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牛、豬用藥品

安蒙西林－150懸濁注射液 Amoxicillin-150 Injection 1

安西林鈉乾粉注射劑 Ancillina Injection 1

配尼濁懸濁注射液 Penisol Injection 2

配尼黴素－S 懸濁注射液 Penimycin-S Injection 2

讚配尼〝長效〞懸濁注射液 Paurain LA Injection 3

賜福咳寧乾粉注射劑 Ceftiofur Sodium Injection 3

賜福肺清滅菌懸劑 Ceftiofur Hcl Injection 4

賜福晶靈滅菌懸劑 Ceftiofur CFA Injection 4

賜福克寧注射劑 Cekunome Injection 5

久強寧〝長效〞注射劑 Chanacycline L.A. Injection 5

林可黴素－300注射液 Lincomycin-300 Injection 6

可賜興-150注射劑 Cotusin-150 Injection 6

益樂富10%注射劑 Enroxacin 10% Injection 7

獲利欣－300注射劑 Floricin-300 Injection 7

獲利欣10% Floricin 10% Solution 8

全達口服液 Gentacin Oral Sol. 8

嘉黴素－100注射液 Kanamycin-100 Injection 9

嘉黴素－250注射液 Kanamycin-250 Injection 9

泰樂新注射液 Tylosin Injection 10

泰樂新20%注射劑 Tylosin 20% Injection 10

萬靈素軟膏劑 Oxineomycin Ointment 11

新萬靈素軟膏劑 Tetraneomycin Ointment 11

舒美淨33⅓%注射液 Sumezin 33⅓% Injection 12

泰利美寧注射劑 Trimerin Injection 12

泰利美寧48%口服懸液劑 Trimerin 48% Oral Susp. 13

唬滅諾 5% Flumeizole 5% Powder 14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牛、豬用藥品

唬滅諾 5% Flumeizole 5% Powder 14

易滅蟲注射劑 Ivermectin Injection 15

易滅蟲澆滴劑 0.5% Ivermectin pour-on 0.5% Solution 15

易滅蟲0.6%散劑 Ivermectin 0.6% Powder 16

樂蟲滅散 Lepicom Powder 16

特球除5% Toltracox 5% Oral Susp. 17

舒爾必寧50%注射液 Sulpyrin 50% Injection 18

新感冒靈－S注射液 Neo-Coldenin S Injection 18

力克爽注射液 Dexamethasone Injection 19

賜鎮注射劑 Stin Injection 19

特威鎮注射劑 Tolvetin Injection 20

福力鎮 5%長效注射劑 Fluliten Injection 20

安期B－25消毒劑 Anti B-25 Solution 21

百潔碘－30消毒劑 Biodyne-30 Solution 21

碘浴寶消毒液 Iodiper Solution 22

碘浴寶消毒液 Iodiper Solution 22

美極命－G注射液 Methimin-G Injection 23

維畜鈣注射液 Polycalcium Injection 23

複方維他命B注射液 Vitalex Injection 24

通血能200注射劑 Tonkey 200 Injection 24

鈣立飲長效口服液劑 Cow Glucon LA Oral Sol. Solution 25

鈣立飲長效口服液劑 Cow Glucon LA Oral Sol. Solution 25

鈣立飲散劑 Cow Glucon Powder Powder 26

鈣立飲粒料 Cow Glucon Pellet Pellet 26

催產素注射劑 Oxytocin Injection 27

催產素注射劑 Oxytocin Injection 27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牛、豬用藥品

畜舒坦 Stroless Injection 28

安蒙西林20% Amoxicillin W.S.P 20% W.S.Powder 29

安蒙西林20% Amoxicillin W.S.P 20% W.S.Powder 29

安蒙西林50% Amoxicillin W.S.P 50% W.S.Powder 30

安蒙西林50% Amoxicillin W.S.P 50% W.S.Powder 30

賜福素散 Cephalin W.S.Powder 31

賜福素散 Cephalin W.S.Powder 31

可立使淨－110 Colistin-110 Powder 32

林可黴素－110 Lincomycin-110 Powder 32

林可黴素－220 Lincomycin-220 Powder 33

林可黴素 40% Lincomycin 40% W.S.Powder 33

可賜興－666 Cotusin-666 W.S.Powder 34

多欣－200 Doxin-200 W.S.Powder 34

肥力王－VN Feradox-VN W.S.Powder 35

獲利欣 1% Floricin 1% Powder 35

獲利欣10% Floricin 10% Powder 36

羥四環素－220 Oxytetracycline-220 Powder 36

羥四環素－500 Oxytetracycline-500 W.S.Powder 37

氯多欣散劑 Chlordoxin 15.4% Powder Powder 37

泰康欣－200 Tiacosin-200 Powder 38

泰康欣 250 Tiacosin 250 Solution 38

泰樂新AT-50散劑 Tylosin AT-50 Powder 39

泰利美寧 Trimerin Powder 39

中化泰妙素 20% C.C.P.C. Tiamulin 20% Powder 40

中化泰妙素 20% C.C.P.C. Tiamulin 20% Powder 40

泰黴素－220 Tylosin-220 Powder 41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牛、豬用藥品

克嗽靈 Cousorin Powder 42

克嗽靈 Cousorin Powder 42

長生精精液稀釋劑 Semengra Semen Extender Powder 43

速保精Ⅱ精液稀釋液 Sperm-up Ⅱ Solution 43

賜滅痢注射液 Smelin Injection 44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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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

編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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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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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0853

安蒙西林－150懸濁注射液 ®

Amoxicillin-15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

Amoxicillin Trihydrate....15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由革蘭氏陽性、陰性菌感染所引起之放線菌病、惡性水

腫、沙氏桿菌症、氣腫疽 、豬丹毒、出血性敗血症、大腸桿

菌症及一般化膿症。

用法用量

以皮下或肌肉注射方式投予動物，使用前必須充份搖晃瓶

子，使懸浮液均勻。一般建議量為每天一次，每公斤體

重7mg(力價)，或每5公斤體重注射0.25mL，連續治

療3~5天。

※停藥期：10 天，乳汁：24小時。

第二類

E000115

安西林鈉乾粉注射劑 ®

Ancillina ®

Injection 12.5gm/10vial

Each vial contains：

Ampicillin Sodium....12.5gm(potency)

適應症

治療家禽畜由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大腸桿菌、

變形菌等引起之感染症。

用法用量

以注射用水溶解後行肌肉注射。

1.家畜：按體重每公斤每日注射l0~20mg， 2~3天，嗜血桿

菌症30 mg。視動物種類、體重、症狀，增減劑量。

2.家禽：按體重每公斤每日注射10~20mg 2~3天。

※停藥期：5 天，乳汁：72小時。

第二類

1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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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別

E002336

配尼濁懸濁注射液 ®

Penisol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Procaine Penicillin G....300,000 I.U

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菌、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球菌、淋菌、髓膜

炎菌、瓦斯壞疽菌、放線菌、炭疽菌引起之各種疾患。外

傷、火傷感染、手術前後之感染。

用法用量

按體重每公斤注射 4,000 ~ 8,000 I.U. (0.013~ 0.027mL)，

依症狀增減，每日一次施行肌肉深部注射，連續治

療3~5天。

乳房炎治療：牛：每一乳房每次注入300,000~1,000,000

I.U.每日施用一次，依症狀增減劑量。羊：劑量按牛減半施

用。

本劑灌注乳房後48小時內，牛羊奶不可飲用。

※停藥期：14天。

第二類

E002123

配尼黴素－S 懸濁注射液 ®

Penimycin-S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2mL contains：

Procaine Penicillin G....400,000 I.U.

Dihydrostreptomycin Sulfate....0.5gm(potency)

適應症

各型革蘭氏陽性菌與陰性菌混合感染症、肺炎、肺疫、腸

炎、下痢、丹毒、化膿症、乳房炎、中耳炎、子宮內膜炎、

心內膜炎、關節炎、產褥熱、運輸熱、火傷、腺疫、尿道感

染症、破傷風、犬瘟熱二次感染症、家兔梅毒、炭疽菌症、

放線菌症、螺旋鈎端體症及其他各種炎症。

用法用量

家畜：牛、馬 10~30mL。大豬 4~10mL。中豬 2~4mL。小

豬 1~2mL或每公斤0.02~0.04mL計算。

家禽：0.05~0.5mL/隻。

依體重症狀增減行肌肉注射，連續治療2~3天。

※停藥期：14天。

第二類

2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1342

讚配尼〝長效〞懸濁注射液 ®

Paurain LA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Benzathine Penicillin G....100,000 I.U.

