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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使用 ARIKAYCE 了

首個及唯一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准的治療選
項，旨在治療鳥型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MAC) 肺病，以作為併合抗
菌藥物治療計劃的一部分，用於對單獨併合抗菌藥物治療沒有反應的患者。
在臨床研究中，使用 ARIKAYCE（阿米卡星脂質體懸浮吸入液）+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
相對於單獨使用併合抗菌藥物治療 (29.0% [65/224] 對比 8.9% [10/112])，對 MAC 肺病測試結果
呈陰性的患者多出 3 倍。
ARIKAYCE 可以幫助您排出讓您感到不適的 MAC 細菌。

MAC
陰性

在服用 ARIKAYCE 後，
更多患者的 MAC 肺病
測試結果呈陰性

ARIKAYCE 經 FDA 以「有限人群」途徑批准使用。這表示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已批准
本藥物用於有限和特定的患者群體，而本藥物的研究可能只解答了關於其安全性和藥效
的關注重點問題。

ARIKAYCE 已在成年患者中進行研究。目前尚不清楚 ARIKAYCE 對 18 歲以下的兒童是否
安全和有效。

了解關於首個並唯一獲 FDA 批准用於 MAC 肺病的治療，
瀏覽 ARIKAYCE.com

INSIDE POCKET
BLANK

MAC=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鳥型結核菌複合物)。

重要安全性資訊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 咳血（咯血） 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副作用

• 嚴重過敏反應。 服用 ARIKAYCE 的人士，可能會發生引致死亡的嚴重過敏反應。如果您出現以下任
何嚴重過敏反應的症狀：蕁麻疹、發癢、皮膚發紅或臉紅（臉紅）、嘴脣、舌頭或喉嚨腫脹、呼吸困難
或喘鳴、呼吸急促、嘈雜的高音呼吸聲（喘鳴）、咳嗽、噁心、嘔吐、腹瀉、感覺您的胃部抽筋、心率
加快、頭暈、感到昏厥、喪失腸道或膀胱控制（失禁）和眩暈，立即停止使用 ARIKAYCE，並尋求緊
急醫療協助

ARIKAYCE 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包括：
• 肺部過敏性發炎。 這些呼吸問題可能是肺部過敏性發炎的症狀，常伴隨發燒、喘鳴、咳嗽、呼吸短促和呼吸急促
• 嚴重的呼吸問題。嚴重的呼吸問題可能是支氣管痙攣的症狀。支氣管痙攣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副作用。
支氣管痙攣症狀包括呼吸短促、呼吸困難或難以呼吸、喘鳴、咳嗽或胸悶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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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KAYCE 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包括（續）：
•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惡化。 這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副作用

如果您感覺自己的
MAC 肺病毫無起色 —

是時候使用 ARIKAYCE 了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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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輸送到您肺部的吸
入性治療

ARIKAYCE 是一種以霧化器吸入的吸入性抗生素。它與其他吸入性抗生素不同，因為阿米卡星含
有稱為脂質體的細小顆粒。當您吸入 ARIKAYCE 時，含有藥物的脂質體會進入您的肺部。一進入
肺部後，將釋放藥物來對抗感染。

吸入及脂質體配方的 ARIKAYCE 會針對
肺部內的 MAC 細菌，為您提供對抗
MAC 肺病的不同方法

欲觀看 ARIKAYCE 如何對抗 MAC 肺病，瀏覽
ARIKAYCE.com/action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使用 ARIKAYCE 時，這些副作用可能會變得嚴重，需要在醫院接受治療。

如果您在服用 ARIKAYCE 時有任何這些嚴重的副作用， 請立即致電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或
立即取得醫療協助。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可能會要求您在短時間內停用 ARIKAYCE，或完全
停止使用 ARIKAYCE。
如果您對任何氨基糖苷類或 ARIKAYCE 中的任何成分過敏， 切勿使用 ARIKA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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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其他治療沒有反
應的患者中進行研究

與 MAC 肺病共存很有挑戰。您可能在過去曾經嘗試各種治療，卻沒有結果。ARIKAYCE 是為像
您一樣的人而研製。

已在 224 名患有 MAC 肺病、並對之前的治療停止作出反應或從沒有反應的患者進行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的研究。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在使用 ARIKAYCE 之前，告訴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您的所有醫
療狀況，包括：
• 有哮喘、COPD、呼吸短促或喘鳴（支氣管痙攣）

• 有人告訴您肺功能欠佳

• 有聽覺問題，如耳鳴或聽力喪失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
包括包裝盒警示。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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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的資訊

