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核價說明

健保給付

生效日期

1 FBSF210002TT "中央"脊椎固定

系統:固定桿(長

節)(免事前審查)

"CMT" SPINAL

FIXATION

SYSTEM:TITANIUM

SPINAL ROD

132-5110:5450 EA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1101號

中央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 FBSF610001TT "中央"脊椎固定

系統:骨板(免術

前審查)

"CMT" SPINAL

FIXATION

SYSTEM:TITANIUM

CERVICAL PLATE

1465-26:90 EA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1101號

中央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 FBSF610002TT "中央"脊椎固定

系統:固定螺釘

(免術前審查)

"CMT" SPINAL

FIXATION

SYSTEM:TITANIUM

CERVICAL SCREW

1422-12:26;1423-12:26 EA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1101號

中央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4 CKD05DSHFNGT "固特克"雙尾型

輸尿管引流組

"GOODTEC" DOUBLE

PIGTAIL URETERAL

STENT SET

DU-TW6F:DU-TW7F-24S:28S-HF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584號

世新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5 CKD05DUSPNGT "固特克"雙尾型

輸尿管引流組

"GOODTEC" DOUBLE

PIGTAIL URETERAL

STENT SET

DU-TW5F:DU-TW8.5F-12SP:28SP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584號

世新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6 CKD05DUTWNGT "固特克"雙尾型

輸尿管引流組

"GOODTEC" DOUBLE

PIGTAIL URETERAL

STENT SET

DU-TW5F:TW8.5F-12:28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584號

世新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7 HHM01CELE1CK "曲克"色列克特

腔靜脈濾器組

"COOK" CELECT VENA

CAVA FILTER SET

IGTCFS-65-2-FEM;JUG;UNI-CELECT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566號

曲克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8 HHM01TULP1CK "曲克"剛特圖利

浦腔靜脈濾器

"COOK" GUNTHER TULIP

VENA CAVA FILTER

IGTCFS-65-2-FEM;JUG;UNI-TULIP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328號

曲克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一、醫療器材許可證註銷及刪除品項共40項（項次1~項次40，詳頁次2-1~2-5）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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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MV02GNDRAVS "法斯樂舒順"恩

德拉血管內導管

"VASCULAR

SOLUTIONS"GANDRAS

INTRAVASCULAR

CATHETER

5580;5581;5582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770號

泰利福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0 FHFCD32354ST "聖猷達"優你法

植入式心律去顫

器

"SJM" Unify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CD3235-40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007號

雅培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1 CBA0162080ED "愛德華"弗佳帝

堵塞用導管

"EDWARDS" FOGARTY

OCCLUSION CATHETER

62080814F;62080822F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572號

愛德華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2 CMV0232080ED "愛德華"弗佳帝

動脈栓子切除術

用導管

"EDWARDS" FOGARTY

VENOUS THROMBECTOMY

CATHETER

32080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604號

愛德華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3 NBS02M9673HQ 優泌速樂筆(半單

位)胰島素注射筆

HUMAPEN LUXURA HD

INSULIN DELIVERY

DEVICE

HUMAPEN LUXURA HD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800號

禮來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4 HHM01VX6H5QL "克力美"醫脈司

抽吸導管

"QualiMed"EMAX

Aspiration Catheter

VX5HI5;VX6HI5;VX7HI3 組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8517號

先鋒泰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5 TSS01HL5221J "帝寶"血糖試紙 TIPOCARE BLOOD

GLUCOSE TEST STRIP

HL522;HL525 片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4141號

合世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6 FUK05RHF6SGA "衛寶"血液過濾

器

"GAMBRO"HEMOFILTER 6S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802號

百特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7 TSS01011014W 舒易測血糖監測

系統-血糖試紙

(25片、50片/盒)

GlucoExpert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Test Strips

WI-1101 片 衛部醫器製字

第004730號

位璽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報 2-2



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核價說明

健保給付

生效日期

一、醫療器材許可證註銷及刪除品項共40項（項次1~項次40，詳頁次2-1~2-5）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18 CBP01HPERBYC "樂普"琥珀經皮

穿刺冠狀動脈球

囊導管

"LEPU"HOPER PTCA

BALLOON DILATATION

CATHETER

LPRX-200;250;270;300;350;400;-

09;12;16;20;24;30

個 衛部醫器陸輸

字第000587號

尚璟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19 TSS01VBM1A2V 美高安易型血糖

監測系統-血糖試

片(10片,25片,50

片/盒)

