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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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A01701 BBY002663001

大吉士檢體袋(腹腔鏡手術用)

LAGIS ENDO-BAG  5*7(厚度

0.3MM) #EB-0507

1,020

內視鏡手術時，將病灶切下之組織

收集入袋，束繩將袋口關閉，避免

組織檢體標本溢出感染腹腔及傷口

，拋棄式使用

無 無從比較 健保局核價中

本產品已經滅菌處理，且

單次使用，使用後即須拋

棄之

一般外科、泌

尿科、婦產科

M1A02601 BBY017393001

15MM #173049 優施西一次性取

物袋(內視鏡組織置入代) USSC

SPECIMEN RETRIEVAL AND POUCH

SYSTEM

8,340 方便取出組織標本，避免污染腹腔 無 無 安全、方便取出組織標本 須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

M1A03701 BBY001745001
惠眾拋棄式腹腔鏡檢體套袋

UNIMAX ENDO BAG 3*6#FEP13608
567

配合腹腔鏡手術，摘除之器官標本

置入袋，防污染滲漏。
無 查無相仿產品

健保局函覆，此醫材內含於相

關診療費用
無

一般外科、婦

產科

M1A60208 CRY016897001

OLYMPUS DISPOSABLE CYTOLOGY

BRUSH支氣管鏡用拋棄式細胞刷

#BC-202D-5010

1,300

支氣管鏡檢查時使用，5mm刷毛範

圍可採取到較多的檢體，減少採樣

次數所造成的出血可能。為拋棄式

設計。

出血 無

為拋棄式設計能避免因消毒滅

菌不慎禍不完全所導致之交叉

感染。

1. 應由內視鏡專科醫師操

作使用。2. 注意採樣後有

無出血或其他併發症。

一般外科

M1A72101 TKY024631001

冷凍微針氦氣及氬氣使用費-開

力斐賽斯低溫手術系統及配件

GALIL MEDICAL PRESICE

CRYOABLATION SYSTEM AND

46,753

本系統為利用電腦化控制氬氣冷凍

/電子式解凍及氬氣冷凍/氦氣解凍

之雙重外科手術系統

無 無

冷凍微針使用極細針(1.41mm)

經皮穿刺造成的傷口極小，手

術中與術後的疼痛度低，病患

恢復快，併發症較少

無 胸腔外科

M1A80605 WDY020029001

美尼克愛必敷組織黏膠 MEYER-

HAAKE EPIGLU TISSUE ADHESIVE

0.3G

1,230
1. 本產品可取代傳統術後傷口表

層縫線 2. 易乾、快乾、方便有效
極少數病人感到異物感

比傳統縫線能更加緊密的黏合

傷口有利癒合

減輕疼痛、降低紅斑、縮短恢

復期

使用後當天即可簡易淋浴

，不可以泡澡或泡湯
一般外科

M1A80610 WDY014384002

#ANX6愛惜康得美棒皮膚黏膠劑

ETHICON DERMABOND TOPICAL

SKIN ADHESIVE #ANX12;ANX6

1,485

本產品為快乾皮膚黏膠，可以提供

皮膚表層傷口癒合支撐，不需更換

敷料，會自行7-14天后脫落

對甲醛過敏的患者可能會

感到不良反應，塗抹後會

有適度的放熱反應可能引

起患者不適，禁止接觸眼

睛

未有相對應的健保給付品項

本產品為快乾皮膚黏膠，可以

提供皮膚表層傷口癒合支撐，

不需更換敷料，會自行7-14天

后脫落

請勿將本產品與其他產品

塗抹使用，捏破安瓶後須

注意凝結時間內塗抹完成

一般外科、整

形外科、婦產

科

M1A80612 FSZ026881001

1ML亞諾葛來防沾黏生物膠-1ml

HYALOGLIDE ANTI-ADHESION

GEL-1ml

20,265

其成分取自於天然玻尿酸，生物相

容性佳，安全性高。內容物形態為

3D凝膠狀，容易黏附於手術切口或

關節內組織。

無 無

本產品為國內目前唯一針對肌

腱、周邊神經及關節攣縮手術

的防沾黏產品。

無 整形外科

M1A80613 FSZ026881002

2ML亞諾葛來防沾黏生物膠-2ml

HYALOGLIDE ANTI-ADHESION

GEL-2ml

38,200

其成分取自於天然玻尿酸，生物相

容性佳，安全性高。內容物形態為

3D凝膠狀，容易黏附於手術切口或

關節內組織。

無 無

本產品為國內目前唯一針對肌

腱、周邊神經及關節攣縮手術

的防沾黏產品。

依據臨床前研究結果，本

產品在難以止血的狀況下

仍然具有防沾黏的效能。

整形外科

M1A80616 WDY004663001

0.8ML荷美敷高黏度組織黏著劑

TISSUEAID HIGH VISCOSITY

TISSUE ADHESIVE#PT-0015

3,295

1.免縫線免疼痛2.免拆線省時間3.

可淋浴好照顧4.傷口不易感染5.美

觀減少疤痕

對氰基丙烯酸酯或甲醛過

敏者不宜使用
減少感染，加速傷口癒合 健保不給付

本產品為皮膚傷口黏著專

用，不應接觸眼睛或皮膚

下的組織

一般外科

M1C00202 FBZ019637001
SOMATEX CEMENT 舒瑪克骨水泥

20G #180700
28,400

1.低溫2.含HA與鬆質骨成份相近3

顯影緩凝

雖可顯影追?骨泥灌注時

流向但稍不注意仍有心肺

血管栓塞之風險

不易燙傷周邊組織HA材質軟硬

度適中

與骨質相近、低溫、顯影緩

凝、安全性高

骨水泥完全硬化才能起身

下床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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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00205 FBZ020591001

賀利氏歐斯特保脊椎專用骨水泥

HERAEUS OSTEOPAL V BONE

CEMENT  20G #66031896

31,500

1.填充與穩定椎體配合椎體填充工

具使用。 2.用於緩解和消除椎體

壓迫性骨折、椎體瘤（癌症或骨髓

瘤）。

同一般健保骨水泥

1.本產品採微創手術，傷口小

安全性高。 2.本產品不需破

壞人體組織，保留原本之骨骼

及肌肉等組織。

用於減緩或消除椎體壓迫之疼

痛，且產品溫度較低可避免周

邊組織受損

1.須配合X光機監測的使用

2.本醫療器材只限由醫師

操作使用

骨科

M1C00206 FBZ019006001

好美得卡特黴素抗生素骨水泥

HOWMEDICA ANTIBIOTIC SIMPLEX

BONE CEMENT RADIOPAQUE WITH

TOBRAMYCIN 41G #6197-1-001

27,600

含特黴素抗生素simple骨水泥適用

於二階段全人工關節再次矯形手術

第二階段prostheses固定

不良反應根據告報:血壓

暫時性下降、血栓性靜脈

炎等。

抗生素均勻分散包覆於骨水泥

分子達到治療與預防感染的效

果。與傳統骨水泥操作方式相

同，簡單方便

申請之價格與健保局給付之骨

水泥價格差距過大，故不予核

價。

不宜適用於對TOBRAMYCIN

SULPHATE過敏之病人，特

黴素抗生素骨水泥禁用於

重症肌無力的病人。

骨科

M1C00207 FBZ023027001

捷邁高抗力骨水泥 AAP

BIOMATERIALS HI-FATIGUE G

BONE CEMENT #00112114001

23,948

為添加GENTAMICINSULPHATE成分的

快速固化塑料，可保護植入物與周

邊組織，免於滋生gentamicin敏感

性病源。

完成植入後，髓管壓力升

高可能導致血壓暫時降

低。

健保給付骨水泥無添加

GENTAMICINSULPHATE無法保護

植入物與周邊組織，免於滋生

gentamicin敏感性病源。

髖關節、膝關節及其它關節置

換確診或疑似感染GENTAMICIN

敏感性病原時，固定塑料與金

屬人工植入物組件。

使用骨水泥期間與不久後

需監控病患血壓、脈搏或

心血管症狀。

骨科

M1C00212 FBZ021578001

泰克美脊固骨水泥 TEKNIMED

SPINE-FIX VERTEBROPLASTY

BONE CEMENT #T040320S

30,000

顯影佳，促進骨生長，作用時間較

長，低溫(約65度C)，有效降低病

人手術風險

組織學上認為骨水泥會直

接或間接引起下列併發

症：心跳停止、腦血管病

變、肺栓塞、心肌梗塞、

猝死

無健保品可比較 無

本產品僅可由醫師(或具合

格證書之執業者)販售或經

醫師處方使用之

神經外科

M1C00213 FBZ027474001

IMEDICOM骨水泥分配器(已滅菌)

氣球椎體成形術系統CEMENT

DISPENSER#IBE-15;B00; ICD-

CA1;EX1;CP1;CF1;ND1;NP1;SP1;

WP1;2

71,520

用氣球撐開與壓力調節器針對脊椎

椎體壓迫性骨折給予復位及空腔，

以利骨水泥注入

椎體空腔內因骨折可能引

起前側椎體破裂，導致骨

水泥外漏

健保目前並無給付相關產品
脊椎椎體壓迫性骨折或爆裂性

骨折

產品包裝如有毀損請禁止

使用，使用前請注意消毒

日期，並必須由專科醫師

操作

骨科

M1C00214 FBZ010105001
帝富脊椎骨水泥 DEPUY

VERTEBROPLASTIC #REF90902000
28,650

本產品在將骨水泥粉末及液態單體

混合後，可維持在23℃最多10分鐘

，可提供醫師較長的注入時間。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2.

手術後的康復訓練應嚴格遵

照。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骨科

M1C00215 FBZ024065001

特科渼椎體成形術骨水泥

TEKNIMED F20

POLYMETHYLMETHACRYLATE BONE

CEMENT#T040520

29,800

1.高黏稠度低溫骨水泥溫度約

45℃。2.二氧化鋯成分，顯影效果

佳。3.適用於骨質疏鬆或血管瘤或

腫瘤造成椎體壓迫。

一般認定骨水泥會直接或

間接引起以下併發症：血

壓下降、心搏停止、腦栓

塞、肺栓塞、心肌梗塞、

猝死等。

1.操作時間較健保充裕。2.顯

影效果比健保品項清楚。3.骨

水泥產生的溫度比健保品來得

低，較不會燙傷身體組織

效果好，使用上比健保品項要

容易操作。

1.須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配合可透視Ｘ光機

使用。3.手術後的康復訓

練應嚴格處理。

骨科

M1C00216 FBZ026894001

阿伐泰克歐瑟菲斯骨水泥

ALPHAREC OSSEOFIX RADIOPAQUE

BONE CEMENT#21390

29,984
可透過椎體成形術或椎體後凸成型

術來達到椎體病理性骨折的固定。

肺栓塞、腦栓塞、心肌梗

塞、骨水泥擠壓到軟組織

1.含有45%Zirconiumdioxide

，具有射線高不透性，可在

Xray下顯影，術中較容易監

控。2.中等黏度

1.骨水泥PMMA溢出的風險更小

，避免因骨質破損後骨水泥外

漏造成神經、血管損傷。2.硬

度較低，彈性較高。

1.高溫下會減少硬化所需

時間，低溫下會延長硬化

所需時間。2.需監測病患

血壓變化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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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00217 FBZ025611001

泰克美克西鈞脊固骨水泥

TEKNIMED COHESION BONE

CEMENT#CM0300

31,500

本產品適用於椎體成型手術能迅速

塑型作用的丙烯酸骨水泥。本產品

與SpineJack結合灌注，不僅能有

效緩解疼痛

椎體整形手術可直接或間

接的造成下列併發症：

Methylmethacrylate已證

實在一些過敏體質的病患

上會造成急性過

健保：以高壓注射方式灌注骨

水泥至錐體內，僅能強化椎體

及緩解疼痛。泰克美克西鈞脊

固骨水泥：微創手術傷口

微創手術傷口較小。低壓方式

注入高黏度。

本產品使用前務必受過完

善專業訓練並熟悉產品操

作。 本使用說明書必須符

合或適用於病人的診斷病

例。

骨科

M1C00219 FBZ014380001

泰瑞斯蒙締客脊椎用成形骨泥

TECRES MENDEC SPINE#1230/

22CC

28,500

"泰瑞斯"蒙締克脊髓用骨水泥具有

簡易操作的設計，能夠防止混合骨

泥時的氣體外洩，保護操作人員。

未有任何嚴重副作用，極

少數患者可能會有對骨水

泥或其他組成成分所產生

的過敏反應。

傳統健保骨水泥混合時會產生

液化氣體，使用者吸入揮發的

氣體會產生呼吸器官以及眼睛

的不舒服。

蒙締克脊髓用骨水泥是丙烯酸

酯的樹酯用於填充病理性椎骨

體，用於骨質疏鬆所造成的壓

迫性骨折。

1.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

提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2.不要任意變更液體

與固體之間的比例。

骨科

M1C00220 FBZ028224001

帝富康富脊椎骨水泥系統DEPUY

CONFIDENCE SPINAL CEMENT

SYSTEM#11CC

100,240
協助恢復脊柱前中後，的生物力學

完整性，治療胸椎，腰椎的骨折。
無 無對應之健保品項 材質較好，可防止脊椎惡化。

材質較好，可防止脊椎惡

化。
神經外科

M1C00905 FBZ023551001

靈威特半月軟骨連續縫合修補器

LINVATEC SEQUENT MENISCAL

REPAIR DEVICE #MR004C

31,500 快速縫合沒有額外傷口 異物感 全內視鏡縫合不需另開傷口 快速縫合沒有額外傷口 無 骨科

M1C03304 FBZ014186001
吉萊骨粉 GENE X SYNTHETIC

RESORBABLE BONE GRAFT 5CC
51,600

產品成分中以負電離子概念處理製

程，以增加骨質細胞的依附性及融

合速率，此外本產品在被吸收的過

程會形成動態

膏狀物質的注射與加壓封

閉的空腔有關，有可能導

致脂肪栓塞或材料在血流

中栓塞。

健保的人工骨吸收速度較無法

與成骨速度匹配，純度與本產

品相比較不足，再吸收後仍有

異物殘存的疑慮

1.成分純度高，人體吸收後無

異物殘留2.植骨材料表面電荷

，活化骨細胞生長之蛋白質，

加速骨頭生長

告誡病人手術後應控制各

種活動量，保護手術部位

不受過度重力的影響，並

遵循醫生術後護理

骨科

M1C03305 FBZ017023001

卡希歐捷特適注射式合成代用骨

KASIOS JECTOS INJECTABLE

SYNTHETIC BONE SUBSTITUTE

5CC #J406C05

43,200

適當的固化時間， 約10～15分鐘

混合時溫度不變 具骨引導功能 輻

射線不穿透， 方便進行骨質癒合

觀察

可能會有過敏反應及異物

感
療癒效果較好 無 需在固化時間內注射完成 骨科

M1C03317 FBZ010866001 艾羅麥 人工骨骼替代品 0.5cc 10,650 高含量生長因子，誘導骨生長修復
手術部位之感染及併發症

等
含生長因子，骨生長能力較佳 骨生長能力較佳

不適用於填補與骨骼結構

穩定有關之缺損部位。
骨科

M1C03318 FBZ010866002
艾羅麥 人工骨骼替代品 1cc

8600-0100
20,640 高含量生長因子，誘導骨生長修復

手術部位之感染及併發症

等
含生長因子，骨生長能力較佳 骨生長能力較佳

不適用於填補與骨骼結構

穩定有關之缺損部位。
骨科

M1C03338 FBZ019480005

0.5CC #P43101 PUTTY 奧斯特脫

鈣骨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15,525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M1C03339 FBZ019480006

1CC #P43102 PUTTY奧斯特脫鈣

骨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27,945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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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03340 FBZ019480002

1CC #P41120 GEL 奧斯特脫鈣骨

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25,662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M1C03341 FBZ019480007

2.5CC #P43103 PUTTY奧斯特脫

鈣骨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57,450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M1C03342 FBZ019480008

5CC #P43105 PUTTY奧斯特脫鈣

骨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94,500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M1C03343 FBZ019480003

5CC #P41130 GEL 奧斯特脫鈣骨

基質OSTEOTECH GRAFTON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ALLOGRAFT PRODUCTS

77,204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工骨不

含，但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率。

使用去礦化異體植骨在植

骨手術上，風險與傳統使

用人工骨基本相同，這是

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步驟

完全相同。

術後可大幅提高植骨的成功率

，避免因為植骨品質不佳，造

成術後脊椎不融合、骨折不癒

合等。

含成骨過程必需之生長因子，

大幅提高困難手術的植骨成功

率，避免術後因為脊椎不融

合、骨折不癒合等。

本產品可能含有微量的抗

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

骨科

M1C03345 FBZ002746001

5G #UK050-DI01  美瑞世優凱飛

注射型人工骨 MERRIES UNI-K-

PHATE BONE SUBSTITUTE

32,400

成分：硫酸鈣(Calcium Sulfate)

， 60% 氫氧基磷灰石

(hydroxyapatite)及40% s-磷酸三

鈣(s-tricalcium phosphat

無

複合式成分所產生的新骨形成

支架，能促使新骨生長得更加

理想。

用來填補手術或創傷造成的骨

缺陷。

須注意添加專屬的液體溶

劑量。
骨科

M1C03346 FBZ002746002

10G #UK100-DI01  美瑞世優凱

飛注射型人工骨 MERRIES UNI-

K-PHATE BONE SUBSTITUTE

49,542

成分：硫酸鈣(Calcium Sulfate)

， 60% 氫氧基磷灰石

(hydroxyapatite)及41% s-磷酸三

鈣(s-tricalcium phosphat

無

複合式成分所產生的新骨形成

支架，能促使新骨生長得更加

理想。

用來填補手術或創傷造成的骨

缺陷。

須注意添加專屬的液體溶

劑量。
骨科

M1C03378 FBZ002884010

10ML #DBVF-PH110 奧斯吉骨填

充裝置-鍶鹽-氫氧基磷灰石高顯

影系列(拜爾艾斯) OSTEO-G

BONE VOID FILLER DEVICE (BIO

39,182

1.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2.部分吸

收性。 3.良好的注射性。 4.良好

顯影效果。 5.骨誘導性及骨傳導

性。

無

1.注射型人工骨，可應用於微

創手術。 2.有骨誘導性功能

，可有效促進患部骨質生長效

果。 3.具支撐強度。

具骨誘導性、顯影效果、強度

適中，且可用於椎體微創手術

 本產品設計為只供單次使

用。切勿重複消毒或使用

上次手術剩餘的材料。

骨科

M1C03380 FBZ003103002

3CC #NIBS30 尼諾斯注射式人工

骨替代物(滅菌) NUROS

INJECTABLE BONE SUBSTITUTW

33,528

適當的固化時間， 約10～15分鐘

混合時溫度不變 具骨引導功能 輻

射線不穿透， 方便進行骨質癒合

觀察

可能會有過敏反應及異物

感

注射式設計，填充效果佳，微

創式使用
複方設計成份不同 需在固化時間內注射完成 骨科

M1C03381 FBZ003103003

5CC #NIBS50 尼諾斯注射式人工

骨替代物(滅菌) NUROS

INJECTABLE BONE SUBSTITUTW

40,900

適當的固化時間， 約10～15分鐘

混合時溫度不變 具骨引導功能 輻

射線不穿透， 方便進行骨質癒合

觀察

可能會有過敏反應及異物

感

注射式設計，填充效果佳，微

創式使用
複方設計成份不同 需在固化時間內注射完成 骨科

M1C03382 FBZ003103005

10CC #NIBS100 尼諾斯注射式人

工骨替代物(滅菌) NUROS

INJECTABLE BONE SUBSTITUTW

60,000

適當的固化時間， 約10～15分鐘

混合時溫度不變 具骨引導功能 輻

射線不穿透， 方便進行骨質癒合

觀察

可能會有過敏反應及異物

感

注射式設計，填充效果佳，微

創式使用
複方設計成份不同 需在固化時間內注射完成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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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03384 FBZ023041001

諾亞多孔塊狀人工骨 NOVABONE

MACRO PORE BLOCK 7*8*23MM*2

/ 2.5CC #HF0821

22,500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85 FBZ023041002

諾亞多孔塊狀人工骨 NOVABONE

MACRO PORE BLOCK 7*8*23MM*4/

5CC#HF0822

25,542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86 FBZ023041006
諾亞軟塊狀人工骨 NOVABONE

PUTTY 2.5CM #HF0602
30,870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87 FBZ023041007
諾亞軟塊狀人工骨 NOVABONE

PUTTY 5CM #HF0605
42,000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88 FBZ023041008

諾亞軟塊注射型人工骨

NOVABONE SYRINGE PUTTY 2.5CM

#HF1602

37,370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89 FBZ023041009

諾亞軟塊注射型人工骨

NOVABONE SYRINGE PUTTY 5CM

#HF1605

52,500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90 FBZ023041010

諾亞軟塊注射型人工骨

NOVABONE SYRINGE PUTTY 10CM

#HF1610

66,875

1. 骨吸收(Absorbability)-骨頭

可吸收，降解時間為6個月到1年左

右，持續半年以上有骨激發之效

用。

無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

6個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

骨在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生物晶體可以被人體吸收，

六個月開始降解，降解期為6個

月~1年 2. 可以確保新生骨在

六個月時間完整生長。

1. 使用某些對骨骼有影響

藥物的患者（如在過去的

三個月內長期服用糖皮質

激素，每天服用劑量大於

10毫克）。

骨科

M1C03398 FBZ025330002

2.5ML百特艾融骨替代物BAXTER

ACTIFUSE ABX-

2.5ML#506005078047

29,740

獨特使用0.8% Si取代的CaP 具有

表面帶負電的特性，可吸引蛋白質

的聚集。

目前無已知副作用。
因屬自費產品，故無健保品項

之療效比較

新一代具生物相容性、骨引導

性及骨刺激性的矽磷酸鈣骨移

植替代物，增加骨母細胞附著

，加速骨生成。

使用本產品的風險 (如：

感染、植骨塊鬆動、植骨

塊無法融合、融合延遲、

重覆手術) 與異體移植骨

的風險相同

骨科

M1C03404 FBZ027131001
1CC奧普天脫鈣骨基質泥/膠

OPTIUM DBM-1CC
28,792

用於四肢，脊椎和骨盆因骨結構不

穩定而產生的空隙或裂縫，提供填

補物已重新塑型接受者的骨骼

無(不能移植到有感染的

部位)

產品是從捐獻的人體組織處理

，非健保給付的化學成份，加

強骨融合之誘導性

加速骨融合時間及效果，成本

過高健保不予給付

僅給單一病人單一場合下

使用，常溫儲藏勿冷凍
骨科

M1C03405 FBZ027131002
2.5CC奧普天脫鈣骨基質泥/膠

OPTIUM DBM-2.5CC
54,248

用於四肢，脊椎和骨盆因骨結構不

穩定而產生的空隙或裂縫，提供填

補物已重新塑型接受者的骨骼

無(不能移植到有感染的

部位)

產品是從捐獻的人體組織處理

，非健保給付的化學成份，加

強骨融合之誘導性

加速骨融合時間及效果，成本

過高健保不予給付

僅給單一病人單一場合下

使用，常溫儲藏勿冷凍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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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03406 FBZ028701001

亞羅士普洛斯去礦化骨填充物-

骨泥1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DBM)-PUTTY

25,200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407 FBZ028701002

亞羅士普洛斯去礦化骨填充物-

骨泥2.5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DBM)-PUTTY

45,500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408 FBZ028701003

亞羅士普洛斯去礦化骨填充物-

骨泥5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DBM)-PUTTY

58,905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409 FBZ028701010

亞羅士骨膏加鬆質骨1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PASTE WITH CANCELLOUS

34,100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410 FBZ028701011

亞羅士骨膏加鬆質骨3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PASTE WITH CANCELLOUS

58,050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411 FBZ028701008

亞羅士去礦化骨填充物-骨泥加

骨片5CC ALLOSOURCE PUROS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DBM)-PUTTY WITH CHIPS

80,850 增加骨融合率、含有親水性 無 骨融合效果更好 促進骨融合，可以填塞骨缺損 無 神經外科

M1C03501 FBZ025605002

2.6ML百特艾融骨替代物(可塑

形)-中型柱狀BAXTER ACTIFUSE

SHAPE BONE GRAFT SUBSTITUTE-

MEDIUM CYLINDER#506005078063

35,080

獨特使用0.8% Si取代的CaP 具有

表面帶負電的特性，可吸引蛋白質

的聚集。

目前無已知副作用。
因屬自費產品，故無健保品項

之療效比較

新一代具生物相容性、骨引導

性及骨刺激性的矽磷酸鈣骨移

植替代物，增加骨母細胞附著

，加速骨生成。

使用本產品的風險 (如：

感染、植骨塊鬆動、植骨

塊無法融合、融合延遲、

重覆手術) 與異體移植骨

的風險相同

骨科

M1C11903 TKY016614W01

3.75MM 90度阿碩柯爾關節專用

氣化棒-側發切割低溫氣化棒(新

竹用)AUTHROCARE ARTHROWANDS

SUPER TURBOVAC ICW #AS1335-

19,500

本產品用於關節內視鏡以及骨科手

術中，軟組織的切除、脫落和凝結

，以及血管的止血、傷口的清創

本產品正常使用下無副作

用。
無

本產品雙極射頻電刀手術系統

，設計使用於關節內視鏡以及

骨科手術。

本產品禁止重複使用。 骨科

M1C11904 TKY014031W01

艾思瑞斯電燒系統-汽化棒

ARTHREX ORTHOPEDIC PROCEDURE

ELECTROSURGICAL SYSTEM #AR-

9803A-90;50;30

14,850

本產品用於關節內視鏡以及骨科手

術中，軟組織的切除、脫落和凝結

，以及血管的止血、傷口的清創

本產品正常使用下無副作

用。
無

本產品雙極射頻電刀手術系統

，設計使用於關節內視鏡以及

骨科手術。

本產品禁止重複使用。 骨科

M1C20201 FBZ026652005

信迪思肋骨鎖定骨釘(1支

裝)SYNTHES MATRIXRIB

FIXATION SYSTEM-LOCK

SCREW#04.501.016.01:04.501.0

24.01

5,720

本系統用於正常和骨質疏鬆之肋骨

骨折、骨頭融合及截骨後之固定及

穩定。產品材質為鈦合金（TAN)

1.植入物變形失效肇因於

植入物選擇錯誤或內固定

過度負荷。2.過敏反應肇

因於無法適應植入物

無健保對應品

不納入健保給付原因：考量臨

床對於肋骨骨折之病人，大多

數病人無須手術治療。

本品之使用步驟請詳閱原

廠之技術指導文件

(technique guide)並遵照

使用。

胸腔外科

M1C21101 FBZ024834004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骨釘

STERNALOCK BLU SYSTEM-

SCREWS#2.4;2.7MMx8-20MM

3,798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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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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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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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22003 FBZ019512002