Procaine Penicillin G....100,000 I.U.

Dihydrostreptomycin Sulfate....200mg ( potency )

適應症

豬、牛、馬：治療細菌性肺炎、豬丹毒、敗血症、子宮炎、

乳房炎、母豬無乳症候群 (MMA)。

用法用量

豬、馬及牛：每100kg體重，每三天肌肉注射5~10mL。

仔豬、仔馬、仔牛及小動物：每25公斤體重，每三天肌肉注

射1~ 2mL。

※停藥期：肉用：10 天，乳用：擠乳10次。

第二類

P614367-60

賜福咳寧乾粉注射劑 ®

Ceftiofur Sodium ®

Injection 4gm/10vial

Each vial contains：

Ceftiofur Sodium…..4gm (pot.)

適應症

豬：治療由胸膜肺炎放線桿菌、溶血性巴斯德桿菌、豬霍亂

沙氏桿菌和豬鏈球菌二型等廣泛的 G(+) 及 G(-)敏感性細菌

所引起的豬隻呼吸道疾病。 牛：治療牛呼吸道疾病(運輸熱

及細菌性肺炎)、溶血性巴斯德桿菌、血性巴斯德桿菌和嗜

血桿菌 的混合感染症。

用法用量

豬：以注射用蒸餾水100mL稀釋，標準劑量為每日每公斤體

重 2mg，連續使用 1 至 3 天。

牛：以注射用蒸餾水80mL稀釋，標準劑量為每日每公斤體

重 1mg，作一次深部肌肉注射，每天 1 次，連續使用 3 天

至 5 天。

※停藥期: 牛 5 天，豬 3 天。

第二類

3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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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4374-60

賜福肺清滅菌懸劑 ®

Ceftiofur Hcl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Ceftiofur (hydrochloride)…..50mg

適應症

豬隻及成年牛隻:治療由胸膜肺炎放線桿菌、巴斯德桿菌和

嗜血桿菌引起之呼吸道疾病，由壞死性 梭菌及黑色素生成菌

引起之蹄真皮炎、子宮炎及對 Ceftiofur 具感受性細菌引起

之感染。

用法用量

豬隻：每 50 公斤體重肌肉注射 1-3mL，每 24 小時注射一

次，連續 3 天。 牛隻：每 50 公斤體重肌肉或皮下注射 1-

2mL，每 24 小時注射一次，連續 3-5 天。

※停藥期: 肉豬 48 小時；肉用牛：48 小時；牛乳 0 天。

第二類

P614381-60

賜福晶靈滅菌懸劑 ®

Ceftiofur CFA ®

Injection 100mL/vial

Each mL contains：

Ceftiofur (Crystalline Free Acid Micronized)

….100mg(Pot.)

適應症

豬：治療因胸膜肺炎放線桿菌、敗血性巴氏桿菌、副豬嗜血

菌及豬鏈球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用法用量

以肌肉注射本劑於豬隻耳後頸處。每公斤體重投予單一劑量

5mg 的 Ceftiofur，相當於每 20 公 斤體重使用 1mL 本劑。

同一注射部位不可注射超過 2mL 本劑，以免造成殘留。40

公斤以上之豬隻 則需分成二次以上注射。大部份動物於投藥

後 3-5 天即產生療效。若未見改善，則應重新診斷。

※停藥期:18天。

第二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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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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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別

E612065-60

賜福克寧注射劑 ®

Cekunome ®

Injection 100mL/vial

Each mL contains：

Cefquinome(sulfate)...25mg

適應症

作為牛隻與豬隻細菌感染之治療藥劑，可有效控制

對cefquinome具感受性之革蘭氏陽性及陰性菌感染。

用法用量

牛:呼吸道感染、腐蹄病、蹄葉炎。具全身性症狀之大腸桿

菌性乳房炎。2mL/50kg BW，IM，連續治療3~5天。

犢牛:大腸桿菌性敗血症， 4mL/50kg BW，IM，連續治

療3~5天。

豬:呼吸道感染、乳房炎/子宮炎/無乳症(MMA)，2mL/25kg

BW，IM，連續治療2~3天。

仔豬:腦膜炎、關節炎、表皮炎，2mL/25kg BW，IM，連續

治療5天。

※停藥期：牛：5天，乳汁：1天。豬：3天。

第二類

N002586-60

久強寧〝長效〞注射劑 ®

Chanacycline L.A.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Oxytetracycline Dihydrate BP....200mg (potency)

適應症

牛:放線桿菌症、犢白喉、腐蹄，以及乳房炎、子宮炎、巴

斯德桿菌症、肺炎、邊蟲症等之輔助治療。

羊:腐蹄、乳房炎、子宮炎、肚臍及關節炎、肺炎、披衣菌

症。

豬:丹毒、乳房炎/子宮炎/無乳症(MMA)、肚臍及關節炎。

用法用量

限深部肌肉注射，注射前先用酒精棉清潔注射部位。

建議劑量:每公斤體重20mg或每100公斤體重10mL。同一部

位注射最高劑量:牛20mL、綿羊5mL、豬10mL。

※停藥期:肉用家畜:在最後一次治療後28天，牛乳:在最後一

次治療後8天，不得用於乳羊。

第二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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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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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別

E000509

林可黴素－300注射液 ®

Lincomycin-30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Lincomycin HCL....30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革蘭氏陽性菌及其它具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感染症：如

細菌性肺炎、氣管炎、CRD、可利查、中耳炎、膿胸、細菌

性腦膜炎、蜂窩組織炎、膿瘍、細菌性敗血症、放線菌症。

用法用量

按體重每公斤10~20mg之用量每日1~2次，依症狀增減。行

肌肉注射或靜脈注射投藥，每日一次。

※停藥期：7天。

第二類

E000011

可賜興-150注射劑 ®

Cotusin-15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Lincomycin HCL monohydrate..... 50mg (potency)

Spectinomycin Sulfate tetrahydrate.....100mg (potency)

適應症

◎豬：治療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傳染性關節炎，感受性細

菌。◎雞及火雞：治療黴漿菌屬和/或大腸桿菌感染引起之

氣囊病，家禽霍亂，雛火雞的阿利桑納(副結腸)感染，以及

葡萄球菌感染。◎犬：治療呼吸道感染，皮膚病，尿路感

染，以及續發性細菌性感染。

用法用量

◎豬：治療關節炎、腸炎或黴漿菌性肺炎， 1mL/10kg

BW，IM，連續 3~7天。放線桿菌胸膜肺炎，0.2mL/kg

BW，連續3天。◎雞及火雞：0.2mL/kg BW，SC，連

續3天。◎犬：1mL/5kg BW，IM，每天1~2次。

※停藥期：21天，雞16週齡以上、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

用。

第二類

6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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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別

E000224

益樂富10%注射劑 ®

Enroxacin 1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Enrofloxacin.....100mg

適應症

治療牛、豬因革蘭陰性菌、革蘭陽性菌及黴漿菌等所引起之

感染症。牛：由細菌感染所引起的呼吸器官及消化道疾病以

及由病毒感染後所引起之二次感染。豬：呼吸道或消化道感

染(巴氏桿菌症，黴漿菌症，大腸菌下痢，大腸菌性敗血

症，沙門氏菌症)。複雜性疾病如萎縮性鼻炎，地方性肺炎

及MMA徵候群等。馬：禁止使用。

用法用量

一般對於牛(體重250公斤以上，皮下注射)及豬(肌肉注射)，

每100公斤體重注射2.5mL。如果是嚴重的呼吸道感染或沙

門氏菌症，劑量可增加至每100公斤注射5mL。

※停藥期：8天。

第二類

E001713/N001561

獲利欣－300注射劑 ®

Floricin-300 ®

Injection 100mL/via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Florfenicol....300mg

適應症

治療對Florfenicol敏感之病菌感染。牛：治療因Pasteurella

haemolytica, Pasteurella multocida, Haemophillus

somnus引起的呼吸道感染。豬：治療因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 Pasteurella multocida,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用法用量

