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核定項目名稱 類別 核定金額(單位：元) 收費內容說明 核定日期 核定文號

1 肺癌篩檢(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檢查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6.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623216號

2 AMH抗穆勒氏管賀爾蒙檢驗 檢驗 $800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3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七種以上 檢驗 $25,000

1.含技術費、材料費及檢送費

2.原醫療項目名稱為「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慧智」，經本

府108年12月23日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385349號函同意變更為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七種以上」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S-慧智

1顆 $20,000

2顆 $37,000

3顆 $50,000

4顆以上 $15,000/顆

5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七合一 檢驗 $15,000

1.含技術費、材料費及檢送費

2.原醫療項目名稱為「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訊聯」，經本

府108年12月23日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385349號函同意變更為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七合一」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6 銦-111體抑素受體閃爍斷層攝影 處置 $9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61704號

7 多尼爾醫用鈥雷射光纖 處置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61704號

8 牙科治療舒眠麻醉－1個小時內 處置 $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61269號

9 牙科治療舒眠麻醉－1個小時後，30分鐘內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61269號

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S-創源

   1-3顆(每顆單價) $16,700

   4-10顆(每顆單價) $15,000

   11-20顆(每顆單價) $15,000

   21顆以上(每顆單價) $14,000

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D-創源

   1-5顆 $130,000

   6顆以上，每增加1顆之單價 $25,000

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PGD-慧智

  探針設計

  全基因放大術

  基因檢測 30,000/次

基因檢驗

  大 $10,000

  中 $6,000

  小 $2,500

14 特製矯正復健鞋墊 處置 $5,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6.12.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2387998號

15 3D微創複雜手術治療 處置 $5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6.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686713號

16 取卵麻醉 處置 $7,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6.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686713號

17 四維腫瘤影像定位 處置 $1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6.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686713號

18 肺炎黴漿菌抗原檢測 檢驗 $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7.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363313號

19 驗光矯正檢查 檢查 $80 含技術費 107.08.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145605號

20 溫熱化學治療 處置 $15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9.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44708號

21 真空輔助立體定位乳房切片微創手術(單側) 處置 $23,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9.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44708號 

22 非值班醫師出勤費-大夜 其他 $1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9.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44708號 

23 非值班醫師出勤費-小夜 其他 $6,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09.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44708號 

24 人類乳突病毒病毒型篩檢(HPV DNA GENOTYPING TEST ) 檢驗 $1,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674269號

25
高雪氏症、典型法布瑞氏症、黏多醣第一型、生物酵素缺乏第一型、黏多醣第二型篩

檢
檢驗 $75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26 腎上腺腦白質失養症(ALD)篩檢 檢驗 $24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27 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SCID)篩檢 檢驗 $3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28 龐貝氏症篩檢 檢驗 $24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29 新生兒篩檢(無補助對象使用) 檢驗 $7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30 新生兒篩檢 檢驗 $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89457號

31 p2攝護腺指標檢測 檢驗 $2,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7.11.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49712號

32 特等病房費 其他 $7,000 108.01.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096875號

33 經導管微晶球攝護腺減容手術 處置 $9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8.01.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096836號

34 微創內視鏡椎間盤切除術 處置 $6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8.01.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096836號

新北市核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自費醫療項目

106.12.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2387998號

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6.12.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2387998號100,000/次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6.12.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2387998號

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6.12.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2387998號

1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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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檢驗

包含檢測費、探針設計費、技術費、醫療設備費

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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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進階呼吸道處理術 處置 $98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8.02.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237518號

36 單次拋棄式體溫維持系統 處置 $2,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8.02.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237518號

37 全血凝血分析(含內外路徑檢測，5種以上) 套組含技術費 檢查 $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302042號

38 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輔助手術使用費-簡單 $67,000

39 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輔助手術使用費-中度 $80,000

40 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輔助手術使用費-複雜 $120,000

41 體外震波治療 處置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6.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772425號

42 腦部類澱粉正子斷層掃描 處置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6.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772425號

43 消化道腫瘤粘膜下層剝離術(ESD) (自費)：小於3(含)公分 $6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49359號

44 消化道腫瘤粘膜下層剝離術(ESD) (自費)：大於3公分小於5公分 $7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49359號

45 消化道腫瘤粘膜下層剝離術(ESD) (自費)：大於5(含)公分 $8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49359號

