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重病人藥劑供應鏈管理服務 

 
Topotecan 注射用盐酸托泊替康和美新MAP  

包括  
Hycamtin® Topocan 
 
適用於順鉑聯合治療 IV-B期，復發性或持續性宮頸癌，不能通
過手術和/或放射治療 
 
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內地或香港醫院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專線 
 
丙型肝炎藥物計劃 

MAP包括以下藥物: 
Ledipasvir 90mg/Sofosbuvir 400mg (Harvoni®) 
Velpatasvir 100mg/Sofosbuvir 400mg (Epclusa®) 
Elbasvir 50mg/Grazoprevir 100mg (Zepatier®) 
Daclatasvir 60mg (Daklinza®) 
Asunaprevir (Sunvepra®) 
  
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內地或香港醫院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專線) 
 
 



 

 

瑞百安 注射液 

Repatha® (evolocumab) Solution for Injection AI 
140MG/ML 
 
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內地或香港醫院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皮下注射 
在給藥前至少 30分鐘從冰箱中取出處方劑量;這有助於減少注射
不適。 
錯過劑量 
7天內丟失的劑量：根據此日期管理劑量並開始新的療程。 
140 SC q2week劑量：等到原計劃的下一劑量由補充劑量日期
計。  
improve LDL-C clearance and lower plasma LDL-C 改善 LDL-C
清除率並降低血漿 LDL-C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冷鏈物流），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
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專線) 
 
 
乙型肝炎藥物計劃 

MAP包括以下藥物: 
Tenofovir alafenamide (Vemlidy®) 
  
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內地或香港醫院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專線) 



 

 

  
 
特發肺纖 MAP用藥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Nintedanib (Ofev®) 
  
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內地或香港醫院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專線 
 
愛搏新 Ibrance®癌症藥物MAP計劃藥物: 

Palbociclib (Ibrance®) 
  
資助計劃轉介（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本計劃只適用

於本港私營腫瘤中心或私營醫院診症的病患者） 
必須經本港腫瘤科醫生處方 Ibrance®愛搏新，為荷爾蒙受體陽性 
(HR+)，第二型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陰性 (HER2-) 的晚期乳癌女性
患者 (遵循衛生署批准的適應症治療) 
持有醫生發出的有效 Ibrance®愛搏新購買單據或購買證明書，須
由本港臨床腫瘤科或腫瘤中心任職的醫生發出。 
 
  
申報藥物優惠的程序 
1. 請於預約時間親身到榮健藥房登記並帶同: 
   ♦ 醫生轉介信 
   ♦ 香港身份證 
   ♦ Ibrance ®愛搏新購買證明書/單據 x18個療程期間 (首 18個
療程的藥物均須自費) 
 
癌症藥物 MAP計劃 – Lenvima®樂衛瑪®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Lenvatinib (Lenvima®) 
  
「癌症藥物資助計劃- Lenvima®樂衛瑪®」資助詳情 
本藥物資助計劃專為公立醫院的癌症患者提供經濟上的實質支

援。 
現階段本計劃將資助服食 Lenvima®樂衛瑪®的病患者 
有關「Lenvima®樂衛瑪® 」藥物資助計劃的申請方法及計劃詳
情,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 
  
申請「癌症藥物資助計劃 - Lenvima®樂衛瑪®」須符合什麼資
格？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必須經醫院管理局醫生處方 Lenvima®（遵循香港衞生署批准
的的 Lenvima®適應症的治療） 
3. 持有醫院管理局發出的有效自費藥物處方 單。 
  
榮健藥房 
聯絡方法 (必須致電預約) 
查詢及預約電話: 26720006 / 25623020 
傳真號碼: 25742333 
電郵地址: info@abenefits.com.hk  
 
艾立布林（Eribulin）癌症藥物MAP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Eribulin (Halaven®)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必須經醫生處方 Halaven®（遵循香港衞生署批准的的
Halaven®適應症的治療） 
3. 持有在醫院繳費處繳付藥費後，所獲發購買 Halaven®的收據 



 

 

 
有關「Halaven®癌症藥物MAP計劃」的申請方法及計劃詳情,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或 25623020 藥師熱
線） 
 
新一代薄血藥達比加群酯 

MAP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Dabigatran (Pradaxa®) 110mg 及 150mg 
  
申請者必須： 
♦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為醫院管理局的病患者 
♦ 持有經醫院管理局發出的有效自費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
服用 
服務對象: 
♦ 符合以上資格的病人 
 