牛：1mL/15kg BW，IM，注射2劑，間隔48小

時。2mL/15kg BW，SC，使用16號針頭注射一劑。每一注

射部位的注射劑量不得超過10mL。

豬：1mL/20kg BW，IM，注射2劑，間隔48小時。

※停藥期：牛：肉用牛：肌肉注射30天，皮下注射44天。

乳牛：泌乳期間禁止使用。豬：肉用：14天。

第二類

7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1706/E001490

獲利欣10% ®

Floricin 10% ®

Solution 500mL/1000mL

Each mL contains：

Florfenicol....100mg

適應症

治療豬放線桿菌胸膜肺炎及雞大腸桿菌症。

用法用量

豬:每日每公斤體重投與本品0.01mL~0.02mL相當

於Florfenicol 1~2 mg(即本品0.01mL~0.02mL)之量，加入

飲水混合後經口投與。雞每日飲水的1/4至1/2中，以每公斤

體重投與本品0.2mL(相當於Florfenicol 20mg)，加入飲水混

合後經口投與，連續使用五天。

※停藥期：豬：3天，雞：5天，土番鴨：14天，雞16週齡

以上，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第三類

E031156

全達口服液 ®

Gentacin ®

Oral Sol. 160mL/10Btl

Each mL contains：

Gentamicin Sulfate....6.25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1~3日齡出生小豬之大腸桿菌症，感染性下痢。

用法用量

將Pump的白色塑膠管開口置於小豬的舌根，用力壓

縮Pump一次(每壓縮一次約0.8ml，相當於Gentamycin

5mg的力價)，通常小豬只須服用1次劑量，即可見效。

※停藥期：屠宰食用乳豬，須停用本劑至少14天後行之。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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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1294

嘉黴素－100注射液 ®

Kanamycin-10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Kanamycin Sulfate....100mg(potency)

適應症

急慢性呼吸器疾患、生殖泌尿道感染症、消化道感染症、一

般化膿性疾病。

用法用量

按體重每公斤10~30mg，每日一次行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

可按症狀輕重增減劑量。

※停藥期：30天。

第二類

N001224

嘉黴素－250注射液 ®

Kanamycin-25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Kanamycin Sulfate….25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家畜:

1.呼吸道感染症-肺炎(肺疫)、支氣管炎。2.生殖泌尿道感染

症-子宮內膜炎。3.消化道感染症-細菌性下痢(腸炎)。4.一般

化膿性疾患-由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球菌或綠膿菌引起

之膿痂疹、蜂窩織炎、淋巴結炎、膿瘍、乳房炎、中耳炎、

骨髓炎。5.其他-豬丹毒、犬瘟熱二次感染、關節炎、手術前

後之感染。

用法用量

1.牛、馬、山羊、綿羊: (每公斤體重:0.02~0.04mL)。

2.豬、狗、貓、兔、家禽: (每公斤體重:0.04~0.08mL)。

每日一次施行肌肉或皮下注射，可連續用2~3天。

第二類

9



牛、豬用藥品 抗菌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microbial ag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3746

泰樂新注射液 ®

Tylosin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Tylosin Tartrate....50mg (potency)

適應症

對禽畜革蘭氏陽性、陰性，類胸膜炎細菌(P.P.L.0.)引起之疾

患均具藥效。家禽之慢性呼吸道疾病、支氣管炎、喉炎、肺

炎、細菌性感染症。家畜之肺炎、白喉、子宮炎、腐蹄症、

豬丹毒、細菌性下痢及手術或創傷後併發感染症。

用法用量

牛：每50kg體重2~4mL

豬：每50kg體重2~8mL

初生豬：每kg注射0.2~0.5mL

家禽：每kg注射0.2~0.5mL

每日一次，按體重症狀增減行肌肉注射。

※停藥期：牛：8天，豬：4天，肉雞：3天，火雞：5天，

乳汁：96小時。

第二類

N001145

泰樂新20%注射劑 ®

Tylosin 2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Tylosin.....200mg(potency)

適應症

牛、綿羊、山羊、豬、狗： 呼吸道疾病。

豬：壞死性腸炎 、紅斑、地方性支氣管炎、赤痢。

綿羊、山羊：乳房炎、子宮內膜炎、傳染性無乳症。

母牛、綿羊：初期黴漿菌關節炎、弧菌病。 

小牛、母牛：指頭膿炎、耳炎、傳染性傷口、鈎端螺旋體

症、傳染性結膜炎。

用法用量

肌肉注射，一處勿施打超過10mL，每天1次，連續3~5 天。

牛：每100公斤體重使用2~5mL。小牛：每50公斤體重使

用2.5mL。綿羊、山羊：每50公斤體重使用3mL。豬、狗：

每50公斤體重使用2.5mL。

※停藥期：食用肉、乳品：5天。

第二類

10



牛、豬用藥品 乳房炎軟膏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Ointment for Mastiti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1483

萬靈素軟膏劑 ®

Oxineomycin ®

Ointment 7.5gm/60’s

Each syringe contains：

Oxytetracycline HCL....200mg (potency)

Neomycin Sulfate....25mg (potency)

Sulfathiazole....150mg 

Hydrocortisone Acetate....20mg

適應症

治療因葡萄球菌、鏈球菌及其它感染性細菌引起之乳房炎。

用法用量

1.對鏈球菌引起之無乳性乳房炎：每一乳房每次注入1支。

2.對葡萄球菌性乳房炎：每一乳房每次注入1支，每隔48小

時連續施用，直到乳房及乳液恢復正常。

3.對其他感染性細菌所引起之乳房炎：每一乳房每次注

入1支，每隔24小時，連續施用直到乳房及乳液恢復正常。

※停藥期：最後一次注入後72小時內的牛乳不可供人飲用。

第三類

E001469

新萬靈素軟膏劑 ®

Tetraneomycin ®

Ointment 8.0gm/60’s

Each syringe (8gm) contains：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200mg(Potency)

Neomycin Sulfate....250mg(potency)

Bacitracin....2000I.U.(potency) 

Prednisolone....10mg

適應症

乳房炎之治療，包括由大腸桿菌、葡萄球菌所引起之乳房

炎。

用法用量

在擠完乳汁後，並清洗乳頭後，立即於感染乳房內注入1支

本劑，如有必要可於24 小時後重覆治療1次。

※停藥期：最後一次注入後72小時內的牛乳不可供人飲用。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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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磺胺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Sulfonamide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43025

舒美淨33⅓%注射液 ®

Sumezin 33⅓%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100mL contains：

Sulfamethazine Sodium....33.3gm

適應症

早發性大腸桿菌、球蟲症、流行性感冒、產褥熱、子宮內膜

炎、陰道炎等各種細菌感染症。

用法用量

牛、馬：20~40 mL。

豬、羊： 5~20 mL。

犬、貓： 2~5 mL。

或按體重初劑量每公斤0.3~0.6 mL，維持劑量減半。

每日一次，施行靜脈、肌肉或腹膜注射；但羊及綿羊則每日

注射二次。

※停藥期：10天，乳汁：96小時。

第二類

E043362

泰利美寧注射劑 ®

Trimerin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Trimethoprim....40mg

Sulfadiazine....200mg

適應症

具廣泛之抗菌效果及療效。

呼吸系統：肺炎、氣管炎、支氣管炎。消化疾病：細菌性白

痢、胃腸炎。泌尿生殖疾病：子宮炎、陰道炎、產褥熱、腎

炎、膀胱炎等。原蟲疾病：弓蟲症。一般感染：敗血症、細

菌性泌乳缺乏症、創傷感染、手術及生產後細菌感染。

用法用量

一般動物行肌肉注射(請勿靜脈注射)，按體重每公斤注

射0.06~0.1 mL，每日一次；視病症酌情增減劑量，必要時

可於24~48小時後重複注射。

※停藥期：10天。

第二類

12



牛、豬用藥品 磺胺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Sulfonamide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41418

泰利美寧48%口服懸液劑 ®

Trimerin 48% ®

Oral Susp. 500mL/Btl

Each mL contains：

Sulfadiazine....400mg

Trimethoprim....80mg

適應症

雞：治療具感受性之細菌感染症：如大腸桿菌症、沙氏桿菌

症、巴斯德桿菌症、傳染性可利查及其它二次性細菌感染。

豬：治療具感受性之細菌感染症：如大腸桿菌症、沙氏桿菌

症、巴斯德桿菌症。

用法用量

雞：每2.5公升飲水加入本劑1毫升或在500公升之飲水槽中

加入本劑200mL。

豬：每2公升飲水加入本劑1毫升或在400公升之飲水槽中加

入本劑200mL。 連續投藥5天或使用至症狀消失2天後，勿

超過14天。

※停藥期：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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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驅蟲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helmint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151330

