局審視中) 

病歷號碼:****** 病歷號碼:******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狗   動物名:可魯   年齡:1歲   體重: 25公斤 

診斷結果:  未感染犬心絲蟲，應定期投藥預防感染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心八克嚼錠L 每月口服1錠、
每盒8錠 

出現嘔吐、下痢、昏睡、厭
食等症狀，應立即停藥並就
醫診治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1個月)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1.05.15 
- 

111.05.30 

112.01.15 
-

112.01.30 

112.09.15 
-

112.09.30 

113.05.15 
-

113.05.30 

114.01.15 
-

114.01.30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連續處方箋 

飼主姓名   甄安心                     

動物種類名稱: 狗   動物名:饅頭  年齡:3歲   體重: 2.5公斤 

診斷結果: 壁蝨、跳蚤和毛囊蟎蟲感染，應定期投藥治療及預防感染 

處方藥之學名 
或商品名稱 

用法、用量 備註 
(如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一錠除(迷你
犬) 

每12週口服1
錠、每盒1錠 

出現嘔吐、下痢、昏睡、厭
食等症狀，應立即停藥並就
醫診治 

本處方箋一式二聯，第一聯由開具處方箋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第二聯由飼主保
存，並於最後一次領藥後交付獸醫診療機構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各應保

存二年以供備查。本處方箋*年*月*日前(1個月)未領藥自動失效。。 

領藥

區間 
110.10.01 

110.12.15 
-

110.12.30 

112.03.15 
-

112.03.30 

112.06.15 
-

112.06.30 

112.09.15 
-

112.09.30 

112.12.15 
-

112.12.30 

領藥

日期

及核

章 

開具處方日期: 110 年 10 月 01 日 

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簽章: ______________ 

獸醫師(佐 )連續處方箋_參考(防檢局審視中) 

病歷號碼:****** 病歷號碼:****** 



• 要逐筆紀錄且保存２年 
• 防檢局公告品項要上網申報銷售資料 
• 要有獸醫師（佐）處方箋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販售獸醫師(佐)處方藥品紀錄簿 
公司或商號名稱 開心動物醫院 營業場所地址 高雄市鳳山區開心路100號 

負責人姓名 陳開心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字號 高市動藥販字第888號 

藥品名稱 泌膚欣錠 許可證字號 動物藥品製(入)字第 09366   號 

購入日期 110年11月 1 日 供應商名稱 公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購入數量、批號及包裝類別 ******* 

110.11.3 1111 診療處方1盒/病歷號:08168 

110.12.7 1111 美滿動物醫院 2盒 高市動藥販字第******號 

110.12.9 1111 黑琵動物醫院 1盒 無動物用藥品販售業許可證 

110.12.9 1111 甄美麗 1盒 處方箋:***獸醫師 編號*** 

備註:一、每種產品使用一張，並應依規定逐次紀錄販售對象、動物用藥品種類及數量等資料，並予保存二年備查。 
二、未依規定記錄及保存者，得依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處新台幣九萬元以上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本表格可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下載，網址為:www.baphiq.gov.tw 。 

第___頁 



•上網申報銷售資料 
(僅防檢局公告品項) 

• 要有獸醫師（佐）處方箋 
• 要逐筆紀錄且保存２年 

 抗細菌類藥品12類 
 
 
 
 
 

 攜離子型抗球蟲類  Ionophores 

 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麻醉劑、鎮靜藥、安眠藥 

申報時間_ 每年1月及7月底前 

申報區間_ 前6個月銷售資料 

申報內容_ 數量、銷售量、銷售對象 

申報地點_ 動物用藥品銷售資料申報平台 

青黴素類  Penicillins   頭孢子菌素類  Cephalosporins 

氨基配糖體類  Aminoglycosides  酰胺醇類  Amphenicols 

林可硫氨類  Lincosamides  巨環類  Macrolides 

多肽類  Polypeptides   四環黴素類  Tetracyclines 

磺胺類  Sulfonamides  氟喹諾酮類  Fluoroquinolones 

二氫葉酸還原酶抑制劑 dihydrofolate reductase inhibitors 

他抗細菌類藥品  Miscellaneous antibacterial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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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紀錄簿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販售獸醫師(佐)處方藥品紀錄簿 

•確認機構內需要申報的藥品 
/動物用藥品銷售資料應申報清單(1011213) 

•盤點須申報藥品期初庫存/僅首次申報前 

 

•連上「動物用藥銷售資料申報平台」填報資料 
/  https://am2.baphiq.gov.tw 

•連上「動物用藥銷售資料申報平台」申請帳號
/  https://am2.baphiq.gov.tw      /僅首次申報前 

 

https://am2.baphiq.gov.tw/
https://am2.baphiq.gov.tw/
https://am2.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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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帳號 

建置常用
申報資料 

期初庫存
設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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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庫存作業(新增銷售品項) 

業者資料維護(有異動者) 

常用申報資料維護(有異動者) 

銷售資料申報維護作業 

 

  

確認資料登打完成後記得將資料    送出    
 

 

 

(進貨、銷售、處方、銷毀) 

暫存.......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建置常用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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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常用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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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庫存設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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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庫存設定作業 



具獸醫診療機構身分動物用藥販賣業者 實務解析 

銷售資料申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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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送出資料 

辛苦了！ 
本次申報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