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署藥製字第 034798 號 生髮液給予皮膚 20mg Minoxidil，僅導致約 0.28mg Minoxidil 之全身性吸收。但患者若
GMP G-2707 同時有皮膚疾病，其影響尚不明確。停止局部投予 Minoxidil 生髮液後，極少量被全身
性吸收的 Minoxidil (約 1.4%)，經過 4 日，95%會排出體外。
局部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後所吸收之 Minoxidil 其代謝生物轉變尚未完全明瞭。口服
Minoxidil 之主要代謝在嘧啶環內 N-oxide 位置與葡萄糖醛酸(Glucuronic Acid)結合，亦
密濃 生髮液 2% (女性適用)
可轉變為更極化產物。已知之代謝物藥理作用遠低於 Minoxidil 本身。Minoxidil 不會與
Mino for Women Topical Solution 2% "H.S."
血漿蛋白結合，腎臟廓清速率與腎小球過濾有關。Minoxidil 不通過腦血管障壁。
您並不是唯一有頭髮稀疏或掉髮問題的女生，全世界有許多女性也都有此煩惱。
Minoxidil 及其代謝物可由血液透析移除，主要由尿液排泄。
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說明書內容，將有助於您瞭解產品的使用方法和預期效
果。如果您在閱讀上有任何疑問，或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可請教醫師、藥師或藥劑 【使用說明】
生。
1.面對鏡子，確認頭髮稀疏或掉髮的位置。
2.打開外蓋，依指示旋正噴頭，將噴頭對準頭皮上禿髮之部位後，壓下幫浦噴出藥液
【成分】
(0.2ml/次)，並以指尖將 Minoxidil 生髮液塗抹於頭髮稀疏或掉髮區域。重覆噴出 5 次，
本品每 ml 含 20mg Minoxidil，為末稍血管擴張劑，呈白色或灰白色無臭結晶固體，可 共使用 1ml 生髮液，一天使用兩次。小心避免吸入噴出之霧氣。每次使用完後請蓋上
溶於水、丙二醇或乙醇，但不溶於丙酮、氯仿或醋酸乙酯。
大外蓋，將本品放置在高處，以防止兒童開啟。
【賦形劑】
Propylene Glycol、Rosemary Extract、Russia Ginseng Extract、Methyl Paraben、
Propyl Paraben、Alcohol 95%、Purified Water。
【劑型、投藥途徑與包裝】
本品是無色的液體藥物，塗抹於頭皮上能刺激頭髮生長。本品為 60ml 瓶裝，以壓縮
噴頭劑型包裝。
【適應症】雄激素性禿髮

3.本品生髮液若按照用法用量一天兩次使用，一瓶可連續使用一個月。
4.使用生髮液前若要洗頭，請使用可徹底清潔頭皮不阻塞毛囊的溫和型洗髪精。

【說明】
【用法用量】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常見的遺傳性掉髮，又稱雄激素性禿髮，因為過程較緩慢，所以通常是經過數年逐漸 僅供外用，須按指示使用。使用本品生髮液時，頭髮及頭皮需完全乾燥。Minoxidil 生
減少後，掉髮問題才變得明顯。此問題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皆有可能發生，故本產品男 髮液須噴附於頭皮，不可用於身上任何其他部位，每次使用量 1ml 之 Minoxidil 生髮液
女皆可使用。但本產品的設計更符合 18 歲以上頭髮逐漸稀疏或有掉髮傾向的女性消費 由落髮部位的中心開始，均勻塗抹於頭皮，每日兩次。此劑量與落髮部位大小無關。
者需求。
每日總劑量不可超過 2ml。使用後，需徹底洗手。
【人體藥效學】依文獻記載
雄激素性禿髮是遺傳問題，無法根治，在臨床實驗證明持續每天兩次局部使用本產品 【落髮分期】依文獻記載
4 個月，可刺激頭髮生長。但若停用大約 3~4 個月，因遺傳雄激素性禿髮而造成的掉
髮現象將再度發生，回復治療前的舊觀。
局部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對於血壓正常者以及未治療之高血壓患者所作之對照臨床
實驗中，都未顯示出與吸收 Minoxidil 有關之全身性作用。治療高血壓方面，口服
Minoxidil 有直接擴張末稍血管的作用，因減少末梢血管阻力而降低收縮壓及舒張壓。
末梢小動脈阻力減低，血壓下降觸發交感神經性、迷走神經抑制性及腎恆常性機轉，
輕度落髮 中度落髮
重度落髮
包括腎活素分泌增加，導致心跳速率及心輸出量增高，鹽及水滯留。Minoxidil 不干擾 Minoxidil 生髮液適用於上述的掉髮狀況。實驗證明，Minoxidil 生髮液可有效使具有與
血管運動性反射，故不會引起立位性低血壓。於動物實驗中，本藥沒有明顯的藥量進 圖示相當掉髮程度的女性頭髮再生。但如果您的頭髮情況比圖示更嚴重，那麼，
入中樞神經系統。Minoxidil 不影響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功能。
Minoxidil 生髮液對您的效果可能有限。
臨床實驗證明，持續每天 2 次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 4 個月，可使頭髮再生。開始使
【人體藥物動力學】依文獻記載
用 Minoxidil 生髮液的前二週，落髮現象可能持續，這是屬於正常暫時性的落髮現象。
局部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後，只有極少量的 Minoxidil 會被吸收進入體內，平均約有 但如果使用 3~4 週後大量掉髮的現象還是持續，則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總塗抹量之 1.4%。而口服 Minoxidil 錠後，基本上會完全由胃腸道吸收。故 Minoxidil