唬滅諾 5% ®

Flumeizole 5% ®

Powder 600gm/Bag

Each gm contains：

Flubendazole....50 mg

適應症

豬：肺蟲、腸結節蟲、紅色胃蟲、籃松桿蟲、鞭蟲、腎蟲及

蛔蟲。

雞：盲腸蟲、蛔蟲、絛蟲、毛樣線蟲及開嘴蟲。

用法用量

豬：1.個別驅蟲：5mg(1gm/10kg體重)一次給予。2.集體驅

蟲： 驅除蛔蟲：10ppm(200gm/噸)連續使用2天。驅除所有

寄生蟲：30ppm(600gm/噸)連續使用5天。3.預防肝白斑：

4ppm(80gm/噸)使用至屠宰。

雞：1.驅除蛔蟲：10ppm(200gm/噸) 連續使用7天。2.驅除

盲腸蟲：30ppm(600gm/噸) 連續使用7天。3.驅除毛樣線

蟲：20ppm(400gm/噸) 連續使用7天。

※停藥期：豬：14天，雞：5天。

第三類

N151323

唬滅諾 5% ®

Flumeizole 5% ®

Powder 25kg/Bag

Each gm contains：

Flubendazole....50 mg

適應症

豬：肺蟲、腸結節蟲、紅色胃蟲、籃松桿蟲、鞭蟲、腎蟲及

蛔蟲。

雞：盲腸蟲、蛔蟲、絛蟲、毛樣線蟲及開嘴蟲。

用法用量

豬：1.個別驅蟲：5mg(1gm/10kg體重)一次給予。2.集體驅

蟲： 驅除蛔蟲：10ppm(200gm/噸)連續使用2天。驅除所有

寄生蟲：30ppm(600gm/噸)連續使用5天。3.預防肝白斑：

4ppm(80gm/噸)使用至屠宰。

雞：1.驅除蛔蟲：10ppm(200gm/噸) 連續使用7天。2.驅除

盲腸蟲：30ppm(600gm/噸) 連續使用7天。3.驅除毛樣線

蟲：20ppm(400gm/噸) 連續使用7天。

※停藥期：豬：14天，雞：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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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驅蟲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helmint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150574

易滅蟲注射劑 ®

Ivermectin ®

Injection 100mL/1vial

Each mL contains：

Ivermectin....10mg

適應症

控制及治療豬之內、外寄生蟲。

用法用量

豬以頸部皮下注射行之，按體重每33公斤注射1mL。

建議治療計畫:

1.種豬：如欲開始進行寄生蟲防治計劃，需將場內所有豬隻

全部治療，然後再依下列計劃進行：

母豬：分娩前7 至14 天間予以注射，可減少感染仔豬之危

險。

女豬：配種前7 至14 天間予以注射；分娩前7 至14 天間予

以注射。

公豬：視其場內污染程度而定；每年至少注射兩次。

※停藥期：28天。

第二類

N151165/N152166

易滅蟲澆滴劑 0.5% ®

Ivermectin pour-on 0.5% ®

Solution 500mL/1000mL

Each mL contains：

Ivermectin.....5mg

適應症

牛：治療和控制內寄生蟲和外寄生蟲。

用法用量

本產品每mL含有5mg的Ivermectin，每公斤體重建議使

用500μgˇ的Ivermectin之劑量，溶液必須沿著牛隻背部從肩

胛骨間隆起的部份澆滴到尾部。

推薦劑量：每10公斤體重使用1mL。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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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驅蟲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helmint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150700

易滅蟲0.6%散劑 ®

Ivermectin 0.6% ®

Powder 333gm/Bag

Each gm cantains：

Ivermectin.....6mg

適應症

豬隻控制及治療內、外寄生蟲，其作用範圍如下:

一、外寄生蟲: 1.豬穿孔疥癬蟲。2.吸血性豬蝨。

二、內寄生蟲: 1.豬肺蟲的成蟲。2.豬腎蟲第四期的幼蟲及

成蟲。3.豬胃、腸內圓蟲: (1)豬蛔蟲:成蟲及第四期幼

蟲。(2)紅色毛樣線蟲:成蟲及第四期幼蟲。(3)藍松氏豬桿線

蟲:成蟲。

用法用量

40公斤以下之仔豬及肉豬:每噸飼料添加本劑一包(333gm)，

連續餵食7天。

40公斤以上至100公斤以下:每噸飼料添加本劑400gm，連

續餵食7天。

※停藥期: 14天。

第三類

N151000

樂蟲滅散 ®

Lepicom ®

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Levamisole HCL eq. to Levamisole Base....100mg

適應症

豬：蛔蟲及其移行性幼蟲，肺蟲、鞭蟲、腸類圓蟲(淡紅豬

圓蟲及結節線圓蟲屬)、類腸圓蟲(藍森桿蟲)。

牛、羊：肺蟲、捻轉線蟲、毛樣線蟲、奧斯達胃蟲、結節線

圓蟲、枯貝氏蟲、線蟲。

家禽：蛔蟲、雞盲腸蟲、毛細線蟲。

用法用量

豬：依下列用量溶於飲水中，體重100公斤以下，每20公斤

體重給予1公克，體重100公斤以上，每頭給予5公克。

牛：每200公斤體重給予10公克溶於水中灌服。

家禽：每公斤體重給0.2~0.25公克溶於飲水中。

※停藥期: 7天，乳品: 72小時。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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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驅蟲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helmint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201178

特球除5% ®

Toltracox 5% ®

Oral Susp. 160 mL/10 Btl

Each mL contains：

Toltrazuril.....50.0mg

適應症

Toltrazuril對球蟲在無性生殖期及有性生殖之各階段均具殺

滅效果。對球蟲具全期殺滅效果正是本劑獨特的作用模式。

主治效能

豬:對於預防經常發生豬球蟲(Isospora suis)所引起球蟲病的

豬場，可預防其新生仔豬球蟲病臨床病狀的發生。

用法用量

本品之治療須單獨投予每隻動物體。

每隻3~5日齡之仔豬口服投予一劑，劑量為每公斤體

重20mg Toltrazuril(相當於每公斤體重使用0.4mL Toltracox

5%)。若於球蟲症爆發時再使用本藥劑治療，則有可能因動

物的小腸已發生病變而效果不彰。

※停藥期：豬(仔豬)可食用組織：上市前77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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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解熱鎮痛消炎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pyretics & Analges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122951

舒爾必寧50%注射液 ®

Sulpyrin 50%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Sulpyrin....500mg

適應症

1.減輕所有動物之腸絞痛、腰肌痛、分娩、由分娩引起之子

宮頸口痙攣、僂麻質斯、神經炎、神經痛，小動物之胃炎，

防止嘔吐，炎症及其他一切熱性疾病之鎮痛解熱。

2.馬：減輕疼痛、鬆弛腸痙攣、刺激腸蠕動、解除不安及診

療時之抵抗、腰痛、強直症(破傷風)。

3.牛、馬、豬、山羊、綿羊：異物性食道梗塞症。

4.豬：漿膜炎、關節炎。

用法用量

牛：8mL/100kg BW。馬：20~60 mL。犢、幼獸：5~15

mL。豬：10~30 mL。羊：2~8 mL。犬、貓：1~5 mL。

按體重症狀增減，每日1~2次，最好施行靜脈注射或肌肉、

靜脈混合注射亦可。

第二類

E111753

新感冒靈－S注射液 ®

Neo-Coldenin S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2.5mg 

dl-Methyl Ephedrine HCL....20mg

Sulpyrin....150mg

適應症

一般感冒、伴有發熱咳嗽之感冒、流行性感冒、肺炎、支氣

管炎、咳嗽、氣喘、傷寒及其它疾病引起之發熱疼痛均可使

用。

用法用量

牛、馬：(大)10~25 mL，(小)：5~10 mL

大豬：5~10mL

中豬：2~5mL

小豬：0.5~2mL

羊、犬、貓：1~5mL

雞、火雞(不含蛋雞)：每公斤0.1 mL

按體重症狀每日1~2次，行皮下或肌肉注射。

重症時配合化學治療法製劑使用，效果更佳。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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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解熱鎮痛消炎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pyretics & Analges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60543

力克爽注射液 ®

Dexamethasone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Dexamethasone Sodium Phosphate eq.to

