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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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 檢驗 $25,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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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聯 檢驗 $15,000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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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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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技術費 108.05.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804319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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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置

1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4

10

11

12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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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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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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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