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您應考慮使用 VASCEPA® (icosapent ethyl) 保護您的心臟的原因 
只有處方 VASCEPA® 能在您服用他汀類藥物時為您增加 
25% 心臟保護率
講到心臟健康，是時候超越他汀類藥物了。如您患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及高三酸甘油酯 (≥150 mg/dL)，
請服用 VASCEPA 讓您的心臟更好康復。

經臨床證明 FDA 核准 無學名藥替代品 無明顯魚油

經臨床驗
證，VASCEPA 與他汀
藥物一併使用時，可
將危及生命的心臟病
發作或中風的機率降
低 25%。*在一項臨床
研究中，與服用安慰
劑之患者 (22%) 相比
較，接受 VASCEPA 治
療的患者出現心血管
事件 (17.2%) 的機率
較低。

僅 VASCEPA 已獲 
FDA 核准用於在加入
他汀類藥物時降低您
的心臟病發作或中風
的風險。

學名藥 icosapent 
ethyl 及含有 DHA 
的 omega-3s，例如 
Lovaza® （omega-3 酸
乙酯）未有經過臨床驗
證，亦未獲 FDA 核准用
於降低您的心臟病發作
或中風的風險。

在經過數十年研究
後，FDA 發現  
魚油膳食補充劑不符合
重大科學健康聲明之
標準。

*REDUCE-IT® study. N Engl J Med. 2019;380(1):11-22.
 †商業保險患者提供項目限制之節省詳情，請參閱背面。

適應症及重要安全資訊
什麼是 VASCEPA？
VASCEPA 為以下用途之處方藥物：
• 與部分藥物（他汀類藥物）一併使用，以減少患有心臟（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以及超過兩個其他心臟病風險

因素的成年人患心臟病、中風及部分類型需要入院治療之心臟問題風險。
VASCEPA 是否對兒童安全有效，乃未知因素。
重要安全資訊
誰不應服用 VASCEPA 藥物？
• 如對 icosapent ethyl 或 VASCEPA 任何成分敏感，請勿服用 VASCEPA。
VASCEPA 有什麼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VASCEPA 可能引起嚴重副作用，包括：
• 心律問題（心房纖維性顫動及心房撲動）。 

請參閱背面之額外重要安全資訊以及隨附之完整處方資訊，包含患者資訊。

檢查您的處方，看一下是否有規定「遵醫囑配藥 (DAW)」或「品牌醫療
需要」。如無，請要求醫生加入；此項非常重要。

僅需 $9 的低價格即可享用 90 日；請參閱背面瞭解獲取優惠之資格。† 



C HANGE  H EALTH C ARE  
BIN# 004682
PCN# CN
GRP# ECVASCEPA
ID# 59021139303

僅需 $9 
的低價格即可享用 90 日。*

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無須啟用。
*適用限制條件。請參閱背面瞭解詳情。
報銷額度限每月 $150，或 90 日期間 $450。

支援人：

藥劑師及受益人：當您使用本卡片時，您保證您未曾且不會在任何聯
邦、州或其他政府計畫下提交關於此處方之報銷申請。

無任何替代品：只有 VASCEPA® 能在您服用他汀類藥物時為您增
加心臟保護率
請謹記，VASCEPA 有別於非諾貝特類藥物（Trilipix® 緩釋膠囊 [fenofibric acid]），屬於降低
三酸甘油酯之治療。非諾貝特未獲 FDA 核准  
用於與他汀類藥物一併使用而減低心臟病或中風之風險。

使用 VASCEPA 儲蓄卡、持有商業保
險的患者，僅需  
$9 的低價格即可享用 90 日*  

（每月僅需 $3！）
視乎供應量而定。適用限制條款。*

重要安全資訊（續）
VASCEPA 有什麼可能出現的副作用？（續）
VASCEPA 可能引起嚴重副作用，包括：（續）

 在服用 VASCEPA 的人員中，特別是患有心臟（心血管）疾病、或有心臟（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的糖尿病之人
士，或曾有心律問題之人士，其心律問題有轉為嚴重的可能性，且會引致入院留醫。如您出現任何心律問題之
症狀，例如心跳過快且不規則、眩暈、呼吸急促、胸部不適或昏厥，請告知您的醫生。

• 如您對魚類或貝類敏感，則有可能出現過敏反應。如您出現過敏反應的跡象或症狀，請立即停止服用
VASCEPA 並立即告知您的醫生，或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 出血。服用 VASCEPA 的人員會出現嚴重出血。倘若您亦有服用血液稀釋劑，則出血風險有可能增加。
如您有肝臟問題且正在服用 VASCEPA，您的醫生應在治療期間進行血液檢查。
VASCEPA 最為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 肌肉及關節疼痛
• 手、腳或腳掌腫脹
• 便秘
• 痛風
• 心律問題（心房纖維性顫動）
這些並非 VASCEPA 可能出現的全部副作用。請致電醫生獲取關於副作用之醫療建議。如需報告不良事件（例
如，副作用）或作出產品投訴，請聯絡 AmarinConnect（電話號碼為 1-855-VASCEPA (1-855-827-2372)，電子
信箱為 AmarinConnect@Amarincorp.com）或致電 FDA（電話號碼為 1-800-FDA-1088）。
如有服用影響血液凝固的藥物（抗凝血劑或血液稀釋劑），請告知您的醫生。
請參閱隨附之完整處方資訊，包括患者資訊。

VASCEPA、Amarin、REDUCE-IT 及 Vascepa/Amarin 標誌為 Amarin 集團公司之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
為其各自所屬公司之材料。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USA.  保留一切權利。  US-VAS-03430  10/2021