Dexamethasone Phosphate....1mg

適應症

酮症(Ketosis)、產前產後之後肢麻痹、喘息、支氣管炎、肺

炎、神經痛、過敏性皮膚炎、犬瘟熱初期炎症之緩解。

用法用量

牛：10~30 mL。馬： 5~20 mL。

羊： 5~10 mL。大豬：5~10mL。

中豬：3~5 mL。小豬：0.5~2 mL。

犬：0.25~2 mL。貓、兔：0.125~0.5mL。

每日一次，施行皮下、肌肉或靜脈注射。

※停藥期：5天。

第二類

E121565

賜鎮注射劑 ®

Stin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Phenylbutazone....200mg

Sodium salicylate....20mg

適應症

牛、馬、豬：治療傳染性疾病、外傷、風濕性關節炎與急性

肺器官感染之抗炎作用。

用法用量

對靜脈或肌肉行慢速注射。

大動物：治療的前兩天，使用20~30 mL，兩天後改用20

mL，以後則降為10 mL。

小馬小牛：前兩天10 mL，兩天後則用6 mL。

豬：每日以10~15 mL，行肌肉注射。

※停藥期: 牛：15天，其他肉類動物：3天，乳用：4次擠

乳(用藥後4次之擠乳，不得供人食用)。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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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解熱鎮痛消炎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Antipyretics & Analgesic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611056

特威鎮注射劑 ®

Tolvetin ®

Injection 100mL/12vial

Each mL contains：

Tolfenamic acid....40mg

適應症

本劑為一消炎、鎮痛、解熱劑。

牛：併用治療呼吸疾病相關之急性炎症及急性乳房炎。

豬：併用治療子宮炎、乳房炎及無乳症徵候群。

用法用量

牛：

呼吸疾病：肌肉注射每公斤2毫克，相當於每20公

斤1mL，48小時後再重覆施打一次。

乳房炎：單一次靜脈注射，每公斤體重4毫克。

豬：肌肉注射每公斤2毫克，相當於每20公斤體重1mL。

※停藥期：豬：肉14天，牛：肉12天，牛奶：1天(2次榨乳

後)。

第二類

N121076

福力鎮 5%長效注射劑 ®

Fluliten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Flunixin (Meglumine type).....50mg

適應症

牛：肉牛和乳牛：消炎解熱，亦可用於內毒素休克。強效鎮

痛，特別是腸絞痛。有效抑制分泌過盛。

豬：消炎鎮痛，針對母豬之乳腺炎—子宮炎—無乳

症(M.M.A.)藥效最佳。

用法用量

牛：緩慢靜脈或肌肉注射，每50公斤體重注射2mL/日

或1mL/間隔12小時，最多連續治療3天。

豬：肌肉注射，每50公斤體重注射2mL/日，最多連續治

療3天。

※停藥期：牛乳：12小時，馬：10天，牛：15天，

豬：21天。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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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消毒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Disinfecta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141615

安期B－25消毒劑 ®

Anti B-25 ®

Solution 4L

Each mL contains：

Benzalkonium Chloride....250mg

適應症

本品主成份Benzalkonium Chloride 是一種陽離子界面活性

劑，為目前最理想的消毒劑之一，在各國藥典及其他重要醫

藥書籍中，均有詳細記載與推薦。可用於一般消毒、傷口沖

洗、殺菌及消除黴菌、病毒的感染。

消毒殺菌劑、雞舍、豬舍、畜體、水池、鰻池、農牧場舍、

手術器具之清潔殺菌消毒。

用法用量

畜舍消毒：800~1200倍噴洗。

器皿消毒：500~1000倍浸洗。

水池消毒：2000~4000倍。

 

E140267

百潔碘－30消毒劑 ®

Biodyne-30 ®

Solution 3.8L

Each mL contains：

Available Iodine (Nonoxynol-9 Iodine 20%)....30mg

適應症

本品適用於禽、畜舍之豬傳染性胃腸炎(TGE)、傳染性支氣

管炎(IB)、慢性呼吸器病(CRD)、新城雞病(ND)、假性狂犬

病(PR)、豬水泡病(SVD)等病原、畜體、禽畜用器具等之消

毒。

用法用量

稀釋倍數，請詳閱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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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消毒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Disinfecta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91248

碘浴寶消毒液 ®

Iodiper ®

Solution 5L

Each mL contains：

Available Iodine(povidone-Iodine)....5mg

Glycerin....100mg

適應症

在乳牛的乳房炎防治計劃中，用於乳頭浸浴或噴霧消毒、乳

房清洗及榨乳人員手部的消毒並控制乳頭之潰爛。

用法用量

1.本品為一現成的乳頭浸浴溶液，不需稀釋，即可做為乳頭

浸浴或噴霧。

2.乳房清洗：(75ml本溶液加4公升清水)搾奶時使用上述稀

釋液消毒清洗乳房用水。擦洗乳房用器材，紙巾較布質者為

佳。

3.手的消毒：(75ml本溶液加4公升清水)搾奶前搾乳工人應

用上述稀釋溶液做手部浸浴消毒，最好能戴上橡皮手套。

 

E140092

碘浴寶消毒液 ®

Iodiper ®

Solution 20L

Each mL contains：

Available Iodine(povidone-Iodine)....5mg

Glycerin....100mg

適應症

在乳牛的乳房炎防治計劃中，用於乳頭浸浴或噴霧消毒、乳

房清洗及榨乳人員手部的消毒並控制乳頭之潰爛。

用法用量

1.本品為一現成的乳頭浸浴溶液，不需稀釋，即可做為乳頭

浸浴或噴霧。

2.乳房清洗：(75ml本溶液加4公升清水)搾奶時使用上述稀

釋液消毒清洗乳房用水。擦洗乳房用器材，紙巾較布質者為

佳。

3.手的消毒：(75ml本溶液加4公升清水)搾奶前搾乳工人應

用上述稀釋溶液做手部浸浴消毒，最好能戴上橡皮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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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營養代謝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81625

美極命－G注射液 ®

Methimin-G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100mL contains：

DL-Methionine N.F. ……2.5gm

Thiamine Hydrochloride(B1) U.S.P ……25mg

Riboflavin(B2) J.P. …..10mg

Dextrose U.S.P ……10gm

適應症

維持肝臟正常功能、解毒、食慾不振、消除疲勞、酸中毒、

腹水、浮腫。

用法用量

牛、馬(大)：100~250mL

牛、馬(中)：50~100mL

牛、馬(小)：30~50mL

豬、羊、犬(大)：20~30mL

豬、羊、犬(中)：10~20mL

豬、羊、犬(小)：3~10mL

或按體重每公斤0.6mL，每日一次，行靜脈或肌肉注射；必

要時視症狀增加劑量及次數並連續使用。

第二類

E101398

維畜鈣注射液 ®

Polycalcium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Calcium Gluconate....500 mg

適應症

低血鈣、乳熱、四肢搐弱、缺鈣麻痺、產乳麻痺。過敏性、

中毒性及神經性疾患鈣代謝障礙、佝僂症、骨質軟化症、酮

尿症、新生動物機能萎縮。一般代謝障礙、分娩無力。農

藥、四氯化碳、鉛、氟、氰、草酸、酒石酸、有機氯、殺蟲

劑及其它化學藥品中毒，或肝損傷之預防及輔助治療。

用法用量

牛、馬(500kg↑)：90~125mL，牛、

馬(100~500kg)：30~90mL，犢牛、小馬：20~30mL，

羊：20~30mL，視症狀增減劑量，行皮下、肌肉或靜脈注

射。豬：20~30mL，皮下注射。仔豬：2~3mL，皮下注

射。犬：2~4mL，肌肉或靜脈注射。貓：0.5~3mL，肌肉注

射。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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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營養代謝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91547

複方維他命B注射液 ®

Vitalex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Thiamine Hydrochloride....100 mg

Riboflavin....5 mg

Pyridoxine Hydrochloride....5 mg

Niacinamide....50 mg

D-Panthenol....5 mg

適應症

口內炎、神經炎、營養失調、貧血、疲勞、營養補給，及維

他命B1、B2及B6缺乏諸症。

用法用量

小豬( 40公斤以下 )：1~2 mL。

中豬( 40~75公斤 )：2~3 mL。

大豬( 75公斤以上 )：3~5 mL。

牛馬：1~10 mL。

幼牛馬、綿羊、山羊：1~5 mL。

貓、狗、兔：1~2 mL。

行皮下、肌肉或靜脈注射。

第二類

N091924-60

通血能200注射劑 ®

Tonkey 200 ®

Injection 100mL/5vial

Each mL contains：

Iron Dextran eq. to Iron....200mg

適應症

豬：仔豬的缺鐵性貧血。

用法用量

腿深部肌肉注射鐵的劑量如下：

豬：每頭仔豬以100至200毫克的劑量，給予一次或每隔幾

日給予。

劑量可以根據症狀適當的增減調整。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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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營養代謝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452475-60