STRYKER LEIBINGER手部骨板系

統骨釘HAND PLATING SYSTEM-

SCREW#58-12004:25012E;53-

17005:23026E

4,700

產品符合病患需求，提升醫病滿意

度1. ±10度萬向螺釘，鎖定角度與

骨板弧度符合人體解剖結構2. 特

殊鎖定專利

本系統可能造成的負面效

應大多源自於臨床治療，

而非植體。未癒合或延遲

癒合可能會成植體斷裂、

緊固程度不足

此系列產皆為自費，尚無健保

給付產品可比較
手部骨折時使用

依據製造方式及設計，植

體和儀器必須相互搭配使

用。

骨科

M1C25603 FBZ009117001

雅氏頸椎骨螺絲(鈦合金單獨使

用)AESCULAP APFELBAUM

SCREW#LB512T:LB544T;LB472T:L

B505T

20,866

1. 固定頸椎1、2節。2. 有全螺紋

及半螺紋二種。3. 固定及覆位之

特性。

無
1. 工具操作簡單。2. 產品為

鈦合金材質。

1. 工具操作簡單。2. 產品為

鈦合金材質。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絕不可組合使用由

不同廠商所供應之模組式

元件。

神經外科

M1C25802 FBZ019496002

艾克曼加壓螺釘系統(4.5MM以

上)ACUMED COMPRESSION

ACUTRAK BONE

25,640

艾克曼加壓螺釘系統採高相容性鈦

材質製作，多種尺寸選擇適用於關

節周圍骨折、小骨骨折。

病人可能產生對植入物

(外來物質)的過敏或排斥

現象

健保為STANNESS材質且SIZE不

齊全，並沒有加壓功能，術後

效果較不佳。

申請中

本產品不可重複使用，手

術後應依照醫囑做復健指

示

骨科

M1C25933 FBZ008395002
LARS 前十字腳韌帶-左腳 ＃

L021001
70,580

此產品視為提供關節內外斷裂韌帶

重建之使用

所有的手術皆有可能得到

發炎的機會，如欲細菌感

染此產品必須拔除

無 無

病人的意願及術後物理治

療對於最終結果有相當重

要性，醫生必須提前告知

骨科

M1C25935 FBZ008395003 LARS 後十字腳韌帶 ＃L041005 70,560
此產品視為提供關節內外斷裂韌帶

重建之使用

所有的手術皆有可能得到

發炎的機會，如欲細菌感

染此產品必須拔除

無 無

病人的意願及術後物理治

療對於最終結果有相當重

要性，醫生必須提前告知

骨科

M1C25936 FBZ008700001

SMITH ＆ NEPHEW ENDOBUTTON

膝關節用韌帶內環固定鈕釦

#7207323:29;7209352:54

18,750

可幫助韌帶重建手術中減少一個外

側的傷口，此裝置包含二個部份，

纖維環及固定器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配合儀器枆材使用

對固定器金屬過敏與骨質

密度極差之患者
骨科

M1C25938 FBZ010316001
可吸性組織固定釘 AR-1926B

BIO-PUSHLOCK 3.5MM*14MM
20,920 可透光，可吸收 無 無 無 無 骨科

M1C25939 FBZ010316003

可吸性組織固定釘 AR-1934BF/2

BIO-SUTURE TAK SUTURE ANCHOR

3MM,14MM,W/TWO #2 FIBERWIRE

20,920 可透光，可吸收 無 無 無 無 骨科

M1C25940 FBZ014394001

SMITH ＆ NEPHEW BIORAPTOR肩

關節可吸收性敲入式固定螺絲

#7210706;72200775;779;777

21,000 用來將軟組織牢固的連接回骨頭 無 無 配合儀器枆材使用 對植入物有過敏者 骨科

M1C25944 FBZ022251001

靈威特帕普洛縫合錨釘

LINVATEC POPLOK KNOTLESS

SUTURE ANCHOR 4.5MM #CKP-

25,140 無結式快速縫合，減少手術時間 異物感 無
無結式快速縫合，減少手術時

間
無 骨科

M1C25948 FBZ026987001

靈威特克洛特縫合固定錨釘

LINVATE GENESYS CROSSFT

SUTURE ANCHOR#CFBC-5502

26,680
PLA+Micro TCP可吸收並促進骨頭

生長
無

1.術後癒合較優2.可被人體所

吸收3.可促進骨頭增生

避免骨釘外露造成病患二次傷

害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骨科

M1C25949 FBZ027420001

1.4MM;2.3MM史賽克艾康尼斯縫

合錨釘STRYKER ICONIX SUTURE

ANCHOR#3910-500-512;3910-

500-522

27,150

此款為全縫線設計錨釘，因直徑小

，可減少骨質流失，並提供最大接

觸面積，增加癒合              

         

可能出現縫線斷裂情況  

                      

                      

                      

           

較一般健保品項比較能增加使

用年限，以降低病人日後須再

次手術機率。

尺寸小於一般錨釘且牢固，可

以效減少骨頭流失，為全縫線

設計，不會有其它材質異物留

在體內               。

本產品是暫時性的體內固

定設備，僅限單次使用   

          。

骨科

M1C25950 FBZ027391001

4.5MM;5.5MM史賽克瑞利斯縫線

固定錨釘STRYKER REELX STT

SUTURE ANCHOR#3910-600-

060;3910-600-062

24,750

此款醫材具有引線設計，方便帶線

且植入錨釘後還可再調整張力，可

將手術達到最佳效果            

         

可能出現縫線或錨釘斷裂

的情況                

                      

                      

           

較一般健保品項比較能增加使

用年限，以降低病人日後須再

次手術機率。

錨釘前端為金屬尖頭，手術中

可直接敲入，加快手術進行。

配合其他錨釘使用，再次增加

固定強度，且可依醫生判

為滅菌包裝，請勿重複使

用                     

          

骨科

第7頁，共38頁



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25951 FBZ026601001

5.5MM;6.5MM史賽克利普縫線固

定錨釘STRYKER PEEK ZIP

ANCHOR#3910-200-035;3910-

200-075

24,000

此款錨釘為內部中空設計，除不需

額外使用工具擴孔，可字深鎖刀，

也因中空設計可增加癒合速度。  

         

可能出現縫線或錨釘斷裂

的情況                

                      

                      

           

較一般健保品項比較能增加使

用年限，以降低病人日後須再

次手術機率。

中空錨釘，血液流入，幫助骨

頭生長且牢固。中置金屬尖頭

握把，手數中可直接敲入，加

快手術進行。         

為滅菌包裝，請勿重複使

用                     

          

骨科

M1C25952 FBZ025622001

2.1MM:2.6MM靈威特派瑞斯縫合

固定錨釘LINVATEC GENESYS

PRESSFT SUTURE

ANCHOR#NB211;NB261;NB262

23,200
PLA+Micro TCP可吸收並促進骨頭

生長
無

1.術後癒合較優2.可被人體所

吸收3.可促進骨頭增生

避免骨釘外露造成病患二次傷

害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骨科

M1C26201 FBZ017032012
1.5*20:50mm盈力恩針狀骨釘單

支裝
12,350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26302 FBZ017032004
盈力恩骨科骨釘 SCREW

1.5*15MM SCREW #FRF1232
7,720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26303 FBZ017032014
盈力恩中空骨釘單支裝 FRF-

1275
27,266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26604 FFZ010181022

SCR-1224,25骨釘5支+緊急骨釘1

支 2.0MM*5MM

SCREW(5)+2.5*6MM SCREW(1)

15,461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26615 FBZ010837001

史耐輝膝關節可吸收半月軟骨板

修補金卯釘 SMITH & NEPHEW

ULTRA FAST-FIX AB CURVED

#72201494

21,400 協助內視鏡手術修補 無 無 配合儀器枆材使用
應特別注意無菌處理以及

避免組織結構危險
骨科

M1C26616 FBZ021308001

靈威特懸吊固定裝置 LINVATEC

XO BUTTON WITH CONTINUOUS

LOOP 15:60MM  #T5015:T5060

21,000

本產品是由鈦金屬製成的鈕扣與依

據人體需求以高分子量聚乙烯材質

製成之不同尺寸連續環線，將要修

復之韌帶懸吊固定在骨頭上。

潛在過敏以及其他對鈦金

屬或聚乙烯的過敏反應。

固定修復之韌帶效果優於單純

使用健保給付之可吸收骨釘，

因它是將韌帶懸吊固定在骨頭

上。

固定修復之韌帶效果優於單純

使用健保給付之可吸收骨釘，

因它是將韌帶懸吊固定在骨頭

上。

無 骨科

M1C27001 FBZ010831001

生邁漏斗胸矯正板矯正板BIOMET

MICROFIXATION PECTUS SUPPORT

BAR SYSTEM-PECTUS BAR  #01-

3707:3717;01-3709-P:3717-P

62,800

此新式手術方式利用此矯正板將內

凹的胸骨往外推，當明顯改善時即

可移除。微創手術傷口小、失血量

少、節省手術時間。

副作用：1) 對植入物材

質產生金屬過敏、疼痛、

不適或感覺異常 2)手術

創傷，長期或短暫的神經

健保目前給付為傳統開胸術式

，無需特材。傳統開胸手術傷

口大、感染及手術風險高、失

血多且需住院較久。

健保目前給付為傳統開胸術式

，無需特材。相較於傳統術式

而言，微創手術傷口小、失血

量少、節省手術時間。

因矯正板所能承受的活動

程度及壓力較正常胸腔壁

為小，需適度限制活動，

否則可能會導致矯正板鬆

胸腔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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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27002 FBZ016904001

生邁漏斗胸矯正板器械固定器

BIOMET MICROFIXATION PECTUS

SUPPORT BAR INSTRUMENTS-

STABILIZER#01-3801

25,240

此新式手術方式利用此矯正板將內

凹的胸骨往外推，當明顯改善時即

可移除。微創手術傷口小、失血量

少、節省手術時間。

副作用：1) 對植入物材

質產生金屬過敏、疼痛、

不適或感覺異常 3)手術

創傷，長期或短暫的神經

健保目前給付為傳統開胸術式

，無需特材。傳統開胸手術傷

口大、感染及手術風險高、失

血多且需住院較久。

健保目前給付為傳統開胸術式

，無需特材。相較於傳統術式

而言，微創手術傷口小、失血

量少、節省手術時間。

因矯正板所能承受的活動

程度及壓力較正常胸腔壁

為小，需適度限制活動，

否則可能會導致矯正板鬆

胸腔外科

M1C30526 FBZ020276001

信迪思第二代順行股骨髓內釘

SYNTHES EXPERT A2FN

AHTEGRADE FEMORAL NAIL

83,36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30527 FBZ018785001

信迪思第二代長股骨髓內釘

SYNTHES PFNAII FEMORAL NAIL

IMPLANT

76,24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30528 FBZ018775001
信迪思萬向脛骨髓內釘

SYNTHES EXPERT TIBIA NAIL
83,38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30533 FBZ022572001

捷邁人工骨髓內釘髓內釘組 (含

髓內釘x1, 拉力螺釘x1, 螺帽

x1, 螺釘組x1)ZIMMER NATURAL

NAIL SYS CEPHALOMEDULLARY

77,300
此髓內釘可穩定股骨骨折部位的暫

時固定髓內釘

裝置的疲勞性斷裂、對金

屬成分過敏、創傷後關節

炎

硬度較好符合骨頭曲率設計 硬度較好符合骨頭曲率設計

暫時性骨折內固定器的用

途為正常癒合過程中固定

骨折部位，癒合完成後應

將其拆除

骨科

M1C30534 FBZ022621002

捷邁人工骨髓內釘─脛骨組 (含

脛骨髓內釘x1，螺帽x1)ZIMMER

NATURAL NAIL SYSTEM

CEPHALOMEDULLARY NAIL

81,530
此髓內釘可穩定股骨骨折部位的暫

時固定髓內釘

裝置的疲勞性斷裂、對金

屬成分過敏、創傷後關節

炎

硬度較好符合骨頭曲率設計 無

暫時性骨折內固定器的用

途為正常癒合過程中固定

骨折部位，癒合完成後應

將其拆除

骨科

M1C30535 FBZ022132002

第二代恩莫伯費克斯髓內釘組-

股骨髓內釘N.M.B.FIXION

INTRAMEDULLARY NAIL SYSTEM-

FEMORAL EXPENDABLE NAIL

64,650

本產品試用於固定骨幹斷裂和長骨

中近端或遠端短斷裂的部分，及骨

頸部5公分以下及髓腔近端距離遠

端末5公分處。

由於骨折不癒合、骨質疏

鬆、明顯與斷裂處連接不

穩定，造成髓內釘鬆脫、

彎曲碎裂以致無法固定骨

1.微創小傷口手術式，不需再

使用遠端骨螺釘固定，沒有額

外的傷口。2.一般不須使用骨

髓腔擴孔器。

1.骨骼可依據原生理軸線復

位。2.手術中可減少麻醉藥劑

使用量與輻射X光照射時間。3.

降低感染風險。

應根據髓內釘尺寸表來選

擇適合的長度和直徑。禁

止重複使用。

骨科

M1C30536 FBZ022132001

第二代恩莫伯費克斯髓內釘組-

肱骨髓內釘N.M.B.FIXION

INTRAMEDULLARY NAIL SYSTEM-

HUMERUS EXPENDABLE NAIL

75,480

本產品試用於固定骨幹斷裂和長骨

中近端或遠端短斷裂的部分，及骨

頸部5公分以下及髓腔近端距離遠

端末5公分處。

由於骨折不癒合、骨質疏

鬆、明顯與斷裂處連接不

穩定，造成髓內釘鬆脫、

彎曲碎裂以致無法固定骨

1.微創小傷口手術式，不需再

使用遠端骨螺釘固定，沒有額

外的傷口。2.一般不須使用骨

髓腔擴孔器。

1.骨骼可依據原生理軸線復

位。2.手術中可減少麻醉藥劑

使用量與輻射X光照射時間。3.

降低感染風險。

應根據髓內釘尺寸表來選

擇適合的長度和直徑。禁

止重複使用。

骨科

M1C30537 FBZ022132003

第二代恩莫伯費克斯髓內釘組-

脛骨髓內釘N.M.B.FIXION

INTRAMEDULLARY NAIL SYSTEM-

TIBIA EXPENDABLE NAIL

64,650

本產品試用於固定骨幹斷裂和長骨

中近端或遠端短斷裂的部分，及骨

頸部5公分以下及髓腔近端距離遠

端末5公分處。

由於骨折不癒合、骨質疏

鬆、明顯與斷裂處連接不

穩定，造成髓內釘鬆脫、

彎曲碎裂以致無法固定骨

1.微創小傷口手術式，不需再

使用遠端骨螺釘固定，沒有額

外的傷口。2.一般不須使用骨

髓腔擴孔器。

1.骨骼可依據原生理軸線復

位。2.手術中可減少麻醉藥劑

使用量與輻射X光照射時間。3.

降低感染風險。

應根據髓內釘尺寸表來選

擇適合的長度和直徑。禁

止重複使用。

骨科

M1C30538 FBZ022213006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轉子順行針釘

組(髓內釘+螺釘+螺帽)SMITH

NEPHEW TRIGEN IM NAIL

SYSTEM/TROCHANTERIC

ANTEGRADE NAILS

86,380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2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特有之8.5mm管徑規格解決大部

份骨折狀況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M1C30539 FBZ022213007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肱骨髓內釘

SMITH&NEPHEW TRIGEN IM NAIL

SYSTEM/HUMERAL#8/7MMx16:10/8

MMx28CM

85,858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6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無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M1C30540 FBZ022213001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後跟髓內釘

SMITH&NEPHEW TRIGEN IM NAIL

SYSTEM-HINDFOOT FUSION

NAIL#10MMx16CM:11.5MMx25CM

86,380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2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無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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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30541 FBZ022213005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髖部聯合加

壓交鎖髓內釘組(髓內釘+螺

釘)IM NAIL SYSTEM-INTERTAN

NAILS#10MMx18CM:13MMx20CM

104,400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5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無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M1C30542 FBZ022213003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脛骨順行髓

內釘SMITH&NEPHEW TRIGEN IM

NAIL SYSTEM-META TIBIAL

NAIL#10MMx28CM:13MMx50CM

86,380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4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無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M1C30543 FBZ022213002

史耐輝髓內釘系統/股骨逆行髓

內釘TRIGEN IM NAIL

SYSTEM/META RETROGRADE

FEMORAL

NAIL#8.5MMx24CM:13MMx50CM

86,380

髓內釘系固定符合生體力學，切口

小微創，質輕易用穩定，解剖形態

扽括管徑、角度、長度每3公分間

度規格完整。

無

本案材質TI-6AL-4V質輕易用

穩定，特殊六角設計之可把持

螺絲及使用專用工具可防止手

術中掉落。

無

為確保醫療的效力，醫師

必需能選擇一個類型與大

小合適植入物， 如體型、

力量、骨骼特徵及骨骼健

康狀態等。

骨科

M1C30615 FBZ009878001 鈦合金彈性骨髓內釘 2.5-4.0mm 12,0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0101 FBZ026652001

信迪思預成型左側肋骨骨板

SYNTHES MATRIXRIB FIXATION

SYSTEM-LEFT PRE-CONTOURED

PLATE#04.501.001;003;005;007

54,600

本系統用於正常和骨質疏鬆之肋骨

骨折、骨頭融合及截骨後之固定及

穩定。產品材質為鈦合金（TAN)

可能的副作用：1.植入物

變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

擇錯誤或內固定過度負

荷。 2.過敏反應肇因於

無法適應植入物

無健保對應品

不納入健保給付原因：考量臨

床對於肋骨骨折之病人，大多

數病人無須手術治療，除非有

多根肋骨骨折。

本品之使用步驟請詳閱原

廠之技術指導文件

(technique guide)並遵照

使用。

胸腔外科

M1C40102 FBZ026652002

信迪思預成型右側肋骨骨板

SYNTHES MATRIXRIB FIXATION

SYSTEM-RIGHT PRE-CONTOURED

PLATE#04.501.002;004;006;008

54,600

本系統用於正常和骨質疏鬆之肋骨

骨折、骨頭融合及截骨後之固定及

穩定。產品材質為鈦合金（TAN)

可能的副作用：1.植入物

變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

擇錯誤或內固定過度負

荷。 2.過敏反應肇因於

無法適應植入物

無健保對應品

不納入健保給付原因：考量臨

床對於肋骨骨折之病人，大多

數病人無須手術治療，除非有

多根肋骨骨折。

本品之使用步驟請詳閱原

廠之技術指導文件

(technique guide)並遵照

使用。

胸腔外科

M1C40103 FBZ026652003

信迪思通用型肋骨骨板SYNTHES

MATRIXRIB FIXATION SYSTEM-

UNIVERSAL PLATE#04.501.009

54,600

本系統用於正常和骨質疏鬆之肋骨

骨折、骨頭融合及截骨後之固定及

穩定。產品材質為鈦合金（TAN)

可能的副作用：1.植入物

變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

擇錯誤或內固定過度負

荷。 2.過敏反應肇因於

無法適應植入物

無健保對應品

不納入健保給付原因：考量臨

床對於肋骨骨折之病人，大多

數病人無須手術治療，除非有

多根肋骨骨折。

本品之使用步驟請詳閱原

廠之技術指導文件

(technique guide)並遵照

使用。

胸腔外科

M1C40104 FBZ026652004

信迪思髓內夾板SYNTHES

MATRIXRIB FIXATION SYSTEM-

INTRAMEDULLARY

SPLINTS#04.501.010;011;012

54,600

本系統用於正常和骨質疏鬆之肋骨

骨折、骨頭融合及截骨後之固定及

穩定。產品材質為鈦合金（TAN)

可能的副作用：1.植入物

變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

擇錯誤或內固定過度負

荷。 2.過敏反應肇因於

無法適應植入物

無健保對應品

不納入健保給付原因：考量臨

床對於肋骨骨折之病人，大多

數病人無須手術治療，除非有

多根肋骨骨折。

本品之使用步驟請詳閱原

廠之技術指導文件

(technique guide)並遵照

使用。

胸腔外科

M1C40704 FBZ027128003

銀聯生物可吸收性骨釘骨板系統

/骨釘INION OTPS FREEDOM

PLATE & INION FREEDOM

SCREW/PLATE#3.5*30:45MM

29,403

產品由含有L-乳酸和D-乳酸的可降

解共聚物和三甲烯碳酸製成。骨板

之力學強度在18-36週中逐漸降

低。

1.過早活動或負荷可能導

致植入物彎曲、鬆脫斷裂

或移位。2.感染可能導致

手術失敗。3.異體植入物

可能導致發炎

健保給付之植入物為不銹鋼或

是鈦合金固定物，人體無法吸

收，此產品為生物可吸收材質

，會水解吸收代謝。

考量健保已給付類似既有材質

為金屬，雖不被人體吸收，得

視骨頭癒合狀況，二次手術取

出金屬植入物。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骨科

M1C40705 FBZ027128004

銀聯生物可吸收性骨釘骨板系統

/骨釘INION OTPS FREEDOM

PLATE & INION FREEDOM

SCREW/PLATE#4.0*90MM

29,403

產品由含有L-乳酸和D-乳酸的可降

解共聚物和三甲烯碳酸製成。骨板

之力學強度在18-36週中逐漸降

低。

1.過早活動或負荷可能導

致植入物彎曲、鬆脫斷裂

或移位。2.感染可能導致

手術失敗。3.異體植入物

可能導致發炎

健保給付之植入物為不銹鋼或

是鈦合金固定物，人體無法吸

收，此產品為生物可吸收材質

，會水解吸收代謝。

考量健保已給付類似既有材質

為金屬，雖不被人體吸收，得

視骨頭癒合狀況，二次手術取

出金屬植入物。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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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40706 FBZ027128005

銀聯生物可吸收性骨釘骨板系統

/骨釘INION OTPS FREEDOM

PLATE & INION FREEDOM

SCREW/PLATE#4.5*35:55MM

29,403

產品由含有L-乳酸和D-乳酸的可降

解共聚物和三甲烯碳酸製成。骨板

之力學強度在18-36週中逐漸降

低。

1.過早活動或負荷可能導

致植入物彎曲、鬆脫斷裂

或移位。2.感染可能導致

手術失敗。3.異體植入物

可能導致發炎

健保給付之植入物為不銹鋼或

是鈦合金固定物，人體無法吸

收，此產品為生物可吸收材質

，會水解吸收代謝。

考量健保已給付類似既有材質

為金屬，雖不被人體吸收，得

視骨頭癒合狀況，二次手術取

出金屬植入物。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骨科

M1C41502 FBZ007815003
SYNTHES CLAVICLE HOOK PLATE

鎖骨鉤桿骨板  #241.065
23,85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06 FBZ020565001

信迪思鈦合金鎖骨鎖定加壓骨板

SYNTHES  LCP CLAVICLE PLATE

3.5MM

54,588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07 FBZ019735001

信迪思鈦合金鎖骨鉤桿鎖定加壓

骨板 SYNTHES  LCP CLAVICLE

HOOK PLATE  3.5MM

58,5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08 FBZ007815017

信迪思鈦合金橈骨/恥骨鎖定加

壓骨板 SYNTHES  LCP RADIUS /

DORSAL PLATE 2.4MM

36,0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18 FBZ022269001 信迪斯不繡鋼加壓型骨盤骨板 66,6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1 FBZ019793003
信迪思鈦合金脛骨鎖定加壓骨板

SYNTHES LCP TIBIA PLATE
76,41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2 FBZ007815016
信迪思鈦合金跟骨鎖定加壓骨板

SYNTHES LCP CALCANEAL PLATE
68,12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3 FBZ007815013

信迪思鈦合金近端肱骨鎖定加壓

骨板 SYNTHESLCP PHILOS PLATE

3.5MM

83,34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4 FBZ019220002

信迪思鈦合金鷹嘴突鎖定加壓骨

板 SYNTHES LCP OLECRANON

PLATE 3.5MM

81,46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5 FBZ021824001

信迪思鈦合金近端橈骨鎖定加壓

骨板 SYNTHES LCP PROXIMAL

RADIUS PLATE 2.4MM

63,69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6 FBZ020253001

信迪思鈦合金遠端橈骨鎖定加壓

骨板 SYNTHES LCP VOLAR

COLUMN DISTAL RADIUS PLATE

2.4MM

62,77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7 FBZ023405003

信迪思鈦合金鎖骨鎖定加壓骨板

SYNTHES LCP CLAVICAL PLATE

2.7;3.5MM

54,351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1528 FBZ021080001

STRYKER LEIBINGER遠端橈骨固

定系統骨板VARIAX DR LOCKING

SYS#54-25374:25405;S;52;53-

20616:26;S;E;27716:26;S;E

58,324

Stryker骨板和骨螺釘是以商用純

鈦或Ti6Al4V合金（依據ASTM

F67/ISO 5832-2、ASTM F136/ISO

5832-3規格）製

本系統可能造成的負面效

應大多源自於臨床治療，

而非植體。未癒合或延遲

癒合可能會成植體斷裂、

緊固程度不足。

此系列產皆為自費，尚無健保

給付產可比較

VariAx遠端橈骨固定系統及基

礎系統適用於小型骨骨折的內

部固定，主要用於遠端橈骨骨

折。

依據製造方式及設計，植

體和儀器必須相互搭配使

用。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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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41529 FBZ019512001

STRYKER LEIBINGER手部骨板系

統HAND PLATING SYSTEM#57-

05101:10483

53,568

產品符合病患需求，提升醫病滿意

度1. ±10度萬向螺釘，鎖定角度與

骨板弧度符合人體解剖結構2. 特

殊鎖定專利

本系統可能造成的負面效

應大多源自於臨床治療，

而非植體。未癒合或延遲

癒合可能會成植體斷裂、

緊固程度不足。

此系列產皆為自費，尚無健保

給付產可比較
手部骨折時使用

依據製造方式及設計，植

體和儀器必須相互搭配使

用。

骨科

M1C42162 FBZ026602001

62MM信迪思鎖定加壓鉤狀骨板系

統SYNTHES LCP HOOK PLATE

SYSTEM#02.113.103S;04.113.10

3S

56,36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2303 FFZ010181028

25/30x24/28MM盈力恩CPS生物可

吸收性固定系統-眼眶骨骨板CPS

BIOABSORBABLE FIXATION SYS-

OBRITAL PLATE#PLT-1081:1083

36,080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可被人體代謝

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外，代謝時

間約2-4年。非金屬材質不會產生

微量金屬離子，不會妨礙各類像造

影。

術後感染會導致手術失

敗、外科創傷可能會造成

神經血管的損傷，植入物

可能會造成發炎或過敏反

應或提高併發症。

與金屬材質比較：本品為無菌

非膠原非熱原之可吸收性植入

物。本品不會產生金屬離子，

不會妨礙各類像造影。

屬可吸收性的骨板骨釘，材質

及製程技術具專利，產品價格

高

仔細的術後護理有助於傷

口的痊癒。由醫師判斷是

否使用抗生素。留意骨折

處，避免使力或碰撞以免

再次受到傷害。

整形外科

M1C42328 FBZ007815004

3.5MM 鈦合金鎖定加壓式骨板骨

釘組

#445.061,413.014,413.016,413

.018,404,816,404.822

46,123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2603 FBZ024834003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4孔方形骨板