細菌培殖轉化：MAC 測試結果呈陰性

治療 MAC 肺病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細菌培殖轉化。細菌培殖轉化代
表您的肺部 MAC 細菌測試不再呈陽性。
在 ARIKAYCE 臨床研究中，細菌培殖轉化的定義為在每月的細菌培殖中，
連續 3 個月再沒有 MAC 感染。須在首 6 個月內達致細菌培殖轉化。

個月

額外措施

ARIKAYCE 研究評估的額外措施包括：
• 在 6 分鐘內步行到的距離有所改善（6 分鐘步行測試）

• 對聖佐治呼吸問卷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的回應有所改善，
此問卷旨在為肺病患者測量肺病對整體健康、日常生活及整體安康的影響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在使用 ARIKAYCE 之前，告訴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您的所有醫療狀況，包括您是否（續）：
• 有頭暈或感到房間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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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 有腎臟問題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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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使用 ARIKAYCE
的患者 MAC 肺病測試
結果呈陰性

在 ARIKAYCE 臨床研究中，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後，相對於單獨使用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29.0% [65/224] 對比 8.9% [10/112]），3 倍患者的 MAC 肺病測試結
果呈陰性。

倍

患者的測
試結果為
陰性

在 6 個月後，更多使用
ARIKAYCE 患者的測試
結果仍然呈陰性

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相對於單獨使用併合抗菌藥物治療 (27.7% [62/224]
對比 6.3% [7/112])，4 倍患者的 MAC 肺病測試結果仍然呈陰性。

倍

在使用 ARIKAYCE 之前，告訴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您的所有醫療狀況，包括您是否（續）：
• 有神經肌肉疾病，如重肌無力症

8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仍為陰性

測試呈陰性的患者中，95.4% 接受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的患者在 6 個月時的細
菌培殖仍然呈陰性，相對於 70% 單獨使用併合抗菌藥物治療的患者仍然呈陰性 (62/65 相對於
7/10)。

於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後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患者的測試結果

其他結果

仍為陰性

在 ARIKAYCE 臨床研究中，在第 6 個月結束時的 6 分鐘
步行測試及聖佐治呼吸問卷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評估均沒有改善。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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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RIKAYCE
可能會引起的副作用

ARIKAYCE 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例如：
• 肺部過敏性發炎。這些呼吸問題可能是肺部過敏性發炎的症
狀，經常伴隨：
– 發燒
– 咳嗽

– 呼吸急促
– 喘鳴

– 氣短

• 咳血（咯血）。咳血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副作用

• 嚴重的呼吸問題。嚴重的呼吸問題可能是支氣管痙攣的症狀。
支氣管痙攣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副作用。支氣管痙攣的
症狀包括：
– 氣短
– 喘鳴

– 呼吸困難或難以

呼吸

– 咳嗽或胸悶

各人對治療的反應各異。
如果您對 ARIKAYCE
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有任
何疑問，請務必與您的
醫生討論

•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惡化。這是 ARIKAYCE 的嚴重和常見
副作用
使用 ARIKAYCE 時，這些副作用可能會變得嚴重，需要在醫院
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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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ARIKAYCE 可能會引起嚴重副作用，包括：
• 嚴重過敏反應。服用 ARIKAYCE 的人士，可能會發生引致死亡的嚴重過敏反應。如果您出
現以下任何嚴重過敏反應的症狀：蕁麻疹、發癢、皮膚發紅或臉紅（臉紅）、嘴脣、舌頭
或喉嚨腫脹、呼吸困難或喘鳴、呼吸急促、嘈雜的高音呼吸聲（喘鳴）、咳嗽、噁心、
嘔吐、腹瀉、感覺您的胃部抽筋、心率加快、頭暈、感到昏厥、喪失腸道或膀胱控制
（失禁）和眩暈，立即停止使用 ARIKAYCE，並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 聽覺喪失或耳鳴（耳毒性）。耳毒性是 ARIKAYCE 的嚴重常見副作用。如果您有聽覺損失
或耳朵聽到噪音，如鈴聲或嘶嘶聲，請立即告訴您的健康護理人員。如果您開始出現平衡
或頭暈（眩暈）問題，請告訴健康護理提供者
• 腎臟問題惡化（腎毒性）。ARIKAYCE 所屬的藥物類別可能導致腎臟問題惡化。您的健康
護理提供者可能會在 ARIKAYCE 治療期間進行血液檢查，以檢查您的腎臟功能
• 肌肉無力惡化（神經肌肉阻滯）。ARIKAYCE 所屬的藥物別可能導致患有肌肉無力問題的
人出現更嚴重的肌肉無力（重肌無力症）

