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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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生微型低能量射源腫瘤手術中放射線治療(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ORT)
處置 $27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565229號

2 機械手臂關節置換微創手術 處置 $45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3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565246號

3 泌尿科低能量體外震波治療 處置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7.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344260號

4 輸精管結紮術 處置 $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2.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346952號 

5 單通道微創內視鏡椎間盤切除術(搭配可拋棄式止血氣化槍) 處置 $10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2.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346952號 

6 肺炎黴漿菌抗原檢測 檢驗 $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 109.04.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35490號

7 無痛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4.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35491號

8 軟組織腫瘤消融術<5cm(含甲狀腺、乳房、肌肉、骨骼腫瘤) 處置 $12,9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706025號

9 軟組織腫瘤消融術>5cm(含甲狀腺、乳房、肌肉、骨骼腫瘤) 處置 $19,1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706025號

10 神經功能分析與衡鑑 處置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63112號

11 神經功能調節訓練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63112號

12 睡眠評估與認知行為治療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63112號

13 進階呼吸道通氣術-乙式（經鼻腔）費 處置 $1,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0.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47032號

14 NightOne居家睡眠檢查 處置 $1,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0.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674981號

15 特約健康諮詢費(每30分鐘) 處置 $2,000 含技術費 109.11.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075098號

16 強脈衝光乾眼治療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09874號

17 乾眼症自費檢查 處置 $800 含技術費 109.11.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09939號

18 角膜塑型追蹤費 處置 $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24529號

19 角膜塑型驗配處方費 處置 $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24529號

20 肝臟纖維掃描Fibroscan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24557號

21 呼吸調控放射治療 處置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586877號

22 手術中電腦導航技術費 處置 $3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075265號

23 全自動乳房超音波檢查 處置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315546號

24 進階呼吸道通氣術(含個人化呼吸道處置材料) 處置 $1,28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301979號

25 微波多汗症治療 處置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378225號

26 微脈衝雷射光凝治療系統 處置 $19,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92516號

27 逆行性內視鏡腎臟內手術 處置 $3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14699號

28 單次使用個人拋棄式體溫維持系統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2.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85318號

29 循血綠眼底血管攝影ICG（不含ICG藥） 檢查 $1,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2.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59698號

30 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 處置 $3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189423號

31 進階生理監控或處置：腦部血氧濃度監測 處置 $7,8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220484號

32 最適肌壓手術輔助處置術（OMT） 處置 $6,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3.0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140902號

33
身心健康諮詢(每20分鐘)(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per 20

min))
處置 $64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4.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580950號

34 身心壓力治療(每50分鐘)(Stress psychotherapy(per 50 min)) 處置 $1,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4.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580950號

35
身心功能分析與衡鑑(每60分鐘)(Psycho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alysis and assessment(per 60 min))
處置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4.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580950號

36 高聚焦超音波攝護腺癌治療 處置 $3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6.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8662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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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愛膝康”一次性自體軟骨修補手術(含單顆載體) 處置 $380,000

1.新臺幣38萬元，每加一顆載體5萬元，至多再加2顆載

體。

2.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效能及適應症：

(1)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衛部醫器製字第006689號。

(2)效能：適用於膝關節內側股骨踝、外側股骨踝與股骨滑

車部位之軟骨及軟硬骨缺損填補並幫助軟硬骨組織修復。

(3)適應症：治療膝關節軟骨損傷患者。

110.06.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130606號

38 APO E 基因型檢測 檢驗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7.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927671號

39 單次性上聲門通氣術 處置 $9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7.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392317號

40 微創內視鏡椎間盤切除術 處置 $6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8.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396464號

41 腦部類澱粉蛋白正子斷層掃描造影 檢查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8.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430183號

42 特等病房費A 其他 $6,000

坪數7.0~7.7坪，設備包含智慧病房、病房服務、保險箱、

書桌/椅、冷暖氣及共同設備（電動病床、陪病床、獨立衛

浴設備、免治馬桶、液晶電視、電話、沙發、衣櫃、冰

箱、熱水壺、盥洗用品、無線網路、冷氣）等

110.11.0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099929號

43 特等病房費B 其他 $8,000

坪數12.8坪，設備包含智慧病房、病房服務、保險箱、書

桌/椅、冷暖氣、獨立會客區及共同設備（電動病床、陪病

床、獨立衛浴設備、免治馬桶、液晶電視、電話、沙發、

衣櫃、冰箱、熱水壺、盥洗用品、無線網路、冷氣）等

110.11.0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099929號

44 7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031397號

45 14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031397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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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279025號

47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CT verification放射治療影像導

引電腦斷層掃描
檢查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97497號

48 全套自費新生兒篩檢（Pompe+SCID+五合一+ALD+DMD） 檢驗 $1,880

含材料費、技術費，收費內容含龐貝氏症（popme）、嚴重

複合型免疫缺乏症篩檢（SCID）、五合一（典型法布瑞氏

症（FAB）、高雪氏症（GD）、黏多醣症第1、2及生物素酶

缺乏症（BD））、腎上腺腦白質失養症（ALD）、裘馨氏肌

肉萎縮症（DMD）等篩檢。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05045號

49 新型冠狀病毒IgG抗體檢測SARS CoV 2 IgG 檢驗 $1,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驗費、診察費 110.12.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21132號

50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50287號

51 快速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4,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50287號

52 p2攝護腺指標檢測 檢驗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11339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