含4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 4-HOLE SQUARE

PLATE#73-2622

29,043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4 FBZ024834002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4孔L形骨板

含4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4-HOLE L PLATE#73-

2643

29,043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5 FBZ024834001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4孔直形骨板

含4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4-HOLE STRAIGHT

PLATE#73-2636

29,043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6 FBZ024834006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8孔X形骨板

含8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8-HOLE X PLATE#73-

2623

58,086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7 FBZ024834007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8孔JL形骨板

含8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8-HOLE JL PLATE#73-

2645

58,086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8 FBZ024834005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8孔直形骨板

含8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 8-HOLE STRAIGHT

PLATE#73-1952

58,086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M1C42609 FBZ024834008

藍帶胸骨固定系統-12孔梯形骨

板含12顆骨釘STERNALOCK BLU

SYSTEM-12-HOLE LADDER

PLATE#73-2632

82,566

用純鈦的鈦板輔以鈦合金的螺絲將

胸骨或肋骨固定，用以穩定及固定

前胸廓。

可能造成急性感染，對金

屬過敏者不可使用。

與傳統鋼絲比較，能增加術後

胸骨及肋骨穩定性，降低病患

疼痛感提升舒適度，加速骨癒

合。

增加術後或骨折之胸骨及肋骨

穩定性，降低病患疼痛感提升

舒適度，加速骨癒合，降低縱

膈炎發生率。

不可重複使用，並小心且

儘量減少彎折次數。
胸腔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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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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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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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43510 FBZ007815002 DHS T.S-PLATE#138MM 11,04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43602 FBZ027412001

克萊美纜線夾縮和骨板系統-纜

線夾縮KINAMAD SUPERCABLE

GRIP AND PLATE SYSTEM-

TROCHANTERIC GRIP#35-200-

85,572

1.鈦合金材質，與市面不鏽鋼組件

相比生物相容性較高。2.螺釘孔洞

距有互鎖式螺釘設計，固定力較

強。

植入物可能會使病患有異

物感。

1.本產品採用鈦合金屬設計，

生物相容性較傳統不鏽鋼為

佳。2.本產品設計螺釘孔洞可

搭配互鎖式螺釘，固定力較

材質佳，生物相容性高，曲率

設計更適合用於固定假體周圍

骨折。

1.需由專業骨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骨科

M1C50202 FBZ025775001
西美仿鬆質骨金屬髖臼外杯

ZIMMER TRABECULAR METAL CUP
70,098 最接近鬆質骨的金屬材質髖臼杯 無 無 無 無 骨科

M1C50211 FBZ024932002

HOWMEDICA OSTEONICS 雙動式人

體組配型髖關節重建組件：金屬

內墊 RESTORATION MDM HIP

COMPONENT MDM LINER

86,700

人工髖關節手術置換時使用，適用

於年輕及活動量大的病患，具有減

低脫臼率及耐磨損的好處。

無 1.活動角度大 2.不易脫臼 1.減少病患脫臼率 2.金額較高
手術後的康復訓練應嚴格

遵守
骨科

M1C50604 FBZ019366001

HOWMEDICA-OSTEONICS SCORPIO

NRG X3 TOTAL KNEE SYSTEM

TIBIAL INSERT脛骨超耐磨墊片

#82-6-0308:1124; 82-7-

56,496

使用Crosslink處理技術、經過三

次超耐磨處理，使得超高分子聚乙

烯能增加耐磨度、保有原始強度、

增強抗氧化

無 超高耐磨，提高使用年限 材質較好，價格較高 無 骨科

M1C50605 FBZ021496001

HOWMEDICA-OSTEONICS SCORPIO

3 TOTAL KNEE SYSTEM-X3

PATELLA 臏骨超耐磨墊片#73-

20-3110:3910

42,560

使用Crosslink處理技術、經過三

次超耐磨處理，使得超高分子聚乙

烯能增加耐磨度、保有原始強度、

增強抗氧化

無 超高耐磨，提高使用年限 材質較好，價格較高 無 骨科

M1C50606 FBZ008694001

史耐輝全膝關節系統-氧化鋯股

骨組件ORTHOPAEDIC GENESIS

TOTAL KNEE SYSTEM-OXINIUM

FEMORAL#7142-

1111:1118;1011:1018

176,560

獨家專利的Oxinium陶瓷合金股骨

組件，具有超耐磨、抗括損的特性

，能有效減少與聚乙烯塑膠組件之

間的磨損。

1.由於外傷或過度使用導

致金屬鬆脫、彎曲、斷

裂。脛骨、股骨或髕骨斷

裂。2.脫臼、側向位移、

過度旋轉、曲屈

OXINUM(鋯鈮合金)股骨元件的

專利設計，具有陶瓷材料一樣

的抗磨損特性，同時保有較好

的整體強度。

1.高彎曲設計，膝關節可彎曲

至155度，身體活動度不受限

制。2.獨家專利的Oxinium 陶

瓷合金股骨組件，具有超耐

磨、抗括損的特性，能有效減

少與聚乙烯塑膠組件之間的磨

術後照護癒合期為保護患

肢，建議使用額外的支撐

，應避免過度的體重壓力

與限制性動作。鼓勵骨癒

合。

骨科

M1C50701 FBZ007815015
SYNTHES微創固定系統組（股骨

下端或脛骨上端）LESS
83,67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50801 FBZ017437001

關節韌帶懸吊系統 ORTHOMED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6*300MM #LCA60NEF

72,560 使用於韌帶重建手術使用 有使用壽命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配合儀器枆材使用 無 骨科

M1C50802 FBZ020077001

艾思瑞斯泰若普肌腱固定懸吊鈕

ARTHREX TIGHT-ROPE

SYNDESMOSIS REPAIR SYSTEM

37,500 雙鈕扣設計，可透光 無 無 無 無 骨科

M1C50803 FBZ020077002

#AR-1588RT艾思瑞斯泰若普肌腱

固定懸吊鈕-十字韌帶懸吊鈕

ARTHREX TIGHT-ROPE

SYNDESMOSIS REPAIR SYSTEM

30,800

1. ACL Tightrope可使得韌帶固定

術變得更加快速，簡單和安全。

2. ACL Tightrope允許外科醫生可

自由調整線。

1.深層或表面的感染。2.

對植入的材料過敏或有其

他的反應。

1. ACL Tightrope 藉由穿過

導引針孔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

，以保持皮質骨完整，增強皮

質骨固定。

使用骨螺絲釘容易造成併發症

，常見的併發症包含，螺絲斷

裂以及特材所造成的疼痛。

本產品的植入可能會配合

其他的骨釘和骨板，所有

金屬植入器需使用相同的

冶金構造。

骨科

M1C50806 FBZ020077003

#AR-2257艾思瑞斯泰若普肌腱固

定懸吊鈕-肩鎖關節懸吊鈕

ARTHREX TIGHT-ROPE

SYNDESMOSIS REPAIR SYSTEM-AC

43,925

1. ACL Tightrope可使得韌帶固定

術變得更加快速，簡單和安全。

2. ACL Tightrope允許外科醫生可

自由調整線。

1.深層或表面的感染2.對

植入的材料過敏或有其他

的反應。

1. ACL Tightrope 藉由穿過

導引針孔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

，以保持皮質骨完整，增強皮

質骨固定。

使用骨螺絲釘容易造成併發症

，常見的併發症包含，螺絲斷

裂以及特材所造成的疼痛。

本產品的植入可能會配合

其他的骨釘和骨板，所有

金屬植入器需使用相同的

冶金構造。

骨科

M1C50807 FBZ024051001

#AR-9811DS;9814DS艾思瑞斯迷

你泰若普肌腱固定懸吊鈕

ARTHREX MINI TIGHT-ROPE

REPAIR SYSTEM

37,000

本特材用於將韌帶固定在所附屬破

裂骨端和關節端的小骨片段，此處

多無法用骨螺絲固定。

1.深層或表面的感染2.對

植入的材料過敏或有其他

的反應。

骨螺絲釘材質硬，柔軟度不好

，矯正過後的靈活度相較於使

用Mini TightRope 來的差。

使用Mini TightRope 可避免因

Lapidus procedure所需的近端

截骨，亦可減低潛在的手術併

發症。

本產品的植入可能會配合

其他的骨釘和骨板，所有

金屬植入器需使用相同的

冶金構造。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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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50909 FBZ001396001

聯合U2全人工膝關節高密度聚乙

烯脛骨墊片  #2303-

3611:15;3621:25;3631:35;3641

:45;3651:55;3661:65

55,800

本公司實際膝關節模擬磨耗試驗結

果也明顯證實高交聯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墊片較傳統墊片減少了76%的

磨損。

無

傳統治療方式之超高分子聚乙

烯墊片，仍有磨損之機會，尤

其是年輕及活動量大的族群。

適用於全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提供病患另一種置換材料的選

擇。高交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墊片較傳統墊片減少了76%的磨

1.術後移動病人需小心。

2.注意勿過度施壓於手術

的膝關節。3.術後需定期

做X光檢查。

骨科

M1C50965 FBZ007513002
ZIMMER高分子聚乙烯人工膝關節

耐磨墊片＃5962-32-10
63,626

製作消毒組成之不同使墊片更耐磨

損
無 無 無 無 骨科

M1C50988 FBZ000663001

U2 聯合全人工膝關節高密度聚

乙烯髕骨墊片(植入

物)22;25;28;32MM #2403-

3010;20;30;40

40,500
1.超耐磨高密度聚乙烯材質2.磨損

程度較傳統減少76%，耐磨程度高

可能因植入不當或韌帶鬆

弛導致植入物脫位及半脫

位

耐磨度較高，比一般傳統墊片

耐磨程度高76%

較年輕及活動度佳的病患使用

，可延長再置換的時間

1.須由專業骨科醫師使用

2.術中勿刮傷植入物及避

免感染源 3.術後須依照醫

師指示照護傷口及康復訓

骨科

M1C50990 FBZ023395001

史耐輝創世傳奇超耐磨高彎曲度

脛骨墊片 #7145-3201:05;7145-

3211:17;7145-3221:27;7145-

49,750

1.本產品材質XLPE為超耐磨材質，

可降低磨損率，增加使用年限。2.

本產品具有更加的彈性。

無 無

1.本產品材質XLPE為超耐磨材

質，可降低磨損率，增加使用

年限，產品優於健保品。

術後照護應避免過度的體

重壓力，同時鼓勵骨癒

合。

骨科

M1C51104 FBZ003129004
4.0MM 愛派司鈦合金上肢骨骨板

組 APS LOCKING PLATE SYSTEM
67,840

APlus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

是一種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

鎖式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

疏鬆骨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右

邊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105 FBZ003129001
5.0MM 愛派司鈦合金下肢骨骨板

組 APS LOCKING PLATE SYSTEM
64,580

APlus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

是一種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

鎖式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

疏鬆骨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右

邊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107 FBZ003129006
愛派司鈦合金鎖定螺絲  APS

LOCKING SCREW
2,072

APlus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

是一種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

鎖式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

疏鬆骨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右

邊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108 FBZ003129003

愛派司鈦合金直式加壓骨板組

APS LOCKING COMPRESSION

PLATE

45,280

APlus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

是一種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

鎖式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

疏鬆骨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 2. 骨板分成左右

邊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115 FBZ021710001

艾克曼手腕骨板系統-遠端橈骨

ACUMED ACU-LOC WRIST PLATING

SYSTEM-DISTAL RADIUS #10:16H

68,640

為純鈦材質，適用於遠端尺骨骨折

時使用，此骨板為貼附型式設計，

可大幅降低病人使用後之不舒適

感。

過多的活動量，植入時的

拖延，不完全的癒合，或

是植入時對植入物有過大

的外力壓迫皆有可能導致

植入物破裂。

健保骨板若病人骨折形狀不合

，須將骨板bending，會造成

骨板硬力破壞，且不含與互鎖

式設計，骨板容易pull out。

可加快病人恢復時間。

此植入物絕不可重複使用

，所有的手術器械在使用

前皆須經過嚴格的檢視。

避免植入物的刮傷與裂

痕。

骨科

M1C51119 FBZ020069001

艾克曼小骨骨髓固定桿系統-尺

骨 ACUMED SMALL BONE LOCKING

ROD-ULNA #1:3H

53,580

為純鈦材質，適用於下肢脛骨骨折

，下肢腓骨骨折時使用，此骨板為

貼附型式設計，可大幅降低病人使

用後之不舒適感。

過多的活動量，植入時的

拖延，不完全的癒合，或

是植入時對植入物有過大

的外力壓迫皆有可能導致

植入物破裂。

健保骨板若病人骨折形狀不合

，須將骨板bending，會造成

骨板硬力破壞，且不含與互鎖

式設計，骨板容易pull out。

可加快病人恢復時間。

此植入物絕不可重複使用

，所有的手術器械在使用

前皆須經過嚴格的檢視。

避免植入物的刮傷與裂

痕。

骨科

M1C51121 FBZ026334001

阿伐泰克歐瑟菲斯脊椎骨折重建

系統(置入椎體搭配骨水

泥)OSSEOFIX SPINAL FRACTURE

REDUCTION SYSTEM#21298-

128,230

使用鈦合金植入物透過提供內固定

及穩定有助於脊椎壓縮性骨折的治

療。 由手術級鈦合金(Ti-6A1-4V

，ASTMF136)

局部損傷或運動障礙

利用Osseofix膨脹做出椎體空

間，可以控制骨水泥流竄方向

，避免因骨質破損後骨水泥外

漏造成神經、血管損傷。

1. 微創手術傷口小，降低出血

狀況與感染機率、縮小術後疤

痕，減少肌肉萎縮的情況。2.

減少組織破壞。

使用前檢查本產品以確認

其功能性並確保其尺寸適

用於特定手術程序中

骨科

M1C51236 FBZ002926004

鐿鈦脊椎固定系統:微創2節

INTAI SPINAL FIXATION

SYSTEM:RX2+SX4#ROD*2+SCREW*4

94,080

此微創系統規格齊全，備有長翼折

斷釘設計，適用於經皮手術，亦備

有專利導引設計之雙螺紋釘，適用

於微切傷口手術

出血或血腫，植入物引起

之疼痛，不適，異常感。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混合使用不同材質金屬的

植入物可能產生腐蝕作用

導致植入物疲勞性斷裂。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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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51237 FBZ002926005

鐿鈦脊椎固定系統:微創3節

INTAI SPINAL FIXATION

SYSTEM:RX2+SX6#ROD*2+SCREW*6

132,480

此微創連接管可搭配鐿鈦微創系統

達到小傷口及減少破壞肌肉之效果

，進而達到良好術後恢復效果

出血或血腫，植入物引起

之疼痛，不適，異常感.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混合使用不同材質金屬的

植入物可能產生腐蝕作用

導致植入物疲勞性斷裂。

神經外科

M1C51238 FBZ002926001

鐿鈦脊椎固定系統(微創脊椎骨

釘)INTAI SPINAL FIXATION

SYSTEM(CANNULATED PRDICLE

SCREW POLY-AXIAL

25,720

此微創系統規格齊全，備有長翼折

斷釘設計，適用於經皮手術，亦備

有專利導引設計之雙螺紋釘，適用

於微切傷口手術

出血或血腫，植入物引起

之疼痛，不適，異常感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混合使用不同材質金屬的

植入物可能產生腐蝕作用

導致植入物疲勞性斷裂。

神經外科

M1C51239 FBZ002926002

鐿鈦脊椎固定系統(微創連接桿

30~100MM)INTAI SPINAL

FIXATION

SYSTEM(ROD)#30:100MM(短)

11,530

此微創連接管可搭配鐿鈦微創系統

達到小傷口及減少破壞肌肉之效果

，進而達到良好術後恢復效果

出血或血腫，植入物引起

之疼痛，不適，異常感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混合使用不同材質金屬的

植入物可能產生腐蝕作用

導致植入物疲勞性斷裂。

神經外科

M1C51240 FBZ002926003

鐿鈦脊椎固定系統(微創連接桿

110~300MM)INTAI SPINAL

FIXATION

SYSTEM(ROD)#110:300MM(長)

19,701

此微創連接管可搭配鐿鈦微創系統

達到小傷口及減少破壞肌肉之效果

，進而達到良好術後恢復效果

出血或血腫，植入物引起

之疼痛，不適，異常感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傷口縮小，減少肌肉破壞，降

低出血量，降低感染機率，減

少病人術後疼痛不適，提高術

後恢復效果

混合使用不同材質金屬的

植入物可能產生腐蝕作用

導致植入物疲勞性斷裂。

神經外科

M1C51419 FBZ022788005

捷邁丹妮絲上載式脊椎系統—兩

節(含HA COATING PEDICLE

SCREWx4,SPACERx2,CORDx2)ZIMM

ER DTL SPINAL SYSTEM—2

132,400

1. 術後可維持病患脊椎一定程度

的活動度。2. HA的釘子可以增加

骨融合度

傷口癒合較緩慢
1.適應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設計精良，可使病患脊椎於術

後還有活動度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1420 FBZ022788006

捷邁丹妮絲上載式脊椎系統—三

節(含HA COATING PEDICLE

SCREWx6,SPACERx4,CORDx2)ZIMM

ER DTL SPINAL SYSTEM—3

162,000

1. 術後可維持病患脊椎一定程度

的活動度。2. HA的釘子可以增加

骨融合度

傷口癒合較緩慢
1.適應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設計精良，可使病患脊椎於術

後還有活動度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1421 FBZ022788008

捷邁丹妮絲上載式脊椎系統—螺

釘(含HA COATING PEDICLE

SCREWx2)ZIMMER DTL SPINAL

SYSTEM-PEDICLE SCREW

22,950

1. 術後可維持病患脊椎一定程度

的活動度。2. HA的釘子可以增加

骨融合度

傷口癒合較緩慢
1.適應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設計精良，可使病患脊椎於術

後還有活動度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1423 FBZ014381006

捷邁丹妮絲脊椎系統—繩索

ZIMMER DYNESYS SPINAL

SYSTEM—

30,025

1. 術後可維持病患脊椎一定程度

的活動度。2. HA的釘子可以增加

骨融合度

傷口癒合較緩慢
1.適應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設計精良，可使病患脊椎於術

後還有活動度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1502 FBZ017775002

帝富微博微創鈦合金脊椎固定桿

DEPUY SPINE VIPER SHAPES ROD

30:480MM

#186787030:186789480

8,988

VIPER系統 VIPER 系統由中空套管

多軸螺絲及桿組成，為透過皮膚使

用。 VIPER系統的零組件，目前材

質為鈦合金

1. 植入物彎曲或斷裂。

2. 植入物鬆脫。3. 金屬

敏感，或對異物產生過敏

反應

1.恢復期較短。 2.維持脊椎

正常動力。
材質較好，可防止脊椎惡化。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1504 FBZ017775003
帝富脊椎微博脊椎系統(二節)

DEPUY SPINE VIPER 2 SYSTEM
89,400

1.用於脊椎不穩定或變形時治療，

為骨融合手術。 2.採經皮穿刺方

式於皮膚上以小傷口原理。

無
1.恢復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無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M1C51505 FBZ017775004
帝富脊椎微博脊椎系統(三節)

DEPUY SPINE VIPER 2 SYSTEM
132,931

1.用於脊椎不穩定或變形時治療，

為骨融合手術。 2.採經皮穿刺方

式於皮膚上以小傷口原理。

無
1.恢復期較短。2.維持脊椎正

常動力。
無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M1C51601 FBZ007815018

SYNTHES 手腕手掌部位鎖定骨板

系統   LCP DISTAL RADIUS

SYSTEM 2.4

65,71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51702 FBZ003129014

(解剖斜T標準型)愛派司金屬鎖

定骨板骨釘系統組:橈骨遠端內

側斜骨板APS METAL

PLATE+SCREW SYS：RAF LOCKING

60,920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是一種

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骨

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疏鬆骨

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右邊

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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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51703 FBZ003129019

(解剖Y鎖定拱型)愛派司金屬鎖

定骨板骨釘系統組:肱骨遠端後

側鎖定骨板APS METAL

PLATE+SCREW SYS:HAY ELBOW

67,184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是一種

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骨

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疏鬆骨

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右邊

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704 FBZ003129016

(雙型)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

釘系統組:脛骨遠端外側鎖定骨

板APS METAL PLATE+SCREW

SYS:FDH LOCKING PLATE

66,210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是一種

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骨

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疏鬆骨

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右邊

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705 FBZ003129022

(迷你型)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

釘系統組:直式加壓L型骨板APS

METAL PLATE+SCREW SYS:1.5MM

MINI L LOCKING PLATE

51,250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鎖固定板是一種

針對亞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骨

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骨質疏鬆骨

折。

無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

骨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

右邊不同。

1. 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量

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種骨

頭的形狀。2. 骨板分成左右邊

不同。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象時

，相對上就是一種禁忌。
骨科

M1C51711 FBZ003129020

愛派司鎖定骨板APS METAL

PLATE&SCREW SYSTEM:CAS

CLAVICLE LOCKING PLATE#0002-

0000-02:0001-14;0015-1500-

66,500
一般健保骨板無法與螺釘互鎖，骨

板形狀也多不適合亞洲人的骨骼。
未有任何嚴重副作用

一般健保骨板無法與螺釘互鎖

，骨板形狀也多不適合亞洲人

的骨骼。

對照於健保對應之品項，此產

品有新的特點，與傳統的骨板

有不同之處，故健保署同意納

入健保不給付之項目。

1.骨折處有感染現象時，

相對上是一種禁忌。2.局

部傷口腐敗，是相對禁忌

之一。

骨科

M1C52101 FBZ020503001

艾克曼解剖貼附性骨板-下肢脛

骨骨板 ACUMED LOW-PROFILE

LOCKING(LPL) MEDIAL TIBIA

PLATE 5:9HOLE #70-

67,150
病人可能產生對植入物(外來物質)

的過敏或排斥現象
無 無

植入物絕不可重複使用，所有

的手術器械在使用前皆經過嚴

格的檢視

無 骨科

M1C52104 FBZ024782001

信迪思鎖定加壓遠端腓骨骨板

SYNTHES LCP DISTAL FIBULA

PLATES

72,25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酥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健保申請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52401 FBZ022146001

派瑞德多喜司鈦合金固定系統(2

節) PARADIGM DSS

STABILIZATION SYSTEM (2

128,000

提供脊椎穩定並使術後可正常活動

，讓病患可有限度保留脊椎活動完

整性，不必一次就做整節段融合手

極少數對植入物材質的過

敏反應

為全醫療鈦合金之產品，可施

行多節段脊椎可動手術，保留

維持病人脊椎基本活動度。

能有效限制病人脊椎活動角度

範圍，能避免因活動角度過大

而造成之疼痛。

避免劇烈運動及不正常姿

勢。
骨科

M1C52402 FBZ022146002

派瑞德多喜司鈦合金固定系統(3

節) PARADIGM DSS

STABILIZATION SYSTEM (3

212,675

提供脊椎穩定並使術後可正常活動

，讓病患可有限度保留脊椎活動完

整性，不必一次就做整節段融合手

極少數對植入物材質的過

敏反應

為全醫療鈦合金之產品，可施

行多節段脊椎可動手術，保留

維持病人脊椎基本活動度。

能有效限制病人脊椎活動角度

範圍，能避免因活動角度過大

而造成之疼痛。

避免劇烈運動及不正常姿

勢。
骨科

M1C53101 SAZ022345001

(15釘) #0113115 巴德速巴定腹

腔鏡可吸收性固定系統 BARD

ENHANCED SORBAFIX ABSORBABLE

FIXATION SYSTEM

12,000

適用於進行開放性或腹腔鏡手術時

，軟組織的擠壓與固定修補網於組

織上，例如疝氣修補。

使用不當未完全固定造成

滑脫或未正確操作傷及周

圍組織

目前無健保給付品項 無

僅限一次性使用，勿重覆

滅菌且該產品應儲存於

40℃（104℉）以下的乾燥

環境中。

一般外科

M1C53105 TSZ026337001

(15釘) 5MM #ABSTACK15 柯惠單

一使用可吸收固定釘 COVIDIEN

ABSORBATACK FIXATION DEVICE

WITH ABSORBABLE TACKS

18,160
本產品內含15個可吸收固定釘，固

定釘由常見共聚物PGLA所製成。
無 無

可對於人工網片作更良好及更

快速的固定，以強化病患安全

並節省手術時間。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

M1C53201 FBZ022283001
恩希比多軸性螺釘近遠端固定股

骨骨板組 NCB PP FEMUR PLATE
101,240

用於治療股骨骨折，尤其是植體周

圍的股骨骨折。

金屬材質植體腐蝕，可能

對金屬成份過敏。

結合鎖定及鋼線綑綁機制較健

保產品療效更佳。
無

只要裝置尚未移除，便應

儘可能持續監控有新發生

或復發性感染。

骨科

M1C53602 FBZ021444001

西美 2.7MM 關節互鎖式骨板組

(骨板*1+骨釘*6)  ZIMMER

2.7MM PER-LOCKING PLATE #00-

2357-017-04+00-4828-060-02

70,065 在正常癒合過程中的骨折固定使用

外在物質植入進組織可能

產生發炎，對金屬產生敏

感或有其他不良反應

此產品有符合骨頭形狀設計，

且材質硬度較高
無

此裝置是設計用在正常癒

合過程中骨折固定使用，

當完全癒合時，此裝置即

喪失功能，因此可以被取

出

骨科

第16頁，共38頁



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C55109 FBZ020555001

賽恩司脊椎動態穩定連接系統連

接桿(短)  SCIENT’X ISOBAR

TTL VERTEBRAL CONNECTION ROD

(SHORT) #12TGS55-55;65

46,500

向微動壓縮式脊椎動態穩定(非融

合)手術，術後可保有脊椎活動力

，可彎曲/伸展/側彎4.5°

無

傳統的脊椎融合(Fusion)手術

治療會限制住脊椎部分節段的

活動能力

預防因骨融合後造成鄰近節段

功能退化，而必須再次手術。

適應症包括:1. 具脊椎脫

位的峽部崩裂2.脊椎脫位

及/或脊椎崩裂3.嚴重的椎

間盤韌帶不穩定4.主椎間

盤脆弱

骨科

M1C55110 FBZ020555002

賽恩司脊椎動態穩定連接系統連

接桿(長)  SCIENT’X ISOBAR

TTL VERTEBRAL CONNECTION ROD

(LONG) #12TGS55-85:110

54,025

向微動壓縮式脊椎動態穩定(非融

合)手術，術後可保有脊椎活動力

，可彎曲/伸展/側彎4.5°

無

傳統的脊椎融合(Fusion)手術

治療會限制住脊椎部分節段的

活動能力

預防因骨融合後造成鄰近節段

功能退化，而必須再次手術。

適應症包括:1. 具脊椎脫

位的峽部崩裂2.脊椎脫位

及/或脊椎崩裂3.嚴重的椎

間盤韌帶不穩定4.主椎間

盤脆弱

骨科

M1C55288 FBZ017032013 盈力恩腳踝骨釘單支裝 18,672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55289 FBZ017032007
盈力恩骨科骨釘2支裝/包

