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應
定期申報資料之動物用藥品種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

及輸入業者，應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前，

將前六個月製造或輸

入之下列動物用藥品

種類、數量、銷售量

及銷售對象等資料，

於「動物用藥品銷售

資料申報平台」(網址

為https：//am2.baph

iq.gov.tw)申報： 

（一）抗細菌類藥品： 

1. 青 黴 素 類

(Penicillins) 

2. 頭孢子菌素類

(Cephalospor

ins) 

3. 氨基配糖體類

(Aminoglycos

ides) 

4. 酰胺醇類(Amp

henicols) 

5. 林可硫氨類(L

incosamides) 

6. 巨環類(Macro

lides) 

7.多肽類(Polyp

eptides) 

8.四環黴素類(T

etracycline

s) 

9.磺胺類(Sulfo

namides) 

10.二氫葉酸還

原酶抑制劑(d

ihydrofolate

 reductase  

inhibitors，

如Trimethopr

一、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

及輸入業者，應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前，

將前六個月製造或輸

入之下列動物用藥品

種類、數量、銷售量

及銷售對象等資料，

報請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一）抗細菌類藥物： 

1. 青 黴 素 類

(Penicillins) 

2. 頭孢子菌素類

(Cephalospor

ins) 

3. 氨基配糖體類

(Aminoglycos

ides) 

4. 酰胺醇類(Amp

henicols) 

5. 林可硫氨類(L

incosamides) 

6. 巨環類(Marcr

olides) 

7. 攜離子型類(P

olyether ion

ophores) 

8. 多肽類(Polype

ptides) 

9. 四環素類(Tetr

acyclines) 

10.磺胺類(Sulfo

namides) 

11.二氫葉酸還原

酶抑制劑 (di

hydrofolate 

reductase  i

nhibitors，

一、為配合一百十年六月二

日修正發布動物用藥品

販賣業管理辦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規範動

物用藥品販賣業者應就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三

十二條之二第一項公告

動物用藥品種類，有申

報動物用藥品銷售紀錄

資料之義務，故統合動

物用藥品製造業者、輸

入業者及販賣業者之銷

售資料電子申報平台，

並利銷售資料彙整統計

，爰將現行規定第二點

移至第一項序文，並修

正申報網站名稱及網址

。 

二、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

，修正說明如下： 

(一)配合本規範明定應

申報之動物用藥品

，爰第一款序文「

抗細菌類藥物」修

正為「抗細菌類藥

品」。 

    (二)第六目英文藥品名

稱酌作修正。 

    (三)第七目攜離子型類

 (Polyether Iono

phores)為抗球蟲

藥品（屬於一種抗

寄生蟲藥品），非

屬抗細菌類藥品，

爰修正為「攜離子

型抗球蟲類 (Iono

phores)」並移列

第二款，現行規定

第二款移列第三款



 

im、Ormetopr

im) 

11.氟喹諾酮類(

Fluoroquinol

ones) 

12.其他抗細菌

類藥品(Misce

llaneous ant

ibacterial d

rugs) 

（二）攜離子型抗球蟲

類(Ionophores

)。 

（三）中樞神經系統興

奮劑、麻醉劑

、鎮靜藥、安

眠藥。 

前項第一款之下列

藥品，免予申報： 

（一）用於動物體表之

消毒劑(Antise

ptics)。 

（二）用於環境、設備

或器材之消毒劑

(Disinfectants)

。 

如Trimethopr

im、Ormetopr

im) 

12.氟喹諾酮類(F

luoroquinolo

nes) 

13.其他抗細菌類

藥物(Miscell

aneous antib

acterial dru

gs) 

（二）中樞神經系統興奮

劑、麻醉劑、鎮

靜藥、安眠藥。 

二、動物用藥品製造

業者及輸入業者

申報方式，一百

零六年得採紙本

或電子方式申報

，自一百零七年

起採全面電子方

式申報，申報網

站名稱為「動藥

管理e網通整合平

台」，其網址為h

ttps：//am.baph

iq.gov.tw/AP/EN

TERPRISE.aspx。 

。 

    (四)第八目至第十三目

移列修正規定第七

目至第十二目。 

    (五)現行規定第一款第

九目中文藥品名稱

酌作修正。 

三、第一項第一款抗細菌類

藥品，倘用於動物體表

之消毒劑(Antiseptics

)或用於環境、設備或

器材之消毒劑(Disinfe

ctants)，免予申報，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二、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

及輸入業者定期申報

之資料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業者無銷售時仍應

定期申報。漏未申

報者，應於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

關通知之次日起十

日內補正。 

（二) 業者定期申報之資

料，應確保申報資

料正確無誤。定期

申報期限屆滿後，

發現原申報資料有

誤，應於主管機關

 一、本點新增。 

二、參酌「農藥管理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農藥

生產業或販賣業者應定

期陳報資料之格式內容

頻率及方式」公告，增

訂第一款，說明如下： 

（一) 查業者無銷售時倘未

申報，無法得知業者

係實際無銷售抑或有

銷售而未申報，為有

效掌握後續使用動物

用藥品管理，爰明定

業者當月無銷售仍應

定期申報之義務。 

（二) 倘業者於申報期限前



 

查核前檢附佐證資

料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更正。 

僅申報有銷售月份之

資料，惟無銷售之月

份未申報，雖屬申報

內容不完整，然在不

影響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第三十二之二條所

定動物用藥品流向管

制目的下，應允許其

補正，爰明定應於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通知之次日起十

日內補正。 

三、增訂第二款，說明如

下: 

（一) 業者對於定期申報之

資料，均有確保申報

資料真實之義務。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

一條第一項規定，行政

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

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原處分機關得隨時或

依申請更正之。依相同

法理，倘業者之申報資

料有誤且屬顯然錯誤，

應無不許再更正之理。

是以，申報期限屆滿前

業者發現原申報資料有

誤得隨時更正；申報期

限屆滿後發現原申報資

料有誤，應於主管機關

查核前主動檢附佐證資

料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更正。 

三、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及

輸入業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依動物用藥品管

理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

十七款規定，處新臺幣

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 未依第一點所定期

限、內容及方式申

報銷售資料。 

 一、本點新增。 

二、查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一

項定期申報規定，主管

機關即依動物用藥品管

理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

十七款規定裁處，惟目

前實務上對於違反第三

十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之情節並未明確，易產



 

（二) 未於前點第一款所

定補正期限內申報

無銷售之資料。 

（三) 申報資料虛偽不實

且未於主管機關查

核前完成更正。 

動物用藥品製造業

者及輸入業者經依前

項規定裁處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得輔導業者補行申

報或完成資料更正。 

生裁處認定上之疑義，

為保障人民權利，俾利

執法者依循，爰參酌

「農藥管理法第三十五

條第二項所定農藥生產

業或販賣業者應定期陳

報資料之格式內容頻率

及方式」公告，明確規

範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

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三十

二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

違規行為態樣，並於第

一項分三款列舉。另有

關申報資料虛偽不實係

指故意申報不實之行

為，倘為一時疏漏致申

報資料與實際銷售資料

不符，尚非得認屬申報

資料虛偽不實，併予敘

明。 

三、另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查核有第一項

各款之情形並裁處後，

仍須確保動物用藥品銷

售資料之正確性，對於

漏未申報或未更正之資

料，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除得輔導業者

補行申報或完成資料更

正外，亦得依查核結果

逕行改正，爰增訂第二

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