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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咔」即合的
糖尿病治療
每週一次的預充注射筆

此小冊子專為已處方Trulicity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而設。
Trulicity是醫生處方藥物，能用以改善血糖控制。

99%的Trulicity用家都認為
注射筆簡單易用 *,6

• 如您下一次注射的時間在3天或以後，請立即補回忘記的
劑量5。

• 如您下一次注射的時間在3天以內，請跳過這一次注射，
並按照原定時間進行下一次注射5。

• 每一劑Trulicity之間最少應分隔3整天5。

請參考使用說明書以得到更多資訊。 

如您有任何疑問，請向醫生查詢。

• 每支注射筆只含有一次劑量，用完即棄5。

• 備有細小而隱藏的針頭7。

• 無需作事前的藥物混合、劑量調整及配件連接5。

• 能於按鈕後5至10秒內釋放藥物5。

忘記注射應怎麼辦？

* 根據一項於211名從未自行注射的使用者進行的研究顯示6。

*根據多項研究結果顯示， 患者服用劑量1.5 毫克後，體重下降達3.18千克3。

其他可能的副作用

• 食慾下降3

• 低血糖(醫生可能會調低其他糖尿病藥物的劑量以預防這個症狀)3 

• 輕微的體重下降*3 

 - Trulicity並非減肥藥3

最常見的副作用

• 作嘔3

• 嘔吐3

• 腹瀉3 

您應預期甚麼﹖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32樓3203-06室
電話:（852）2572 0160 傳真:（852）2572 7893
www.lilly.com.hk

美國禮來亞洲公司

幫助控制作嘔的小貼士：
1) 減少進食份量8 
2) 有飽足感後停止進食9

3) 避免進食煎炸及肥膩食物8

如您出現作嘔，請告訴您的醫生

這些副作用一般都並不嚴重，而大部分患者於接受第二次注射後，症狀都會減退3



 

* 注射筆上的標籤僅供參考，請以當地包裝為準。

* 根據一項於211 名從未自行注射的使用者進行的研究顯示6。

胰升糖素樣肽-1(GLP-1)是一種
於您進食時身體會自然釋放的
荷爾蒙，它能幫助人體分泌胰
島素來控制血糖1。不過，二型
糖尿病患者則不能製造足夠的
GLP-1來應付所需2。

Trulicity是用於治療二型糖尿病
成年患者的藥物，每週只需使
用一次，它的結構跟GLP-1十
分相似3。

Trulicity有兩個劑量可供選擇：
0.75毫克及1.5毫克 3。您的醫
生會為您選擇最適合的劑量。

如注射筆內的灰色部分突出在藥物標籤下，則
代表您已將注射筆內的藥物完全注射5。

甚麼是Trulicity?
綠色注射按鈕

上鎖環

鎖上 / 開鎖

灰色底座
筆蓋

進食後釋放胰島素

前 後

製造葡萄糖

食物通過的速度，從而
減慢糖份進入血液

0.75 毫克* 1.5 毫克*

Trulicity 如何控制血糖3,4

注射部位

1. 除掉封蓋

胰臟

肝臟

胃部

• 清洗雙手，然後檢查注射筆5。 

• 將注射筆存放在雪櫃內。如無法冷藏注射筆，您可將注射筆放
於室溫的環境下（30°C以下）不多於14天5。

• 注射筆含有玻璃部分，如您不小心將注射筆掉到地上，請使用
新的注射筆5。

• 您可以自行在腹部或大腿注射Trulicity，或在家人或朋友的協
助下注射在手臂上5。

• 您可每週注射於身體的相同部位，只要不是注射於相同的位置
便可5。

• 醫生能幫助您選擇最合適的注射部位5。

• 您可在一天內任何時間注射Trulicity，包括用餐或用餐以外的
時間5。 

使用Trulicity要注意的地方 使用Trulicity跟1-2-3 一樣簡單*

請確定注射筆處於上鎖狀態5。

• 移除並丟棄灰色筆蓋5。
 切勿將灰色筆蓋重新蓋上
注射筆，因為這樣有機會
破壞筆內的注射針頭。您
亦應避免直接觸碰針頭5。

•  請按下綠色按鈕注射藥物，
您會聽到「咔」一聲5。

•  將注射筆維持於緊貼皮膚的
狀態，直至您聽到第二聲
「咔」為止。注射過程大約
需要5-10 秒5。

• 將注射筆移離皮膚5。

2. 放好並開鎖

3. 長按按鈕

• 先把注射筆透明底部的一端
緊貼在皮膚上5。然後扭動
筆頭的上鎖環進行解鎖5。
 切勿於注射筆未緊貼皮膚
前開鎖5。

秒

觀看注射步驟示範影片
https://vimeopro.com/a3388/trulicity-guid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