FRF1248-1289
10,142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骨科

M1C55291 FFZ010181025

PCK-4H盈力恩CPS生物可吸收性

固定系統-4洞骨折固定組(骨板

1+骨釘5-6支)CPS

BIOABSORBABLE FIXATION

SYSTEM-4HOLE SET

38,115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整形外科

M1C55293 FFZ010181027

PCK-8H盈力恩CPS生物可吸收性

固定系統-7-10洞骨折固定組(骨

板1+骨釘9-11支)BIOABSORBABLE

FIXATION SYSTEM-7-10HOLE SET

65,340

生物可吸收性材質，約2-4年可被

人體代謝成水及二氧化碳排出體

外。非金屬材質不會有微量元素殘

存在體內。

因個人體質不同，可能會

造成患部發炎及過敏反應

，在無菌環境中可能會發

生局部液體蓄積及異物反

應。

本項屬非金屬材質可為人體吸

收代謝。漸進減少的壓力負荷

可避免骨萎縮及骨質疏鬆。

含專利材質及製程技術

提供病患詳細的手術後護

理資料，手術後護理有助

於傷口的痊癒，使用額外

的固定方式。

整形外科

M1C55352 FBZ007815011

SYNTHES 3.5+5.0MM鈦合金脛骨

下端鎖定骨板系統 3.5+5.0MM

DISTAL TIBIAL

78,0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55353 FBZ018914001

SYNTHES 1.5+2.0MM手指手腕鎖

定鈦合金骨丁骨板系統

1.5+2.0MM MODULAR HAND

51,625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M1C55356 FBZ014381002
ZIMMER DYNES 西美丹妮絲脊椎

系統組-兩節
85,316

1.動態穩定，不限制椎體的活動

度。分散緩衝椎體壓力。
無

1.恢復期較快。 2.維持脊椎

正常動力。

搭配減壓手術， 植入“動態穩

定器”後可以提升手術減壓過

後的穩定度， 保護脊椎過度活

動並降低脊椎退化速度。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M1C55357 FBZ014381003
ZIMMER DYNES 西美丹妮絲脊椎

系統組-三節
108,476

1.動態穩定，不限制椎體的活動

度。分散緩衝椎體壓力。
無

1.恢復期較快。 2.維持脊椎

正常動力。

搭配減壓手術， 植入“動態穩

定器”後可以提升手術減壓過

後的穩定度， 保護脊椎過度活

動並降低脊椎退化速度。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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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C55386 FBZ010561005

美敦力思迪M8經皮脊椎固定螺絲

MEDTRONIC CD HORIZON M8

SEXTANT SCREW #8670855

18,216
經皮脊椎微創手術，中空萬向之骨

螺釘。
無

傷口較小，破壞較少，恢復期

較短。

價格昂貴，故暫不予以健保給

付。
無 神經外科

M1C55387 FBZ010561003

美敦力思迪M8經皮脊椎固定桿

MEDTRONIC CD HORIZON M8

SEXTANT ROD 30:110MM

12,600
經皮脊椎微創手術，中空萬向之骨

螺釘。
無

傷口較小，破壞較少，恢復期

較短。

價格昂貴，故暫不予以健保給

付。
無 神經外科

M1C55391 FBZ010389001

美敦力派羅米骨網植入系統(一

節) MEDTRONIC PYRAMESH

IMPLANT SYSTEM  #905-

74,560
鈦質金屬骨融合器，替代損壞椎體

支撐功能。
無

目前無此類健保品項可提供治

療。
無 無 神經外科

M1C55392 FBZ010389002

美敦力派羅米骨網植入系統(二

節) MEDTRONIC PYRAMESH

IMPLANT SYSTEM #905-

103;107;137;166;199;256;407

111,360
鈦質金屬骨融合器，替代損壞椎體

支撐功能。
無

目前無此類健保品項可提供治

療。
無 無 神經外科

M1C55412 FBZ021711017

歐特美鈦合金解剖型互鎖式骨釘

骨板組(手部) OSTEOMED

TITANIUM ANATOMIC LOCKING

PLATE SYSTEM 1.6MM;2MM;2.4MM

50,010

本系統提供角形鎖定，非鎖定，拉

力，中空骨螺釘交互配合鎖定，針

對複雜性，嚴重型骨折提供最佳固

定效果。

無 無 無

1.已改染或可能感染，以

及免疫功能不則足者。2.

已知對鈦或不鏽鋼敏感

者。3.患有新陳代謝疾病

整形外科

M1C55415 FBZ004051004

PAONAN ARMSTRONG脊椎後路固定

系統-元素萬向微創釘

Posterior Spinal Fixation

System-Multi MISS Screw

19,375

1.失血量小，危險低，破壞少，住

院時間短微創手術-小傷口、破壞

小，針對骨質良好及年輕病患有更

多的選擇。

1.已改染或可能感染，以

及免疫功能不足者。2.已

知對鈦或不鏽鋼敏感者。

3.患有新陳代謝疾病者。

目前健保給付並無脊椎微創系

統之品項

1.中空螺釘設計，手術中定位

精確2.傷口小.有效防止術後感

染。

1.包裝是否完整。2.消毒

日期是否過期。
神經外科

M1C55505 FBZ024352001

2桿4螺釘-捷邁開創者脊椎微創

系統(兩節組)ZIMMER SPINE

PATHFINDER NXT MINIMALLY

INVASIVE PEDICLE SCREW SYS

133,750
1.器械操作簡易2.病患傷口小，手

術時間短

可能失去正確的及椎彎

度、矯正高度及/或復位
1.縮短手術時間2.傷口小

1.傷口小，病患恢復期短2.病

患住院天數少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5506 FBZ024352002

2桿6螺釘-捷邁開創者脊椎微創

系統(三節組)ZIMMER SPINE

PATHFINDER NXT MINIMALLY

INVASIVE PEDICLE SCREW SYS

173,500
1.器械操作簡易2.病患傷口小，手

術時間短

可能失去正確的及椎彎

度、矯正高度及/或復位
1.縮短手術時間2.傷口小

1.傷口小，病患恢復期短2.病

患住院天數少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5507 FBZ024352005

螺釘+螺帽ZIMMER SPINE

PATHFINDER NXT脊椎系統

MINIMALLY INVASIVE PEDICLE

SCREW SYS-SCREW+TOP#3505-

21,217
1.器械操作簡易2.病患傷口小，手

術時間短

可能失去正確的及椎彎

度、矯正高度及/或復位
1.縮短手術時間2.傷口小

1.傷口小，病患恢復期短2.病

患住院天數少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5508 FBZ024352006

短桿ZIMMER SPINE PATHFINDER

NXT 脊椎系統MINIMALLY

INVASIVE PEDICLE SCREW SYS-

ROD#3313-040:060;3510-

24,750
1.器械操作簡易2.病患傷口小，手

術時間短

可能失去正確的及椎彎

度、矯正高度及/或復位
1.縮短手術時間2.傷口小

1.傷口小，病患恢復期短2.病

患住院天數少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C56201 FBZ019971002
美敦力正中置物骨固定釘

MEDTRONIC CENTERPIECE SCREW
4,384

鈦金屬頸椎後不部分減壓後椎板固

定板螺釘。
無 無 無 無 神經外科

M1C56202 FBZ019971001

美敦力正中置物骨板固定系統

MEDTRONIC CENTERPIECE PLATE

FIXATION SYSTEM

24,320
鈦金屬頸椎後不部分減壓後椎板固

定板。
無 無

價格昂貴，故暫不予以健保給

付。
無 神經外科

M1C56702 FBZ019220004
3.5MM 鈦合金鎖定肱骨下端鎖定

骨板系統 DISTAL MEDICAL
86,100

提供角穩定性，對骨質疏鬆或粉碎

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異物感

固定效果佳，病患可提早活動

，避免併發症
新品審議中

不可與不銹鋼材質內植物

混用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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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D42709 FSZ014504001

曲克拜爾迪賽瑟吉西斯肛門廔管

塞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ANAL FISTULA PLUG 0.6*9.5CM

#C-AFP-0.6*9.5

39,152

1.可被人體完全吸收。2.完全自體

重建組織再生。3.長錐形設計方便

置入，適用於多數廔管。

無 無

1.保留括約肌完整，使術後失

禁風險降到最低2.術後疼痛程

度較廔管切開術低

產品以豬來源做原料，不

得用於對豬來源材質過敏

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F00804 NBZ013853001

美敦力圓形輸液套 MEDTRONIC

QUICK-SET INFUSION SET #MMT-

396,397,398,399(10P/BOX)

5,970

本輸液套系列產品乃是一個應用美

敦力所開發的MiniMed輸液幫浦及

儲藥筒，進行藥物皮下注射。

無副作用

1. 降低嚴重、中度、輕度低

血糖發生率。 2. 降低平均血

糖濃度和糖化血色素。 3. 降

低每日胰島素劑量。

1. 胰島素吸收差異小於3%。

2.生活品質好併發症低 。3.併

發症出現較傳統MDI療法延緩

15.3年。

隨時觀察輸注部位皮膚針

眼處有無異常，電量和藥

量是否充足，管路是否通

暢，有無警報情況，攜帶

是否安全。

小兒科

M1F21613 NEZ017498001

COOK肝組織取樣組 LIVER

ACCESS AND BIOPSY SET

#G08283 LABS-100

29,600

本產品可經由頸靜脈通道來取得肝

組織樣本。該通道可使用Quick-

Core取樣針更容易到達肝臟位置。

腹膜內出血、穿刺部位血

腫、心律不整、動靜脈廔

管

無

對於具有不正常凝血因子或腹

部積水的病患， 外部穿刺取樣

會增加出血併發症的風險

本產品僅供受過訓練並具

一般血管穿刺經驗的醫師

使用，並應採用標準之經

皮穿刺置放導管鞘技術執

放射線科

M1F25807 FBZ004675001

海威力一針劑型關節腔注射劑

HYVISC ONE SYNOVIAL FLUID

SUPPLEMENT#60MG/3.0ML/SYRING

E

18,380

1. 一針療程，長效型交聯玻尿酸

製劑，可減少患者施打次數、往返

回診時間。2. 較傳統型玻尿酸製

劑更具黏彈性。

膝關節在接受本產品治療

後，可能會產生疼痛、腫

脹及僵硬等局部副作用，

但會逐漸緩解。

健保給付品項為直鏈型玻尿酸

關節腔注射劑，每次療程需施

打三針～五針，每年兩個療

程。

本品為長效型交聯玻尿酸製劑

，每次療程只需施打一針，可

減少患者施打次數、往返回診

時間、降低感染風險。

1.不可以注射已知對透明

質酸過敏之患者。2.注射

部位有感染或皮膚疾病之

患者不可使用。

復健科

M1F25809 FBZ023781001

維骨適膝關節腔滑液替代物

VISCOSEAL SYNOVIAL FLUID

SUBSTITUTE#10ML

27,720

1.Ready to use 即拆即用，無需

調配。2.關節鏡手術後的關節填充

液。3.幫助恢復關節鏡術後的效果

，增加潤滑。

病人若無遵守醫護人員指

示，可能會有術後傷口感

染的情形。

健保無類似產品。

使用維骨適關節腔滑液替代物

，可替代並補充因膝關節鏡手

術所流失的膝關節液，以減輕

膝關節疼痛，改善活動力。

術後傷口保持乾燥，以免

有感染危險。
骨科

M1G02406 TKY025748001

#23-121-1(EPIDURAL VEIN)美敦

力艾可雙極射頻電外科裝置系統

MEDTRONIC AQUAMANTYS SYSTEM

48,000

Aquamantys bipolar sealer可同

時傳送射頻(Radiofrequency

energy )能量及生理食鹽水至手術

部位的軟組織。

目前無臨床或研究資料顯

示其副作用。
無健保已給付之品項

對於臨床：術中失血少可降低

輸血率，可有效預防及止住鄰

近危險部位的硬腦膜出血能改

善清晰手術視野。

若有心臟節律器存在，應

謹慎使用本產品，電外科

設備可能會干擾心臟節律

器或其他主動式植入裝

置。

一般外科

M1G02415 TKZ022760001

14G美德醫波微波手術燒灼系統

及附件-14直徑探針MICROWAVE

COAGULATION ABLATION SYSTEM

AND ACCESSORIES#14-15-LH-35

89,880

快速消融，不需導電片，不需冷卻

系統，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

的腫瘤組織。

可能會有以下情形:1. 

手術部位傷口局部輕微疼

痛。2.傷口部位局部灼

傷。

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的

腫瘤組織。

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的

腫瘤組織。

燒灼探針為環氧乙烷滅菌

，僅能用於單一病患，僅

限單次使用。

肝臟中心

M1G02416 TKZ022760002

16G美德醫波微波手術燒灼系統

及附件-16直徑探針MICROWAVE

COAGULATION ABLATION SYSTEM

AND ACCESSORIES #16-15-LH-15

67,500

快速消融，不需導電片，不需冷卻

系統，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

的腫瘤組織。

可能會有以下情形:1. 

手術部位傷口局部輕微疼

痛。2.傷口部位局部灼

傷。

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的

腫瘤組織。

能完全消融血管旁邊及肺臟的

腫瘤組織。

燒灼探針為環氧乙烷滅菌

，僅能用於單一病患，僅

限單次使用。

肝臟中心

M1G21707 SAY023875001

優施西可吸收傷口縫合裝置(僅

開放性手術使用) USS V-LOC

180 ABSORBABLE WOUND CLOSURE

DEVICE 30CM #GS21(VLOCL0316)

1,800
可吸收傷口縫合裝置由可吸收線所

組成
無 無

1.減少手術時間 2.減少病患失

血
參考產品使用說明書 一般外科

M1G21728 SAY023891001

90CM(短) #VLOCM0023 柯惠可吸

收傷口縫合裝置 COVIDIEN V-

LOC 90 ABSORBABLE WOUND

1,800 縫合無須打結，可吸收材質 無 無健保同等給付品項 無 無 一般外科

M1H11916 SCZ008051001

鈦合金腦血管瘤夾

#FT097T:FT851T  3.5/5.3MM

AESCULAP TITANIUM ANEURYSM

CLIPS

18,000

鈦合金Ti6Ai4V， ISO 5832-3標準

鈦合金為非強磁性，符合ISO9713

標準，可於3Tesla核磁共振攝影下

使用。

無

1.鈷鉻鎳合金腦血管瘤夾於核

磁共振攝影下之軌影假象較嚴

重，影響術後判讀治療。 2.

鈦合金材質符合生物相容性

1.鈷鉻鎳合金腦血管瘤夾於核

磁共振攝影下之軌影假象較嚴

重，影響術後判讀治療。 3.鈦

合金材質符合生物相容性

為排除損壞，不正常運作

及不正常夾面閉合力等現

象：1. 使用合適的腦血管

瘤夾鉗 2. 切勿使用其他

製造廠之腦血管瘤夾鉗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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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H11920 SCZ026161001

#8886848882    8MM 2發柯惠內

視鏡雙層可吸收性血管夾及釘

匣-M/L LAPRO-CLIP 8MM CLIP

5,700

本品作為可吸收結紮線使用。其可

吸收血管夾釘匣不會被放射線穿透

，而且不會影響術後X光、CT或MRI

掃描的判讀

Lapro-Clip可吸收性血管

夾釘匣以兩種聚合物建

模：聚羥基乙酸和聚苯醇

碳酸。上述兩成份有禁忌

可吸收材質避免術後殘留物體

造成結石或發炎反應

獨特的雙層夾閉柔軟內層包住

血管組織，避免血管高壓力夾

閉時的損傷。堅硬外層扣住柔

軟內層提高夾閉力。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

M1H11921 SCZ026161002

#8886848813   12MM 2發柯惠內

視鏡雙層可吸收性血管夾及釘

匣-L LAPRO-CLIP 12MM CLIP

5,700

本品作為可吸收結紮線使用。其可

吸收血管夾釘匣不會被放射線穿透

，而且不會影響術後X光、CT或MRI

掃描的判讀

Lapro-Clip可吸收性血管

夾釘匣以兩種聚合物建

模：聚羥基乙酸和聚苯醇

碳酸。上述兩成份有禁忌

可吸收材質避免術後殘留物體

造成結石或發炎反應

獨特的雙層夾閉柔軟內層包住

血管組織，避免血管高壓力夾

閉時的損傷。堅硬外層扣住柔

軟內層提高夾閉力。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

M1H46727 FHZ030303001

美敦力泰瑞斯可吸收式抗菌網袋

MEDTRONIC TYRX ABSORBABLE

ANTIBACTERIAL

ENVELOPE#CMRM6122EU;CMRM6133

EU

38,722

本產品為完全可吸收性、已滅菌之

抗菌裝置，用來安全地包覆心臟節

律器或去顫器。

如同任何植入節律器及去

顫器的手術，可能的併發

症包括：血清腫、沾黏、

血腫、發炎、裝置穿出或

廔管形成。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1.本產品僅限合格之節律

器及去顫器植入醫師使

用。2.如同許多藥品，碰

觸含碘溶液可能降低

rifampicin及minocy。

心血管中心

M1H49801 NBZ010260001
 3ML美敦力儲藥器 MEDTRONIC

RESERVOIR #MMT-332A(10P/BOX)
1,157

本儲藥器是用來儲存皮下注射藥物

用的容器，包含胰島素須與

Paradigm系列的輸液幫浦及輸液套

組合使用。

無副作用

1. 降低嚴重、中度、輕度低

血糖發生率。 2. 降低平均血

糖濃度和糖化血色素。 3. 降

低每日胰島素劑量。

1. 胰島素吸收差異小於3% 2.

生活品質好併發症低 3.併發症

出現較傳統MDI療法延緩15.3

年。

隨時觀察輸注部位皮膚針

眼處有無異常，電量和藥

量是否充足，管路是否通

暢，有無警報情況，攜帶

是否安全。

小兒科

M1M00601 TSZ010846001

C8101 100MM GELPORT DEVICE-

DESIGNED FOR SMALLER

PATIENTS 凝膠式腹腔鏡手通路

裝置

30,000

方便執行內視鏡手術時可用手輔助

器械操作，保持腹腔氣體不流失，

縮短手術時間，減少風險。

無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設計新穎，材質優異，操作簡

易
遵醫囑使用 泌尿科

M1M00804 FSZ024613001

BOSTON SCIENTIFIC SOLYX SIS

SYSTEM 波士頓科技鎖淋單一切

口吊帶系統 #M0068507000

32,775

1.輕薄型網片組件可提供在陰道內

，無存留組裝定錨材料於體內。

2.UpholdLite重量為25g/m2。3.網

片表面為藍色

與婦科外科用網片有關的

可能不良反應包括：糜爛

/突出，疼痛、不適症

狀、刺激，感染/敗血症

風險升高/形成膿

此類醫療材料無相對健保給付

品項

UpholdLITE陰道支撐系統適用

於骨盆器官脫垂之婦女的組織

強化、前端及頂端陰道壁脫垂

的經陰道修復。

女性骨盆器官脫垂的手術

治療，應由受過治療骨盆

腔底疾患之外科用網片裝

置微創置放術及手術併發

症處置訓練的專業外科醫

泌尿科

M1M02201 CKZ007557001

COOK SILICON DOUBLE PIGTAL

STENT SETS 3FR*12CM小兒豬尾

型留置管組

6,300
用於嬰孩兒較小規格所使用引流尿

液從腎孟至膀胱的輸尿管支架
無目前無已知的禁忌症 規格較小，以符合嬰孩兒使用 規格較小，以符合嬰孩兒使用

僅供一次使用需由專業外

科醫師使用 。 不可置放

超過六個月

泌尿科

M1M20804 TTZ028015002

百特血倍去封合止血貼片BAXTER

HEMOPATCH SEALING

HEMOSTAT#45*45MM

9,435 本品由膠原蛋白和NHS-PEG構成。

用於已知對牛蛋白或亮藍

（FD&C 藍色 1 號，藍色

1 號）過敏的患者，可能

會有過敏反應。

止血棉:止血時間長，且移除

後有再出血的疑慮。

擬在按壓、結紮術止血法或傳

統的止血方式都無法有效控制

出血或不能實行時，用作外科

手術中的止血輔助物。

1.本品不能使用在搏動、

嚴重出血的部位。 2.當有

進展中之感染時，不宜使

用本品。

耳鼻喉科

M1M20805 TTZ028015003

百特血倍去封合止血貼片BAXTER

HEMOPATCH SEALING

HEMOSTAT#45*90MM

16,276 本品由膠原蛋白和NHS-PEG構成。

用於已知對牛蛋白或亮藍

（FD&C 藍色 1 號，藍色

1 號）過敏的患者，可能

會有過敏反應。

止血棉:止血時間長，且移除

後有再出血的疑慮。

擬在按壓、結紮術止血法或傳

統的止血方式都無法有效控制

出血或不能實行時，用作外科

手術中的止血輔助物。

1.本品不能使用在搏動、

嚴重出血的部位。 2.當有

進展中之感染時，不宜使

用本品。

耳鼻喉科

M1M23401 FEZ025135001
壯生普迪斯片 JOHNSON PDS

PLATE #ZX5;ZX6;ZX8
15,370

本產品適用於鼻腔軟組織與軟骨重

建之暫時性支撐或組織連結，本產

品的吸收期大約為180天。多種薄

膜厚度可供使用。

可能的不良反應為與手術

植入材料有關的典型不良

反應，包含慢性發炎性異

物反應、血清腫形成、感

染增強。

無
適用於鼻腔軟組織與軟骨重建

之暫時性支撐或組織連結。
無 耳鼻喉科

M1M24805 FEY004229002

3.5MM RAD90度美敦力耳鼻喉科

用圓銼單次使用拋棄式旋轉式切

削管刀 MEDTRONIC ROTATABLE

CURVED SINUS BLADES

14,498

搭配耳鼻喉科電動手術鑽，不含動

力式器械，用以切開或除去耳、鼻

骨頭。

不留置人體，無副作用。 健保無類似品項。 健保無類似品項。

術前須經過醫師謹慎評估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進行

手術。術後注意傷口護理

，避免感染及撕裂傷口。

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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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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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M25911 FEY004229001

#1883517特殊120度鼻竇螺旋刀

3.5MM RAD 120 CURVED BLADE

3.5MM

11,000

搭配于耳鼻喉科電動手術鑽的附件

，用以切開或除去耳、鼻或喉部的

骨頭。

不植入人體，目前無臨床

或研究資料顯示其副作

用。

健保無類似品項。 健保無類似品項。

術前須經過醫師謹慎評估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進行

手術。 術後注意傷口護理

，避免感染及撕裂傷口。

為單次性拋棄式使用。

耳鼻喉科

M1M25914 TKY026604001

美敦力霹克電漿手術刀

MEDTRONIC PEAK

PLASMABLADE#PS300-002

18,750 低溫，切割精準，造成之熱傷害小 無
1.恢復期較短2.術後疼痛較少

3.傷口痊癒較佳

傳統電燒刀會造成大量熱傷害

，造成病人疼痛以及不必要的

組織損傷，匹克電漿刀可大幅

降低熱傷害。

電刀筆不能使用在身體上

附屬肢體器官，如割包

皮。

耳鼻喉科

M1M25935 CDY013354001

卡爾斯特導入引流管及其附件滅

菌關節鏡沖洗套管組(動力切削

系統沖水套管)#031131-10

1,200

單次使用，可配合高溫高壓滅菌。

連接耳用鑽頭手機主體及沖水套管

，以移除骨頭、軟骨及組織。

無 無

1.配合多功能動力系統使用可

提供安全及有效率的骨骼切割

方式，節省手術時間。

1.使用前須確認產品是否

有缺損、彎折、故障、破

損或斷裂，若有則請勿使

耳鼻喉科

M1M31352 CDZ011257001

泰悟膽道支架  TAEWOONG NITI-

S BILIARY STENT 5-10CM*10MM

#T01005:T11010

57,180
與人體有相容性不易排斥，對膽道

支架支撐力較佳
無 無 腫瘤造成狹窄 無 放射線科

M1M31353 CDZ023568001

博娜膽道支架 BONASTENT

BILIARY STENT#BB-100406:BB-

101018;BBC-100406:BBC-

101018;BBP-100406:BBP-101018

69,200

用於惡性膽道腫瘤的壓迫而導致膽

道阻塞的病人膽道支架上共有三處

的白金製成的不透線標記。

無相關特別之研究，可能

發生的併發症包括流血、

發燒、穿孔、敗血症等

等。

無健保給付同類品可比較，整

體可降低感染之風險與降低檢

查治療次數與風險。

用於惡性膽道腫瘤的壓迫而導

致膽道阻塞的病人。

必須由經過受訓的醫生來

放置，在使用此產品前，

先行對實行步驟上技術的

原理，臨床的反應和危險

性做充分的了解。

放射線科

M1M31611 CMZ020976001

BIOCOMPATIBLES 百而康遞西微

珠藥物傳遞栓塞系統

#DC2V305(300~500μM/藍

色);DC2V507(500~700μM/紅色)

64,600
在供應惡性腫瘤養分的增生血管內

形成栓塞。

發生遞西微珠逆流，或穿

透至標的病灶相鄰正常動

脈，或經由病灶流經其他

動脈或動脈床（arterial

bed）的副作用

無
在供應惡性腫瘤養分的增生血

管內形成栓塞。

1.若瓶身或包裝有破損情

形時，請勿使用。 2.選擇

適當尺寸與數量的遞西微

珠來治療病症。

放射線科、肝

臟中心

M1M31612 FRZ023000001

30-60UM;53-106UM 海派栓塞微

球體 HEPASPHERE EMBOLIZATION

MICROSPHERES 25MG

#V225HS;V325HS

57,970

HepaSphere這種栓塞微球具變形性

，可依照血管壁改變微球形狀，微

球與血管壁更緊密接觸，栓塞更為

完全。

噁心、嘔吐及輕微的下腹

部疼痛 (18%)，2%的病患

衍生有胰臟炎。除此之外

手術風險及併發症近似於

傳統TACE。

相較於傳統TACE 有一位病患

肝衰竭及Grade 4 肝指數上升

，HepaSphere完全沒有骨髓抑

制的副作用且HepaSphere。

微球大小為200~400μm且具變

型性，放射科醫師可以更遠端

栓塞腫瘤肝動脈

需由專業放射科醫師使

用。
放射線科

M1M31619 CNZ026215001

賽維諾瓦安博新天騰微粒球

(2ML)CELONOVA EMBOZENE

TANDEM

MICROSPHERES(2ML)#10420;1072

64,320

載藥微球栓塞治療惡性腫瘤，靜動

脈畸形，子宮肌瘤，肝癌，多血管

性腫瘤，出血與外傷。

不良的回流或流動到病灶

處鄰近的正常動脈，或經

過病灶流到其他的動脈或

動脈床。

健保無給付載藥栓塞微球
1.可治療原發性肝癌 2.可治療

轉移性肝癌

血管栓塞是一高風險的程

序，其過程應由受過血管

栓塞技術訓練有經驗的專

業醫師執行。

放射線科

M1M31620 CNZ026215002

賽維諾瓦安博新天騰微粒球

(3ML)CELONOVA EMBOZENE

TANDEM

MICROSPHERES(3ML)#10430;1073

91,860

載藥微球栓塞治療惡性腫瘤，靜動

脈畸形，子宮肌瘤，肝癌，多血管

性腫瘤，出血與外傷。

不良的回流或流動到病灶

處鄰近的正常動脈，或經

過病灶流到其他的動脈或

動脈床。

健保無給付載藥栓塞微球
1.可治療原發性肝癌 2.可治療

轉移性肝癌

血管栓塞是一高風險的程

序，其過程應由受過血管

栓塞技術訓練有經驗的專

業醫師執行。

放射線科

M1M31823 NEZ024626001

7G:10G聖芮絲安可兒探針與附件

SENORX ENCOR PROBE+ACC-ENCOR

PROBE#ECP01-7G:10G(包含真空

沖洗管收納盒與膠卷罐)

