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品項名稱 規格 收費 備                註

醫材 尼諾斯人工替代骨5cc 一式 5,510     需經建保局事前審查

"史賽克"采登特髖臼杯系統:陶瓷股骨頭※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部分由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一式 32,815   第三代

"史賽克"采登特髖臼杯系統:陶瓷髖關節組

(陶瓷HEAD+陶瓷LINER)※自付差額品項
一式 75,600   第三代

"捷邁"百優人工髖關節系統:陶瓷HEAD+陶

瓷LINER※自付差額品項
一式 120,750 

"麥克波特"人工髖臼杯系統:陶瓷全人工髖關

節系統(搭配組合式股骨柄)(自付差額)
一式 120,750 

"捷邁"百優人工髖關節系統:重建型(陶瓷

HEAD+陶瓷LINER)※自付差額品項
一式 120,750 

肩關節軟組織固定錨釘 一式 4,289     健保局限肩關節韌帶

OIC PL Peek SPACER椎間融合器 (後開型) 一式 29,535   需經建保局事前審查

AVS TL  Peek SPACER(Cage)脊椎襯墊系統 一式 56,700   需經建保局事前審查

高分子腰椎融合器:側開型 一式 56,700   需經建保局事前審查

先鋒脊椎固定系統-凱得脊椎系列(二節)短節 一式 84,000    

先鋒脊椎固定系統-凱得脊椎系列(三節)長節 一式 110,250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股骨遠端外

側鎖定骨板(湯匙9孔型)
一式 60,375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肱骨近端外

側鎖定骨板(湯匙九點共構型)
一式 50,400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直式加壓鎖

定骨板(小型DCP鎖定)
一式 39,375   

"信迪思" 多方向鎖定肱骨髓內釘系統(組) 一式 78,750   

"好美得卡奧斯得寧" 三項能整體脛骨內墊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一式 57,960   

