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齡 昇髮密碼養髮液 2%
強化髮質 / 防止落髮、稀疏、斷裂 / 改善禿髮
清香配方
本品用於患雄激素性脫髮之女性及男性病人可刺激毛髮生長，防止落髮斷裂惡化，改善禿髮及頭
髮稀疏的現象。因為它能深入髮根，促進原來已有萎縮跡象的毛髮逐漸生長，達到毛髮再生，強
化髮質的功效。
作用特點： 依文獻記載 Minoxidil 局部使用時，於臨床上發現其可刺激雄激素性禿髮者之毛髮
生長，大約使用 4 個月或 4 個月以上即開始刺激毛髮生長，但其對於治療雄激素
性禿髮之確實作用機轉未明。局部使用後，Minoxidil 很少被正常完整之皮膚吸收，
總使用量之 1.4% (範圍為 0.3~4.5%) 最後會進入全身性循環。局部使用本品後，血
清之 Minoxidil 濃度決定於皮膚吸收率，如停止局部投與，則約有 95%全身性吸收
之 Minoxidil 於 4 日內排出，因此本品不影響人體之中樞神經系統功能。本品在刺
激毛髮生長與防止落髮惡化的同時，不影響正常人及高血壓患者之血壓。本品不
干擾血管運動性反射，故不引起立位性低血壓。
成
分： Each ml contains：
Minoxidil............................................................................................20.0 mg
適 應 症： 雄激素性禿髮(Alopecia androgenetica)。
注意事項： 1.雖然本品經臨床實驗，未曾顯示被足量之 Minoxidil 吸收而引致全身性效應，但
部份 Minoxidil 確實可經由皮膚吸收，故可能出現全身性作用，例如鹽、水滯留，
全身性與局部性水腫、心包滲液、心包炎、心包填塞，心跳加速，心絞痛或加重
因藥物如 Guanethidine 所引起的立位性低血壓。有潛在心臟病病史之病人使用
本品，可能使病情加重。
2.本品不可與眼睛、擦傷的皮膚、黏膜接觸，如不慎接觸時應以大量冷水沖洗。
3.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4.孕婦或授乳婦不可使用本品。
5.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為輕微的局部皮膚刺激反應如皮膚炎、皮膚乾燥、多毛症等。
警
語： 已知對 Minoxidil 過敏者不可使用。
賦 形 劑： Propylene Glycol、Ethanol、Fragrance、Purified Water。
用法用量： 本品僅供外用。不可用於身體任何其他部位，總量 1ml 之＂PBF Minoxidil Solution
＂由患部中心開始，施用於頭皮，每日兩次。此劑量與患部大小無關。每日總劑
量不可超過 2ml，使用＂PBF Minoxidil Solution＂後，需徹底洗手。使用時，毛髮
和頭皮需完全乾燥，不可使用吹風機加速本品之乾燥，因對頭皮吹風會降低本品
的效果。
包
裝： 4000 毫升以下塑膠瓶裝、玻璃瓶裝。
衛署藥製字第 035821 號 GMP G-1170。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藥
商：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16 樓。
製 造 廠：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鎮廠。
廠
址：桃園市平鎮區興隆路 266 號。

PBF

Minoxidil Solution 2%

Reinforce the character of hair.
Prevent hair losing, thinning, torn
and thus improve alopecia.
PBF Minoxidil Solution 2%
contains 20 mg/ml of minoxidil
which stimulates hair growth
for the treatment of
androgenetic alopecia both
in males and females.
It continuously applied.
The onset of hair growth occurs after 4
or more months.
The typical systemic effects
of oral minoxidil, such as weight gain,
edema and tachycardia were
not seen more frequently
in patients given topical
minoxidil due to
its poor absorption.
Uasge:
Apply topically 1 mL onto
the total affected area of the
scalp twice daily.
The total daily dosage
can not exceed 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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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用於患雄激素性脫髮之女性及男性病人可刺激毛髮生長，防止落髮斷裂惡化，改善禿髮及頭
髮稀疏的現象。因為它能深入髮根，促進原來已有萎縮跡象的毛髮逐漸生長，達到毛髮再生，強
化髮質的功效。
作用特點： 依文獻記載 Minoxidil 局部使用時，於臨床上發現其可刺激雄激素性禿髮者之毛髮
生長，大約使用 4 個月或 4 個月以上即開始刺激毛髮生長，但其對於治療雄激素
性禿髮之確實作用機轉未明。局部使用後，Minoxidil 很少被正常完整之皮膚吸收，
總使用量之 1.4% (範圍為 0.3~4.5%) 最後會進入全身性循環。局部使用本品後，血
清之 Minoxidil 濃度決定於皮膚吸收率，如停止局部投與，則約有 95%全身性吸收
之 Minoxidil 於 4 日內排出，因此本品不影響人體之中樞神經系統功能。本品在刺
激毛髮生長與防止落髮惡化的同時，不影響正常人及高血壓患者之血壓。本品不
干擾血管運動性反射，故不引起立位性低血壓。
成
分： Each ml contains：
Minoxidil............................................................................................20.0 mg
適 應 症： 雄激素性禿髮(Alopecia androgenetica)。
注意事項： 1.雖然本品經臨床實驗，未曾顯示被足量之 Minoxidil 吸收而引致全身性效應，但
部份 Minoxidil 確實可經由皮膚吸收，故可能出現全身性作用，例如鹽、水滯留，
全身性與局部性水腫、心包滲液、心包炎、心包填塞，心跳加速，心絞痛或加重
因藥物如 Guanethidine 所引起的立位性低血壓。有潛在心臟病病史之病人使用
本品，可能使病情加重。
2.本品不可與眼睛、擦傷的皮膚、黏膜接觸，如不慎接觸時應以大量冷水沖洗。
3.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4.孕婦或授乳婦不可使用本品。
5.可能引起的副作用為輕微的局部皮膚刺激反應如皮膚炎、皮膚乾燥、多毛症等。
警
語： 已知對 Minoxidil 過敏者不可使用。
賦 形 劑： Propylene Glycol、Ethanol、Purified Water。
用法用量： 本品僅供外用。不可用於身體任何其他部位，總量 1ml 之＂PBF Minoxidil Solution
＂由患部中心開始，施用於頭皮，每日兩次。此劑量與患部大小無關。每日總劑
量不可超過 2ml，使用＂PBF Minoxidil Solution＂後，需徹底洗手。使用時，毛
髮和頭皮需完全乾燥，不可使用吹風機加速本品之乾燥，因對頭皮吹風會降低本
品的效果。
包
裝： 4000 毫升以下塑膠瓶裝、玻璃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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