18,000

適用於提供乳房組織樣本，可將影

像上異常之乳房組織部分或完整切

除，以進行組織學檢驗。

可能造成皮膚、血管、肌

肉、器官的受傷，出血、

血腫及感染。

無 目前無健保品項 無
放射線科、一

般外科

M1M34106 CHZ024140001

考迪斯艾克索血管閉合導管

CORDIS EXOSEAL VASCULAR

CLOSURE DEVICE 5-7FR/12CM

#EX500CE;EX600CE;EX700CE

12,480

本產品由栓塞導入器和可吸收栓塞

組成。可吸收性栓塞被完全封閉在

輸送柄的遠端部分。栓塞在植入30

天候開始吸收。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對聚乙醇酸過敏的患者不

得使用本產品。

放射線科、神

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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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N01108 TKZ024669001

歐斯提克囊袋擴張環 OPHTEC

CAPSULAR TENSION RING 10-

12MM/11-13MM

#275001G;276001G

10,500

1.保持囊袋內持續的擴張與穩定。

2.保持IOL於囊袋內的安全與中心

定位。3.防止IOL偏位與後囊萎

縮。

目前衛生福利部所核可之

醫材材質，皆具備高度生

物相容性。

目前無健保給付品

1.囊袋環狀擴張用。2.降低人

工水晶體脫離或位移的風險。

3.穩定懸韌帶有缺陷之囊袋。

4.協助穩定高度近視患者。

1.需由專業眼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照護應嚴

格遵照。

眼科

M1N01109 TKZ027257002

目爾艷晶體囊張力環 -含注射器

MORCHER CAPSULAR TENSION

RINGS#TYPE13;13A;13B

10,495
非光學的晶體植入物，主要用來擴

張和穩定晶體囊。

任何手術都有因使用材料

，所引起的副作用和其他

病理現象。

無
非光學的晶體植入物，主要用

來擴張和穩定晶體囊。

使用前應根據眼睛結構選

擇不同尺寸張力環
眼科

M1N02202 TBZ020301001
佛朗惜眼-普利式淚囊栓 FCI

PAINLESS PLUGS #S2.4002
4,070

為一小型矽質淚囊栓，包含：1.領

圈 2.圓筒主幹 3.圓狀體。
暫時性異物感 無 阻塞淚點，以及治療乾眼症 請勿重複使用 眼科

M1N20402 WDZ007506002

#4350XL 12.7*15.2CM壯生可吸

收性防黏安得喜貼布

INTERCEED (TC7) ABSORBABLE

ADHESION BARRIER#4350XL

16,960

1.可改善術後沾黏比例達20%~63%

2.可降低術後沾黏造成的慢性腹部

疼痛的比例，並減少3%因沾黏而再

治療之可能。

無 無 健保局核價中
本產品不適用於有明顯感

染的部位
婦產科

M1N21114 CBZ019137001

曲克子宮氣球支架 COOK

BALLOON UTERINE STENT 3*2.8

CM #G17080

1,500

本產品是在子宮外科手術後為了減

少子宮出血或沾粘置入的。本產品

僅供單次使用。

無 無 無

禁忌症：現正在懷孕，子

宮頸癌，陰道，子宮頸或

子宮化膿性感染，未治療

的子宮異常。

婦產科、產房

M1N21126 FGZ027475001

波士頓科技歐普侯陰道支撐系統

BOSTON SCIENTIFIC UPHOLD

LITE VAGINAL SUPPORT

SYSTEM#0068318170

63,147

人造網片符合解剖需求，以質量輕

及植入後最有效之最小尺吋裁切，

減少醫師在開刀後再度自行裁切。

無
此類醫療材料無相對健保給付

品項

Uphold陰道支撐系統適用於因

陰道壁脫垂而需進行手術治療

之情況，可為骨盆底提供組織

強化並鞏固表面結構。

女性骨盆器官脫垂的手術

治療，應由接受適當訓練

且具有相當經驗的臨床醫

師進行。

婦產科

M1N21129 TKY022474001

4MM史耐輝子宮鏡切除器

SMITH&NEPHEW HYSTEROSCOPIC

MORCELLATION

SYSTEM#7210908;7209509

42,120

用於婦產科醫師執行子宮內膜組織

切割及移除的婦科手術-黏膜肌瘤

，子宮肌瘤。

無

移除組織效果良好，無電燒熱

傷害，術中不會傷害子宮內膜

組織，保留最大再懷孕機會，

術後迅速恢復

黏膜肌瘤，子宮肌瘤

懷孕婦女或疑似子宮感染

糜爛及癌症患者不適用此

產品

婦產科

M1N21402 FSZ019821001

#486100(前部) BARD AVAULTA

SOLO SYNTHETIC- ANTERIOR 巴

德艾佛塔舒樂合成支撐系統

28,275

1. 依解剖型態設計之網膜， 方便

術中使用 2. 內附專利微創器械，

減少術中對周邊組織的創傷。

1. 術後血腫， 感染。2.

尿液殘留， 膀胱阻塞等

排尿困難症狀。3. 鄰近

血管， 神經， 膀胱，

大腸與臟器的穿刺。

健保無給付相關產品
減少復發率與疼痛健保無給付

相關產品

1. 本裝置已滅菌。使用前

，請檢查本裝置有無缺損

2. 本裝置僅供一次性使用

， 請勿重新消毒或重複使

用本產品

婦產科

M1N21404 FSZ019831001

#486101(前部) BARD AVAULTA

PLUS BIO SYNTHETIC- ANTERIOR

巴德艾佛塔普拉斯生物合成支撐

系統

34,099

1. 依解剖型態設計之網膜， 方便

術中使用 2. 內附專利微創器械，

減少術中對周邊組織的創傷。

1. 術後血腫， 感染。2.

尿液殘留， 膀胱阻塞等

排尿困難症狀。3. 鄰近

血管， 神經， 膀胱，

大腸與臟器的穿刺。

健保無給付相關產品
減少復發率與疼痛健保無給付

相關產品

1. 本裝置已滅菌。使用前

，請檢查本裝置有無缺損

2. 本裝置僅供一次性使用

， 請勿重新消毒或重複使

用本產品

婦產科

M1N22804 FFZ023001001

百特克沾黏溶液 BAXTER ADEPT

4% ICODEXTRIN SOLUTION 1.5L

#1501573

14,980

ADEPT用於腹腔滴注以減少腹部手

術後沾黏，手術中應以沖洗液方式

使用。

約有12%的患者在使用

Adept後，會感到腹脹或

腹部不適，建議採取坐臥

姿式。一般在術後2~3天

內，不適感會逐漸消失。

無

由於目前所有防沾黏產品健保

均不給付，ADEPT健保核價申請

中。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尤其

在患者合併有其他免疫系

統疾病或特異體質時），

使用防沾黏產品後可能發

生：發燒、腹

婦產科

M1N24402 CDZ003620002

大吉士傷口撐開器(保護

套)LAGIS WOUND

RETRACTOR#60MM

2,239

此傷口撐器用於腹腔鏡手術中，建

立一個允許多支器械同時進出的手

術通道，並協助拉開和維持切口大

無 無相同可比較
維持切口大小，以及避免傷口

遭受汙染。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本產品為單次使用

，應嚴格遵照。

婦產科

M1N25105 FGZ019204001

艾梅斯脫垂懸吊系統 AMS

APOGEE VAGINAL VAULT

PROLAPSE REPAIR  SYSTEM ＃

31,448 婦女器官脫垂後陰道壁修補
過度懸吊會造成下泌尿道

阻塞和感染
無

人工網膜可有效治療婦女器官

脫垂，再復發率及併發症均低

術後6-8週不可提重物，避

免性行為
婦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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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N25106 FGZ019125001

艾梅斯脫垂修補系統 AMS

PERIGEE TRANSOBTURATOR

ANTERIOR PROLAPSE REPAIR

SYSTEM ＃72404046

36,272 婦女器官脫垂前陰道壁修補
過度懸吊會造成下泌尿道

阻塞和感染
無

人工網膜可有效治療婦女器官

脫垂，再復發率及併發症均低

術後6-8週不可提重物，避

免性行為
婦產科

M1N25107 FSZ022418001

巴德安潔調整型單切口懸帶

BARD AJUST  ADJUSTABLE

SINGLE-INCISION SLING

#BRD700SI

33,260

1.單一傷口微創手術設計2.術中可

調節懸帶長度與張力3.軟組織固定

錨，可穩固錨定於患者體內4.長度

與張力鎖定

異物感

1.健保產品須穿出患者體外，

共三個傷口2.術後疼痛大幅降

低，多數無須口服止痛藥3.患

者術後可立即回復日常生活

傷口恢復期較短

1.懷孕或計畫懷孕之婦女

不得使用本產品2.本產品

不得使用於男性患者或18

歲以下兒童3.術後應避免

提重物，激烈運動。

婦產科

M1N25108 FGZ021329001

艾梅斯愛力倍特脫垂修補系統-

前壁 AMS  ELEVATE PROLAPSE

REPAIR SYSTEM--ANTERIOR AND

APICAL #720093-01

44,160

用於修補已經斷裂的組織或植入增

強已弱化的軟組織，包含網膜一片

和四支不鋼穿引針。

1.過度懸吊可能會造成暫

時性或永久性的下泌尿道

阻塞和滯尿2. 在植入區

域可能發生局部刺激反應

或異物反應

無
用於前陰道壁脫垂修補的婦女

盆底重建手術

術後六周內避免抬重物，

運動和性生活
婦產科

M1N25109 FGZ021329002

艾梅斯愛力倍特脫垂修補系統-

後壁 AMS ELEVATE PROLAPSE

REPAIR SYSTEM--APICAL AND

POSTERIOR #720127-01

45,320

用於修補已經斷裂的組織或植入增

強已弱化的軟組織，包含網膜一片

和四支不鋼穿引針。

1.過度懸吊可能會造成暫

時性或永久性的下泌尿道

阻塞和滯尿2. 在植入區

域可能發生局部刺激反應

無
用於後陰道壁脫垂修補的婦女

盆底重建手術

術後六周內避免抬重物，

運動和性生活
婦產科

M1N25301 FSZ018915001

13*15CM #4301-02 健臻防粘黏

薄膜 GENZYME SEPRAFILM

ADHESION BARRIER

15,000

Seprafilm防粘黏薄膜是一種無

菌、生物可吸收、半透明的粘黏阻

隔膜。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無 無 婦產科

M1N25302 FSZ018915002

7*13CM #5086-02 健臻防粘黏薄

膜 (6片/包)GENZYME SEPRAFILM

ADHESION BARRIER

28,400

Seprafilm防粘黏薄膜是一種無

菌、生物可吸收、半透明的粘黏阻

隔膜。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無 無 一般外科

M1N25304 FSZ019410001

開放式手術用亞諾貝爾生化可吸

收膠 HYALOBARRIER GEL (10ML

凝膠+5CM 插管)

13,880

亞諾貝爾生化可吸收膠已經實驗證

實能有效降低手術後沾黏的發生率

與減輕嚴重程度、提高術後懷孕

率。

無 無 屬健保不給付品項

已知對本產品過敏的患者

不可使用。如同其他的手

術植入材料，在手術有感

染或污染的病患不可使用

本產品。

婦產科、產房

M1N25305 FSZ019410002

內視鏡手術用亞諾貝爾生化可吸

收膠 HYALOBARRIER GEL ENDO

(10ML凝膠+30CM 插管)

14,840

亞諾貝爾生化可吸收膠已經實驗證

實能有效降低手術後沾黏的發生率

與減輕嚴重程度、提高術後懷孕

率。

無 無 屬健保不給付品項

已知對本產品過敏的患者

不可使用。如同其他的手

術植入材料，在手術有感

染或污染的病患不可使用

本產品。

婦產科

M1N26608 CDY001592001

拋棄式腹腔沖吸引流套管組

(短)#SI-320C SUCTION AND

IRRIGATION CANNULA WITH

SHORT TUBE STRAIGHT I/O

2,609

內視鏡手術進行時，可沖洗並吸取

廢液，直通式專利設計，完全避免

血塊阻塞讓手術視野更清晰，拋棄

式使用。

無 無從比較 健保局核價中

本產品已經滅菌處理，且

單次使用，使用後即須拋

棄。

婦產科、泌尿

科

M1N28101 FSZ016580002
聚乳酸防沾黏膜 SURGIWRAP

FILM 100*130MM #25202-01
13,350

1.最接近物理性隔離效果的防沾黏

膜，臨床應用效果最佳。 2.聚乳

酸材料與縫線相同，已使用在人體

臨床上。

無副作用

1.本產品可分解吸收。 2.本

產品除可形成物理性隔離層外

，更具防止組織沾粘之功能。

產品可分解吸收，且形成物理

性隔離防止組織沾黏

本醫療器材只限由醫師操

作使用

一般外科、婦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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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N28102 FSZ016580003
聚乳酸防沾黏膜 SURGIWRAP

FILM 130*200MM #25202-02
18,428

1.最接近物理性隔離效果的防沾黏

膜，臨床應用效果最佳。 2.聚乳

酸材料與縫線相同，已使用在人體

臨床上。

無副作用

1.本產品可分解吸收。 2.本

產品除可形成物理性隔離層外

，更具防止組織沾粘之功能。

產品可分解吸收，且形成物理

性隔離防止組織沾黏

本醫療器材只限由醫師操

作使用

婦產科、一般

外科

M1N70165 CDZ025418001

曲克愛佛盧迅膽道支架系統COOK

EVOLUTION BILLIARY STENT

SYSTEM#EVO-FC;PC-(8-10)-(9-

11)-(4-10)-B

58,500 不會縮短

內視鏡逆行膽胰管攝影潛

在併發症，包括但不限

於：胰臟炎，膽管炎，膽

囊炎，膽汁淤積，抽吸，

穿孔，出血，感染。

無 位置不對， 可回收重新置放

根據包裝標示選擇本產品

所需要的最小通道尺寸。

使用前，必須執行完整的

診斷評估，以量測狹窄長

度及確定合適尺寸。

胃腸科內視鏡

室

M1N71901 TKZ018008001

奧林柏斯射頻雙極電燒系統

OLYMPUS CELONLAB POWER

SYSTEM  #WB990152

41,092
為拋棄式設計能避免因消毒滅菌不

慎禍不完全所導致之交叉感染。
發燒

健保給付品項為單極式冷循環

電燒系統，使用上需另在病人

身上貼電極貼片，並需使用冰

水作為冷卻水使用。

常用於年紀較大及治療風險較

大之病患，能提供較緩少痛之

治療流程。另若腫瘤較大需同

時以2針或3針方式進行治療。

1. 應由內科專科醫師操作

使用。2. 注意術後有無發

燒或其他併發症。

肝臟中心

M1N72003 FSZ020127001

曲克愛佛盧迅十二指腸支架系統

COOK EVOLUTION DUODENAL

STENT SYSTEM 6:12CM #EVO-22-

51,350

在SAFTY LOCK還未抽出前可將整個

STENT收回，即可不用再使用到兩

支STENT

無 無 狹窄使用 無
胃腸科內視鏡

室

M1N72201 CFY017760001

波士頓科技單次使用擴張氣球導

管 (食道擴張器) 30;35;40MM

#M00554500;54510;54520

46,332

本產品適用於食道鬆弛不能症的病

患之賁門（下食道括約肌）擴張手

術，本品係由汽球與導管組成。

消化道氣球擴張手術可能

引起的併發症包括以下，

但並不僅限於此：穿孔、

出血、血腫、敗血症、感

健保給付之通條必須多次進出

漸次膨脹，此產品則可在一次

進入後漸次膨脹，可以減少出

血等併發症。

無 無
胃腸科內視鏡

室

M1S01209 THZ013975001

飛洛散斯龐嘉止血粉 FERROSAN

SPONGOSTAN POWDER

#MS0008(1G)

15,000

1.豬凝膠製品，主要提供血小板凝

集和附著之介質。2.可廣泛運用在

各科手術當中出血使用。

對豬凝膠製品過敏者(目

前尚無案例被報告)
目前尚無健保品項與之比較 術中出血使用

不適用於:眼科手術及皮膚

切口縫合處及傷口感染狀

態處使用

一般外科

M1S02119 WWZ022082001

10CMX10CM史耐輝愛銀康敷料

SMITH & NEPHEW ACTICOAT

DRESSING #66000791

945

Acticoat為奈米銀敷料，奈米銀離

子濃度高可快速殺菌，且可持續殺

菌達72小時。

1.少數人對含銀敷料有過

敏現象，若產生過敏現象

，請停止使用。2.更換

Acticoat時可能會有藍色

銀離子殘留於傷口。

含銀濃度較高，奈米分子較小

，殺菌效果較佳。

殺菌效果可持續殺菌72小時，

有效的穩定急慢性感染傷口。

1.需使用無菌蒸餾水浸濕

後使用2.對銀產品過敏患

者不適用3.請依醫師指示

使用

整形外科

M1S02120 WWZ022082002

10CMX20CM史耐輝愛銀康敷料

SMITH & NEPHEW ACTICOAT

DRESSING #66000792

1,500

Acticoat為奈米銀敷料，奈米銀離

子濃度高可快速殺菌，且可持續殺

菌達72小時。

1.少數人對含銀敷料有過

敏現象，若產生過敏現象

，請停止使用。2.更換

Acticoat時可能會有藍色

銀離子殘留於傷口。

含銀濃度較高，奈米分子較小

，殺菌效果較佳。

殺菌效果可持續殺菌72小時，

有效的穩定急慢性感染傷口。

1.需使用無菌蒸餾水浸濕

後使用2.對銀產品過敏患

者不適用3.請依醫師指示

使用

整形外科

M1S02121 WWZ022082003

40CMX40CM史耐輝愛銀康敷料

SMITH & NEPHEW ACTICOAT

DRESSING #66000794

9,870

Acticoat為奈米銀敷料，奈米銀離

子濃度高可快速殺菌，且可持續殺

菌達72小時。

1.少數人對含銀敷料有過

敏現象，若產生過敏現象

，請停止使用。2.更換

Acticoat時可能會有藍色

銀離子殘留於傷口。

含銀濃度較高，奈米分子較小

，殺菌效果較佳。

殺菌效果可持續殺菌72小時，

有效的穩定急慢性感染傷口。

1.需使用無菌蒸餾水浸濕

後使用2.對銀產品過敏患

者不適用3.請依醫師指示

使用

整形外科

M1S02132 WDZ024438001

新世捷普莫等創傷覆蓋基材

SYSTAGENIX PROMOGRAN

PROTEASE MODULATING

MATRIX#M772028(28CM2)

1,045

可針對久不癒合之慢性傷口發炎期

控制其發炎反應，有效降解過度活

化的蛋白酵素，使傷口能有效癒

合。

無 健保無給付相關同類品項

本品為目前臨床能有效針對慢

性傷口發炎反應之覆蓋材料，

且操作簡便。

無 整形外科

M1S02133 WDZ024438002

新世捷普莫等創傷覆蓋基材

SYSTAGENIX PROMOGRAN

PROTEASE MODULATING

MATRIX#M772123(123CM2)

2,426

可針對久不癒合之慢性傷口發炎期

控制其發炎反應，有效降解過度活

化的蛋白酵素，使傷口能有效癒

合。

無 健保無給付相關同類品項

本品為目前臨床能有效針對慢

性傷口發炎反應之覆蓋材料，

且操作簡便。

無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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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S02402 THZ020520001
ETHICON FIBRILLAR 壯生止血氧

化再生纖維棉絮 1*2 吋 #1961
1,650

方便、有效、抗菌的止血氧化纖維

，且7-14天由人體吸收，有效降低

異物存於體內所造成感染的風險。

頭痛、灼熱感、刺痛、打

噴嚏等症狀
無

因應臨床止血需求，使用數量

依照不同科別有不同需求，且

單價過高，目前此自費品項已

提出向健保局申請核價中。

無
一般外科、神

經外科

M1S02403 THZ020520002
ETHICON FIBRILLAR 壯生止血氧

化再生纖維棉絮 2*4 吋 #1962
3,440

方便、有效、抗菌的止血氧化纖維

，且7-15天由人體吸收，有效降低

異物存於體內所造成感染的風險。

過去曾有患者發生體液封

入(Encapsulation）與異

物反應。

目前無健保給付同類品項

因應臨床止血需求，使用數量

依照不同科別有不同需求，且

單價過高，目前此自費品項已

提出向健保局申請核價中。

使用本產品時僅須取用足

以止血的份量，將其緊壓

於出血位置，直到止血。

一般外科、神

經外科

M1S02405 THZ020520004

ETHICON NU-KNIT 壯生厚片止血

氧化再生纖維棉絮 3*4 吋

#1943

1,625

方便、有效、抗菌的止血氧化纖維

，且7-16天由人體吸收，有效降低

異物存於體內所造成感染的風險。

過去曾有患者發生體液封

入(Encapsulation）與異

物反應。

目前無健保給付同類品項

因應臨床止血需求，使用數量

依照不同科別有不同需求，且

單價過高，目前此自費品項已

提出向健保局申請核價中。

使用本產品時僅須取用足

以止血的份量，將其緊壓

於出血位置，直到止血。

一般外科、神

經外科

M1S02406 THZ020520005

ETHICON NU-KNIT 壯生厚片止血

氧化再生纖維棉絮 6*9 吋

#1946

3,450

方便、有效、抗菌的止血氧化纖維

，且7-17天由人體吸收，有效降低

異物存於體內所造成感染的風險。

過去曾有患者發生體液封

入(Encapsulation）與異

物反應。

目前無健保給付同類品項

因應臨床止血需求，使用數量

依照不同科別有不同需求，且

單價過高，目前此自費品項已

提出向健保局申請核價中。

使用本產品時僅須取用足

以止血的份量，將其緊壓

於出血位置，直到止血。

一般外科、神

經外科

M1S02407 THZ024036002

2X4吋(5.1X10.2CM)愛惜康斯爾

止斯諾止血氧化纖維ETHICON

SURGICEL SNOW HEMOSTATS

#2082

3,360
內視鏡手術時，止血棉不沾黏器械

好操作，且止血效果較快速。

曾有患者發生體液封入與

異物反應，在血管手術中

將本產品當作包裹物使用

時，曾有患者出現血管狹

窄的情形。

內視鏡手術時，止血棉不沾黏

器械好操作，且止血效果較快

速。

內視鏡手術時，止血棉不沾黏

器械好操作，且止血效果較快

速。

為無菌包裝供貨，由於材

質無法接受高壓滅菌或EO

消毒，因此不可重複滅

菌。需要謹慎進行手術並

正確使用縫線及止血棉。

婦產科

M1S02702 WDY000621001

POLYGANICS NASOPORE NASAL

DRESSING那梭波鼻用敷料8cm

FORTE

3,420

1.止血2.組織修復3.抗沾黏4.自行

降解5.可做為局部藥物釋放載體如

抗生素類Gentamicin和

Ciprofloxacin

可能存在(但不限於)以下

副作用：感染、過敏、中

毒性休克綜合症

無

1.可自行降解提供病患更好的

術後舒適度2.更好的加壓止血

效果3.對傷口提供更佳的組織

修復4.預防術後沾黏的併發症

那梭波(Nasopore)使用者

應當是接受過適當的鼻腔

疾病培訓的醫生。

耳鼻喉科

M1S03006 WWZ026660002

10X10CM#413567康威愛康膚-銀

抗菌親水性纖維敷料CONVATEC

AQUACEL AG+ DRESSING

510

本敷料是一種柔軟、滅菌的不織布

敷料，由二層羧甲基纖維素鈉敷料

相疊，內含1.2%銀離子，0.39%

w/w乙二胺四

無 無 無

本品僅供單次使用，不得

重覆使用。重覆使用將導

致感染或交叉汙染風險增

加，且無法完整發揮本產

整形外科

M1S31301 WDZ011522001

潔美快可敷片(滅菌) Z-MEDICA

QUIKCLOT DRESSING (STERELE)

2吋*2吋 #196

1,200

1. 親水性塗層，移除時不沾黏傷

口或手套。2. 安全、非侵入性、

效果佳、合併症少、容易使用。

無 無 無 無 放射線科

M1V00366 CGZ017030001 PTCA GUIDE WIRE Tornus 25,154

以8條wire纏繞方式所形成之特殊

導管，外管螺紋設計， 內外壁具

疏水性塗層。

無
健保給付產品無法通過慢性完

全阻塞之血管。

健保給付產品無法通過慢性完

全阻塞之血管。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1932 CXZ007774004

百歐森偉伯司特電極導管-20極

可調式環狀解剖標測導管

ELECTROPHYSIOLOGY CATHETER-

CIRCULAR CURVE LASSO

2515CATHETER

71,240
可彎式，不對稱，半徑可調的可控

式螺旋頭之環形導管。

據文獻記載，心導管手術

有許多嚴重的不良反應，

包括肺栓塞、心肌梗塞、

中風、心包填塞和死亡。

優 可取得心房構造的電位圖。
不適用於裝有人工瓣膜的

病患。
心血管中心

M1V01935 CXZ026698001

7FR百歐森偉伯司特奔銳導航安

可高密度標測導管PENTARAY NAV

ECO HIGH-DENSITY MAPPING

CATHETER#D128207:D128212

94,050

本裝置用於搭配 CARTO 3 EP電生

理構圖系統進行心臟的電生理繪

圖。其透過一支8F 套管的導引配

置在心室內。

無 無 無

不適用於進行人工瓣膜置

換術的患者。不宜採用順

行法對心臟腔室內有血

栓、黏液瘤或心房間阻塞

或有缺陷的患者。

心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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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V01937 CXZ021565001