  
如欲查詢計劃詳情，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藥師
熱線 25623020） 
 
新一代薄血藥藥物 MAP計劃 

此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Rivaroxaban (Xarelto®) 
Apixaban (Eliquis®) 
Edoxaban (Lixiana®) 
  
服務對象 
♦ 醫院管理局的病人 
♦ 持有醫院管理局發出有效的藥物處方及經醫生診斷適合服用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 藥師
熱線 25623020）。 



 

 

 
心臟衰竭新型藥物 MAP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Sacubitril and valsartan (Entresto®) 
  
申請資格 
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六十歲或以上 
♦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持有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發出的有效 Entresto® 
(sacubitril/valsartan) 藥物處方 
  
備註 
如欲查詢買藥流程，請致電榮健藥房（電話：26720006 或藥師
專線 25623020) 
 
Tresiba MAP 藥劑早供計劃 

♦ 跨境病人 
♦ 持有經醫生診斷後而發出的有效藥物處方的病患者 
  
優惠方式 
符合條件的病患者, 可以優惠價錢購買 Tresiba®(Insulin 
Degludec) FlexTouch注射筆 
請致電 26720006 榮健藥房查詢或藥師專線 25623020 
 
「阿法替尼 Afatinib」標靶藥物 MAP補充藥物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Afatinib (Giotrif®) 
 對象 
♦ 已獲醫生處方「阿法替尼 Afatinib」標靶藥物及 
♦ 正在等待申請臨床試驗新藥人士 
  
詳情 



 

 

申請者可憑自費藥物處方正本到榮健藥房安排「阿法替尼

Afatinib」藥片。 
  
有關計劃詳情,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Ryzodeg® MAP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Insulin Degludec (70%) and Insulin Aspart (30%) FlexTouch注
射筆 (Ryzodeg®) 
  
本冷鏈運輸計劃的服務對象 
♦ 跨境病人 
♦ 持有經醫院管理局醫生診斷後而發出的有效自費藥物處方的病
患者 
  
優惠方式 
符合條件的病患者, 可以免費冷鏈物流服務 Insulin Degludec 
(70%) and Insulin Aspart (30%) FlexTouch注射筆 
(Ryzodeg®) 
詳情可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Sancuso 病人止嘔貼片MAP計劃 

計劃藥物: 
Granisetron (Sancuso®) 
  
申請者條件 
1) 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持有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所發出的有效自費藥物 Sancuso®處
方 (處方有效期為處方日起計一個月內) 
  
計劃內容 
每位合資格病人可憑有效醫生處方免費獲得首三片 Sancuso®藥
貼, 之後可再以買一送一優惠價購買 Sancuso®藥貼。 



 

 

  
申請程序 
病人請先致電榮健藥房登記申請「Sancuso MAP計劃」及提供
所需資料。專業藥劑師親自執行配藥及提供藥物使用講解。 
  
有關計劃詳情,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 26720006 或藥師專
線 25623020） 
 
XALKORI® 解碼康癌症 MAP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Crizotinib (Xalkori®) 
  
申請者條件: 
1. 跨境病人必須經醫生處方 XALKORI®解碼康，為 
     a. ALK 基因變異的肺癌患者 或 
     b. ROS1 基因變異的肺癌患者 
  
計劃簡介: 
 有關「XALKORI® 解碼康癌症藥物MAP計劃」詳情請致電「榮
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前列腺癌病人安怡泰® (Enantone®) MAP計劃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Leuprorelin (Enantone ®)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跨境病人並且持有有效平安保險保單； 
正於香港私人醫院接受前列腺癌治療及須為首次自費購買安怡泰

® (Enantone®) 
詳情及申請方法,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或藥師
專線 25623020) 
 
MAP藥物資助計劃 (適用於香港居民) 



 

 

本計劃包括以下藥物: 
Niraparib (ZejulaTM) 
  
申請者必須符合以下申請條件： 
對象：女性 
經醫生處方需要使用 ZejulaTM則樂(Niraparib)治療的病人 
服務對象： 
跨境病人 
醫院管理局病人 
持有醫生發出的藥物處方 

 
(鼓勵內地病人使用通道） 
 条件： 
医疗状况： 
经香港医生处方需要使用 ZejulaTM 则乐(Niraparib)治疗的复发
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的患者 
服务对象： 
为有效內地身份证持有人並且有平安保險保單 
持有香港私家医生发出的 ZejulaTM 则乐(Niraparib)有效药物处
方 
詳情及申請方法, 請致電榮健藥房查詢（電話：26720006 或藥師
專線 25623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