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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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秒雷射輔助白內障手術 手術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4.07.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40597042號

2 體內腫瘤術中放射治療 處置 $18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5.01.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0096692號

3 乳癌術中放射治療 處置 $25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5.01.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0096692號

4 LipiFlow熱度脈動治療 處置 $2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5.10.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2068951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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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0.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2068951號

6 高壓氧治療-10公尺（33呎）/90分鐘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1.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2557797號

7 高壓氧治療-15公尺（50呎）/120分鐘 處置 $2,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1.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2557797號

8 電阻式胸部斷層掃瞄 檢查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3.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308953號

9 角膜環植入手術 手術 $3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5.0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594826號

10 Actigraphy腕動計睡醒週期分析 檢查 $1,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6.08.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1236117號

11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注射療法(單側) 處置 $16,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5.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002374號

12 靜脈注射放射性鐳-223治療（Ra-223） 處置 $23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6.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003780號

13 腦部類澱粉正子斷層掃描 檢查 $7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7.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239330號

14 放射治療胸腹部呼吸暫停監測技術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9.1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160550號

15 三維醫學影像重建 處置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09.17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502329號

16
膝蓋骨組織移植及處理保存費

Bone Graft(Allograft)-knee
人體器官保存庫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34119號

17
異體韌帶組織移植及處理保存費

Ligament Graft(Allograft)
人體器官保存庫 $7,15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34119號

18 皮膚組織處理及保存費 人體器官保存庫 $2,75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34119號

19 眼科羊膜組織處理及保存費 人體器官保存庫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34119號

20 眼科鞏膜織處理及保存費 人體器官保存庫 $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0.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434119號

21
無痛經內視鏡逆行性膽道(膽胰管)攝影術(ERCP)；內視鏡取石術(EPT) (執行一

次療程)
處置 $6,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37511號

22 最佳肌肉鬆弛輔助裝置(OMT)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37511號

23 無痛分娩(執行一次療程)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37511號

24 肉毒桿菌注射(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處置 250元/每單位(1U)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28718號

25 皮秒雷射(Picosure Laser) 處置 2萬/單次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28718號

26 亞歷山大雷射(Alexandrite Laser) 處置 100元/每發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28718號

27 超音波拉皮照射治療(Micro focused Ultrasound Lifting(Ulthera)) 處置 12萬/單次治療(約504條)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28718號

28 釹雅各雷射(Nd:YAG Laser) 處置
6,000元/次

50元/每發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7.12.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1828718號

29 第一孕期子癲前症篩檢 檢查 $2,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2.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72258126號

30 3D立體腹腔鏡手術 處置 $5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662540號

31 腹腔內溫熱化學治療 處置 $15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662540號

32 7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8,3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868125號

33 14天連續式心電圖紀錄檢查 檢查 $11,1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5.2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868125號

34 Verion威力揚影像導引系統 處置 $5,000 含技術費 108.07.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993883號 

35 輸精管結紮手術 處置 $7,65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7.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347548號 

36 冠狀動脈旋轉研磨鑽術 處置 $1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7.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005260號

37 醫療氣墊床 處置 100/天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7.2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993825號

38
數位3D乳房斷層攝影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處置 $3,600 含技術費 108.08.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925369號

39 長骨組織移植及處理保存費-long Bone Graft(Allograft)-異體long bone

>15cm
人體器官保存庫 $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335835號

40
長骨組織移植及處理保存費-long Bone Graft(Allograft)-異體long bone

<15cm
人體器官保存庫 $1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08.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335835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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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427302號

42 靜脈自控式止痛(執行1次療程2天) 處置 $6,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694694號

43 靜脈自控式止痛(執行1次療程3天) 處置 $7,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694694號

44 硬脊膜外腔自控式止痛PCEA(1次療程2天) 處置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694694號

45 硬脊膜外腔自控式止痛PCEA(1次療程3天) 處置 $8,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1.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694694號

46 釔-90微球體劑量調配及制動輻射掃描 處置 $1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7464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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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釔-90微球體治療前肝肺分流評估與腫瘤正常組織比 處置 $2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8.12.5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746453號

48 達文西系統使用費 處置 $50,000 含材料費 108.12.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1919449號

49 阿克西奧斯支架腸胃道膽胰吻合術 處置 $17,500

含技術費(為手術之費用，係內視鏡超音波導引支架道膽

胰技術，含手術基本材料，但不含阿克西奧斯支架暨電灼

增強傳送系統及特殊藥品醫材等)

109.01.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053504號

50 胸腔鏡手術前三維電腦斷層導引之肺臟細針定位術 處置 $2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1.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2278151號

51 青光眼微創導管植入術 處置 $2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3.3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45892號

52 眼瞼緣清創術 處置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3.3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545892號

53 經口內視鏡消化道肌肉切開術 處置 $49,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4.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232525號

54 ICG螢光重疊影像導引手術 處置 $2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5.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410282號