聖猷達可控式生理電極導管SJM

LIVEWIRE STEERABLE

ELECTROPHYSIOLOGY

CATHETER#401904;05;14;08;32;

18

56,595

本產品是一種可控電極導管，由聚

亞胺酯絕緣體製成管身並裝置白金

電極配合使用。

無 健保目前無同等品項。
本產品可用於評估從心內到血

管內的多種心律不整。

本產品禁止作為電燒導管

使用。
心血管中心

M1V04835 CGZ021264001

朝日科塞爾微導管 ASAHI

CORSAIR MICRO CATHETER #CSW

135-26N;CSW 150-26N

27,848
內外管均具樹脂塗層，外壁具60cm

親水性塗層。
無

健保給付產品無法進入遠端血

管或操作retrograde。

健保給付產品無法進入遠端血

管或操作retrograde。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4849 CBZ029432001

史特勞斯安卓史考特週邊血管網

狀氣球導管SPECTRANETICS

ANGIOSCULPT PTA SCORING

BALLOON

33,462

適用於擴張髂動脈、股動脈、髂股

動脈、膕動脈、膝下動脈和腎動脈

的病灶，以及適用於治療自體或人

工的動靜脈。

不適用於冠狀動脈或神經

血管。

該品項為獨家產品，其規格/

型號與目前現有健保碼產品皆

不儘相同，故無法提供相對應

的健保替代碼。

該品項為獨家產品，其規格/型

號與目前現有健保碼產品皆不

儘相同，故無法提供相對應的

健保替代碼。

1. 導管採無菌供應，以EO

滅菌，只供單次使用，不

可重覆。 2. 儲存於低

溫、乾燥處。 3. 產品必

心血管中心

M1V05113 CGZ018630001

TERUMO 泰爾茂梵蔻思麥奇冠狀

動脈微導引導管130; 150CM

#NC-F863A;NC-F865A

22,455
本產品是用於進行PCI(經皮冠狀動

脈介入處置)。
無 無

導引短線無法穿過病灶，增加

導引導線支撐力，提高過病灶

機率。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8005 CBZ010939001

羅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型系統

BOSTON SCIENTIFIC ROTABLATOR

ROTATIONAL ANGIOPLASTY

SYSTEM#H749236310020:070;150

;160

64,760

導引線上共軸軌跡每秒轉速高達

190,000次，橢圓形鑽頭可將無彈

性之板塊除去且不影響建康的人體

網狀內皮組織。

無 無健保給付之品項

為一種獨特的治療方式或輔以

血管成型術用氣球導管使用，

適用於有冠狀動脈血管疾病之

病患。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8006 CBZ011289001

波士頓科技冠狀動脈研磨引導鋼

線 BOSTON SCIENTIFIC

ROTALINK WIRE #H802228240022

8,250

能配合冠狀動脈血管研磨鑽系統的

導引線有：A型C型Floppy型、

FloppyGold型、標準型、輔助型以

及附屬輔助型等。

無 臨床需使用且無同類特材

此導引線針對配合冠狀動脈血

管研磨鑽系統而設計，該皮下

旋轉冠狀動脈血管成型術及羅

塔培特旋轉血管成形系統。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8225 CBZ023745001

波士頓科技華斯登支架暨傳送系

統-靜脈支架BOSTON SCIENTIFIC

WALLSTENT#6-10MM~17-57MM

52,500

華斯登靜脈支架適用於洗腎患者靜

脈出口狹窄成形術失敗後急且無法

進行手術重建者，方可推薦使用。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8230 CBZ010199001
週邊血管切割性汽球導管 5.0-

8.0MM/1CM/50-90-135CM
30,840

週邊血管切割性氣球導管裝置之特

徵為一在非順應性氣球上附有三或

四個血栓切割器(微細外科用刀

片)。

使用週邊血管切割性氣球

導管介入性手術治療血管

狹窄的危險性與傳統PTA

手術相類似。

病患有嚴重硬化之血管阻塞，

無法以一般傳統之氣球導管。
暫未納入給付

本產品不能用於冠狀動脈

或頸動脈。並非用於支架

的展開及傳送。

心血管中心

M1V08281 HHZ020085001
美樂得遞適血栓清除導管組

MEDRAD DVX THROMBECTIMY SET
117,950

與AngioJetUltraPowerPulse技術

一起使用，以控制及選擇性地駐設

醫師指定的液體(包括溶栓劑)至周

邊血管系統。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中有任何不適，請立

即告知醫師。
心血管中心

M1V08282 HHZ019824001

美樂得快捷血栓清除導管組

MEDRAD XPEEDIOR THROMBECTIMY

SET

106,175

與AngioJetUltraPowerPulse技術

一起使用，以控制及選擇性地駐設

醫師指定的液體(包括溶栓劑)至周

邊血管系統。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中有任何不適，請立

即告知醫師。
心血管中心

M1V08283 HHZ019780001

美樂得派若克血栓清除導管組

MEDRAD SPIROFLEX

THROMBECTIMY SET

123,750

與AngioJetUltraPowerPulse技術

一起使用，以控制及選擇性地駐設

醫師指定的液體(包括溶栓劑)至周

邊血管系統。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中有任何不適，請立

即告知醫師。
心血管中心

M1V08285 CGZ011026001

VOLCANO火山血管內超音波影像

導管(週邊血管用)8.2F;0.018

CATHETER#88900;86700

46,460
提供周邊動脈血管管腔及血管壁構

造影像分析

血管穿刺出血.血管壁受

損.血栓.栓塞等
無 無 應由專科醫師使用 心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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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V08287 HHZ028794002

120CM/6FR #105040-001:2 波士

頓科技安傑特血栓清除導管組-

SOLENT DISTA,SOLENT

PROXI,SOLENT OMNI

121,770

與AngioJetUltraPowerPulse技術

一起使用，以控制及選擇性地駐設

醫師指定的液體(包括溶栓劑)至周

邊血管系統。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中有任何不適，請立

即告知醫師。
心血管中心

M1V08291 CBZ020238001

奧爾速高冠狀動脈擴張導管

ORBUSNEICH SCOREFLEX

CORONARY DILATATION CATHETER

10:20MM #620:640-103:203-1;

24,714

不同於一般冠狀動脈擴張導管，在

氣球外圍多加一條綱絲，在擴張時

能夠以鋼絲的力量切裂阻塞處以使

達成完整的擴張血管的效果。

無

在處理棘手的血管開口處和分

支病變，血管內再狹窄或細小

血管時，能夠以較小的壓力成

功地達到擴張血管的效果。

適用於冠狀動脈狹窄的球囊擴

張術，以改善冠脈灌注。

本產品不適宜在以下患者

使用：1.病變位於無保護

左主幹的患者。2.冠狀痙

攣但無顯著狹窄的患者。

心血管中心

M1V08328 CBZ026708002

2:3.5MM波士頓科技藍吉紫杉醇

塗藥周邊氣球導管(直徑＜

4mm)BOSTON SCIENTIFIC RANGER

RANGER SL PTA BALLOON

55,000

紫杉醇塗藥周邊氣球導管是藉由向

患病的動脈組織輸送藥物來抑制再

狹窄。

過敏反應、血管痙攣等。 氣球直徑較小，較末梢使用 血管狹窄、肢體缺血

1.需要由專業心臟外科、

內科醫師操作2.請遵照衛

署仿單建議

心血管中心

M1V08330 CBZ028513001

亞培艾倍舒極遞全吸收式生物血

管模架系統ABSORB GT1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SYSTEM#2.5;3.0;3.5x8;12;18;2

122,605

1. 可吸收式材質，約3年被人體代

謝，無外來物留在人體(除兩對白

金標誌)。2.改良輸送系統，提高

臨床置放成功。

具有死亡、心因性死亡、

心肌梗塞、血栓、目標病

灶血管再成形術(TLR)等

血管併發症及/或出血事

件之相關風險。

1. 具有塗藥金屬支架之有效

性及安全性。2. 不留外來物

與人體內。3. 模架吸收後的

血管可能協助血管恢復正常。

不留外來物於血管內，對未來

可能再次治療的病患可提供另

外的選擇(如重新置放支架/模

架或CABG手術)。

1. 須由醫師判斷病患病灶

是否適用。2. 術後須嚴格

遵照醫師指示服用藥物。

心血管中心

M1V08342 CTZ023760001

恩提愛特保豪可周邊血管粥樣硬

化切除系統MTI TURBOHAWK

PERIPHERAL PLAQUE EXCISION

SYSTEM#LS-C;M;LX-C;M;SS-

C;CL;SXC

139,450 適用於周邊血館粥樣斑塊切除
若操作不當有可能造成血

管破裂出血

目前無健保給付的類似或相同

品項

因屬高單價且適用於特定病人

之耗材

須由專業且熟悉心導管手

術之心臟內科或心臟外科

醫師操作

心血管中心

M1V08354 CBZ030010001

安吉美爾德靜脈支架系統

ANGIOMED BARD VENOVO VENOUS

STENT SYSTEM#D:10-20MM;L:40-

160MM;CATHETER

52,800
本產品適用於骼股靜脈的狹窄與閉

塞的治療
無 無健保給付品項

骼股靜脈的狹窄與閉塞的病人

較少

骼股靜脈的狹窄與閉塞的

病人較少
心血管中心

M1V08359 CBZ029251001

路透尼斯巴德014球囊導管(直徑

<4MM)LUTONIX BARD 014 DRUG

COATED BALLOON PTA

CATHETER#D:2-3.5MM;L:40-

71,312

適用於經皮腔內血管成形數(PTA)

，以擴張下肢血管的狹窄或阻塞血

管病灶，以改善下肢血液循環並降

低再挾窄的發生。

無 無健保給付品項 病患少
應由受過相關訓練的醫生

操作
心血管中心

M1V09102 SAZ022546001 血管縫合裝置 6F 14,010

提供較值得信賴的血管壁閉合效

果。降低患者傷口感染機率及併發

症發生。止血效果迅速，降低併發

症風險。

無 無

一般手壓方式，病患需平躺至

少六小時，使用Proglide後只

需躺兩小時觀察即可出院，減

少導管病患留院時間。

無 心血管中心

M1V09106 CGZ022076001

8.5x71CM聖猷達可控式導管導引

器SJM AGILIS NXT STEERABLE

CATHETER

INTRODUCER#408309;408310

59,900

產品設計是可靈活放置導管於心臟

內。可控式導管鞘上有安裝有止血

閥。

使用此產品期間可能會出

現以下不良反應(但不限

於)：氣體栓塞，感染，

內膜撕裂，血腫，穿孔，

無

產品功能為醫師做心臟內導管

治療或診斷手術過程中，減少

手術時間的輔助工具。

原有房間隔膜補片。已患

或疑患心房黏液瘤。最近

兩周內出現過心肌梗塞。

不穩定型心絞痛。

心血管中心

M1V09107 WDZ003710004
安適康快寧敷墊ANSCARE

CHITOCLOT PAD#CS-212-
1,920

有效減少止血的時間及改善病人的

不適感
無 此類無健保給付

一般紗布止血時間久，使用此

產品可快速止血。

對此成份有嚴重過敏者不

使用
心血管中心

M1W58007 SAY025101001

愛惜康哈默尼克手術剪ETHICON

HARMONIC ACE SHEARS AND

ADAPTIVE TISSUE TECHNOLOGY

#HARH36(36CM長)

28,600

1. 多功能使用器械減少器械進出

頻率，節省手術時間進而降低麻醉

劑量的使用與風險。2. 精細設計

的作用面。

超音波刀並無直接之副作

用，如同其它能量器械，

需注意勿將剛作用完之刀

面直接碰觸重要神經血管

以免餘溫影響。

1.作用溫度較低，側向熱傷害

亦較小，保護周遭重要組織，

術後復原效果佳。2.止血同時

切割最高達5mm血管。

1.作用溫度較低，側向熱傷害

亦較小，保護周遭重要組織，

術後復原效果佳。2.止血同時

切割最高達5mm血管。

本產品為一無菌、僅供單

一病患使用的器械，使用

後應丟棄。外科手術切割

軟組織、剪斷及凝閉5mm以

內之血管。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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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W60607 SAY019832002

#HAR9F愛惜康哈默尼克福克斯器

械ETHICON HARMONIC FOCUS

CURVED SHEARS AND BLUE HAND

PIECE

26,330

1. 多功能使用器械減少器械進出

頻率，節省手術時間進而降低麻醉

劑量的使用與風險。3. 精細設計

的作用面。

超音波刀並無直接之副作

用，如同其它能量器械，

需注意勿將剛作用完之刀

面直接碰觸重要神經血管

以免餘溫影響。

1.作用溫度較低，側向熱傷害

亦較小，保護周遭重要組織，

術後復原效果佳。2.止血同時

切割最高達5mm血管。

1.作用溫度較低，側向熱傷害

亦較小，保護周遭重要組織，

術後復原效果佳。2.止血同時

切割最高達5mm血管。

本產品為一無菌、僅供單

一病患使用的器械，使用

後應丟棄。外科手術切割

軟組織、剪斷及凝閉6mm以

內之血管。

一般外科

M1W60608 TKY025123001
柯惠索尼西迅無線超音波刀

#SCD391
42,452

適用於在需要控制出血及將熱傷害

減輕到最低的情況下，將軟組織切

開。

本裝置不適用於切割骨

骼。 本裝置不適用以避

孕為目的之輸卵管結紮。

可縮短手術時間、降低術後併

發症，以及易使血管或軟組織

凝血

可用作一般外科、整形外科、

小兒科、婦科、泌尿科、骨科

（暴露骨結構如脊椎和關節間

隙）手術。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

M1W93602 TKY022792001

史賽克超音波手術裝置-探頭

SONOPET REUSEABLE UNIVERSAL

TIP#5450-800-411;5450-800-

501:511

29,938
對軟組織實施破碎、乳化和抽吸的

外科手術。
無 無

雖可縮短手術時間、降低術後

併發症，以及使軟組織破碎乳

化及抽吸，減少手術出血量，

減少破壞正常組織。

1.在無液體直接接觸時安

裝此系統。2.在沒有取暖

器及加濕器直接氣流處安

裝此系統。3.於通風足夠

的地方安裝此系統。

一般外科、神

經外科

M1X02112 WDZ008900001

2.5*2.5CM #TD-M006S 泰爾茂貼

得適人造真皮 TERUDERMIS

ARTIFICAL DERMIS

5,560

可防止細菌侵入及排除水氣緩和疼

痛。可使用於深層外傷

(Deepdefect)骨、肌肉、腱等露出

部位。低抗原性。

會有創傷面之強烈收縮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本產品而起因之過敏

反應發生時，立刻停止使

用。

整形外科

M1X02114 WDZ008900003

5*5CM #TD-M025S泰爾茂貼得適

人造真皮 TERUDERMIS

ARTIFICAL DERMIS

18,170

可防止細菌侵入及排除水氣緩和疼

痛。可使用於深層外傷

(Deepdefect)骨、肌肉、腱等露出

部位。低抗原性。

會有創傷面之強烈收縮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使用本產品而起因之過敏

反應發生時，立刻停止使

用。

整形外科

M1X02119 WDZ021041005

L 82 X 120MM GUNZE皮敷美人工

真皮  PELNAC ARTIFICIAL

DERMIS #PN-F82120

37,425

是由抗原性極低的無末端膠原蛋白

綿和矽膠膜組成的雙層結構移植材

料，用於由疾病或創傷導致的全層

皮膚缺損。

無 無 無 無 整形外科

M1X02120 WDZ021041002

SS 40 X 60MM GUNZE皮敷美人工

真皮  PELNAC ARTIFICIAL

DERMIS #PN-F40060

12,888

是由抗原性極低的無末端膠原蛋白

綿和矽膠膜組成的雙層結構移植材

料，用於由疾病或創傷導致的全層

皮膚缺損。

無 無 無 無 整形外科

M1X02121 WDZ021041004

M 82 X 90MM GUNZE皮敷美人工

真皮  PELNAC ARTIFICIAL

DERMIS  #PN-F82090

27,756

是由抗原性極低的無末端膠原蛋白

綿和矽膠膜組成的雙層結構移植材

料，用於由疾病或創傷導致的全層

皮膚缺損。

無 無 無 無 整形外科

M1X02122 WDZ021041003

S 82 X 60MM GUNZE皮敷美人工

真皮  PELNAC ARTIFICIAL

DERMIS #PN-F82060 S

18,125

是由抗原性極低的無末端膠原蛋白

綿和矽膠膜組成的雙層結構移植材

料，用於由疾病或創傷導致的全層

皮膚缺損。

無 無 無 無 整形外科

M1X02605 FBZ030343001

佛柔美德抗粘黏凝膠FZIOMED

MEDISHIELD ANTI-ADHESION

GEL#9380003

37,400

本產品是一種流體凝膠，由PEO和

CMC組合成的無菌可吸收式凝膠，

並加入CaCl和NaCl提高穩定性，無

熱原性，可減少疼痛。

有明顯感染時不適用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勿用於靜脈注射。 骨科

M1X02802 WDZ001308002 司金敷布#3×4 1,095
可促進上皮化，無菌、低過敏、具

生物相容性。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傷口需清創後才可使用 整形外科

M1X05801 SAZ025331001

司諾維思微血管吻合系統

SYNOVIS GEM MICROVASCULAR

ANASTOMOTIC COPULER SYSTEM

1:4MM #GEM2750:56

12,999

本產品用於血管吻合，其套環由高

密度聚乙烯和外科級不鋼針組

成。

與任何植入性產品合併使

用，通常具有潛在風險，

例如：感染、穿孔、或者

血管破洞、侵蝕、植入物

無
用於顯微外科手術中常見的動

靜脈吻合。

本產品不適用於出現無法

進行縫合技術微血管修補

術疾病的病人。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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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X50112 CDY000001001
ZIMMER 傷口沖洗器 5150-475

PULSAVAC PLUS FAN KIT
4,425 清創傷口使用 無 無 無 無 一般外科

M1X50924 SAZ022861001

45MM#EGIA45AMT;EGIA45AVM柯惠

內視鏡自動手術縫合釘ENDO GIA

ULTRA UNIVERSAL TRI-STAPLE

ARTICULATING RELOAD

14,700

本產品為三排交錯階梯狀的縫釘設

計，配置於剖切線的任一端，可進

行各組織部位的橫斷、切除及吻合

，長度45cm。

無

有更好的縫合效果，對病人有

較好的預後及使病人早日出

院。

較健保給付品項有更好的縫合

效果，減少牽拉組織及術後漏

的可能，提供更好的血液供應

，同時避免可組織壞死。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一般外科

M1X50925 SAZ022861002

60MM#EGIA60AVM(2-

3MM);EGIA60AMT 柯惠內視鏡自

動手術縫合釘ENDO GIA ULTRA

UNIVERSAL TRI-STAPLE

14,700

本產品為三排交錯階梯狀的縫釘設

計，配置於剖切線的任一端，可進

行各組織部位的橫斷、切除及吻合

，長度60cm。

無

有更好的縫合效果，對病人有

較好的預後及使病人早日出

院。

較健保給付品項有更好的縫合

效果，減少牽拉組織及術後漏

的可能，提供更好的血液供應

，同時避免可組織壞死。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一般外科

M1X51223 CDY011315001

愛惜康安德派思電灼手術器械

ETHICON ENDOPATH PROBE PLUS

II HANDLE #EPH04

5,460

安德派思電灼手術器械適用於最小

侵入性手術，經由一般之穿刺套管

進行組織之切開， 凝固， 沖洗及

體液之清除。

無

多合一器械，節省腹腔鏡手術

進出器械機率，增進手術效

率。

因應臨床使用需求， 且單價較

高， 目前此自費品項已提出向

健保局申請核價中

1.無菌、單一病患使用器

械。2.依照適當的接地技

術， 穩固地將接地片(迴

流電極)貼在病人身上。

一般外科

M1X51802 CDZ025380001

保福腹腔溫熱灌注導管Ch24

ROUND SILICONE CATHETER

#R9900071

1,547

在術中使用於移除腫瘤後需加做腹

（胸）腔熱化療之病患。並配合自

動化儀器操作。

較長麻醉時間 無
清除肉眼看不到之體腔內微小

腫瘤。
無 一般外科

M1X51803 CDZ025956001

潤德保福腹腔溫熱灌注管路組

RANd HANG&GO HT BASIC

#R9900088

105,735

在術中使用於移除腫瘤後需加做腹

（胸）腔熱化療之病患。並配合自

動化儀器操作。

較長麻醉時間 無
清除肉眼看不到之體腔內微小

腫瘤。
無 一般外科

M1X51901 FBZ021630001

(開放性手術用) #4401- S; L

安吉優戴爾美德射頻燒灼手術系

統及其配件

109,080

1. 四支電極針的雙極切割產品 2.

利用射頻(Radiofrequency)能量進

行組織切割 3. 能在平均8秒內完

成1cm x 4

即肝臟手有關的潛在副作

用：麻醉相關問題、膽汁

滲露、肝臟膿瘡、肝衰

竭、傷口裂開、傷口感染

健保無相似同類品項
價格考量，暫不列入健保給

付。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一般外科

M1X52605 FSZ019507001

舒法定怕瑞挺寶格麗編網(疝氣

人工網膜)SOFRADIM PARIETENE

PROGRIP MESHES 12X8CM

#PP1208DR(右);PP1208DL(左)

12,740

本產品為預先裁剪的橢圓形網狀貼

布附長條帶，以及自動固定的重疊

開口，左邊。本產品為單絲聚丙烯

編織而成。

無 無健保給付之類似品項

本產品有預先裁剪並有自動固

定的重疊開口可節省手術時

間。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一般外科

M1X52621 FSZ022249002

11*14CM #0010215 巴德凡萃歐

雙層疝氣補片 BARD VENTRIO

HERNIA PATCH

28,942

使用於腹部切口疝氣，可直接置入

腹腔。下層為單層ePTFE材質補片

，可與腹腔內器官直接接觸，不引

發沾黏。

可能的併發症為血清腫，

發炎，血腫，沾連，擠

壓。

健保無給付相關產品
減少復發率與疼痛健保無給付

相關產品

使用前請參照使用手冊，

僅限為外科技術合格醫師

使用。固定過程中不要切

割POD單纖維。

一般外科

M1X52622 FSZ022249001

8*12CM #0010211 巴德凡萃歐雙

層疝氣補片 BARD VENTRIO

HERNIA PATCH

19,033

使用於腹部切口疝氣，可直接置入

腹腔。下層為單層ePTFE材質補片

，可與腹腔內器官直接接觸，不引

發沾黏。

可能的併發症為血清腫，

發炎，血腫，沾連，擠

壓。

健保無給付相關產品
減少復發率與疼痛健保無給付

相關產品

使用前請參照使用手冊，

僅限為外科技術合格醫師

使用。固定過程中不要切

割POD單纖維。

一般外科

M1X52646 FSZ017697001

JJ UHSM1部分可吸收人工網膜

MED ULTRAPRO HERNIA SYS MED1

#UHSM1

12,600

UHS是一種部分可吸收性網片，可

用來強化或橋接腹壁疝氣的缺損處

，進而在爾後的傷口癒合期間提供

較長的支撐。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覆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此新一代的材質，但因臨床效

果疾病患舒接適度皆優於比目

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本網片的襯底與覆蓋補片

必須與缺損處的每一側充

分重疊，讓邊緣適當固

定。

一般外科

M1X52647 FSZ017697002

JJ UHSL1部分可吸收人工網膜

LRG ULTRAPRO HERNIA SYS LRG1

#UHSL1

12,600

UHS是一種部分可吸收性網片，可

用來強化或橋接腹壁疝氣的缺損處

，進而在爾後的傷口癒合期間提供

較長的支撐。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覆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此新一代的材質，但因臨床效

果疾病患舒接適度皆優於比目

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本網片的襯底與覆蓋補片

必須與缺損處的每一側充

分重疊，讓邊緣適當固

定。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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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使用原因(含不符健保給付規定

之原因)
( 使用單位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X52648 FSZ017697003

JJ UHSOV1部分可吸收人工網膜

OVAL ULTRAPRO HERNIA SYS

OVAL 10*12 #UHSOV1

12,600

UHS是一種部分可吸收性網片，可

用來強化或橋接腹壁疝氣的缺損處

，進而在爾後的傷口癒合期間提供

較長的支撐。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覆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此新一代的材質，但因臨床效

果疾病患舒接適度皆優於比目

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本網片的襯底與覆蓋補片

必須與缺損處的每一側充

分重疊，讓邊緣適當固

定。

一般外科

M1X52652 FSZ013887002

壯生愛惜康保喜外科用薄片網

(長方形)J&J ETHICON PROCEED

TRILAMINATE SURGICAL MESH

7.5CM*15CM #PCDR1

23,517

本產品是一種網狀薄片，其

PROLENE軟性網片由不可吸收性纖

維編織而成，以強化或銜接創傷/

手術傷口。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

在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在

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將本薄片網用於嬰兒、兒

童、懷孕婦女或計畫懷孕

的婦女時，醫師應注意本

產品無法隨著病人生長而

顯著延伸。

一般外科

M1X52653 FSZ013887001

壯生愛惜康保喜外科用薄片網

(正方形)J&J ETHICON PROCEED

TRILAMINATE SURGICAL MESH

15CM*15CM #PCDM1

30,401

本產品是一種網狀薄片，其

PROLENE軟性網片由不可吸收性纖

維編織而成，以強化或銜接創傷/

手術傷口。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

在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在

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將本薄片網用於嬰兒、兒

童、懷孕婦女或計畫懷孕

的婦女時，醫師應注意本

產品無法隨著病人生長而

顯著延伸。

一般外科

M1X52654 FSZ013887003

壯生愛惜康保喜外科用薄片網

(橢圓形)J&J ETHICON PROCEED

TRILAMINATE SURGICAL MESH

20CM*25CM #PCDH1

63,788

本產品是一種網狀薄片，其

PROLENE軟性網片由不可吸收性纖

維編織而成，以強化或銜接創傷/

手術傷口。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

在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在

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將本薄片網用於嬰兒、兒

童、懷孕婦女或計畫懷孕

的婦女時，醫師應注意本

產品無法隨著病人生長而

顯著延伸。

一般外科

M1X52656 FSZ018217002
柏朗歐特靈網片 B.BRAUN

OPTILENE MESH 10CMX15CM
9,281 材質柔軟，可用於疝氣修補 無

網片的織法與孔洞較為有彈性

且更輕薄，術後的異物感幾乎

網片的織法與孔洞較為有彈性

且更輕薄，術後的異物感幾乎
使用前注意包裝是否完整 一般外科

M1X52657 FSZ013887005

10*15CM #PCDN1 愛惜康保喜外

科用薄片網(疝氣用) ETHICON

PROCEED TRILAMINATE SURGICAL

MESH

27,550

本產品是一種網狀薄片，其

PROLENE軟性網片由不可吸收性纖

維編織而成，以強化或銜接創傷/

手術傷口。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

在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在

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將本薄片網用於嬰兒、兒

童、懷孕婦女或計畫懷孕

的婦女時，醫師應注意本

產品無法隨著病人生長而

顯著延伸。

一般外科

M1X52658 FSZ013887004

15*20CM #PCDG1 愛惜康保喜外

科用薄片網(疝氣用) ETHICON

PROCEED TRILAMINATE SURGICAL

MESH

46,316

本產品是一種網狀薄片，其

PROLENE軟性網片由不可吸收性纖

維編織而成，以強化或銜接創傷/

手術傷口。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

在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此新一代輕質量可吸收的材質

，且ORC 層生物可吸收性層，

可防止抗組織沾黏且ORC層約在

植入後四周內為人體吸收。

將本薄片網用於嬰兒、兒

童、懷孕婦女或計畫懷孕

的婦女時，醫師應注意本

產品無法隨著病人生長而

顯著延伸。

一般外科

M1X52669 FSZ019640001

13*15CM #C-SLH-8H-13*15 曲克

拜爾迪賽瑟集喜司疝氣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44,824
1.可被人體完全吸收2.完全自體重

