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主成分 適應症 

益伏 

(Yervoy)	
Ipilimumab	 無法切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 

吉舒達 

(Keytruda) 
Pembrolizumab	

無法切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晚期小細胞肺癌，轉移性鱗狀

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頭頸部鱗狀細胞癌， Ｂ細胞淋巴

瘤，泌尿道上皮癌，無法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胃癌，高微衛

星不穩定性或錯誤配對修復功能不足性的癌症，轉移性大腸

直腸癌( 需有高度微衛星不穩定性或錯誤配對修復缺陷) 

保疾伏 

(Opdivo)	
Nivolumab	

無法切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轉移性鱗狀非小細胞肺癌，腎

細胞癌，頭頸部鱗狀細胞癌，典型何杰金氏淋巴瘤，泌尿道

上皮癌，無法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胃癌 ，肝細胞癌，食道鱗

狀細胞癌，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需有高度微衛星不穩定性或

錯誤配對修復缺陷) 

癌自癒 

(Tecentriq)	
Atezolizumab	

泌尿道上皮癌 ，非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肝細胞癌，三

陰性乳癌 

百穩益 

(Bavencio)	
Avelumab	 轉移性默克細胞癌 

抑癌寧 

(Imfinzi)	
Durvalumab	 泌尿道上皮癌, 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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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 週⼀ ~ 週五( 08:00-12:00、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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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士 9000 善心人士 18000

善心人士 2400 善心人士 1000

林Ｏ菁 1000 張Ｏ月 1000

善心人士 1000 謝Ｏ縈 1000

善心人士 100 謝Ｏ玉 200

善心人士 100 謝許Ｏ英 200

善心人士 100 曾Ｏ逸 200

善心人士 100 曾陳Ｏ容 200

善心人士 100 許Ｏ方 10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500

善心人士 350 善心人士 300

善心人士 6000 善心人士 18000

善心人士 12000 善心人士 600

善心人士 1000 善心人士 200

高雄市慈妙德慈善會 3000 高雄市澄清寺慈善會 3000

高雄市暘善堂慈善會 5000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700

許Ｏ方 1000 善心人士 500

謝Ｏ縈 500 善心人士 500

謝Ｏ玉 100 善心人士 5000

謝許Ｏ英 100 善心人士 2000

曾Ｏ逸 200 善心人士 6000

善心人士 600 林Ｏ菁 10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00 莊Ｏ瑛 2000

善心人士 100 善心人士 12000

善心人士 100

高雄市古嚴普濟會 5000 同心慈善會 3000

萬海航運慈善會 25000 高雄市暘善堂慈善會 12000

 義大醫院愛心捐款名單

2021年 09月 社服基金愛心捐款

2021年09月 義大醫院民眾急難救助

2021年 10月 社服基金愛心捐款

2021年10月 義大醫院民眾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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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區健康的靠山 

成為南台灣首要急難重症醫療醫院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高品質醫療服務 

建立前瞻性之醫學教育與轉譯研究中心 

推廣國際醫療服務、人才培育及學術交流 

策略目標

愛心、關懷、責任、永續

品質、卓越、創新

成為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核心價值

宗旨

願景

E-DA HEALTHCARE

義大醫療
醫訊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