46 抗磷脂酶A2受體IgG檢測 檢驗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49359號

47 早期子癲前症風險評估 檢驗 $2,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237509號

48 低能量體外震波治療 處置 $7000/每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157568號

49 7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處置 $8,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5.1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95839號

50 內視鏡消化道標記術 處置 $6,9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034291號

51 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定量檢查 檢驗 $55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034291號

52 內視鏡超音波導引下穿刺切片術(技術費) 檢驗 $6,140 含材料費 109.06.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922244號

53 高功率重覆透顱磁刺激術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8.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10286號

54 逆行性內視鏡腎臟內手術 處置 $3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8.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10286號

55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國際醫療 處置 $7,5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940026號

56 B型肝炎病毒核心關連抗原檢測(HBcrAg) 檢驗 $1,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940026號

57 新生兒裘馨氏肌肉失養症篩檢 檢驗 $350 含材料費、技術費、代檢費 110.03.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290230號

58 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胎兒後頸部透明帶超音波、freeβ-HCG、PAPP-A） 檢驗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3.3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571371號

59 14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11,1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3.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97937號

60 心臟監測器經皮植入術 處置 $7,320 含材料費、技術費（為手術之費用，不含回診醫師解說報告費） 110.07.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133272號

61 心臟監測器經皮移除術 處置 $7,320 含材料費、技術費（為手術之費用，不含回診醫師解說報告費） 110.07.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133272號

62 血液內毒素、細胞激素和尿毒素清除素 處置 $1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8.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292499號

63 重度鎮靜/麻醉 處置 $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9.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673359號

64 腎動脈神經電燒術 處置 $1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0.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714882號

65 內視鏡吞嚥檢查 檢查 $2,500
每次收費2,500元，含材料費、技術費、醫師操作、判讀、確認

報告費。
110.11.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756988號

66 乳管內對比劑顯影攝影 檢查 $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03283號

67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985049號

68 快速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4,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985049號

69 新冠肺炎抗原快篩（COVID-19 Ag Rapid Test） 檢驗 $85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985049號

70 毒物重金屬篩檢（1項） 檢驗 $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985049號

71 經絡診斷 處置 $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66267號

72 拔罐或刮痧治療 處置 $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66267號

73 放血技術費（材料費另計） 處置 $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66267號

74 五行灸療（簡單） 處置 $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66267號

75 經口內視鏡消化道肌肉切開術 處置 $4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39080號

76 新型冠狀病毒血清抗體檢測(含檢驗費、診療費) 檢驗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檢驗費、診察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77 電腦斷層導引超低溫肺腫瘤消融術 < 5公分 處置 $2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處置

含技術費 108.05.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31979號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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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電腦斷層導引超低溫肺腫瘤消融術 < 5公分 處置 $24,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79 PTNS經皮脛骨神經調節電刺激治療 處置 $5,7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80 經皮神經電刺激( CES) 處置 $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81 偵測卵泡成長-超音波檢查 檢驗 $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82 諮詢衛教費 處置 $500/次 含技術費 111.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006919號

83 內視鏡唾液腺探查手術 處置 $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150691號

84 唾液腺內視鏡微創手術 處置 $3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150691號

85 內視鏡微創耳咽管擴張成型術-單側 處置 $48,000/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315097號

86 內視鏡微創耳咽管擴張成型術-雙側 處置 $53,000/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315097號

87 青光眼微創導管植入術 處置 $22,000/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315097號

88 經皮內視鏡腰椎椎間盤切除術 處置 $3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6.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337618號

89 達文西系統儀器使用費 處置 $50,000 含技術費 111.06.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580978號

90 嗜鉻粒蛋白A Chromogranin A(CGA) 檢驗 $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6.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580978號

91 軟組織腫瘤消融術(含甲狀腺、乳房、肌肉、骨骼腫瘤) 處置
病灶小於5公分:12,960

病灶大於5公分:19,1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8.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884635號

92 電動縫合器手術費 處置 $3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9.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079581號

93 二氧化碳充氣式減痛大腸鏡 處置 $385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9.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167690號

94 指(趾)甲矯正術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9.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825710號

95 整合性淋巴退腫治療(特約一對一服務) 處置 $2,000 含技術費 111.09.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825710號

96 阿克西奧斯支架腸胃道膽胰吻合術 處置 $1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0.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485891號

97 介白素-6(Interleukin-6) 檢驗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1.1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61337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