這些並非 ARIKAYCE 可能會引起的所有副作用。 請致電您的醫生或藥劑師，取得有關副作
用的醫療建議。您可以透過 1-800-FDA-1088 或 www.fda.gov/medwatch 向美國食品及
藥物管理局報告副作用。

相對於

20.2% 服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
劃的患者出現嚴重副
作用，相對於單獨使
用併合抗菌藥物治療
的患者為 16.1%

告訴健康護理提供者您服用的所有藥物，包括 處方藥物和非處方成藥、維生素和
草藥補品。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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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KAYCE 的最常見
副作用

與您的醫生
討論副作用

ARIKAYCE 的最常見副作用包括：
• 聲線改變及沙聲 (發音障礙)

• 在使用一次 ARIKAYCE 劑量期間或之後咳嗽
• 喉嚨痛
• 腹瀉
• 噁心
• 頭痛

• 發燒
• 嘔吐
• 皮疹

83% (185/224) 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的患
者中，即使出現至少一種副作用，也沒有停止治療。
研究期間停用 ARIKAYCE 的患者

• 肌肉痛

• 疲倦 (疲勞)

大部分出現副作用的患者並未停止治療

在治療的第一個月
期間，大部分患者報
告在使用一劑
ARIKAYCE 期間或
之後會咳嗽

34% (75/224) 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的患
者在研究結束之前停止使用 ARIKAYCE。
患者停止治療的最常見原因為：
• 副作用 – 17% (39/224)
• 決定終止 – 9% (21/224)

如果您在使用
ARIKAYCE 時出
現任何副作用，
請務必與您的
醫生討論

• 體重下降
• 痰多

• 胸部不適

這些並非 ARIKAYCE 可能引起的所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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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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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管理情況調查

近期的一項調查報告了可能採用的技巧和策略，以協助在服用 ARIKAYCE 時管理某些與呼吸系
統相關的副作用
本調查透過電話進行，美國兩所學術醫療中心的 26 位獲開具 ARIKAYCE 的患者在兩個月期間
接受了調查。
調查結果披露
• ARIKAYCE 完整處方資訊中未納入該資訊

• 透過 Insmed Incorporated 的注資，作者獲得寫作協助
• Insmed未參與此項研究的構思、設計、執行或分析

記住，應與您的醫生討論管理策略，
因為適宜的策略可能因患者而異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在使用 ARIKAYCE 之前，告訴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您的所有醫療狀況，包括您是否（續）：
• 目前懷孕或計劃懷孕。目前尚不清楚 ARIKAYCE 是否會傷害尚未出生的嬰兒。
ARIKAYCE 所屬的藥物類別可能與初生嬰兒完全耳聾有關。耳聾會影響雙耳並且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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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該調查中用於特定副作用的潛在管理策略。在啟用任何管理技巧之前，請務必與您的醫生討論。
咳嗽增多
管理策略包括：
• 使用支氣管擴張劑

• 改在晚上服用 ARIKAYCE
• 短期中斷 ARIKAYCE
• 鎮咳劑
• 喉糖
• 服藥後以温水或甘油漱口
• 攝入舒緩液
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管理策略包括：
• 使用支氣管擴張劑

• 短時中斷 ARIKAYCE
• 限制體力活動
• 如已在補氧，則加大補氧

聲線改變及沙啞聲 (發音障礙)
管理策略包括：
• 改在晚上服用 ARIKAYCE
• 短時中斷 ARIKAYCE
• 鎮咳劑
• 喉糖

• 服藥後以温水或甘油漱口
• 攝入舒緩液
痰液增多
管理策略包括：

• 氣道清通* (例如採用特定
的呼吸技巧、胸部拍擊及
呼氣正壓治療)
*痰液增多可能是氣道自行清通的一種
形式。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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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ARIKAYCE 治療

在您開始治療時，會收到專門藥房配發的 2 份藥物。
其中包括：
• A 28 天用量的 ARIKAYCE

• 一次配發的 Lamira® 霧化器系統

接下來，您會每月收到一份 28 天用量的 ARIKAYCE。

若要詳細了解您會收到什麼，瀏覽
ARIKAYCE.com/instructions

重要安全性資訊（續）

在使用 ARIKAYCE 之前，告訴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您的所有醫療狀況，包括您是否（續）：
• 目前母乳餵養或打算母乳餵養。目前尚未清楚 ARIKAYCE 內的藥性是否會滲入您的母乳以及
是否會傷害您的嬰兒。請與您的健康護理提供者討論在 ARIKAYCE 治療期間餵養嬰兒的最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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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請參閱包裝各處的其他重要安全性資訊和內附的完整處方資訊，包括包裝盒警示。