建組織再生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幫助腹腔重建，不易沾黏

產品以豬來源做原料，不

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敏

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0 FSZ019640002

13*22CM #C-SLH-8H-13*22 曲克

拜爾迪賽瑟集喜司疝氣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54,767
1.可被人體完全吸收2.完全自體重

建組織再生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幫助腹腔重建，不易沾黏

產品以豬來源做原料，不

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敏

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1 FSZ019640003

20*20CM #C-SLH-8H-20*20 曲克

拜爾迪賽瑟集喜司疝氣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80,392
1.可被人體完全吸收2.完全自體重

建組織再生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幫助腹腔重建，不易沾黏

產品以豬來源做原料，不

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敏

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2 FSZ019640004

20*30CM #C-SLH-8H-20*30 曲克

拜爾迪賽瑟集喜司疝氣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105,597
1.可被人體完全吸收2.完全自體重

建組織再生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幫助腹腔重建，不易沾黏

產品以豬來源做原料，不

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敏

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4 FSZ018055004

20*15CM #PCO2015F 舒法定帕瑞

得複合式人工編網 SOFRADIM

PARIETEX COMPOSITE MESHES

38,880

3D聚酯人工網，具高親水性，植入

後黏貼組織性佳，組織長的好。可

吸收的膠原蛋白，植入後12天開始

被吸收。

使用本產品之後，也可能

出現因使用本產品腹壁層

重建所引起的相關併發

症。

1.有效減低腹部疝氣病人的復

發率。2.植入品可防止組織沾

黏並自體吸收。3.植入品能部

份自體吸收。

治療腹部疝氣，可防止腹內組

織沾黏。使用OPEN開刀、腹腔

鏡2種術式皆可。

所有關於壁層強化使用的

一般禁忌症皆適用於本產

品 。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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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X52676 FSZ018591001

4X7CM曲克拜爾迪賽瑟集喜司4層

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4-LAYER TISSUE

20,925
完整組織再生，可吸收代謝，無異

物殘留體內。
無 無

術後疼痛小，重塑成強健的血

管化組織，提供強韌持久的修

復效果。

本產品用豬來源做原料，

不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

敏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7 FSZ018591002

7X10CM曲克拜爾迪賽瑟集喜司4

層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4-LAYER TISSUE

GRAFT#C-SLH-4S-7x10

21,640
完整組織再生，可吸收代謝，無異

物殘留體內。
無 無

術後疼痛小，重塑成強健的血

管化組織，提供強韌持久的修

復效果。

本產品用豬來源做原料，

不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

敏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78 FSZ018591003

7X20CM曲克拜爾迪賽瑟集喜司4

層支撐物 COOK BIODESIGN

SURGISIS 4-LAYER TISSUE

GRAFT#C-SLH-4S-7x20

35,099
完整組織再生，可吸收代謝，無異

物殘留體內。
無 無

術後疼痛小，重塑成強健的血

管化組織，提供強韌持久的修

復效果。

本產品用豬來源做原料，

不得用在對豬來源材質過

敏的患者。

一般外科

M1X52680 FSZ018055002

15*10CM #PCO1510F 舒法定帕瑞

得複合式人工編網 SOFRADIM

PARIETEX COMPOSITE MESHES

37,310

3D聚酯人工網，具高親水性，植入

後黏貼組織性佳，組織長的好。可

吸收的膠原蛋白，植入後12天開始

被吸收。

使用本產品之後，也可能

出現因使用本產品腹壁層

重建所引起的相關併發

症。

1.有效減低腹部疝氣病人的復

發率。2.植入品可防止組織沾

黏並自體吸收。3.植入品能部

份自體吸收。

治療腹部疝氣，可防止腹內組

織沾黏。使用OPEN開刀、腹腔

鏡2種術式皆可。

所有關於壁層強化使用的

一般禁忌症皆適用於本產

品 。

一般外科

M1X54006 SAY024846001

ECHELON 愛惜康愛喜龍可彎式電

動腔鏡直線型切割縫合器

45;60MM  #PSE45A;PSE60A

25,125
本產品可用於切斷、切除和/或建

立縫合。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無 一般外科

M1X54021 TSZ014425002

利膚來可拆除式皮膚縫合釘(滅

菌)ZIPLINE REMOVABLE SKIN

STAPLE(STERILE)#16CM

8,500

Zipline為非侵入式手術傷口皮膚

癒合裝置可用於手術切開時或切開

後皮膚傷口之癒合。

Zipline為非侵入式手術

傷口皮膚癒合裝置可用於

手術切開時或切開後皮膚

傷口之癒合。

Zipline為拋棄式非侵入性手

術傷口皮膚癒合裝置，具簡易

操作性，提高手術效率。

1. 使用此產品，比傳統縫線或

縫合釘較，能降低感染風險。

2. 使用此產品，病人較沒有術

後不舒適感。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

一般外科

M1X54022 TSZ014425003

利膚來可拆除式皮膚縫合釘(滅

菌)ZIPLINE REMOVABLE SKIN

STAPLE(STERILE)#8CM(PS2080)

5,400

Zipline為非侵入式手術傷口皮膚

癒合裝置可用於手術切開時或切開

後皮膚傷口之癒合。

Zipline為非侵入式手術

傷口皮膚癒合裝置可用於

手術切開時或切開後皮膚

傷口之癒合。

Zipline為拋棄式非侵入性手

術傷口皮膚癒合裝置，具簡易

操作性，提高手術效率。

1. 使用此產品，比傳統縫線或

縫合釘較，能降低感染風險。

2. 使用此產品，病人較沒有術

後不舒適感。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

一般外科

M1X55012 TSZ010846006

C8312;8313 拋棄式ALEXIS

WOUND RETRACTOR 1-4cm 小 拋

棄式愛力克斯腹壁牽引器(安培

凝膠式腹腔鏡手通路裝置零配

2,100
有效完整撐開傷口，保持傷口濕潤

，降低感染風險，術後復原快。
無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保護傷口、避免感染 遵醫囑使用 一般外科

M1X55102 SAY023037001

#LF1212 柯惠利嘉修爾彎型小鉗

口手術閉合器/分割器 COVIDIEN

LIGASURE CURVED, SMALL JAW,

OPEN SEALER /DIVIDER

31,500
1.用於結紮並切斷組織束，血管。

2.7mm以下之血管組織使用。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1.減少手術時間。2.減少病患

失血。
須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一般外科、婦

產科

M1X55104 SAY027143001

23CM#LF1723柯惠利嘉修爾馬里

蘭鉗口單一步驟閉合器/分割器

LIGASURE MARYLAND JAW

SEALER/DIVIDER ONE-STEP

33,600

1. 用於血管結紮、淋巴結清除。

2. 可有效結紮7mm以下管徑之血

管、淋巴管、組織束3. 可進行快

速、有效的止血。

無

1. 止血效果更好、更快速。

2. 病人術後恢復期較短。3.

手術時間縮短。

1. 止血效果更好。2. 手術時

間縮短。3. 整體手術安全性

高。

1. 不可用於結紮7mm以上

管徑之血管、淋巴管、組

織束。2. 不可用於輸精

管、輸卵管之結紮。

一般外科、胸

腔外科

M1X55204 FSZ009651001 ETHICON  疝氣人工網 #PHSM 9,630

伯倫倫疝氣系統用不可吸收網是用

來補強或橋接腹股溝疝氣缺損，以

在傷口癒合期間及之後提供加強的

支持。動物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1. 手術時間短，研究顯示有

效降低手術時間約4.2分鐘。

2. 復發程度低：依據研究指

出，使用PHS之術後復發率約

1. 手術時間短2. 復發程度低

3. 恢復身體正常活動時間短4.

術後當天疼痛程度低，增加病

患舒適性。優於比目前

本裝置只限單次使用，不

可重新消毒。開封的包裝

與未用的產品請加以丟

棄。如果本庄至使用於有

外來生長可能的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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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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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X55205 FSZ009651002 ETHICON  疝氣人工網 #PHSL 9,675

伯倫倫疝氣系統用不可吸收網是用

來補強或橋接腹股溝疝氣缺損，以

在傷口癒合期間及之後提供加強的

支持。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

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型副

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

發炎、粘連的行程、廔管

的形成及凸出。

1. 手術時間短，研究顯示有

效降低手術時間約4.2分鐘。

2. 復發程度低。

1. 手術時間短2. 復發程度低

3. 恢復身體正常活動時間短4.

術後當天疼痛程度低，增加病

患舒適性。

本裝置只限單次使用，不

可重新消毒。開封的包裝

與未用的產品請加以丟

棄。

一般外科

M1X55216 FSZ009255001

BARD 巴德3D腹腔鏡用疝氣修補

片 ( 4*6);(3*5) #0115311(大/

左);0115321(大/

右);0115310(中/

9,316

腹腔鏡疝氣修補手術專用，為單股

聚丙烯( Monfilament

Polypropylene)材質編織易使組織

向內增生。

可能的併發症包括漿瘤、

黏著、血腫、發炎、擠壓

突出、廔管形成以及疝氣

或軟組織缺陷的復發。

目前健保有給付之疝氣修補網

片皆為聚丙烯材質，平面設計

，平鋪於缺陷處之部位需多針

縫合固定於周遭之肌腱。

無

不可使用在嬰幼兒或兒童

身上，聚丙烯材質面不可

放置與腸子或內臟有接觸

，避免造成黏著之情形。

一般外科

M1X55220 FSZ024080002

百歐瑟二氧化鈦疝氣修補網

TIO2MESH SURGICAL MESH

IMPLANT10x15CM #MFP111

12,540

唯一100%二氧化鈦塗層，二氧化鈦

具良好生物相容性，原廠實驗顯示

二氧化鈦塗層網片有利於纖維母細

胞生長。

使用本品所可能產生副作

用包括血清腫(seroma)、

血腫、復發、感染、內臟

沾黏、網片移位及廔管形

成。

1.大孔徑：利於纖維母細胞生

長，減少異物反應使網片攣

縮。2.輕質量高張力：減少術

後疼痛。3.高彈性：良好延展

性。

本品為修復腹腔壁組織缺陷，

需要非吸收性組織增強材料時

之植入網片。

本品只能由相關熟悉手術

的醫師使用。在使用本網

片前，醫師須確認疝氣缺

損部位大小，並確保網片

能有效覆蓋。

一般外科、胸

腔外科

M1X55223 FSZ027776008

#NV-ET-M45A-2郡是奈維可吸收

性組織修補片管狀NEOVEIL

ABSORBABLE POLYGLYCOLIC ACID

FELT

23,383

本產品約15週可被吸收，如同可吸

收的PGA縫合材料，所以適合使用

在不需長時間癒合的傷口。

無 無 無

不可用在有過多張力和重

量作用於本產品的狀況，

亦不可用在強化時藉由自

身重量壓迫該區域的狀

況。

胸腔外科

M1X55224 FSZ027776003

#NV-L-015G郡是奈維可吸收性組

織修補片片狀NEOVEIL

ABSORBABLE POLYGLYCOLIC ACID

FELT

34,072

本產品約15週可被吸收，如同可吸

收的PGA縫合材料，所以適合使用

在不需長時間癒合的傷口。

無 無 無

不可用在有過多張力和重

量作用於本產品的狀況，

亦不可用在強化時藉由自

身重量壓迫該區域的狀

況。

胸腔外科

M1X55225 FSZ027776006

#NV-ET-M45E-2郡是奈維可吸收

性組織修補片管狀NEOVEIL

ABSORBABLE POLYGLYCOLIC ACID

FELT

23,383

本產品約15週可被吸收，如同可吸

收的PGA縫合材料，所以適合使用

在不需長時間癒合的傷口。

無 無 無

不可用在有過多張力和重

量作用於本產品的狀況，

亦不可用在強化時藉由自

身重量壓迫該區域的狀

況。

胸腔外科

M1X55226 FSZ027776009

#NV-ET-M60A-2郡是奈維可吸收

性組織修補片管狀NEOVEIL

ABSORBABLE POLYGLYCOLIC ACID

FELT

23,883

本產品約15週可被吸收，如同可吸

收的PGA縫合材料，所以適合使用

在不需長時間癒合的傷口。

無 無 無

不可用在有過多張力和重

量作用於本產品的狀況，

亦不可用在強化時藉由自

身重量壓迫該區域的狀

況。

胸腔外科

M1X55227 FSZ027776007

#NV-ET-M60E-2郡是奈維可吸收

性組織修補片管狀NEOVEIL

ABSORBABLE POLYGLYCOLIC ACID

FELT

23,383

本產品約15週可被吸收，如同可吸

收的PGA縫合材料，所以適合使用

在不需長時間癒合的傷口。

無 無 無

不可用在有過多張力和重

量作用於本產品的狀況，

亦不可用在強化時藉由自

身重量壓迫該區域的狀

胸腔外科

M1X55228 FSZ028556001

(中)8.6CMx14.2CM巴德歐福力斯

及改良歐福力斯網片BARD

ONFLEX AND MODIFIED ONFLEX

MESH#0115610

11,800

大網孔雙層輕質補片，具有完全可

吸收記憶環，易於補片展開，水滴

型狀符合人體工學，可完全修補腹

股溝疝氣。

可能產生的併發症包括但

不限於血清腫、沾粘、水

腫、疼痛、感染、發炎、

突出、糜爛、網片位移、

形成廔管。

健保品無雙under lay 及含可

吸收記憶環補片。

可完全修補腹股溝氣可能發生

的部位。

1. 開始使用前請先閱讀所

有說明。2. 只有掌握適當

外科技能的合格醫生才能

使用本產品。3. 應小心拿

取和操作。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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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X55401 TKY008509001

史賽克手術用器具-沖洗導管

SONOPET DISPOSABLE TUBING

SET AND EXTENDER FILTER

TUBING#5450-850-003

6,000

對軟組織實施破碎、乳化和抽吸的

外科手術，其中包括神經外科手

術、胃腸和其他附屬器官手術、泌

尿科手術。

無 無此健保給付品項

雖可縮短手術時間、降低術後

併發症，以及使軟組織破碎乳

化及抽吸，減少手術出血量，

減少破壞正常組織。

1.在無液體直接接觸時安

裝此系統。2.在沒有取暖

器及加濕器直接氣流處安

裝此系統。3.於通風足夠

的地方安裝此此系統。

一般外科

M1X55411 SAZ009521001
ETHICON ENDO SURGERY #PPH03

普克美釘合器 (SINGLE-USE)
20,350

PROXIMATE PPH 直腸肛門圓形吻合

器(PPH03)只有33mm直徑大小。

不要用於擠壓後總厚度超

過1.5mm的組織，或者是

內徑無法容納本器械及配

件的直腸。

無

因應臨床使用需求， 且單價較

高， 目前此自費品項已提出向

健保署申請核價中

唯有具有足夠訓練及熟悉

微創技術的人方可進行微

創手術。

一般外科

M1X56408 TSZ022408002

70MM安培焦點腹腔鏡通路裝置

APPLIED GELPOINT SYSTEM-

70MM#CNGL3

25,800

可協助醫師在腹腔鏡手術中器械在

腹腔活動自如，且保持腹腔積氣不

散失。

無 無
適用於單孔手術且在手術中能

提供醫師較好的手術平台。
遵醫囑使用。 一般外科

M1X56409 TSZ022408001

100MM安培焦點腹腔鏡通路裝置-

100MM APPLIED GELPOINT

SYSTEM#CNGL2

38,210

可協助醫師在腹腔鏡手術中器械在

腹腔活動自如，且保持腹腔積氣不

散失。

無 無
適用於單孔手術且在手術中能

提供醫師較好的手術平台。
遵醫囑使用。 一般外科

M1X56501 CDY012782001
內視鏡沖吸管（附電燒）

#178093
4,800

本帶電燒之吸引/沖洗器械管徑為

5mm，可使用適合尺寸的套管或透

過轉換亦可以較大尺寸的套管使

用。

無 無健保給付之類似品項

可同時進行內視鏡手術中的吸

引、沖洗與電燒動作，不需轉

換其他器械，可減少手術時間

及器械成本。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一般外科

M1X56701 CDY011173001
安培沖吸系列產品-沖洗管

#C6001
2,700

材質堅韌管徑大，合人體工學設計

，可接電插件，操作方便。
無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設計新穎，材質優異，操作簡

易。
遵醫囑使用。 一般外科

M1X56703 CDY005162001

太平洋高流速抽洗套組PAHSCO

IRRIGATION/SUCTION SET

32CM/5MM

2,272

配合腹腔鏡手術，用生理食鹽水沖

洗腹腔，防污染滲血。拋棄式器材

，避免交叉感染。

無 傳統器械，反覆使用。
健保局函覆，此醫材內含於相

關診療費用。
無 骨科

M1Z00401 TTZ020377001

百特伏血凝止血劑-無針式

BAXTER FLOSEAL HEMOSTATIC

MATRIX 5ML#1503350

15,600

1. 一種凝膠和凝血基質，用於滲

血到噴血狀況的止血。 2. 針對組

織出血能快速有效的止血。 3. 不

須身體凝血。

如同其他的血漿製品，極

少數人有可能產生過敏反

應。臨床試驗過程中，未

曾有因使用相同人類凝血

成份的不同

止血棉：止血時間長易影響手

術品質。Floseal能針對組織

出血快速有速止血。

針對組織出血能快速有效的止

血。

1.勿注射或壓縮本產品入

血管內。2.勿使用本產品

於夾緊的血管或無活動血

流的部位，否則可能導致

廣泛性的血管凝結。

神經外科

M1Z00403 WDZ009010001

巴德艾維停微纖維膠原止血劑

(粉狀)AVITENE MICROFIBRILLAR

COLLAGEN HEMOSTAT  0.5G

#1010010

3,000

牛膠原蛋白萃取乾燥無菌之粉狀止

血劑，艾維停微纖維膠原止血劑被

使用在外科手術上的止血。

曾有較嚴重的副作用報告

指出，可能與使用艾維停

微纖維膠原止血劑有關，

例如潛在性的感染包括膿

腫 (abscess)。

1.止血效果快。2.降低失血，

縮短手術時間，增加手術成功

機會。

材質較好，可防止再流血。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M1Z00405 TTZ025954001

百特克滲凝外科手術封合劑

BAXTER COSEAL SURGICAL

SEALANT 2ML#934073

21,900
Coseal的安全性與效果並未在兒童

及孕婦得到證實。
無

止血棉：止血時間長易影響手

術品質。Coseal能快速封合人

工血管吻合口。

能快速封合人工血管吻合口

Coseal的安全性與效果並

未在兒童及孕婦得到證

實。

心臟血管外科

M1Z00406 TTZ025954002

百特克滲凝外科手術封合劑

BAXTER COSEAL SURGICAL

SEALANT 4ML#934074

29,980
Coseal的安全性與效果並未在兒童

及孕婦得到證實。
無

止血棉：止血時間長易影響手

術品質。Coseal能快速封合人

工血管吻合口。

能快速封合人工血管吻合口

Coseal的安全性與效果並

未在兒童及孕婦得到證

實。

心臟血管外科

M1Z00407 TTZ020377002

BAXTER FLOSEAL HEMOSTATIC

MATRIX 百特伏血凝止血劑-無針

式 10ML#1503352

25,800

1. 一種凝膠和凝血基質，用於滲

血到噴血狀況的止血。 2. 針對組

織出血能快速有效的止血。 3. 不

須身體凝血。

如同其他的血漿製品，極

少數人有可能產生過敏反

應。

無
針對組織出血能快速有效的止

血。

1.勿注射或壓縮本產品入

血管內。2.勿使用本產品

於夾緊的血管或無活動血

流的部位，否則可能導致

廣泛性的血管凝結。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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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Z00408 THZ022384001
斯爾弗止血劑 SURGIFLO

HAEMOSTATIC MATRIX #MS0009
10,400

專利雙套管設計、流體止血製劑設

計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1.皮膚切口縫合時不能使

用本止上劑，否則可能會

影響皮膚邊緣的癒合。2.

本止血劑切勿在血管腔內

使用。

神經外科

M1Z00409 WDZ009010003

5MM艾維停微纖維膠原止血劑-遞

送系統AVITENE MICROFIBRILLAR

COLLAGEN HEMOSTAT-APPLICATOR

#1010260

8,552

1.由膠原蛋白製成，可被身體吸收

之局部止血劑。2.促進血小板凝固

凝集， 對於組織出血能快速有效

的止血。

在極少比率的病人中，有

可能的副作用為感染、血

腫與過敏。

無健保給付之相關品項
止血效果較好，減少術中出血

及術後延遲性出血。

僅用止血所需之量，幾分

鐘之後，除去多於的止血

劑且不會再引起主動出

血。

泌尿科

M1Z00603 CDZ022887001

美敦力史卓塔腦脊髓液腰椎腹膜

閥及分流系統  MEDTRONIC

STRATA NSC LUMBOPERITONEAL

VALVE AND SHUNT SYSTEM

#44420

175,740
可不需X光及重新開刀，提供患者

植入後不侵入性的方式調整壓力
阻塞及感染 無 可以體外調整壓力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1301 FBZ023047001

#TM-100(頸椎專用) ZIMMER

TRABECULAR METAL VETEBRAL

BODY REPLACEMENT SYSTEM 西美

多孔鉭金屬錐體替代系統

64,160

鉭金屬開孔率80%，骨生長空間更

多，長得更穩且可不需置入自體骨

或人工骨。

無

骨生長能力極佳，骨頭可以長

進融合器本身，提供更大範圍

的融合面積。

骨金屬材質的強度 / 韌性其實

是海綿骨的兩倍，而彈性和延

展性則與海棉骨相當。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切勿重覆使用，
神經外科

M1Z01602 FBZ011069001

 ARTHROCARE 阿碩科爾頸椎椎間

盤減壓術組(氣化棒)(含一支19G

穿刺針) #SDC01-01

60,000

1.用於脊椎手術之軟組織切除、氣

化、凝結和止血作用。針對椎間盤

突出之病患做氣化減壓之手術。2.

用於頸椎。

無 手術風險較小，恢復期較快。 療效效益較好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不可重新滅菌或重

複使用。

神經外科

M1Z01604 FBZ004058001

洛克馬脊突間減壓系統 ROCKER

INTERSPINOUS PROCESS SYSTEM

#3300-08:16;N

107,650

用於治療 50 歲或 50 歲以上，因

診斷確認腰椎狹窄症所引起的繼發

性神經間歇性跛行。

無 無健保類似品項
PEEK材質，IPD (Interspinous

ProcessSystem)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2101 FNZ011170001

柯特曼顱內壓監視器用監測裝置

CODMAN MICROSENSOR ICP BASIC

KIT #82-6631

23,266

柯特曼顱內壓感測變換器是一條一

端載有微小的矽高感度壓電式壓力

感測器及另一端有電連接的導管。

無

現行健保給付之顱內壓監測裝

置，需利用手動方法來計算顱

內壓力，本產品皆由電子式24

小時監測，可即時反應。

現行健保無類似品項。

從顱骨、皮質或腦硬膜處

植入感測器時，可能會發

生出血，在插入前應檢查

病患的血液凝血因子。

神經外科

M1Z02102 FNZ016650001

因提寡萊可斯氧氣監視器

INTEGRA LICOX BRAIN OXYGEN

MONITORING SYSTEM

64,130
即時性顱內組織氧氣濃度監測，提

供診斷使用。
詳如仿單說明 目前無健保給付品項

新監測技術，可提供即時的診

斷訊息。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照護應嚴

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2103 FNZ011414001

柯特曼顱內壓監測系統 CODMAN

MICROSENSOR VENTRICULAR

CATHETER KIT #82-6653

33,600

柯特曼顱內壓感測變換器是一條一

端載有微小的矽高感度壓電式壓力

感測器及另一端有電連接的導管。

無

現行健保給付之顱內壓監測裝

置，需利用手動方法來計算顱

內壓力，本產品皆由電子式24

小時監測，可即時反應。

現行健保無類似品項。

從顱骨、皮質或腦硬膜處

植入感測器時，可能會發

生出血，在插入前應檢查

病患的血液凝血因子。

神經外科

M1Z02105 FNZ010906001

雅氏史密柏格顱內壓監測器(單

管) AESCULAP SPIEGELBERG ICP

MONITORING SYSTEM-PROBE 3PN

#FV534P

25,500

利用探針尖端之雙層內腔室裡的空

氣囊袋361度立即監測病患顱內壓

值。

無 無相同性質健保產品比較

利用探針尖端之雙層內腔室裡

的空氣囊袋360度立即監測病患

顱內壓值。

1. 僅供單次使用。2. 請

勿重複消毒。3. 請勿灌注

生理食鹽水或其他液體。

4. 包裝若有破損時請勿使

神經外科

M1Z02401 FNZ014449001

#110-4G 因提寡顱內壓探測頭組

INTEGRA POST CRANIOTOMY

SUBDURAL PRESSURE MONITORING

KIT

28,605
即時性顱內組織氧氣濃度監測，提

供診斷使用。
詳如仿單說明 目前無健保給付品項

新監測技術，可提供即時的診

斷訊息。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照護應嚴

格遵照。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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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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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Z03201 FBZ022346001