55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處置 $6,300 含掛號費、檢驗費、證明書費、急診採檢費、醫師諮詢費 109.05.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966984號

56 高功率重覆透顱磁刺激術 處置 $2,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133784號

57 數位3D乳房斷層攝影導引組織切片術 處置 $4,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133916號

58 數位3D乳房斷層攝影導引勾針定位術 處置 $4,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133916號

59 乳管攝影 處置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133916號

60 皮秒雷射(Picosure Laser) 處置 $3,000元/50發(60元/1發數)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6.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0611519號

61 快速新冠肺炎核酸檢測 檢驗 $7,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7.2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361525號

62 強脈衝光乾眼治療 處置 $6,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8.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512583號

63 簡易型居家睡眠多項生理功能檢查 處置 $3,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09.04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086559號

64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國際醫療 檢驗 $7,5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0.1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1917702號

65 無線食道酸鹼值監控檢測 處置 $11,000元/次 含人事費、設備費及管理費，不含其它耗材費用 109.11.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03728號

66 居家14天手環心律量測服務 處置 $4,000

1.含材料費、技術費

2.使用衛部醫器製字第005564號心電圖手環搭配雲端心電

圖分析平台，提供民眾14天居家心律量測服務。

109.11.02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03049號

67
軟組織腫瘤消融術(含甲狀腺、乳房、肌肉、骨骼腫瘤)(Soft Tissue Tumor

Ablation(including thyroid, breast, muscle, bone tumor)-病灶小於5公分
處置 $12,96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024235號

68
軟組織腫瘤消融術(含甲狀腺、乳房、肌肉、骨骼腫瘤)(Soft Tissue Tumor

Ablation(including thyroid, breast, muscle, bone tumor)-病灶大於5公分
處置 $19,1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9.11.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024235號

69
Zepto 引導視軸中心定位前囊切口術(Zepto-Guide Visual Axis Centration

Capsulotomy)
處置 $2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及手柄套件特材 109.11.23 新北府衛醫字第1092102784號

70 經導管微創主動脈瓣膜植入術前評估電腦斷層檢查（CT-TAVI） 檢查 $29,000 含技術費、顯影劑、基本檢查耗材、3D組像及報告撰打。 110.06.18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0662633號

71 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抗體(SARS-CoV-2 Spike Antibody) 檢驗 $8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0.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716278號

72 自體螢光眼底攝影（AUTO FLUORESCENCE） 檢驗 $4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37165號 

73 超廣角眼底攝影（Ultra-wide field fundus photography） 檢驗 $6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37165號 

74
PEERS社交技巧團體訓練（單次）（PEERS Social Skill Training（single

session））
處置 $2,000

1.每次為收費單位。

2.每次約90分鐘，收費2,000元，未滿90分鐘以90分鐘計

收。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950442號 

75 機器人輔助行走物理治療 處置 $3,600 含技術費 110.12.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06671號 

76 靜脈微能雷射治療 處置 $3,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1863169號

77 胃鏡袖狀胃成型術 處置 $3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66244號

78 胃內減重水球置放術 處置 $2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07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66244號

79 拋棄式特殊氣管內視鏡檢查 檢查 $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476769號

80 二十四小時活動血壓監視 檢查 $2,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516934號

81 心臟震波治療 處置 $2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516934號

82 體外加強反博治療（EECP）（單次） 處置 $4,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1.12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516934號

83 經皮心內超音波導管術（Percutaneous Intracardiace chocardiography） 處置 $19,687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2.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49729號

84 經導管二尖瓣膜修補術 處置 $100,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2.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49729號

85 腎動脈神經阻斷術 處置 $15,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2.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497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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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心臟監測器移除術 處置 $7,23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11.02.16 新北府衛醫字第1102149729號

87 新冠肺炎核酸池化檢測-Pooling PCR 檢驗 $1,200

1.每次收費1200元。

2.為檢查檢驗之費用，以池化檢驗方式檢測新型冠狀病毒

，含採檢材料、檢驗試劑及耗材，不含掛號診察費。

3.適用目的與對象：針對不符合公費條件而需做COVID-19

檢驗者(如陪病者/探病者)

111.03.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211504號

88 捐贈者篩檢 檢驗 $29,800 111.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58002號

89 經大腸鏡微菌叢植入術 處置 $22,000

1.含材料費、技術費。

2.含微菌叢製備、微菌叢植入計畫評估與規劃費及經大腸

鏡微菌叢植入術等項目。

111.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58002號

90 經鼻十二指腸管微菌叢植入術 處置 $22,000

1.含材料費、技術費。

2.含微菌叢製備、微菌叢植入計畫評估與規劃費及經大腸

鏡微菌叢植入術等項目。

111.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58002號

91 經鼻十二指腸管微菌叢植入術第二次 處置 $12,000

1.含材料費、技術費。

2.含微菌叢製備、微菌叢植入計畫評估與規劃費及經大腸

鏡微菌叢植入術等項目。

111.03.14 新北府衛醫字第111045800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