接受 ARIKAYCE 治療

• ARIKAYCE 的設計專為與 Lamira 霧化器系統一同使用，並應每天使用
一次
• 您可在家中或任何乾淨平坦的表面使用 ARIKAYCE
– 使用 ARIKAYCE 需時 14 分鐘左右，但也可能需時最多 20 分鐘

每天一次

若要觀看 ARIKAYCE 的分步用藥指示，瀏覽
ARIKAYCE.com/instructions
您的 MAC 測試結果呈陰性後，您的醫生可能建議您繼續使用
ARIKAYCE + 併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額外約 12 個月。這是為了
確保您的肺部已清除 MAC 細菌。

個月

治療 MAC 肺病需要使用 1 種以上的
藥物。這些藥物會一同發揮作用以抗
擊 MAC 細菌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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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kares 支持計劃

與這種病況共存並不輕鬆，開始使用新治療亦然。 Arikares® 支持計劃在此為您的治療全程中
為您提供重要資訊及持續支持。

支持計劃

Arikares 支持計劃
1-833-ARIKARE
(1-833-274-5273)
或
1-973-437-2376

週一至週五，由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東部時間

一名 Arikares 協調員及 Arikares 培訓導師可以協助您

如果您參加，您的 Arikares 協調員將是您在治療過程中的聯絡人，為您解答問題。他或她也會提
供有關裝置的資料、藥物保險涵蓋範圍，以及 Arikares 支持計劃如何運作。

您也可以要求指定的 Arikares 培訓導師進行裝置訓練環節。他或她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或呼吸
系統專科醫生，可以前往您的家中，為您示範如何使用霧化器來用藥。
Arikares 將在您的治療全程中持續地支持您。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 Arikares 支持計劃如何協助您，瀏覽
ARIKAYCE.com/support
您可在那裡下載 Arikares 登記表格，以便帶給您的醫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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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
支持計劃

Step 1
Step
1
Step
Step 11
Step 1
Arikares

Step 2
Step
2
Step
Step 2
2
Step 2

Step 3
Step
3
Step
Step 3
3
Step 3
Step 4
Step
4
Step
Step 4
4
Step 4

Step 5
Step
5
Step
Step 5
5
Step 5

處方藥和
處方藥和
處方藥和
計劃登記
處方藥和
計劃登記
處方藥和
計劃登記
計劃登記
計劃登記

歡迎
歡迎
歡迎
歡迎
歡迎
第一份 ARIKAYCE
第一份
ARIKAYCE
第一份
ARIKAYCE
藥物運交
第一份
ARIKAYCE
藥物運交
第一份
ARIKAYCE
藥物運交
藥物運交
藥物運交
裝置培訓
裝置培訓
裝置培訓
裝置培訓
裝置培訓

持續支援
持續支援
持續支援
持續支援
持續支援

第 1 步：在接受處方後，您可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來登記參與 Arikares
支持計劃：
• 下載 Arikares 登記表格，網址：ARIKAYCE.com/support，填好後交
給您的醫生辦公室
• 致電 1-833-ARIKARE (1-833-274-5273) 或 1-973-437-2376，透過電
話請人協助您登記

第 2 步：登記 Arikares 支持計劃後，您將收到：
• 郵寄來的迎新包

• 您的 Arikares 協週員將致電給您，解答您可能有的問題及解釋後
續步驟
第 3 步：您將收到藥物
• 第一批足以供應 28 天的藥物將送到您家，並附有 Lamira
霧化器系統

第 4 步：您可預定家中培訓時間
• 收到藥物大概 2 天後，您將符合資格接受 Arikares 培訓導師提供
的家中培訓

第 5 步：持續支援

• 您的 Arikares 協調員將在您的治療過程中與您保持聯絡，以全程提供

重要資訊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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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和財務支援

對於有政府保險的患者†

適用於有商業或私人保險的患者

Medicare D 部分額外援助——低收入資助 (Low-Income Subsidy, LIS) 計劃

ARIKAYCE 共付節省計劃‡
• 使用私人或商業保險的合格患者可以為 ARIKAYCE®（阿米卡星脂質體吸入懸液）節省自付費用

收入和資源有限的 Medicare 患者可能符合資格獲得額外援助以支付藥物費用。Medicare 下的
LIS 或 “Extra Help” 計劃向未必能負擔與其 Medicare D 部分計劃相關費用的患者提供財務援助。
合格接受 LIS 的人可：
• 接受援助繳付每月最低金額
• 減低或免除免賠額

州政府贊助計劃

• 不適用於透過 Medicaid、Medicare、VA、DoD、TRICARE 或類似聯邦或州政府計劃（包括任何州政府藥物援助計劃）涵蓋
或提交報銷的處方藥物
• 可透過致電 Arikares 支持計劃電話 1-833-ARIKARE (1-833-274-5273) 或 1-973-437-2376 確定是否符合資格

• 減低或免除處方共同保險及共付額
• 承保沒有落差

一些州贊助處方財務援助計劃，而每個計劃都各有資格要求。
這些計劃並非由 Insmed.提供。.

