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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LAYER
One Tablet Provides:
Mineral amino acid chelate............................................666.67mg
Providing:
Calcium..................................................................................100mg
Magnesium.............................................................................100mg
.....1.00mg
Vitamin D 3 (100iu/mg).....................................................
Providing:
Vitamin D 3 ..................................................................2.5μg(100iu)
Other ingredients (Excipients):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PH102, Croscarmellose sodium,
Magnesium Stearate, Titanium Dioxide, Glycerol,
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Dosage:
Age

Recommended Daily Dose

Adults (More than 12 years old) 3 mes daily，1 -2 tablets each me
9 -12 years old

3 mes daily，1 tablet each me

7-9 years old

2 mes daily，1 tablet each me

1-7 years old

Consult medical advice from physicians and
pharmacists for intake sugges on.

Amino acid chealated calcium and magnesium ensure enhances
absorption within the body. Elemental values are quoted on the
label, stating the full potency of the minerals.
Vitamin D is included in the formula to further ebhance the
absorption of calcium.

25℃以下乾燥處。
用途(適應症): 預防鎂、鈣和維生素D缺乏症
如:骨質疏鬆症、骨骼成長及牙齒損壞
諮詢專線: 02-25566136
批
號：
製造日期：
有效期限：

Contains no hydrogenated fat; animal substances;
artificial preservatives, colours or flavours; added
starch, sucrose, lactose or slat; yeast,wheat or gluten.
Store in a dry place.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Prevention of calcium, magnesium and Vitamin D deficiency
such as: osteoporosis, bone growth and dental damage.

multiminierals Balanced formula of
amino acid chelated minerals

PEEL FROM THIS CORNER

REVERSE OF TOP LAYER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奎泀特”鈣鎂力錠
衛署藥輸字第025483號
Balanced Well-Osteo Tablets
【特
性】：
【注意事項】：
奎泀特鈣鎂力錠提供胺基酸螯合鈣和鎂以及維生素D。鈣在牙齒和骨頭
1.有以下情況者，請勿使用：
的結構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鎂是活化鹼性磷酸酶過程中作為輔助因
(1)曾因本藥成分引起過敏的人。
子的礦物質，並且可以調控鈣的主動運輸，因此在骨頭代謝中也扮
(2)未滿1歲。
演了重要的角色。維生素D對於體內鈣的利用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3)慢性腎臟病、腎功能不全的人。
：
【有效成分及每錠含量】
2.有下列情況者，使用前請洽醫師診治：
(1)腎結石、肉樣瘤病、副甲狀腺功能亢進的人。
胺基酸螯合礦物質(含鈣100mg，鎂100mg)...............666.67mg
(2)孕婦、可能懷孕婦女及哺乳婦。
維生素D 3 .......................................1mg(100IU)
(3)肝、腎疾病、心臟病或其他過敏或重大疾病的人。
其他成分(賦形劑)：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PH102, Croscarmellose
3.有下列情況者，使用前請先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sodium, Magnesium Stearate, Titanium Dioxide,
(1)正在服用其他藥品、維生素及礦物質製劑或營養補充品。
Glycerol, 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2)1歲以上未滿7歲。
4.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1)本藥含礦物質，維持適當礦物質的平衡需要好的均衡飲食。維生
素及礦物質製劑僅可作為膳食攝取維生素及礦物質不足之輔助，
不可取代均衡的飲食。
(2)避免陽光直射。
(3)請妥善保管，防止兒童自行取用。

BOTTOM LAYER
【用法用量】：
【警
語】：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持此說
明書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身體部位
腸胃道

副作用
便祕、脹氣、腹瀉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症狀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接受醫
師診治：有任何不適症狀產生。
【類
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用途(適應症)】：
預防鈣、鎂和維生素D缺乏症如:骨質疏鬆症、骨骼成長及牙齒損壞。

年齡
12 歲以上

建議用量
每日 3 次，每次 1-2 錠

9 歲以上未滿 12 歲

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7 歲以上未滿 9 歲

每日 2 次，每次 1 錠

1 歲以上未滿 7 歲

宜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包
裝】：100錠塑膠瓶裝。
【保存方法】：25℃以下乾燥處。
製造廠：Quest Vitamins Limited
廠 址：8 Venture Way, Aston Science Park,
Birmingham, B7 4AP UK
藥 商：鵬瑋國際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95號9樓之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