鈣立飲長效口服液劑 ®

Cow Glucon LA Oral Sol. ®

Solution 600mLx2btl/Box

主成分:葡萄糖酸 、磷酸二氫鈉、丙酸 (丙酸0.03%)

賦形劑:蘋果酸、檸檬酸、山梨糖醇 

適應症

乳牛分娩後迅速補充鈣。

用法用量

乳牛分娩結束後口服餵飼本品 600mL，24小時後再次餵飼

600mL。

 

N452482-60 / N452499-60

鈣立飲長效口服液劑 ®

Cow Glucon LA Oral Sol. ®

Solution 9L/Box、18L/Box

主成分:葡萄糖酸 、磷酸二氫鈉、丙酸 (丙酸0.03%)

賦形劑:蘋果酸、檸檬酸、山梨糖醇

適應症

乳牛分娩後迅速補充鈣。

用法用量

乳牛分娩結束後口服餵飼本品 600mL，24小時後再次餵飼

6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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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營養代謝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452509-60

鈣立飲散劑 ®

Cow Glucon Powder ®

Powder 400gmx30Bag/Box

主成分:葡萄糖酸 、磷酸二氫鈉

賦形劑:檸檬酸、甘草提取物、甜菊提取物、糊精

適應症

乳牛分娩後迅速補充鈣。

用法用量

1.將本品一袋(400gm)溶解於60℃~70℃的1~2公升熱水

中，或者溶解於40℃左右的6∼10公升熱水中，餵飼給分娩

結束的每頭母牛。

2.如果擔心分娩後的缺鈣，可增加1~2次餵飼。

※如果未達到上述規定量，可與味噌混合並使其飲用足夠的

水分。

 

 

N452516-60

鈣立飲粒料 ®

Cow Glucon Pellet ®

Pellet 20kg/Bag

主成分:葡萄糖酸鈣、氧化鎂、硫酸鐵、硫酸鋅、硫酸銅、

硫酸錳、硫酸鈷、碘酸鈣、丙酸鈣

賦形劑:麥麩、小麥粉、磷酸氫鈣、米糠油渣、小麥酒

糟(DDGS)

主要成分: 每公斤含有:

鈣(Ca) 50gm 鎂(Mg) 60gm 磷(P) 30gm

適應症

牛:含鈣成分，補充均衡的必需礦物質。

用法用量

請按照下列數量添加至每天每頭的飼料中。

1.泌乳牛: 100~300gm (分娩後7-10天)。

2.懷孕牛: 50~150gm (每月餵飼7-10天，直到分娩前7天)。

3.育成牛: 30~50gm (每月餵飼7-10天)。

4.育肥牛: 30~50gm (上市2個月前，每月餵飼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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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荷爾蒙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Hormone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611947-60

催產素注射劑 ®

Oxytocin ®

Injection 10mL/12vial

Each mL contains：

Oxytocin Synthetic....10Units

適應症

刺激子宮、增強分娩時子宮之收縮力，預防產後出血及產後

子宮鬆弛；治療分娩時子宮收縮無力、子宮出血及產後子宮

收縮不全。

用法用量

牛、馬：5~10 mL。

豬、羊：3~5mL。

犬、貓：0.1~1.5mL。

※使用本劑時，應在母畜子宮頸已擴張後才能注射，否則易

導致子宮破裂。施行肌肉或皮下注射。

第 一類

E614561-60

催產素注射劑 ®

Oxytocin ®

Injection 50mL/20vial

Each mL contains：

Oxytocin Synthetic…..10units

適應症

刺激子宮、增強分娩時子宮之收縮力，預防產後出血及產後

子宮鬆弛;治療分娩時子宮收縮無力、子宮出血及產後子宮

收縮不全。

用法用量

牛、馬: 5~10mL。

豬、羊: 3~5mL。

犬、貓: 0.1~1.5mL。

※使用本劑時，應在母畜子宮頸已經擴張後才能注射，否則

易導致子宮破裂。施行肌肉或皮下注射。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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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精神安定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ranquilizer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161238

畜舒坦 ®

Stroless ®

Injection 100mL/5vial

Each mL contains：

Azaperone....40mg

適應症

專用於控制豬精神安定方面：包括豬的狂燥、興奮時鎮靜、

移動、運輸或併欄時爭鬥防止及情緒緩和。

※ 肌肉注射時應使用消毒過之長注射針在耳根後垂直注射或

深入後腿，以避免因用法不正確或用量不足而導致效果不

良。

用法用量

攻擊性母豬：1mL/20kg，I.M.

緊迫之預防及緩解：0.5~1mL/20kg，I.M. 

公豬載運：0.5mL/20kg，I.M

急性心衰竭： 1mL/100kg，I.M.

※停藥期：7天。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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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1524

安蒙西林20% ®

Amoxicillin W.S.P 20% ®

W.S.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Amoxicilline Trihydrate....200gm(potency)

適應症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治療大腸桿菌症、沙氏桿菌症、細

菌性下痢及傳染性鼻炎。豬、仔牛：治療大腸桿菌感染症、

沙門氏菌感染症、赤痢、肺炎雙球菌感染症、嗜血桿菌性肺

炎、巴氏桿菌症、萎縮性鼻炎、丹毒、膿腫、腦膜炎等。

用法用量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使用本產品100公克溶於400公升水

中飲用，使用2-3天。豬：每公斤體重使用本劑50mg，一天

兩次，連續使用3~5天泡於水中飲用，或直接灌食。每噸飼

料添加本劑1,875-2,250公克，一天餵食劑量相當於每公斤

體重15毫克。治療期5天。仔牛：每公斤體重使用本

劑12mg，泡於水中飲用或灌食。

※停藥期：豬：15天，牛：20天，雞：5天。

第三類

E001672

安蒙西林20% ®

Amoxicillin W.S.P 20% ®

W.S.Powder 1kg/Bag

Each kg contains：

Amoxicilline Trihydrate....200gm(potency)

適應症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治療大腸桿菌症、沙氏桿菌症、細

菌性下痢及傳染性鼻炎。豬、仔牛：治療大腸桿菌感染症、

沙門氏菌感染症、赤痢、肺炎雙球菌感染症、嗜血桿菌性肺

炎、巴氏桿菌症、萎縮性鼻炎、丹毒、膿腫、腦膜炎等。

用法用量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使用本產品100公克溶於400公升水

中飲用，使用2-3天。豬：每公斤體重使用本劑50mg，一天

兩次，連續使用3~5天泡於水中飲用，或直接灌食。每噸飼

料添加本劑1,875-2,250公克，一天餵食劑量相當於每公斤

體重15毫克。治療期5天。仔牛：每公斤體重使用本

劑12mg，泡於水中飲用或灌食。

※停藥期：豬：15天，牛：20天，雞：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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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065

安蒙西林50% ®

Amoxicillin W.S.P 50% ®

W.S.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Amoxicilline Trihydrate....500gm(potency)

適應症

雞、火雞(不含蛋雞)：治療大腸桿菌症、沙門氏菌症、慢性

呼吸器病、傳染性鼻炎、細菌性下痢。

豬：治療大腸桿菌症、沙門氏菌症、嗜血桿菌性肺炎、巴氏

桿菌症、萎縮性鼻炎、丹毒、膿腫、腦膜炎等。

用法用量

豬：每公斤體重使用本劑20mg，一天兩次，連續使

用3~5天泡於水中飲用，或直接灌食。每噸飼料添加本

劑750-900公克，一天餵食劑量相當於每公斤體重15毫克。

治療期5天。

雞、火雞(不含蛋雞)：使用本劑100公克溶於1噸水中飲用，

使用2~3天。

※停藥期：雞：5天，豬：15天。

第三類

E001380

安蒙西林50% ®

Amoxicillin W.S.P 50% ®

W.S.Powder 1kg/Bag

Each kg contains：

Amoxicilline Trihydrate....500gm(potency)

