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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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標母血唐氏症 $1,500

脊髓肌肉萎縮症SMA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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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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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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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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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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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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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衛醫字第10709192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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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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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衛醫字第10709230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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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衛醫字第1070924468號

無痛胃鏡及大腸鏡

無痛胃鏡 $2,500

無痛大腸鏡 $3,000

兩項鏡檢 $4,000

陰道滴蟲快速檢驗 檢驗 $1,0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4.03.11 新北衛醫字第1040338762號

鼻胃鏡 檢查 $500 含材料費 104.07.08 新北府衛醫字第1041245144號

全身型體脂肪及全身型骨質密度儀

單一部位 $600

全身各部位 $1,200

大腸鏡減痛技術費 處置 $1,5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5.04.26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06257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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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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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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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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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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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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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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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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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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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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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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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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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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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泰綜合醫院
體外震波治療 處置

單次療程 $2,000

雙次療程 $3,200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4.07.29 新北府衛醫字第1041378769號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核定醫療機構自費醫療項目一覽表(107.06)

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100.02.01 北衛醫字第1000007794號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檢查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5.01.28 新北衛醫字第1042492905號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檢查 含材料費、技術費 103.02.06 北衛醫字第10301739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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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服務收費-個人

一般評估 ≤500

評估方式相對簡易，耗時較短(約

20-30分)，如:

1.一般性心理健檢

2.失眠評估

3.憂鬱評估

4.焦慮評估

5.壓力評估

6.簡易體適能評估

7.兒童發展評估

8.兒童注意力評估

9.社區適應評估

複雜評估 ≤1400

評估方式相對複雜，耗時較長(約

45-60分)，如:

1.自我性格型態評估

2.職業生涯與發展評估

3.個人潛能評估(含學習潛能)

4.兒童青少年生活適應力評估

5.職前評估

特殊評估 ≤2200

評估方式專業複雜度高、耗時長

(約75-90分)，如:

1.神經心理評量

2.特定認知功能評量

3.兒童青少年整體心智發展評估

4.全套家庭評估

特殊精神功能評估 ≤3000

評估方式專業複雜度最高、耗時

最長(約75-90分)，如:

1.神經心理之精神性評量

2.特定認知功能之精神性評量

3.兒童青少年整體心智發展之精

神性評估

4.家庭系統之精神性評估

一般諮詢及處遇 ≤700

簡易諮詢，耗時較短(約25-30分)

，如:

1.心理指引

2.問題初談

3.測驗解釋

4.職業生涯

5.一般衛教諮詢

6.人際關係

7.情緒調適

8.營養食膳

9.語言矯治

北衛醫字第0960046658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評估

諮詢及處遇

9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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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諮詢及處遇 ≤1200

複雜性較高、耗時較長(約45-60

分)、具規劃性，如:

1.個人性格探索

2.職前諮詢

3.非健保個案居家訪視

4.感覺統合

5.情緒管理

6.生涯規劃

7.親子關係

特殊心理處遇 ≤2000

具系統性、長療程(約45-60分)，

如:

1.心理分析性晤談

2.自我成長

3.兒童認知學習訓練

4.家庭角色功能提升

特殊分析處遇 ≤2500

具系統性、長療程(約45-60分)，

如:

1.精神分析性晤談

2.自我成長之精神性分析處遇

3.兒童認知學習訓練之精神性分

析處遇

4.家庭角色功能提升之精神性分

析處遇

團體心理處遇 800元/時

以團體型式進行心理處遇(約60-

120分)，如:

1.特殊團體處遇(家暴、高風險對

象團體)

2.兒童團體訓練

3.親職教育團體

4.職場適應團體

5.戒癮團體

心理健康服務收費-家庭

家庭評估 評估 ≤3000

對家庭動力、結構、系統等之評

估(約45-60分)，如:

1.家庭動力分析

2.家庭結構分析

3.生態分析

4.系統分析

北衛醫字第0960046658號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96.05.31 北衛醫字第0960046658號

諮詢及處遇

9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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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家庭問題處遇 ≤2400

約45-60分，如:

1.婚前諮詢

2.親子互動

3.夫妻關係

4.婆媳關係

5.親族互動

特殊家庭問題處遇 ≤3600

約75-90分，如:

1.高風險家庭

2.藥酒癮家庭

3.重組家庭

4.家庭發展議題

丁基原啡因尿液篩檢 檢驗 $300 含物料費、技術費、檢送費 105.01.20 新北府衛醫字第1050108637號

諮詢及處遇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96.05.31 北衛醫字第09600466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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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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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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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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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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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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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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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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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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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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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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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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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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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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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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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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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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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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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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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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106.08.01 新北府衛醫字第1060848061號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檢驗 含技術費、材料費、檢送費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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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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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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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