鈣補骨力 錠

PAN-OSTEO Tablets

鈣是
100%胺基酸螯合鈣
可幫助維持骨骼的強健

60 錠

衛署藥輸字第023698號
鈣是非常重要的電解質幫助維持骨骼和牙齒強健，三顆
鈣補骨力錠提供1000毫克的鈣，內含201 i.u.的維生
素D3可以促進鈣在小腸裡的吸收。鈣補骨力的鈣是用胺
基酸螯合的，是電中性的鈣，所以攝取與消化後，可以
從小腸乳糜管的黏膜細胞直接吸收，是非常好吸收的鈣
有效成分及每錠含量：
胺基酸螯合鈣 1333.33 毫克 (提供鈣 333.33 毫克)
維生素D3 (100 國際單位/毫克) 0.67 毫克
(相當 67 國際單位 = 1.675 微克)
其他成分(賦形劑)：微晶纖維素, 矽化微晶纖維素, 硬脂
酸鎂, 羥丙甲纖維素

用途(適應症):預防鈣及維生素D缺乏症:如骨質疏鬆症、
佝僂症及牙齒損壞。
不得使用族群: 1歲以下嬰兒不宜使用
用法用量:
年齡

(Equivalent to 67IU=1.675μg)

Other ingredients (excipients):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Silicifie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Magnesium Stearate, HPMC

建議用量

1-3 歲

每日 2 次，每次 1 錠

4-8 歲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9-18 歲

每日 4 次，每次 1 錠

19-50 歲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50 歲以上(男性)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50 歲以上(女性)

每日 4 次，每次 1 錠

Prevention of deficiency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i.e. Osteoporosis，Rickets，Teeth Damage)
Age

上述各年齡層每日用量上限均為每日3次，每次2錠，
但宜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後再作限度之使用。
類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諮詢專線：0800668960
藥商：鵬瑋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95號9F之1
總代理：百德實業有限公司
地 址：高雄市中華四路331號3樓之1
次級包裝廠：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地
址：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工業一路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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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39

757016

衛署藥輸字第023698號
有效成分及每錠含量：
Calcium Amino Acid Chelate 1333.33 mg
(胺基酸螯合鈣 1333.33 毫克, 提供鈣333.33 毫克)
Vitamin D3 (100 IU/mg) 0.67 mg
(維生素D3 0.67毫克 , 相當 67 國際單位 = 1.675 微克)
其他成分(賦形劑)：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微晶纖維素),
Silicifie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矽化微晶纖維素),
Magnesium Stearate(硬脂酸鎂), HPMC(羥丙甲纖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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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適應症):預防鈣及維生素D缺乏症:如骨質疏鬆症、
佝僂症及牙齒損壞。
不得使用族群: 1歲以下嬰兒不宜使用
用法用量:
年齡

022339
757016

Please refer to the table in the right

495045C

藥商：鵬瑋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95號9F之1
總代理：百德實業有限公司
地 址：高雄市中華四路331號3樓之1

2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4-8 years old

3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9-18 years old

4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19-50 years old

3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50 years old-males

3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50 years old-females

4 times daily，1 tablet each time

The Maximum daily dose for all above
is 3 times daily, 2 tablets each time,
Consult medical advice from physicians
and pharmacists for intake suggestion.

須置於小孩伸手不及之處。
避免陽光直射宜保存於乾燥陰涼之處。

Prevention of deficiency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i.e. Osteoporosis，Rickets，Teeth Damage)

Recommended Daily Dose

1-3 years old

建議用量

1-3 歲

每日 2 次，每次 1 錠

4-8 歲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9-18 歲

每日 4 次，每次 1 錠

19-50 歲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50 歲以上(男性)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50 歲以上(女性)

每日 4 次，每次 1 錠

上述各年齡層每日用量上限均為每日3次，每次2錠，
但宜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後再作限度之使用。
類別: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諮詢專線:0800668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