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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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科準分子雷射 處置 $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不分部位多寡，以次計費) 106.02.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2569131號

2 非侵入式區域腦血氧飽和監測與處置Cerebral Oximeter 檢查、處置 $7,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4.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635036號

3 先天中樞性換氣不足症候群檢查 檢查 $2,400 含代檢費、技術費 106.08.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10248號

4 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感染篩檢 檢查 $2,400 含代檢費、技術費 106.08.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10248號

5 感覺神經性聽損檢查 檢查 $2,400 含代檢費、技術費 106.08.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10248號

6 3D立體定位機器人手臂膝關節置換術 手術 $60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518634號

7 高聚焦超音波攝護腺癌治療 處置 $3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621626號

8 自動驗光檢查(電腦驗光) 檢查 $110 含技術費 107.09.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13694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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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798363號

10 艾克生專利特殊微型射源術中放射治療(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ORT) 處置 $277,87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34182號

11 精準神經阻斷疼痛控制術(含專用探針) 處置 $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006063號

12 水冷式射頻治療 處置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006063號

13 上肢機器動作訓練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006063號

14 羅莎機械手臂導航手術系統使用費 處置 $25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006063號

15 高階無痛支氣管鏡鎮靜術 處置 $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079333號

16 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 處置
5小時以內:3萬

5小時以上:5萬
含材料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417983號

17 單一抗原PRA(Single Antigen Flow PRA) 處置 $3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283062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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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2,960

病灶大於5公分:1萬9,1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417984號 

19 前庭頭部脈衝檢查 處置 $2,18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1.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058683號 

20
新生兒五合一篩檢(黏多醣症第一型、黏多醣症第二型、典型法布瑞氏症、生物素酵素缺乏

症、高雪氏症)
檢驗 $900 含材料費 108.01.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370786號 

21 腎上腺腦白質失養症(ALD)篩檢 檢驗 $240 含材料費 108.01.2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370786號 

22
麩胺酸脫羧酶自體抗體檢驗GAD－Ab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antibodies)
檢驗 $1,250 含材料費 108.02.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301921號 

23 第一型前膠原蛋白氮端前胜鏈檢驗(P1NP) 檢驗 $1,200 含材料費 108.02.2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301887號 

24 聚焦超音波腦神經性功能失調治療 處置 $60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234645號 

25 超音波導引真空輔助連續乳房切片微創手術(小於3公分以下)－左乳 處置 $15,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52707號 

26 超音波導引真空輔助連續乳房切片微創手術(小於3公分以下)－右乳 處置 $15,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52707號 

27 超音波導引真空輔助連續乳房切片微創手術(大於或等於3公分)－左乳 處置 $2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52707號 

28 超音波導引真空輔助連續乳房切片微創手術(大於或等於3公分)－右乳 處置 $2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52707號 

29 腹腔內化學藥物灌洗手術治療 處置 $100,000 含技術費 108.06.1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640567號 

30
聽損基因檢測

(Deafness Gene Mutations Detection)
檢查 $4,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6.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015928號 

31 重覆透顱磁刺激術 處置 $2500/每次40分鐘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7.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393523號 

32 三維醫學影像重建 處置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9.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539664號 

33 自體免疫肝炎檢炎檢測(Autoimmune-Hepatitis Test) 檢驗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0.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157556號 

34
肺炎黴漿菌抗原檢測

(Mycoplasma pneumonia Ag test)
檢驗 $500 含材料費 108.10.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636164 號 

35
循環性腫瘤細胞計數檢測

(Circulating Tumor Cell Test)
檢驗 $2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36 肺癌藥物基因檢測 檢驗 $50,000 含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37 乳癌藥物基因檢測 檢驗 $50,000 含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38 大腸癌藥物基因檢測 檢驗 $50,000 含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39
家族性乳癌/卵巢癌基因檢測

(BRCA1/BRCA2)
檢驗 $30,000 含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40 多重癌症藥物基因檢測 檢驗 $90,000 含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08.10.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69303 號

41 PD-L1 22C3 免疫染色分析 檢驗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04608 號

42 PD-L1 28-8 免疫染色分析 檢驗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04608 號

43 PD-L1 SP142 免疫染色分析 檢驗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046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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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D-L1 SP263 免疫染色分析 檢驗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04608 號

45 攝護腺特異抗原前驅物(p2PSA) 檢驗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2.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232871 號

46 類胰島素生長因子結合蛋白-3檢測(IGFBP-3) 檢驗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1.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071532 號

47 安蓓基因檢測(MPap DNA Methylation Test) 檢驗 $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1.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071532 號

48 工作能力鑑定(簡單) 處置 $2000/每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3.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495380 號

