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本指引與您的醫生商討 VASCEPA 如何有助您降低持續心血管風險 (P-CVR)——即使您正在服用他汀類
藥物及控制心血管 (CV) 風險因素，而心血管 (CV) 風險仍然存在。倘若您未完成此一動作，請預約醫生門診並
向其查詢 VASCEPA 是否適合您。

有多個不同因素會提示您的心血管事件（例如，心臟病、中風）風險。請在下方核取全部適用於您的心血管 
風險因素，然後與您的醫生商討，以進一步瞭解您的個人風險水平。  

立即加入您的心臟保險計畫 

第 1 步：   瞭解您的心血管風險

第 2 步：   告知醫生您正在服用的藥物
若您服用影響血液凝固之藥物（抗血凝劑或血液稀釋劑），您的醫生可能會對您加以監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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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您自己現時服用的藥物及補充劑是否對您的心臟健康有足夠作用。例如，魚油補充劑與 Omega-3 酸乙酯、非諾貝特及菸
鹼酸等藥物，未獲 FDA 核准用於與他汀類藥物共同使用而降低心血管風險。

  過往心血管事件，例如  
心臟病或中風

 吸菸史

 腎臟病症

 糖尿病

 超重/肥胖症

 高血壓

 身體活動少 

 心血管病症之家族病史 

 高三酸甘油酯  高膽固醇 

  雙臂或雙腿 
血流問題 (PAD)

  年齡（男性 45 歲以上  
女性 55 歲以上） 

請參閱下一頁之額外重要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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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時進行低脂肪及低膽固醇飲食，以降低成年人高三酸甘油酯（脂肪）水平。

VASCEPA 能否改變您罹患胰腺炎（胰臟炎）的風險，乃未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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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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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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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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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瞭解 VASCEPA 之詳情，請參閱隨附之患者資訊或撥打 1-855-VASCEPA (1-855-827-2372)。

VASCEPA 儲蓄卡已經啟用，並可隨時使用。請將該卡片與您的 VASCEPA 
一併交予藥劑師，以開始您的儲值。
為兌現此優惠，您須持有 VASCEPA 有效處方，並持有商業保險或以現金付款。請遵循醫生之
劑量指示。

須符合資格要求。請參閱以下的優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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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的條款和條件。如需合格標準與其他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s://vascepa.copaysavingsprogr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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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4 步：   VASCEPA 節約計畫

第 3 步：   展開一場無障礙的 VASCEPA 對話

當到了與醫生商討 VASCEPA 藥物之時，請考慮一些關鍵問題，以有助充分利用您的門診效益。您可從這幾個問題開始。請核
取下方之方框，以助您將其記錄，同時請務必做好筆記！如您以虛擬形式就診，請詢問是否需要血液檢查。 