適應症

雞、火雞(不含蛋雞)：治療大腸桿菌症、沙門氏菌症、慢性

呼吸器病、傳染性鼻炎、細菌性下痢。

豬：治療大腸桿菌症、沙門氏菌症、嗜血桿菌性肺炎、巴氏

桿菌症、萎縮性鼻炎、丹毒、膿腫、腦膜炎等。

用法用量

豬：每公斤體重使用本劑20mg，一天兩次，連續使

用3~5天泡於水中飲用，或直接灌食。每噸飼料添加本

劑750-900公克，一天餵食劑量相當於每公斤體重15毫克。

治療期5天。

雞、火雞(不含蛋雞)：使用本劑100公克溶於1噸水中飲用，

使用2~3天。

※停藥期：雞：5天，豬：1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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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P610569

賜福素散 ®

Cephalin ®

W.S.Powder 20kg/Bag

Each gm contains：

Cephalexin Monohydrate....15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犬、貓、猴對本劑具有感受性細菌，尤其對配尼西林有

抗藥性之葡萄球菌引起之感染。雞：傳染性可利查、支氣管

炎、慢性呼吸器病、葡萄球菌感染。豬：細菌性肺炎、肺

疫、豬丹毒、子宮內膜炎、產褥熱。

用法用量

犬、貓：每公斤體重投與本劑200mg即含Cephalexin

30mg力價，經口投與，每日二次。

雞、豬：每公升飲水添加本藥300~600mg。猴：每公斤體

重投與本劑166.7mg~333.4mg即含Cephalexin

25mg~50mg力價，經口投與，每日二次。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本劑不可連續使用7天以上，停藥期：2天。

第三類

P611285

賜福素散 ®

Cephalin ®

W.S.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Cephalexin Monohydrate....15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犬、貓、猴對本劑具有感受性細菌，尤其對配尼西林有

抗藥性之葡萄球菌引起之感染。雞：傳染性可利查、支氣管

炎、慢性呼吸器病、葡萄球菌感染。豬：細菌性肺炎、肺

疫、豬丹毒、子宮內膜炎、產褥熱。

用法用量

犬、貓：每公斤體重投與本劑200mg即含Cephalexin

30mg力價，經口投與，每日二次。

雞、豬：每公升飲水添加本藥300~600mg。猴：每公斤體

重投與本劑166.7mg~333.4mg即含Cephalexin

25mg~50mg力價，經口投與，每日二次。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本劑不可連續使用7天以上，停藥期：2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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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656

可立使淨－110 ®

Colistin-110 ®

Powder 20kg/Bag

Each gm contains：

Colistin sulfate.....11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牛、豬，對本劑具有感受性細菌(沙氏桿菌，大腸桿

菌)引起之下痢。

用法用量

牛：依每日每公斤體重經口投予本劑18~45mg。

豬：依每日每公斤體重經口投予本劑36~90mg。

※停藥期：3天。

第三類

E001005

林可黴素－110 ®

Lincomycin-110 ®

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Lincomycin HCL....110 gm (potency)

適應症

豬：治療對本劑有感受性豬赤痢螺旋體引起的感染。

用法用量

每噸飼料添加本品0.4~1kg(44~110ppm)，連續使

用5~10天。

※ 停藥期：4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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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041

林可黴素－220 ®

Lincomycin-220 ®

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Lincomycin HCL....220 gm (potency)

適應症

豬：治療對本劑有感受性豬赤痢螺旋體引起的感染。

用法用量

每噸飼料添加本品0.2~0.5kg(44~110ppm)，連續使

用5~10天。

※ 停藥期：4天。

第三類

E001665

林可黴素 40% ®

Lincomycin 40% ®

W.S.Powder 1kg/Bag

Each kg contains：

Lincomycin HCL....400 gm (potency)

適應症

豬：治療赤痢

肉雞：治療壞死性腸炎

用法用量

豬：每4.5公升飲水添加相當於250 mg的Lincomycin，連續

最多投予10天。

雞：每公升飲水添加相當於16.9 mg的Lincomycin，連續使

用7天。

※ 停藥期：豬：1天，雞：2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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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405

可賜興－666 ®

Cotusin-666 ®

W.S.Powder 750gm/Tin

Each 150g contains：

Lincomycin HCL....33.3gm(potency)

Spectinomycin HCL....66.7gm(potency)

適應症

豬：治療赤痢、細菌性下痢及黴漿菌性肺炎。

雞：治療慢性呼吸器病及葡萄球菌症。

用法用量

豬：每200公升飲水添加本藥19公克。

雞：每200公升飲水添加本藥75公克。

1.本劑不可與紅黴素同時使用。

2.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甪，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停藥期：8天。

第三類

N000883

多欣－200 ®

Doxin-200 ®

W.S.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Doxycycline Hyclate....200 mg (potency)

適應症

治療家禽CRD及併發症如：可利查、家禽霍亂；治療豬細菌

性肺炎及大腸桿菌感染症。

用法用量

添加於飲水中，劑量為50ppm，即1噸水中添加本劑250公

克。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停藥期：3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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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171552

肥力王－VN ®

Feradox-VN ®

W.S.Powder 460gm/Bag

每公斤含有：

Neomycin Sulfate...11.628g

Vit.A...1,395,349I.U.，Vit.D3...465,116I.U.

Vit.K...1.163g，Vit.E...744 I.U.，Vit.B1...0.465g

Vit.B2...1.395g，Vit.B12...6.977mg，Vit.B5...9.302g

Fe...15.4 g，Cu...0.465g

適應症

治療仔豬細菌性腸炎及貧血。

用法用量

豬：

1.每天每窩(10隻)20日齡內仔豬使用量：每1公升飲水添

加23公克口服投予。

2.每天每窩(10隻)20日齡以上仔豬使用量：每2公升飲水添

加23公克口服投予。

第三類

N000151

獲利欣 1% ®

Floricin 1% ®

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Florfenicol....10 gm

適應症

豬: 治療放線桿菌胸膜肺炎、巴氏桿菌肺炎、沙氏桿菌症、

大腸桿菌及其他對本劑具有感受性之細菌所引起之感染。

土番鴨(不含產蛋中之蛋鴨): 治療水禽雷氏桿菌之感染症。

用法用量

豬: 每噸飼料添加本劑2~4公斤，或每公斤體重投與本

劑0.1~0.2公克(相當於Florfenicol 1~2毫克)。

土番鴨：每公斤體重投與本品4公克(相當於Florfenicol 40毫

克)。，每天一次，連續使用5天。

※停藥期：豬：3天，土番鴨：14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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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711

獲利欣10% ®

Floricin 10% ®

Powder 10kg/Bag

Each kg contains：

Florfenicol….100 gm

適應症

豬: 治療放線桿菌胸膜肺炎、巴氏桿菌肺炎、沙氏桿菌症、

大腸桿菌及其他對本劑具有感受性之細菌所引起之感染。

土番鴨(不含產蛋中之蛋鴨): 治療水禽雷氏桿菌之感染症。

用法用量

豬: 每噸飼料添加本劑0.2~0.4公斤，或每公斤體重投與本

劑0.01~0.02公克(相當於Florfenicol 1~2毫克)。

土番鴨：每公斤體重投與本品0.4公克(相當於Florfenicol

40毫克)，每天一次，連續使用5天。

※停藥期：豬：3天，土番鴨：14天。

第三類

N000577

羥四環素－220 ®

Oxytetracycline-220 ®

Powder 25kg/Bag

Each kg contains：

Oxytetracycline Base....220 gm (potency)

適應症

雞、火雞、鴨(不含產蛋中之蛋禽):治療包括大腸桿菌敗血

症、家禽霍亂、雛白痢、鴨敗血症、臍炎、傳染性鼻炎及慢

性呼吸器病。豬:治療呼吸道及腸道細菌性下痢，如萎縮性

鼻炎、黴漿菌肺炎、放線桿菌胸膜肺炎(APP)、細菌性腸

炎、增殖性腸病極大腸桿菌、沙氏桿菌感染症。犢羊、犢

牛:治療呼吸道、敗血症及腸道感染，包括由沙氏桿菌和巴

氏桿菌引起的感染。

用法用量

雞、火雞、鴨(不含產蛋中之蛋禽):每公噸飼料添

加0.5~0.9公斤。豬:每公噸飼料添加0.5~0.9公斤。犢羊、犢

牛:每公噸飼料添加2.7公斤。

※ 停藥期：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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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216

羥四環素－500 ®

Oxytetracycline-500 ®

W.S.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Oxytetracycline HCL....500 mg (potency)