49 工作能力鑑定(中度) 處置 $4000/每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3.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495380 號

50 工作能力鑑定(複雜) 處置 $6000/每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3.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495380 號

51 高能聚焦超音波治療(海扶刀) 處置 $20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5.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85436 號

52 心臟監測器經皮植入術 處置 $7,32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5.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619194 號

53 心臟監測器經皮移除術 處置 $7,32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5.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619194 號

54 7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8,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982349號

55 14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11,1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982349號

56 熱射頻胃賁門緊縮術 處置 $175,000 含技術費、單次性耗材及Stretta導管、麻醉費用 109.07.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027889號

57 安欣娜乳癌腫瘤基因檢測 檢查 $160,000 含技術費 109.07.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09899號

58 團體運動 處置 $250/每人每次 含技術費 109.09.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44090號

59 特約健康諮詢費(每30分鐘) 處置 $2,000 含技術費 109.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62409號

60 血漿ANTI-A,ANTI-B 抗體力價檢測(ANTI-A,ANTI-B TITER) 檢驗 $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9.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862701號

61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國際醫療 檢驗 $7,5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85021號

62 無線食道酸鹼監控檢測 處置 $11,000 含人事費、設備費及管理費，不含其它耗材費用 109.11.1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208431號

63 持續疼痛指數監控暨處置術 處置 $5,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57917號

64 內視鏡超音波導引下穿刺切片術（技術費） 處置 $6,14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20054號

65 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第1、2、3型(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66 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第6型(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1,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67 脊髓小腦性共濟失調第17型(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1,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68 齒狀紅核蒼白球萎縮症(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1,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69 亨丁頓舞蹈症(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70 甘迺迪氏症基因檢查(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1,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71 小兒代謝遺傳疾病檢查(含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代檢費) 檢驗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517467號

72 免疫酵素法抗磷脂酶A2受體IgG抗體試劑 檢驗 $2,48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2.3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78124號

73 固態腫瘤全面性基因檢測 檢驗 $18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10.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78123號

74 全面性循環腫瘤DNA檢測 檢驗 $18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10.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78123號

75 淋巴瘤及骨肉瘤全面基因檢測 檢驗 $2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及委外代檢費用 110.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478123號

76 Zepto引導視軸中心定位前囊切口術 處置 $23,500 含技術費、材料費及手柄套件特材 110.02.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075988號

77 進階呼吸道通氣術（含個人化呼吸道處置材料） 處置 $98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4.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424952號

78 內毒素血液吸附術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6.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065497號

79 廣泛性腫瘤游離DNA基因突變檢測（52genes） 檢驗 $90,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委外檢驗費及解說檢測項目及解釋

檢測報告等
110.07.1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652881號

80 支氣管鏡導航3D立體定位術 處置 $20,000 含技術費 110.08.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798717號

81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COVID-19） 檢驗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9.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05651號

82 快速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4,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09.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05651號

83 性功能震波治療 處置 $6,000 含技術費 110.10.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256957號

84 乳房斷層攝影（2D+3D） 檢查 $3,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0.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411758號

85 經導管微創主動脈瓣膜植入術前評估電腦斷層檢查 檢查 $2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0.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256958號

86 藥物誘導睡眠上呼吸道內視鏡檢查 檢查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0.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77666號

87 喉返神經監測術 處置 $5,000 含技術費 110.10.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77669號

88 呼吸調控放射治療 處置 $2,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411759號

89 體外震波治療 處置
單次療程：2,000

雙次療程：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3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639005號

90 逆行性內視鏡腎臟內手術 處置 $3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1.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07346號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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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費 110.11.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18674號

92 消化道腫瘤黏膜下層剝離術（ESD）：小於3（含）公分 處置 $6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21615號

93 消化道腫瘤黏膜下層剝離術（ESD）：大於3公分小於5公分 處置 $7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21615號

94 消化道腫瘤黏膜下層剝離術（ESD）：大於5（含）公分 處置 $8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216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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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低能量體外震波治療術 處置 $6,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及藥品費 110.12.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45020號

96 脂質層缺乏性蒸發乾眼診斷及瞼板腺測量 檢查 1,400/雙眼單次 含技術費 110.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94130號

97 瞼板腺功能障礙熱度脈動治療術 處置 22,000/每眼每次 含技術費 110.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94130號

98 強脈衝光乾眼治療 處置 $6,000 含技術費 110.12.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94130號

99 彩色編碼即時血流分析 檢查 $3,888 含技術費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394131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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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04465號

101 新冠肺炎自費核酸池化檢測 檢驗 $1,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27867號

102 電動縫合器手術費 處置 $3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5.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29538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