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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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標母血唐氏症 $1,500

2 脊髓肌肉萎縮症SMA $2,200

3 檢驗基因HLA-B5801 檢驗 $3,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1.12.24 北衛醫字第1013159930號

4 麻醉深度監測費 檢查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3.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113003號

5 腦部血氧濃部監測費 檢查 $7,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3.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113083號

6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PRP)注射費 處置 $16,560 含材料費 106.03.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081155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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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1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261433號

8 進階呼吸道通氣術-甲式（經口腔）費 處置 $72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5.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919274號

9 無痛分娩費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5.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921626號

10 單次使用個人拋棄式體溫維持系統費 處置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5.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923067號

11 最適肌壓手術輔助處置術(OMT)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5.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0924468號

12 無痛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 檢查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9.1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31598號

13 超音波導引神經阻斷止痛費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10347號

14 脊椎關節注射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3.0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192760號

15 自控式止痛 處置 $6,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3.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192857號

16 自體血清點眼液 處置 $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4.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01599號

17 肌痛點注射 處置 $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52720號

18 自控式止痛(一天) 處置 $5,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6.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119309號

19 自控式術後止痛(追加一天) 處置 $1,000 含技術費 108.06.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119136號

20 7天長效術後止痛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6.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119441號

21 神經破壞術 處置 $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8.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078995號

22 內視鏡檢麻醉(胃鏡及大腸鏡) 處置 $4,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8.0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079028號

23 居家睡眠檢測 處置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9.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58429號

24 超音波導引軟組織注射(多部位) 處置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0.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91643號

25 脂質層缺乏性乾眼症檢查及瞼板腺測量 處置 $600/單次(雙眼)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7.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50357號

26 無痛內視鏡麻醉（胃鏡或大腸鏡） 處置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7.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50533號

27 低能量生化雷射血管內照射治療法 處置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8.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96466號

28 震波治療 處置

$1,200元(單次)

$3,000(療程2個月內連

續3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8.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96465號

29 強脈衝光乾眼治療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093654號 

30 維生素D/Vitamin D(25-OH),Total 檢驗 $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2.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81452號

31 水劑處方代製 處置 $60/帖 含材料費、人力費 110.06.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078534號

32 Covid-19自費篩檢(一般件) 檢驗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7.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311310號

33 Covid-19自費篩檢(急件) 檢驗 $4,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7.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311310號

34 Covid-19自費篩檢(特急件) 檢驗 $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8.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548777號

35 X染色體脆折症基因檢驗 檢驗 $3,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138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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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0.02.01 北衛醫字第1000007794號



36 地中海型貧血基因檢測（α型） 檢驗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13853號

37 地中海型貧血基因檢測（β型） 檢驗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13853號

38 抗穆氏管賀爾蒙（AMH） 檢驗 $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13853號

39 遠紅外線治療 處置 $150元/(40分/次) 含技術費 111.03.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94639號

40 單胞胎胎兒高層次超音波掃描 檢驗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1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201557號

41 雙胞胎胎兒高層次超音波掃描 檢驗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1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201557號

42 攝護腺癌海福刀微創標靶治療 處置 30萬元整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4.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79803號

43 COVID-19抗體檢驗 SARS-Cov-2 (N) IgG 檢驗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7.1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292484號

44 體外反搏治療（EECP Therapy) 處置 $2,400元/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8.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385455號

45 牙科舒眠鎮靜麻醉(第一小時)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8.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138202號

46 牙科舒眠鎮靜麻醉(大於1小時後，每30分

鐘)
處置 $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8.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138202號

47 重覆式經顱磁刺激治療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9.15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604689號

48 葡萄糖水軟組織注射增生治療法 處置  1,000 元/局部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0.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997682號

49
    葡萄糖水軟組織注射增生治療法

(含超音波引導)
處置  1,500 元/局部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0.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997682號

50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NIPT)七合一 檢驗 $14,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769495號

51 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 (NIPT)十四合一 檢驗 $24,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769495號

52 穴位埋線 處置
450元/一組(8針)、

1600元/四組(32針)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911581號

53 中醫小針刀處置費單一部位 處置 800元/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1924826號

54 低能量震波治療 處置 5,000元/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12.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2139534號

55 特殊心理處遇 處置 2,000元/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2.0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2162948號

56 機器人輔助行走物理治療 處置 $3,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2.01.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224774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