適應症

治療豬具敏感性細菌感染所引起的腸炎及肺炎；治療雞具敏

感性細菌感染所引起的慢性呼吸器病、傳染性可利查及下

痢。

用法用量

豬：每10公升飲水添加本劑2公克，連續使用3~5天。

雞：每10公升飲水添加本劑2公克，連續使用3~5天。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甪。

※ 停藥期：3天。

第三類

N001190

氯多欣散劑 ®

Chlordoxin 15.4% Powder ®

Powder 25kg/Bag

Each kg contains：

Chlortetracycline calcium Eq. to Chlor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154gm

適應症

雞：治療對本劑有感受性之大腸桿菌感染症。 

豬：治療對本劑有感受性之鉤端螺旋體所引起之感染症。

用法用量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連續使用本劑5日。 

豬：連續使用本劑14日。

注意事項：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禽不得使

用。

※停藥期：2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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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443

泰康欣－200 ®

Tiacosin-200 ®

Powder 10kg/Bag

Each kg contains:

Tilmicosin phosphate....200 gm (potency)

適應症

控制由放線桿菌(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iae)，黴漿

菌(Mycoplasma Hyopneumoniae)，巴斯德桿

菌(Pasteurella Multocida)或其它對Tilmicosin敏感的微生物

所引起的肺炎。

用法用量

治療肥育期豬隻肺炎：

2kg/每噸飼料，連續餵食14天。

※ 停藥期：14天。

第三類

E001586

泰康欣 250 ®

Tiacosin 250 ®

Solution 480 mL/Btl

Each mL contains：

Tilmicosin phosphate eq. to Tilmicosin 250mg (potency)

適應症

豬：對因Mycoplasma hyopneumoniae、Pasteurella

multocida、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

Actinomyces pyogenes所引起的豬呼吸道疾病之治療。

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對因Mycoplasma gallisepticum以

及M. synoviae所引起的雞呼吸道疾病之治療。

用法用量

豬：100公升的飲水中加入81毫升的泰康欣濃縮液，且連續

使用5天。雞(不含產蛋中之蛋雞)：100公升的飲水中加

入30毫升的泰康欣濃縮液，且連續使用3天。藥用飲水應

每24小時更新，以確保新鮮。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用。

※停藥期：豬：14天。雞：12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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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治療用散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Therapeutic powder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742

泰樂新AT-50散劑 ®

Tylosin AT-50 ®

Powder 10kg/Bag

Each gm contains：

Acetylisovaleryltylosin tartrate.....50mg(potency)

適應症

治療豬地方性肺炎、黴漿菌性關節炎、鼻炎。

治療雞(不含蛋雞)慢性呼吸器病、黴漿菌、葡萄球菌及鏈球

菌感染症。

用法用量

每噸飼料添加0.4~1公斤，視病情連續使用5~7天。

※停藥期：豬：3天，雞：5天。

第三類

N170850

泰利美寧 ®

Trimerin ®

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Sulfadimethoxine....400 mg

Trimethoprim....80 mg

適應症

豬：各種細菌性下痢、黃白痢、MMA綜合症、細菌性肺

炎、關節炎、鼻炎。

雞：細菌性下痢、白痢、傳染性可利查、家禽霍亂、大腸桿

菌症。

用法用量

治療：

每噸飼料添加本品400gm

雞16週齡以上不得使用．產蛋中之蛋雞不得使甪。

※ 停藥期：15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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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含藥物飼料添加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Medicated feed additive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498

中化泰妙素 20% ®

C.C.P.C. Tiamulin 20% ®

Powder 1kg/Bag

Each kg contains：

Tiamulin hydrogen fumarate....200gm(potency)

適應症

豬：傳染性肺炎與呼吸道感染及豬赤痢的治療。

雞：治療慢性呼吸道疾病混合感染症、傳染性鼻竇炎等疾

病。

※請勿與抗球蟲劑Monensin、Narasin、Salinomycin併

用，以防毒性發生。

用法用量

豬：

流行性肺炎：添加1kg/每噸飼料，連續使用5~7天。

豬赤痢：添加0.5kg/每噸飼料，連續使用3~6天。

雞：每噸飼料添加1~2公斤，連續使用3~5天。

※ 停藥期：7天。

第三類

P611199

中化泰妙素 20% ®

C.C.P.C. Tiamulin 20% ®

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Tiamulin hydrogen fumarate....200gm(potency)

適應症

豬：傳染性肺炎與呼吸道感染及豬赤痢的治療。

雞：治療慢性呼吸道疾病混合感染症、傳染性鼻竇炎等疾

病。

※請勿與抗球蟲劑Monensin、Narasin、Salinomycin併

用，以防毒性發生。

用法用量

豬：

流行性肺炎：添加1kg/每噸飼料，連續使用5~7天。

豬赤痢：添加0.5kg/每噸飼料，連續使用3~6天。

雞：每噸飼料添加1~2公斤，連續使用3~5天。

※ 停藥期：7天。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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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含藥物飼料添加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Medicated feed additive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E003007

泰黴素－220 ®

Tylosin-220 ®

Powder 20kg/Bag

Each kg contains：

Tylosin phosphate....220 gm (potency)

適應症

雞：促進生長及改進飼料利用效率

產蛋雞：改進飼料利用效率

豬：1.可預防豬赤痢，2.促進生長及改進飼料利用效率

用法用量

雞：每噸飼料添加20~250公克。

產蛋雞：每噸飼料添加100~250公克。

豬：1.預防豬赤痢：每噸飼料添加454~500公克連續餵

飼3週後，改用200公克至出售。2.促進生長及改進飼料利用

效率：(1)體重60kg以上的豬：每噸飼料添加50~100公克，

(2)體重30~60kg的豬：每噸飼料添加100~200公克， (3)體

重10~30kg的豬：每噸飼料添加100~500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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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其他製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Other preparation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000113

克嗽靈 ®

Cousorin ®

Powder 1kg/Bag

Each gm contains：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5mg

DL-Methyl Ephedrine HCL....10mg

Guaiacol Glyceryl Ether....10mg

Dextromethorphan HBr....1mg

Caffeine....20mg

適應症

豬、雞：治療因支氣管炎、咽喉炎、感冒、急慢性呼吸道症

等疾病所引起之一般咳嗽及氣喘症狀、過敏性疾患及降低呼

吸道的液體粘著力和表面張力，促進黏液的排出等。

用法用量

豬：混合於飼料中供服，按體重每6公斤服用本劑1公克，每

天1~2次，重症者可酌予增加。

雞：每噸飲水添加本劑0.5~1公斤，每天1~2次，重症者可

酌予增加。

第一類

N000319

克嗽靈 ®

Cousorin ®

Powder 20kg/Bag

Each g contains：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5mg

DL-Methyl Ephedrine HCL....10mg

Guaiacol Glyceryl Ether....10mg

Dextromethorphan HBr....1mg

Caffeine....20mg

適應症

豬、雞：治療因支氣管炎、咽喉炎、感冒、急慢性呼吸道症

等疾病所引起之一般咳嗽及氣喘症狀、過敏性疾患及降低呼

吸道的液體粘著力和表面張力，促進黏液的排出等。

用法用量

豬：混合於飼料中供服，按體重每6公斤服用本劑1公克，每

天1~2次，重症者可酌予增加。

雞：每噸飲水添加本劑0.5~1公斤，每天1~2次，重症者可

酌予增加。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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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其他製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Other preparation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P611450

長生精精液稀釋劑 ®

Semengra Semen Extender ®

Powder 25gm*2Bag

 

適應症

公豬精液稀釋及延長精液保存時間。

用法用量

請詳閱說明書。

 

E451509

速保精Ⅱ精液稀釋液 ®

Sperm-up Ⅱ ®

Solution 500mL/20Btl

 

適應症

公豬精液稀釋及延長精液保存時間。

用法用量

請詳閱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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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豬用藥品 其他製劑

Drugs for Pigs and Cattle Other preparations

產

品

製品

編號

品

名

成

份

說

明

處方

藥別

N131125

賜滅痢注射液 ®

Smelin ®

Injection 100mL/10vial

Each mL contains：

Benzetimide hydrochloride equivalent to

Benzetimide....0.15mg

適應症

牛、羊、豬、狗下痢症狀之治療。

用法用量

牛、羊：每10公斤體重肌肉注射1mL最高投予量為20mL。

豬、狗：每2.5公斤體重肌肉注射1mL。

如有必要時，可每隔24小時後，重複注射Benzetimide治

療。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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