【造型注意事項】
2.體重無理由突然上升。
1.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無須改變原本使用其他造型髮品的習慣(定型噴霧、慕斯、髮膠 3.手部或腳部腫脹。
等)。可以在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後，待頭髮乾燥，再使用其他造型髮品，且盡量避 4.頭皮有嚴重刺痛感或紅腫現象發生。
免塗抹於頭皮上。
5.臉上長出毛髮。
2.目前並無資訊顯示染髮、燙髮或使用直髮調整劑會影響 Minoxidil 生髮液的效果。但
為了避免刺激頭皮，在使用染、燙等化學藥劑當天請暫停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在頭 【禁 忌】
皮清潔乾淨後，再回復 1 天 2 次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
1.過敏者：Minoxidil 生髮液禁用於已知對 Minoxidil 或任何其他成份過敏之患者。
3.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後 4 小時內要避免頭皮碰水(如游泳、洗頭、淋雨等)，以確保 2.孕婦或哺乳者：Minoxidil 生髮液用於孕婦之作用未明。雖無臨床實驗證明，但同時
達到最佳效果。
服用末梢血管擴張劑的患者有加強立位性低血壓之可能性。
【注意事項】
【交互作用】
1.只能塗抹於頭皮，不要塗抹於身體其他部位。
目前尚無已知與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有關之藥物交互作用。雖無臨床實驗證明，但同
2.如果漏塗一次或兩次 Minoxidil 生髮液，只要在下次繼續使用就好，不需要因漏塗而 時服用末梢血管擴張劑的患者有加強立位性低血壓之可能性。
增加使用劑量。
3.一天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兩次是經過審慎的醫學研究後訂出可達到最佳頭髮再生效 【過量及誤食】
果的劑量。因此維持一天使用兩次是最重要的。
誤食可能產生與 Minoxidil 之血管擴張作用有關之全身性效應。
4.較頻繁或較大的劑量並不會讓頭髮生長速度變快，請勿過量使用。
藥物過量之徵兆和症狀最可能者為心臟血管作用及伴有液體滯留，血壓降低及心跳過
5.Minoxidil 生髮液含有酒精，會使眼睛或敏感皮膚產生灼熱、刺激感，如果使用
速，液體滯留可以適當之利尿療法處理。心跳過速可投予 β 交感神經阻斷劑控制。
Minoxidil 生髮液時意外接觸這些部位，請以大量冷水沖洗。刺激現象如果持續不退，症候性低血壓可靜脈注射生理食鹽水加以治療。
則請就醫。
擬交感神經藥物如 Norepinephrine 及 Epinephrine 具有過度刺激心臟之作用，應避免
6.部分患者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髮色或髮質可能改變。
使用。
7.頭髮再生需要時間，您需要每天使用兩次，至少四個月後才能看到效果。
8.產品效果因人而異，每個人頭髮再生量不同。
【副作用】
1.常見副作用：臨床實驗中 Minoxidil 生髮液最常見的副作用為頭皮輕微的皮膚炎。
首次使用，建議先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的意見。雖然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已徹底進行 2.不常見的副作用包括刺激性皮膚炎(發紅、鱗屑剝落和灼熱感)。
臨床試驗，未曾顯示吸收足量 Minoxidil，足以引致全身性效應，但皮膚確實會吸收部 3.非特異性過敏反應：蕁麻疹、過敏性鼻炎、面部腫脹、敏感、呼吸急促、頭痛、神
分 Minoxidil，故可能出現全身性作用，例如：鹽、水滯留，全身性與局部水腫，心包 經炎、頭眼昏花、頭重腳輕、昏厥、眩暈、水腫、胸痛、心悸、血壓改變和心搏率改
滲液、心包炎、心包填塞、心絞痛、心跳加速或加重因 Guanethidine 所引起的立位性 變。
低血壓。有潛在心臟病病史之病人須瞭解 Minoxidil 生髮液可能使病情加重。須定期注 4.罕見之副作用包括過敏性、接觸性皮膚炎、毛囊炎、禿髮，不期望的毛髮和皮脂漏。
意病人是否有任何全身性作用的徵兆。若出現全身副作用則停藥。必要時，可以利尿 除輕微皮膚變化外，其他上述副作用與使用 Minoxidil 生髮液之間的因果關係尚未確
療法處理液體滯留和水腫。可用 β 交感神經阻斷劑或其他交感神經系統抑制劑控制心 立。
跳過速和心絞痛。患者若出現全身性作用或嚴重皮膚反應須停用 Minoxidil 生髮液並與
醫師聯絡。
【儲存狀況】儲存於室溫 25℃以下，請注意包裝外盒之有效期限。
Minoxidil 生髮液會使眼睛灼熱、刺激。不慎與敏感體表(眼睛，擦傷之皮膚，黏膜)接
本品生髮液為澄清、無色至淺色液體。顏色不影響藥效。
觸時，須以大量冷水沖洗。
【包裝】4000 毫升塑膠瓶裝、鋁罐裝。
誤食本產品會造成嚴重副作用。叮嚀患者將此藥及所有藥物置於兒童不能及之處。本
產品對同時患有皮膚病或使用外用腎上腺類皮質素或其他皮膚製劑之患者的作用不
明。
【用於兒童】Minoxidil 生髮液用於 18 歲以下患者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尚未建立。
【用於老人】Minoxidil 生髮液用於 65 歲以上患者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尚未建立。
【當以下狀況發生，則應停用】
使用過程中若發生以下嚴重副作用，則應立即停用並與醫師聯絡：
1.胸痛、心跳加速、頭昏、暈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