有什麼可以將我們心血管風險  
事件降低 25%*？

我是否須服用他汀類藥物才能讓 VASCEPA 的益
處得以發揮？

倘若我正在服用他汀類藥物，VASCEPA 能否為
我增加心血管 (CV) 保護？

在服用其他藥物和補充劑與 VASCEPA（例如血液稀釋劑）
的同時，是否可服用其他藥物？

如果 VASCEPA 不適合我，我應該服用多少膠囊和
多常服用？

我應該知道哪些有關 VASCEPA 副作用的資訊？ 

圖片僅供作為說明用途。顯示的膠囊和實際產品可能不同。

僅需 $9 
的低價格即可享用 90 日。*

截止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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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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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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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撥打 1-800-FDA-1088 向 FDA 報告各種副作用。
我應如何儲藏 VASCEPA 藥物？
∞  將 VASCEPA 儲藏於溫度介於 68° 至 77° F（20° 至 25° C）的房間。
∞  以安全的方式棄置過期或不再使用的藥物。 
將 VASCEPA 及所有藥物放置於遠離孩童之處。
關於安全有效使用 VASCEPA 之一般資訊。 
藥品有時會被用於《患者資訊手冊》所列以外之事項。請勿將 VASCEPA 
用於處方以外之疾病。切勿將 VASCEPA 轉交他人使用，即使您與他們有
著相同的病症。這可能會造成傷害。您可向您的藥劑師或醫療服務提供
者查詢 VASCEPA 之相關資訊，而該等資訊乃專為健康專家而編寫。 
VASCEPA 的成分有什麼？
有效成份：icosapent ethyl 
非活性成份：生育酚、明膠、甘油、麥芽糖醇、山梨糖醇及純淨水 
VASCEPA 為 Amarin 集團公司之註冊商標。  
©2019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08807.保留一切權利 
發行者：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USA 
生產製造：Amarin Pharmaceuticals Ireland Limited Dublin, Ireland 
+1-855-VASCEPA (+1-855-827-2372) www.vascepa.com
如要瞭解詳情，請造訪 www.vascepa.com 或撥打 1-855-VASCEPA 
(1-855-827-2372)。 
本項患者資訊已獲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核准。
PP00120M 修訂：2019 年 12 月

患者資訊 
VASCEPA®（讀音為 vas-EE-puh）(icosapent ethyl) 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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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時進行低脂肪及低膽固醇飲食，以降低成年人高三酸甘油酯（脂肪）
水平。

VASCEPA 能否改變您罹患胰腺炎（胰臟炎）的風險，乃未知因素。
VASCEPA 是否對兒童安全有效，乃未知因素。
如對  icosapent ethyl 或 VASCEPA 的任何成分敏感，請勿服用 
VASCEPA。關於 VASCEPA 完整成分之清單，請參閱本說明書結尾。 
在服用 VASCEPA 之前，請將您一切之醫療狀況告知您的醫生，包括您是
否有以下狀況：
∞ 患有糖尿病。
∞ 患有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甲狀腺機能減退症）。
∞ 患有肝臟疾病。
∞ 患有胰腺疾病。
∞  對魚類或貝類過敏之人士。對魚類或貝類過敏之人士，是否也對 

VASCEPA 過敏，乃未知因素。
∞  現正懷孕，或有計畫懷孕。VASCEPA 是否會對您未出生的嬰孩有害，乃

未知因素。
∞  正在進行母乳哺乳或計畫進行母乳哺乳。VASCEPA 可以進入您的母

乳，並傷害您的嬰孩。如您服用 VASCEPA，請與您的醫生商討餵養嬰孩
的最佳方式。

將您服用的全部藥物告知您的醫生， 包括處方藥及非處方藥、維他命、膳
食或草藥補充劑。 
VASCEPA 可能與您正在服用的藥物產生相互作用。
如有服用影響血液凝固的藥物（抗凝血劑或血液稀釋劑），請特別告知您
的醫生。
我應如何服用 VASCEPA 藥物？
∞ 服用 VASCEPA 藥物時，請嚴格遵照醫生指示。
∞  在未有與醫生商討之情況下，請勿變更您的劑量或暫停服用 VASCEPA 

藥物。
∞  切勿服用超出醫生處方量之膠囊。
 ∞  如您獲得開出處方之數量為 0.5 克膠囊，則您每日在進食時同時服用

之數量不得超過 8 粒膠囊。 
 ∞  如您獲得開出處方之數量為 1 克膠囊，則您每日在進食時同時服用之

數量不得超過 4 粒膠囊。 
∞  將 VASCEPA 膠囊整粒服用。在吞服 VASCEPA 膠囊之時，請勿打碎、壓

碎、溶解或咀嚼。
∞  如您忘記服用某一劑 VASCEPA，請在記起時立即服用。然而，如您已遺

漏服用一天的 VASCEPA 用藥量，請勿於再次服用時增加至雙倍劑量。
∞  您的醫生在為您開出 VASCEPA 前，首先會讓您開始進行低飽和脂肪、

低膽固醇、低碳水化合物及低添加糖的飲食。服用 VASCEPA 時請保持
這一飲食。

∞  您的醫生會在您服用 VASCEPA 時為您進行血液檢測，以確認您的三酸
甘油酯及其他脂質水平。

VASCEPA、Amarin 及 Vascepa/Amarin 標誌為 Amarin 集團公司之註冊商標。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08807。保留一切權利。  US-VAS-03442  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