"鈦迪恩" 小骨段鎖定骨板骨釘系列- 鎖骨骨

板
一式 39,375   

"鈦迪恩" 小骨段鎖定骨板骨釘系列- 鎖骨鉤

骨板
一式 39,375   

109.01.01修訂 單位：元

實際品項與價格如有異動，以本院最後異動品項及價格為主



霧峰澄清醫院自費品項收費表

類別 品項名稱 規格 收費 備                註

醫材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鎖骨勾遠端

鎖定骨板(肩峰鉤扣型)
一式 39,375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腓骨遠端外

側鎖定骨板
一式 60,375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纜線 (鈦合

金)
一式 7,875     

愛派司金屬鎖定骨板骨釘系統組: 埋頭式復

位螺釘系統
一式 23,625   

"西美" 人工膝關節-超高分子高度交叉連結

聚乙烯墊片
一式 50,400   

"信迪思" 4.5/5.0mm 鎖定加壓骨板 一式 45,950   

"拉氏"人工韌帶(膝關節) 一式 63,000   

"拉氏"人工韌帶(肩-鎖關節) 一式 72,450   

"好美得卡─奧斯得寧" 人工髖臼杯(純鈦) 一式 73,500   

西美骨板系統–互鎖骨板(近端脛骨) 一式 60,480   

西美骨板系統–互鎖骨板(遠端股骨) 一式 60,480   

"信迪思" 股骨髓內釘:身體長骨或是成骨不全

症
一式 8,400     18歲以上自費

"西美" 恩希比骨板系統─互鎖骨板" 一式 60,375   

"信迪思" 長股骨髓內釘系統/上端長股骨髓

內釘組
一式 62,790   

"信迪思" 脛骨髓內釘:鎖定釘 一式 62,790   

“好美得卡” 特黴素抗生素骨水泥 一式 21,000   

"艾克曼" 加壓螺釘系統 一式 23,625   

"艾克曼" 加壓螺釘系統(4.5mm以上) 一式 23,625   

"史賽克 雷賓格爾" 手部骨板系統 一式 43,315   

"史賽克" 瑞利斯縫線固定錨釘 一式 26,250   

“克萊美”纜線夾縮和骨板系統-纜線夾縮 一式 78,488   

109.01.01修訂 單位：元



霧峰澄清醫院自費品項收費表

類別 品項名稱 規格 收費 備                註

醫材
"信迪思"  鎖定加壓鎖骨鉤骨板植入物

/3.5mm鎖骨鉤桿骨板
一式 41,475   

"艾克曼" 梅約貼附性肘骨板系統 一式 60,375   

“艾克曼”貼附骨板系統-骨板 一式 47,250   

艾克曼中段橈骨尺骨骨板系統(韶田) 一式 45,940   

艾克曼冠狀突骨板系統Acumed Hand

plating System
一式 50,400   

Humeral Locking Plate(艾克曼解剖型貼附

性骨板系統)
一式 50,400   

艾克曼橈骨頭骨板系統Acumed Hand

plating System
一式 50,400   

艾克曼尺骨縮短型骨板系統 一式 60,375   

艾克曼解剖型橈骨頭系統"Acumed"

Anatomic Radial Head System
一式 105,000 

“艾克曼”小骨骨髓內固定桿系統 一式 50,400   

“艾思瑞斯”泰若普肌腱固定懸吊紐 一式 39,375   

“史賽克”伽瑪三股骨固定系統-長釘組 一式 72,450   自付差額53,414

歐特美骨質填充物/ 3cc， Inject Formula 一式 39,375   

歐特美骨質填充物/ 5cc， Inject Formula 一式 56,700   

“賀利氏”骨水泥含抗生素 一式 19,690   

Ankle Locking Plate(艾克曼貼附性下肢骨

板系統)
一式 50,400   

"艾克曼" 貼附性下肢骨板系統-互鎖式骨板 一式 50,400   

“賀利氏”歐斯特保脊椎專用骨水泥 一式 26,250   

“史賽克 雷賓格爾”遠端橈骨固定系統-骨

板
一式 50,400   

" 佛柔美德" 抗粘黏凝膠 一式 40,690   

109.01.01修訂 單位：元



霧峰澄清醫院自費品項收費表

類別 品項名稱 規格 收費 備                註

醫材 捷邁骨板系統-互鎖骨板(肘部) 一式 60,480   

捷邁骨板系統─互鎖骨板 (腓骨) 一式 60,480   

Radius Locking Plate(艾克曼解剖型貼附性

骨板系統)
一式 50,400   

"恩莫伯" 費克斯髓內釘組-肱骨髓內釘" 一式 63,000   

"恩莫伯" 費克斯髓內釘組-股骨髓內釘" 一式 63,000   

"艾克曼" 鎖骨骨板系統 一式 60,375   

“靈威特” 帕普洛縫合錨釘 一式 23,625   

"信迪思" 骨盤用骨板系統 一式 50,400   

"捷邁" 恩希比多軸性螺釘固定股骨骨板組─

互鎖骨板"
一式 8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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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式 72,450   

"信迪思" 2.4 多角度鎖定加壓遠端橈骨骨板 一式 56,700   

"信迪思" 3.5mm 鎖定加壓鎖骨骨板系統 一式 50,400   

Viscoseal(維骨適關節腔滑液) 一式 26,250   

"艾思瑞斯" 思維拉克縫合錨釘 一式 33,600   

“好美得卡 奧斯得寧“人工髖臼組件系統-

Tritanium 髖臼杯
一式 73,500   

"信迪思" 鎖定加壓遠端腓骨骨板 一式 60,480   

“好美得卡 奧斯得寧“ 雙動式人體結構型/

組配型髖關節重建組件:金屬內墊
一式 72,450   

“美新”史派節克椎體支撐系統-單側 一式 117,600 

“泰克美”克西鈞脊固骨水泥 一式 26,250   

“捷邁”人工髖關節臼杯-鉭金屬髖臼外杯 一式 72,450   

109.01.01修訂 單位：元



霧峰澄清醫院自費品項收費表

類別 品項名稱 規格 收費 備                註

醫材 "泰瑞斯" 萬古慶大黴素骨水泥 一式 24,150   

骨板固定系統骨板M4 Rigid Fixation

System
一式 2,070     健保局限顏面骨折

骨板固定系統骨板M4 Rigid Fixation

System
一式 1,701     健保局限顏面骨折

骨板固定系統骨釘M4 Rigid Fixation

System
一式 447        健保局限顏面骨折

"阿碩科爾" 關節專用氣化棒（膝） 一式 20,000   

"阿碩科爾" 關節專用氣化棒（膝） 一式 3,500     重消使用

"阿碩科爾" 關節專用氣化棒（肩） 一式 6,000     重消使用

110.07.27修訂 單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