†

如欲尋找更多折扣和財務支援詳情，瀏覽
ARIKAYCE.com/savings

ARIKAYCE 共付節省計劃條款及細則

‡

大多數符合資格的患者每月支付 $0 共付額至每個日曆年度最高達 $32,000 的最高
計劃福利，而每月的計劃福利上限為每月 $8,000。一旦達到上限，患者將須負責
承擔任何共付額。視乎私人或商業健康保險計劃，節省可用於共付額、共同保險
或免賠額。
誰符合資格？

已經接受處方 ARIKAYCE、年滿 18 歲、是美國 50 州、哥倫比亞特區或波多黎各居
民之一，並擁有商業或私人醫療保險的患者均可能符合資格參加 ARIKAYCE 共付
節省計劃。ARIKAYCE 必須由您的商業或私人保險承保。此計劃不適用於繳付現金
的客戶。此優惠不適用於 Medicaid、Medicare、VA、DoD、TRICARE 或類似聯
邦或州政府計劃（包括任何州藥物援助計劃）涵蓋或提交報銷的處方藥物。
目前不符合資格參加 ARIKAYCE 共付節省計劃的患者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可重新
申請。

支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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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獲得的任何福利部分向醫療保險或任何第三方尋求報銷。此優惠不以任何過去、
現在或將來的購買（包括續配藥物）為條件。共付卡不得轉讓，每人僅限一張，亦
不可與任何其他優惠或折扣同時使用。在法律禁止、納稅或限制的情況下，此計劃
無效。優惠沒有現金價值。
適用於患者：如果您的處方藥物由保險承保，您可能需要通知保險公司兌換此共付
卡。透過兌換此共付卡，即表示您證明（1）您不是上述任何政府資助計劃的受益
人；（2）如果您開始從任何政府資助的計劃中獲得處方福利，您將退出本計劃；
以及（3）您承認並理解，為確保遵守與政府資助計劃相關的法律，必須遵守此優
惠的條款及細則。有關您的資格或福利的問題，或者如果您希望終止參與，請致電
1-833-ARIKARE (1-833-274-5273) 或 1-973-437-2376。
透過參加 ARIKAYCE 共付節省計劃，您和您的藥劑師理解並同意遵守這些資格要
求和使用條款。
DoD=國防部；VA =退伍軍人事務部。.

這並不是保險福利，也不包括或提供與 ARIKAYCE 相關的供應用品、程序或任何
醫生相關服務的支持。超出上述金額的一般、非產品特定保險免賠額亦不包括在
內。Insmed 保留隨時撤除、撤銷、終止或修改此優惠、資格，以及條款及細則的
權利，恕不另行通知。患者、藥劑師和開處方的醫務人員均不能透過此優惠，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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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醫生發問的重要問題，用以準備討論 ARIKAYCE
ARIKAYCE 如何運作，及它是否適合我？

我如何服用 ARIKAYCE，及每隔多久服用？
我如何知道自己好轉？
治療為期多久，及我們如何追蹤進展？
ARIKAYCE 與我過去接受的治療有何不同？
我應了解哪些副作用？

嬗搂饱蒀

䠮錏MAC 肾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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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了解 MAC 肺病，造訪
ARIKAYCE.com/what-is-mac

ARIKAYCE 是第一個及唯一一個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准用於治療 MAC 肺病的治療
藥物，即作為聯合抗菌藥物治療計劃的一部分，參與治療對單用聯合抗菌藥物治療不起反應的患者。

如果我開始遇到副作用，應該怎樣做？
以下幫助您與醫生開始討論的樣本問題。這並不是，也不旨在成為醫療評估、檢查、建議、諮詢、診斷或治療。
請務必諮詢您的醫生了解所有醫療或健康相關事宜。

批准使用於有限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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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計劃

與您的 Arikares 協調員一同踏出治療過程的第一步。 立即登記 Arikares 支持計劃。
您的 Arikares 協調員聯絡資料：

如欲索取更多資訊，瀏覽
ARIKAYCE.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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