* 不得用於由聯邦或州醫療計畫部分支付之處方藥，包括 Medicare、Medicaid、Medicare Advantage、Medicare Part D、Tricare 及 VA。不適用於麻薩諸塞州
或佛蒙特州居民，或在該等州份有執照之醫療專業人員、18歲以下之患者、法律或患者保險計畫被禁止使用，或受徵稅或限制使用之地方。最多可節省金額為
每月 $150，或 90 日供應期間 $450。合資格患者包括參加商業保險、透過醫療保健交易所或以現金支付之患者。優惠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掃描此處瞭解獲取 
VASCEPA 之逐步指引。

請確認是否有規定「遵醫囑配藥 (DAW)」或「品牌醫療需要」之規定 
是否已列入您的處方，以保證您是否獲得所需之經證實心臟保護

膠囊並非實際大小。



 

 
  

 
C HANGE  H EALTH C ARE  
BIN# 004682
PCN# CN
GRP# ECVASCEPA
ID# 59021139303

僅需 $9 
的低價格即可享用 90 日。*

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無須啟用。
*適用限制條件。請參閱背面瞭解詳情。
報銷額度限每月 $150，或 90 日期間 $450。

支援人：

藥劑師及受益人：當您使用本卡片時，您保證您未曾且不會在任何聯
邦、州或其他政府計畫下提交關於此處方之報銷申請。

不接受任何替代品：  
如何獲得您的醫生開出的 VASCEPA® (icosapent ethyl)

第 1 步：  
在醫生的診症室

檢查您的處方，看一下是否有規定「遵醫囑配藥 (DAW)」或「品牌
醫療需要 (BMN)」。  
如無，請要求醫生加入；此項非常重要。

為何？倘若未有註明「DAW」或「BMN」，藥劑師或會認為可以使
用學名藥代替 VASCEPA。因此，請保證您能夠按處方獲得 FDA 
核准的 VASCEPA 範圍內的 CV 保護。

第 2 步：  
在配藥期間 如您持有商業保險，請向您的藥劑師出示您的 VASCEPA 儲蓄卡*。

為何？藥房可能出於為您節省金錢的理由而使用學名藥。請務必
告知他們，學名藥（icosapent  
ethyl、含有 DHA 的 omega-3s）及魚油膳食補充劑無法提供像  
VASCEPA 一樣經證實的心臟保護。
傳送簡訊 VASCEPA 至 26789，以保留 VASCEPA。您的 ID# 為：59021139303。

第 3 步：   
在取藥期間

請務必取得醫生開出的品牌藥，方可離開藥房。 

為何？您的醫生專門為您在處方中開出 FDA 核准之 
VASCEPA，因此您可獲得經證實的心臟保護。請在每一次取
藥時特別要求提供 VASCEPA。

*須符合資格要求。適用限制條款。

適應症及重要安全資訊
什麼是 VASCEPA？
VASCEPA 為以下用途之處方藥物：
• 與部分藥物（他汀類藥物）一併使用，以減少患有心臟（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以及超過兩個

其他心臟病風險因素的成年人患心臟病、中風及部分類型需要入院治療之心臟問題風險。
VASCEPA 是否對兒童安全有效，乃未知因素。
重要安全資訊
誰不應服用 VASCEPA 藥物？
• 如對 icosapent ethyl 或 VASCEPA 任何成分敏感，請勿服用 VASCEPA。
VASCEPA 有什麼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VASCEPA 可能引起嚴重副作用，包括：
• 心律問題（心房纖維性顫動及心房撲動）。  

請參閱背面之額外重要安全資訊以及隨附之完整處方資
訊，包含患者資訊。



重要安全資訊 （續）
VASCEPA 有什麼可能出現的副作用？（續）
VASCEPA 可能引起嚴重副作用，包括：（續）
   在服用 VASCEPA 的人員中，特別是患有心臟（心血管）疾病、或有心臟（心血管）疾病風險因

素的糖尿病之人士，或曾有心律問題之人士，其心律問題有轉為嚴重的可能性，且會引致入
院留醫。如您出現任何心律問題之症狀，例如心跳過快且不規則、眩暈、呼吸急促、胸部不適
或昏厥，請告知您的醫生。

• 如您對魚類或貝類敏感，則有可能出現過敏反應。如您出現過敏反應的跡象或症狀，請立即
停止服用 VASCEPA 並立即告知您的醫生，或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 出血。服用 VASCEPA 的人員會出現嚴重出血。倘若您亦有服用血液稀釋劑，則出血風險有
可能增加。

如您有肝臟問題且正在服用 VASCEPA，您的醫生應在治療期間進行血液檢查。
VASCEPA 最為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 肌肉及關節疼痛
• 手、腳或腳掌腫脹
• 便秘
• 痛風
• 心律問題（心房纖維性顫動）
這些並非 VASCEPA 可能出現的全部副作用。請致電醫生獲取關於副作用之醫療建議。如
需報告不良事件（例如，副作用）或作出產品投訴，請聯絡 AmarinConnect（電話號碼為 
1-855-VASCEPA (1-855-827-2372)，電子信箱為 AmarinConnect@Amarincorp.com）或致
電 FDA（電話號碼為 1-800-FDA-1088）。
如有服用影響血液凝固的藥物（抗凝血劑或血液稀釋劑），請告知您的醫生。
請參閱隨附之完整處方資訊，包括患者資訊。

VASCEPA、Amarin 及 Vascepa/Amarin 標誌為 Amarin 集團公司之註冊商
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所屬公司之材料。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USA.   
保留一切權利。  US-VAS-03434  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