美敦力凱豐球囊椎體成形術套組

MEDTRONIC KYPHOPAK TRAY

#KPT1505

76,800
每套接含兩組球囊及配件，FDA認

證，球囊不易破的特性。

脂肪栓塞、血栓或其他物

質會導致症狀性肺栓塞和

其他臨床後遺症。

無健保品可比較 無
本產品僅可由醫師(或具合

格證書之執業者)販售。
神經外科

M1Z03203 FBZ005379002

中央醫療微賽克球囊椎體成形術

套組-大號球囊CMT VESICA

KYPHOPLASTY SYSTEM-LARGE

BALLOON#VCFX-UP01-402MT

79,660

配合球囊擴張椎體成形術的作業及

填充工具。特製的球囊可將塌陷的

椎體撐起，使骨水泥注入時更加安

全。

神經傷害，深層或表淺的

傷口感染，球囊破裂會導

致顯影劑滲漏，可能引起

過敏反應。

健保品無類似品項。 壓迫性錐體可恢復椎體高度。
不可使用空氣或其他氣體

填充球囊。
神經外科

M1Z03601 SSZ005963002
組織粘劑 HISTOACRYL BLUE

0.5ML #1050052
1,800 硬化治療、食道靜脈瘤、胃出血 無 無

快速凝結於出血處， 易於栓塞

，低複雜度， 節省手術時間。
與Lipiodol/顯影劑混合 神經外科

M1Z03602 TTZ018401001

茵特葛拉合成可吸收性硬腦膜組

織黏膠Integra DuraSeal Dural

Sealant System

42,772 FDA唯一通過於腦脊髓液止漏凝膠 無 無健保品項可比較
確保病人部會因為腦脊髓液滲

漏問題導致病情拖延
一次性使用 神經外科

M1Z03604 TTZ026197002

50X50MM遞舒美硬腦膜/硬脊膜組

織黏合貼TISSUEMED

TISSUEPATCHDURAL#TD-02

41,320

1. 手術用針對硬腦膜/硬脊膜封合

，防止滲漏脊髓液。2. 單次使

用。3. 可吸收。

1. 不可用在已知對本品

組成成分過敏者。2. 輕

度些微膨脹約0.1mm，神

經存在的密閉結構應小心

健保品項為硬腦膜/硬脊膜替

代物，無法作封合之用。

1. 健保目前針對脊髓液外漏的

封存產品皆為自費品項。2. 單

位受壓面積最高，可強力封合

硬脊膜，避免失敗。

1. 不得使用在血管、皮膚

或發炎感染的部位。2. 不

得取代縫線、縫合釘或縫

合夾。

神經外科

M1Z04201 FBZ023688001
1CC #309010 歐特選去礦化補骨

物 OSTEOSELECT DBM PUTTY
27,050

篩檢捐贈者對檢測呈陰性反應，利

用無菌手術技術處理所備製的，本

品具有骨誘導性，可做為骨缺損的

填補物。

發燒、軟組織發炎或骨髓

炎、高鈣血症或新生骨破

裂、疾病傳染等情形不宜

使用

健保品化學組成之硫酸鈣或磷

酸鈣吸收速度緩慢，對骨癒合

沒有主動之誘導性。

骨缺損或骨融合之病人需要穩

定之骨成長，尤其針對脊椎手

術病人，可以加速骨融合成

功。

無 神經外科

M1Z04202 FBZ023688002
2.5CC #309025 歐特選去礦化補

骨物 OSTEOSELECT DBM PUTTY
53,714

篩檢捐贈者對檢測呈陰性反應，利

用無菌手術技術處理所備製的，本

品具有骨誘導性，可做為骨缺損的

填補物。

發燒、軟組織發炎或骨髓

炎、高鈣血症或新生骨破

裂、疾病傳染等情形不宜

使用

健保品化學組成之硫酸鈣或磷

酸鈣吸收速度緩慢，對骨癒合

沒有主動之誘導性。

骨缺損或骨融合之病人需要穩

定之骨成長，尤其針對脊椎手

術病人，可以加速骨融合成

功。

無 神經外科

M1Z04203 FBZ027409001

美精技悠補骨補骨材料EXACTECH

OPTECURE ALLOGRAFT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1CC

29,460

本特材成份經美國組織銀行確認具

有骨誘導作用的人體去礦物質化骨

基質(DBM)。

未有任何嚴重副作用，極

少數患者可能會有患處紅

腫，或其他一般手術會碰

到的副作用。

傳統健保人工代用骨為顆粒型

態，僅具骨傳導作用填補於缺

損處，本特材添加可誘導骨生

成之生長因子。

使用含有人體去礦物質骨基質

(DBM)的人工代用骨可與骨小樑

結合，同時具備骨傳導及骨誘

導之效果。

無 神經外科

M1Z04204 FBZ027409003

美精技悠補骨補骨材料EXACTECH

OPTECURE ALLOGRAFT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5CC

79,860

本特材成份經美國組織銀行確認具

有骨誘導作用的人體去礦物質化骨

基質(DBM)。

未有任何嚴重副作用，極

少數患者可能會有患處紅

腫，或其他一般手術會碰

到的副作用。

傳統健保人工代用骨為顆粒型

態，僅具骨傳導作用填補於缺

損處，本特材添加可誘導骨生

成之生長因子。

使用含有人體去礦物質骨基質

(DBM)的人工代用骨可與骨小樑

結合，同時具備骨傳導及骨誘

導之效果。

無 神經外科

M1Z04205 FBZ027409002

美精技悠補骨補骨材料EXACTECH

OPTECURE ALLOGRAFT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650-00-02/2CC

49,360

本特材成份經美國組織銀行確認具

有骨誘導作用的人體去礦物質化骨

基質(DBM)。

未有任何嚴重副作用，極

少數患者可能會有患處紅

腫，或其他一般手術會碰

到的副作用。

傳統健保人工代用骨為顆粒型

態，僅具骨傳導作用填補於缺

損處，本特材添加可誘導骨生

成之生長因子。

使用含有人體去礦物質骨基質

(DBM)的人工代用骨可與骨小樑

結合，同時具備骨傳導及骨誘

導之效果。

使用本產品時請依照所提

供之操作及使用資訊使

用。本產品為無菌包裝，

不可重新滅菌，開封後不

可重覆使用。

骨科

M1Z04502 CBZ022592001

波士頓科溫斯班支架系統

BOSTON SCIENTIFIC WINGSPAN

STENT SYSTEM 2.5:4.5MM

#WS025009:WS045020

169,880

主要針對這些無法透過藥物治療、

顱內血管阻塞程度超過50%以上的

顱內動脈粥狀硬化狹窄且。

無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需有專科執照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M1Z04503 CBZ021382001

波士頓科技捷威經皮穿腔血管擴

張術氣球導管 BOSTON

SCIENTIFIC GATEWAY PTA

BALLOON CATHETER #20722-

24,858

波士頓科技捷威經皮穿腔血管擴張

術氣球導管用於顱內動脈狹窄部份

的氣球擴張，以改善顱內灌流的情

形。

無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需有專科執照醫師使用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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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Z08001 FBZ003167001

飛梭囊袋椎體復位固定系統-單

囊VESSEL-X BONE FILLING

CONTAINER (UNIT KIT)#170-

01255

78,000

可使注入的骨水泥與椎體內的骨小

樑更穩固結合，支撐脊椎椎體。是

可控制具滲透性，可膨脹支撐的網

袋植入物。

無 目前尚未有健保給付類似品項
骨質疏鬆或創傷所造成的椎體

骨折

球囊放置的位置及膨脹的

大小
神經外科

M1Z08002 FBZ003167002

飛梭囊袋椎體復位固定系統-雙

囊VESSEL-X BONE FILLING

CONTAINER-STANDARD KIT#170-

02255

131,250

可使注入的骨水泥與椎體內的骨小

樑更穩固結合，支撐脊椎椎體。是

可控制具滲透性，可膨脹支撐的網

袋植入物。

無 目前尚未有健保給付類似品項
骨質疏鬆或創傷所造成的椎體

骨折

球囊放置的位置及膨脹的

大小
神經外科

M1Z08102 FNX011461001

安使別克高速氣鑽馬達統鑽頭

ANSPACH PNEUMATIC HIGH

PERFORMANCE INSTRUMENT SYS

5,250
開盧吉開脊椎手術硬組織安全有效

率切除
無

使用低速鑽及手搖鑽增加開刀

失敗風險

術中使用高速氣鑽馬達，可於

手術十輕易且安全將硬組織切

割

不可重複使用 神經外科

M1Z08118 FNX011402001

美敦力雷勁氣壓式高速切割系

統-單次使用拋棄式研磨工具

MEDTRONIC MIDAS REX LEGEND

PNEUMATIC HIGH SPEED SYSTEM

5,250
開盧吉開脊椎手術硬組織安全有效

率切除
無

使用低速鑽及手搖鑽增加開刀

失敗風險

術中使用高速氣鑽馬達，可於

手術時輕易且安全將硬組織切

割

不可重複使用 神經外科

M1Z08201 FBZ027114002

微堤椎間融合器(配合微創手術

使用 PEEK由4顆組合PLIF)VTI

INTERVE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INTERFUSE S#9076-10-

123,750

1. 特殊的模組化設計。2. 椎體涵

蓋範圍更大，增加穩定性。3. 可

搭配微創使用。4. 可以避免椎間

融合器位移。

無

1. 健保給付品項恢復期較長

，傷口較大，接觸面積少。2.

本產品恢復期短，提供更大之

骨支撐面積。

提供的椎體終板涵蓋範圍，放

置骨頭的空間皆比一般健保椎

間融合器大。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熟知產品及器械使用方法

，植入物尺寸需確實選

擇。

神經外科

M1Z08202 FBZ027114003

微堤椎間融合器單顆包裝

INTERVE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INTERFUSE S SINGLE

PACKAGE#9076-10-20-10

37,125

1. 特殊的模組化設計。2. 椎體涵

蓋範圍更大，增加穩定性。3. 可

搭配微創使用。4. 可以避免椎間

融合器位移。

無

1. 健保給付品項恢復期較長

，傷口較大，接觸面積少。3.

本產品恢復期短，提供更大之

骨支撐面積。

提供的椎體終板涵蓋範圍，放

置骨頭的空間皆比一般健保椎

間融合器大。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熟知產品及器械使用方法

，植入物尺寸需確實選

擇。

神經外科

M1Z08803 FBZ003326002

瑞寶億里貝斯腰椎椎間融合器-

每椎節置放1個cage REBORN

ESSENCE Z-BRACE LUMBAR

INTERVERTEBRAL CAGE

99,040

表面微孔處理有空間幫助骨細胞生

長動態結構體分散壓力使其穩定，

彈性高度可適應調整術後過度撐起

的韌帶。

無
材質不同，支撐力強穩定性高

，骨融合速度較快。
價位較高健保不核可

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

術後的康復訓練應嚴格遵

照。

神經外科

M1Z08804 FBZ024742001

司佰特羅密歐帕德脊突間系統

(微創融合系統)SPINEART

ROMEO2 PAD POSTERIOR AXIAL

DEVICE#PAD-IM WT 08-S;10-

S;12-S;14-S

153,450

1. 本產品主要用於脊椎固定，並

透過椎間設備達到腰椎融合。2.

微創手術傷口小，降低出血狀況與

感染機率。

手術時：凝血的問題，神

經系統的損傷導致暫時或

永久的缺陷，疼痛或功能

障礙，骨折。手術後：靜

脈血栓及肺栓。

手術步驟簡單，可縮短手術時

間與減少手術中血液的流失。

手術步驟簡單，可縮短手術時

間與減少手術中血液的流失。

每一位使用這些植入性的

外科醫師必須考慮每位患

者臨床醫療狀況，且完全

熟悉使用這類植入物的外

科步驟。

神經外科

M1Z08805 FBZ025518001

8MM:16MM美敦力克萊迪脊椎系

統-椎間融合器(適用於微創手

術)CLYDESDALE SPINAL SYSTEM-

CAGE#2968840:2969655

126,720

本產品為PEEK椎間融和器材，且含

有鉭標誌，可置入余兩個腰椎或腰

薦錐體之間。

本產品若未與骨質植體搭

配使用或未出現骨癒合的

情況，將無法成功。

前側手術傷口較不疼痛，植骨

面積比較多，融合效果較好，

出血較少。

美敦力克萊迪椎間融合器，搭

配先進的微創撐開系統及神經

監測系統輔助，讓整個手術更

加順利與安全。

本產品若未與骨質植體搭

配使用或未出現骨癒合的

情況，將無法成功。

神經外科

M1Z08812 FBZ027795001

美敦力蓋普斯鈦塗層脊椎系統-

融合器MEDTRONIC CAPSTONE PTC

SPINAL SYSTEM-TITANIUM

COATED PEEK CAGE#8-

14*22;26;32MM

117,932

本產品具有多種寬度與高度，由純

鈦(CP Ti)塗層的PEEK融合器所構

成，它可置入兩個腰椎或腰薦椎體

之間。

用於矯正變形時，若植入

物尺寸過小可能限制椎間

盤終版的囓合，進而導致

植入物移位或脫出。

本產品具有多種寬度與高度，

由純鈦塗層的PEEK融合器所構

成，和骨頭接觸更穩固更容易

結合。外觀呈現子彈型。

配合微創手術使用。

植入物在使用時會反覆承

受應力，也必須配合人體

的解剖構造而設計，因此

強度有一定的限制。

神經外科

M1Z08815 FBZ027114001

微堤椎間融合器(由3顆組合

TLIF)VTI INTERVETEBRAL BODY

FUSION DEVICE-INTERFUSE

T#9091-07-20-0-Q:9091-14-20-

188,099
具有特殊的模組化設計，可以方便

醫師植入及排列植體。

如因負荷(loading)增加

，本產品在延遲癒合或不

癒合情況下，可能造成產

品鬆脫或破裂。

此產品提供大面積之支撐性，

且植骨量大可提高骨融合率，

並可搭配微創手術使用，破壞

少。

具獨特模組化組合設計，可擴

大終板涵蓋範圍，提高植骨量

，增加脊椎穩定性。

禁忌症1. 存在有發燒、感

染、全身或局部發炎。2.

疾病導致的肥胖。3. 孕

婦。4. 濫用藥物或精神疾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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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院內碼 品項代碼 品項名稱 民眾自付金額 產品特性 產品副作用 與健保已給付品項療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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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Z08816 FBZ004070001

康鉑頸椎椎間盤融合器(鈦合金

+PEEK)COMBO CERVICAL DISC

CAGE#CERVICAL

66,000
用於頸椎椎間的填充塊，有支撐與

穩定脊椎之功效。

若術後無法配合醫護人員

的照護指示，將有產品失

效的疑慮。

1.穩定度優於健保給付品。2.

較無植入物沉陷的機率。

1.穩定度優於健保給付品。2.

較無植入物沉陷的機率。

 植入物需做嚴謹的評估給

病人用最適當的尺寸，以

免產品失效。

神經外科

M1Z08924 FBZ018422001

可復適脊突間植入物 PARADIGM

SPINE GMBH COFLEX

INTERSPINOUS IMPLANTS

106,800 動態穩定保持脊椎原有功能。
病患脊突若太小置入會有

異物感，不建議使用。
健保無類似品項 不須融合可維持椎體台彈性 減壓要徹底。 神經外科

M1Z08936 FBZ019987001

美敦力庫欣活動式椎間輔助穩定

植入物MEDTRONIC COUSIN DIAM

PROSTHESIS

103,200
矽膠製成棘突間活動輔助穩定裝

置。
無

目前無此類健保品項可提供治

療。

價格昂貴，故暫不予以健保給

付。
無 神經外科

M1Z08937 FBZ019681001

帝發頸椎椎間盤系統 DEPUY

DISCOVER ARTIFICIAL DISC

SYSTEM #185911005-185931009

292,400
DISCOVER有一組球窩式設計，由兩

塊終板組成。

1. 植入物彎曲或斷裂。

2. 植入物鬆脫。3. 金屬

敏感，或對異物產生過敏

1.恢復期較短。 2.維持脊椎

正常動力。
材質較好，可防止脊椎惡化。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8942 FBZ019467001

臥立適椎間支撐固定器系統

WALLIS NON FUSION IMPLANT

SYSTEM 8;10;12;14;16MM

#SN2002-0-08;10;12;14;16000

123,630

本產品搭配減壓手術， 植入後可

以提升手術減壓過後的穩定度，

脊椎融合的穩定，此為peek 材

質。

無 無

移除壓迫到神經的骨頭或椎間

盤後再棘突間安裝動態穩定

器。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無法使L5-S1節

位。

神經外科

M1Z08943 FBZ020327001

艾迪爾莫比頸椎人工椎間盤(上

終板+下終板+可動式襯墊)  LDR

MOBI-C CERVICAL DISK

PROSTHESIS #T2;T4;T6;T8

250,000

最新治療方法，術後可保留椎間盤

活動性，避免因施行傳統融合手術

造成手術節段無法活動。

您可能遭預到的風險與傳

統頸椎融合術基本相同，

這是因為兩種手術的主要

步驟完全相同。

術後可保留椎間盤活動性，降

低相鄰節段椎間盤因為補償機

制，負荷過大而引發繼發性退

化的機率。

術後可保留椎間盤活動性，降

低相鄰節段椎間盤因為補償機

制，負荷過大而引發繼發性退

化的機率。

1.應使用嚴格的無菌操作

技術防止污染的危險。 2.

本產品是為單次使用，不

可重覆滅菌。 3.包裝若被

破壞，請勿使用。

神經外科

M1Z08948 FBZ019810001

雅氏人工頸椎椎間盤植入物

AESCULAP ACTIV C

INTERVERTEBRAL DISK

PROSTHESIS 5:7MM

#SW274K:SW288K

272,000

1. 活動式人工椎間盤。2. 初後期

穩定性高。3. 工具完整安全性

高。

1.因變形彎曲，鬆脫，斷

裂造成植入失敗。2.不當

之固定。3.感染。 4.骨

融合狀況不佳。

1. 活動式椎間植入物。2. 初

後期穩定性高。3. 工具完整

安全性高。

可活動椎間盤植物，減少病人

不適感，避免鄰近節病變。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不可組合使用由不

同廠商所供應之模組式元

件。

神經外科

M1Z08952 FBZ010237001

雅氏頸椎植入物 AESCULAP

CESPACE CERVICAL IMPLANT

#FJ134T:137T；FJ144T:147T

51,000

頸椎前方椎間盤移除手術，保持原

來椎間盤之高度及提供融合之功用

，表層純鈦材質可提供人體骨頭生

長與其融合。

1. 神經性之合併症，由

於過度之牽扯或損傷神經

根及脊椎膜。2.移除支持

的骨質而失去椎體間之高

1. 材質較好骨融合性強。2.

初後期穩定性高。3. 工具完

整安全性高。

1.材質較好，磨擦系數強，減

少植入物Putout。2. 純鈦材質

可提升骨融合。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不可組合使用由不

同廠商所供應之模組式元

件。

神經外科

M1Z08955 FBZ021896002
捷邁第提歐植入物系統(四節)

ZIMMER DTO IMPLANT SYSTEM
199,119

1.融合較嚴重之脊椎節段，具傳統

脊椎融合術之固定效果，治療較嚴

重的脊椎疾病和椎間盤退化。2.鄰

近較輕微症。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請遵守手術後追蹤 神經外科

M1Z08964 FBZ021437001

司佰特頸椎椎間盤植入物

SPINEART CERVICAL DISC

PROSTHESIS #CDP-T1-13:16-

05:07-S

258,000

1.該特材鈦金屬內側經Diamolith

Coating 可有效減少磨損，延長特

材使用壽命。 2.恢復脊椎活動角

度前後16度。

無

該特材可恢復頸椎活動角度前

後16度、左 右16度。傳統骨

融合術，椎體融合，活動受限

制。

頸椎椎間盤病變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 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8968 FBZ023160001

酷新茵特史斑活動式椎間輔助穩

定植入物 COUSIN INTRA SPINE

#INTRACAL 08:16

127,650

1傷口小、失血少、復原快、組織

破壞少。2.動態椎間穩定。3.延緩

鄰境節退化。

無顯影效果 無健保同類產品 椎根管狹窄、初期椎間盤凸出
椎體滑脫的病患禁止使

用。
骨科

M1Z08972 FBZ003330001

瑞寶億里貝斯頸椎椎間融合器

REBORN ESSENCE Z-BRACE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CAGE

#848-

74,850 用於促進脊椎融合固定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本產品與健保產品所設計之結

構及造型不同，提供更佳的融

合效果。

無 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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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自費項目收費標準置於網頁供民眾查詢。
若收費金額有異動，以計價當時之價格為準。 資料更新：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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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自費特殊材料收費標準

M1Z08973 FBZ021788001

賽恩司頸椎椎間盤植入物

SCIENT’X DISCOCERV CERVICAL

DISC PROSTHESIS #11PDC1-

H1S:H4S；11PDC2-H1S;H4S

279,600
本產品是設計用來維持頸椎仍擁有

類似生理學的活動性。
無

提供頸椎椎節18度的活動空間

，具維持頸椎原有的活動性，

並且避免鄰近節段產生退化。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過度移除骨終板，小心避

免過度切除鉤骨，會使脊

椎骨板變脆弱。

神經外科

M1Z08983 FBZ020179001

SYNTHES OPAL椎間融合器配合微

創手術使用SPACER SYSTEM

#08.803.107:110;117;131:133;

135;207:210;217;231:233;235S

81,394

1.使用單側椎孔椎間融合術的植入

物系統。2.上下表面均凸出設計更

貼近人體。3.軸向孔洞可接受填充

移植骨或替代。

無 目前無類似健保給付產品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用。2.

手術後的康復訓練應嚴格遵

照。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手術後的康復訓練

應嚴格遵照。

神經外科

M1Z08984 FBZ018461001

ULRICH OBELISC椎體置換物

VERTEBRAL BODY

REPLACEMENT#CS2901;2920-

20:76;CS2921;2922;2923-

00:10;2924-15

196,000

Obelisc椎體置換裝置主要使用於

胸椎椎體及要椎椎體病變的重建手

術。

若術後無法配合醫護人員

的照護指示，將有產品失

效的疑慮。

健保無類似產品 無

急性感染，已知對植入物

金屬材質過敏。若病患生

理及心理狀況不好，在植

入手術中可能有惡化的情

形，必須謹慎評。

神經外科

M1Z08985 FBZ025050001

5.0MM;4.2MM;6.5MM美新史派節

克椎體支撐系統VEXIM

SPINEJACK SYSTEMS

#KE001;KE004;KE006

129,740

以微創手術進行傷口小、流血少、

有效的進行傾頹椎體的高度回昇與

終板重建。

發炎、血腫、出血、過

敏、血栓、脊椎粉碎、肋

骨粉碎、無法承受外露、

肺栓塞極、高血壓/血管

迷走性反應。

SpineJack:有效撐開塌陷骨板

，骨水泥不易外洩、傷口小、

流血少、恢復快、安全性最

高。

SpineJack Implant System是

一項以微創手術進行。

1.使用前務必受過完善專

業訓練並孰悉產品操作。

2.使用說明書必須符合或

適用於病人的診斷病例。

神經外科

M1Z08996 FBZ024624001

捷邁多孔鉭金屬亞帝斯椎間融合

系統(側開型)ZIMMER-TMT TM

ARDIS INTERBODY

SYS(TLIF)#06-701-02081:06161

145,375
可搭配微創系統，傷口小，復原

快。
裝置位移裝置鬆動

初期穩定度高，骨融合速度快

，降低感染率。

減少感染率，加快病患術後骨

融合。

該裝置專門訓練的有經驗

脊椎外科醫師執行。
神經外科

M1Z08997 FBZ022256001

10C.C.歐托維塔寇托斯骨填充複

合材料 ORTHOVITA CORTOSS

BONE AUGMENTATION MATERIAL

#2101-0000

78,580

1.骨內均勻分布，使骨頭受力較平

均，減少應力遮蔽現象。2.硬度與

正常人體骨頭相似，重建自然生物

力學傳導。

凝固時間與降溫時間短，

操作時間較快。

1.減少鄰近節段應力遮蔽現

象。2.重建自然力學傳導。3.

輸出複合物品質穩定，容易掌

控。

新型材料，新型操作方式，品

質穩定，接近自然人骨。

1.需由專業外科醫師使

用。2.須保存於乾燥及陰

涼處(2-8℃)。

神經外科

M1Z50301 WHZ020019002

生物合成手術黏膠及輸送組

CRYOLIFE  BIOGLUE SYRINGE

CARTRIDGE 5CC #BG3535

56,200
成人病患在手術修護大血管時，

用以輔助標準止血方法。

使用不慎可能造成血管栓

塞。
無類似健保給付品項

大血管手術止血用，價錢太高

健保局不核定。

本產品內含純度10%戊二醛

，使用時請小心。
心臟血管外科

M1Z51302 CBZ020516001

SPECTRANETICS動力準分子雷射

電燒導管TURBO ELITE EXCIMER

LASER ABLATION CATHETERS

120,780
動、靜脈血管阻塞以雷射血管整型

術加以手術治療。

穿孔，剝離，栓塞，痙攣

，血栓，死亡，目前為止

，以excimer雷射系統重

新打通血管。

目前健保並未有同品項產品比

較。

對於周邊動靜脈血管粥狀很長

阻塞病灶。以準分子雷射周邊

動靜脈血管血管整型術導管治

療 。可縮短手術時間。

1. 導管採無菌供應，以EO

滅菌。只供單次使用，不

可重覆。2. 儲存於低溫、

乾燥處。

心臟血管外科

M1Z51303 FHZ021786001

史特勞斯雷射分離鞘組

SPECTRANETICS LASER SHEATH

KIT #500-001(12Fr.);500-

012(14Fr.);500-013(16Fr.)

138,720

Spectranetics雷射分離鞘組配合

傳統導線取出工具，用於病患適合

經靜脈取出長期性植入之節律器/

植入式起搏器。

穿孔，剝離，栓塞，痙攣

，血栓，死亡，目前為止

尚無長期副作用相關資

料。

目前健保並未有同品項產品比

較。

相較傳統治療方式是直接開心

手術將節律器取出，新的治療

是以雷射分離鞘組和雷射導線

移除裝置。

1. 導管採無菌供應，以EO

滅菌。只供單次使用，不

可重覆。2. 儲存於低溫、

乾燥處。

心臟血管外科

M1Z51304 FHZ022128001

史特勞斯導線移除裝置

SPECTRANETICS LEAD LOCKING

DEVICE (LLD) #518-

018;021;019;022;020;023;039;

062;067

61,200

心率調節器導線移除之分離導線組

規格，依病患情形來選擇規格做手

術治療。

穿孔，剝離，栓塞，痙攣

，血栓，死亡，目前為止

尚無長期副作用相關資

料。

目前健保並未有同品項產品比

較。

相較傳統治療方式是直接開心

手術將節律器取出，新的治療

是以雷射分離鞘組和雷射導線

移除裝置。

1. 導管採無菌供應，以EO

滅菌。只供單次使用，不

可重覆。3. 儲存於低溫、

乾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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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菲斯歐二尖瓣膜修補環

EDWARDS CARPENTIER EDWARDS

PHYSIO ANNULOPLSTY RING

#5200

43,865

適用於修補二尖瓣膜脫垂。當病患

患有二尖瓣膜脫垂既瓣膜葉片太薄

或者瓣膜組織過多時會出現較高危

險性之收縮。

二尖瓣逆流(Mitral

regurgitation)未矯正或

復發，均為使用瓣膜修補

環可能引起的併發症。

1.雙馬鞍形結構更接近生理結

構。 2.針對纖維彈性組織缺

失(FED)和為巴羅氏病

(Barlow's)修補更為有效。

因價格較高，無法申請健保全

額給付。

為避免損壞覆蓋瓣膜修補

環的織物，植入過程中請

勿使用有刃口的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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