Veri-Q balance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BLOOD GLUCOSE

TEST STRIPS

MGS-01A 片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074號

幸生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0 CBC021L1ACM4 "美敦力"康博立

血管自膨式支架

系統(腸骨動脈血

管支架)

"MEDTRONIC"COMPLETE

SE VASCULAR STENT

SYSTEM

SC8-20:150-FG;SC9:SC10-20:80-

FG;SC8-20:150-LG;SC9:SC10-

20:80-LG

組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5831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1 CBC04SFALLM4 美敦力"康博立血

管自膨式支架系

統(淺股動脈血管

支架)L150MM

"MEDTRONIC"COMPLETE

SE VASCULAR STENT

SYSTEM

SC5:SC7-150-FG;SC5:SC7-150-LG 組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5831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2 CBC04SFASLM4 美敦力"康博立血

管自膨式支架系

統(淺股動脈血管

支架)L20:120MM

"MEDTRONIC"COMPLETE

SE VASCULAR STENT

SYSTEM

SC5-60:120-FG;SC6:SC7-20:120-

FG;SC5-60:120-LG;SC6:SC7-

20:120-LG(SC4:SC5-20:40-FG;LG

自1040501生效)

組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5831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3 FHPL105594M4 "美敦力"開普夏

整律導線

"MEDTRONIC" CAPSURE

SP NOVUS LEAD

5594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9987號

美敦力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4 FHPCDD284DM4 "美敦力"麥思蒙

植入式心臟去顫

器:雙腔

"MEDTRONIC"MAXIMO II

DR/VR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DR

D284DRG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801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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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HPCDD284VM4 "美敦力"麥思蒙

植入式心臟去顫

器:單腔

"MEDTRONIC"MAXIMO II

DR/VR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VR

D284VRC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801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6 FHFCDD284TM4 "美敦力"麥思蒙

植入式心臟去顫

器

"MEDTRONIC" MAXIMO

II CRT-D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D284TRK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809號

美敦力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7 CBC06H1PP0F2 "英泰克"海馬腎

動脈支架系統

"INVATEC"HIPPOCAMPUS

RENAL STENT SYSTEM

IHP-(040;055-100;150;200);

(050;060-100;150;200;240);

(065;070-150;200);

070240-080;145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058號

美敦力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8 FHPCD1870VGU "佳騰"維達自動

植入型心律去顫

器

"GUIDANT" VITALITY

AICD

1870 VR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633號

波士頓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29 FHPCD1871DGU "佳騰"維達自動

植入型心律去顫

器

"GUIDANT" VITALITY

AICD

1871DR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633號

波士頓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0 CLS0811664HR "赫士睿"Y型輸血

用幫浦套

"HOSPIRA" Y-TYPE

BLOOD PLUMSET

11664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577號

艾希優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1 CRT02PW04T3P "全安"氣切套管

(單管有氣囊)

"Purecath" Pureway

Tracheostomy Tubes

PW04-T-

60;65;70;75;80;85;90;95;100

個 衛部醫器陸輸

字第000579號

堯年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2 CRT05PW04S3P "全安"氣切套管

(含抽痰管有氣

囊)

"Purecath" Pureway

Tracheostomy Tubes

PW04-S-

60;65;70;75;80;85;90;95;100

個 衛部醫器陸輸

字第000579號

堯年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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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FAV03SL1258A "阿拉美迪"眼用

純矽油

"Alamedics" pure

silicone oil

Ala Sil 1000 syringe;Ala Sil

2000 syringe;Ala Sil 5000

syringe

組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7464號

鈦沅 許可證註銷，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4 HEF032011NF5 "邁捷"血液淨化

迴路導管

MJ BLOOD LINE SET

FOR BLOOD

PURIFICATION

2011NL SET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2689號

邁捷 許可證逾期，故取消給付。 108/07/01

35 CXE01F1001CV "百歐森偉伯司

特" 電極導管:固

定式十極

"BIOSENSE WEBSTER"

ELECTROPHYSIOLOGY

CATHETERS

F7L-DG-5，8，252-RT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774號

壯生 產品型號已併至另一特材代

碼CXE01F1000CV，故刪除原

特材代碼。

108/09/01

36 CXE02D0400CV "百歐森偉伯司

特" 電極導管:可

控式四極

"BIOSENSE WEBSTER"

ELECTROPHYSIOLOGY

CATHETERS

252-RT;D5T-270L-B02-RT;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774號

壯生 產品型號已併至另一特材代

碼CXE02D0401CV，故刪除原

特材代碼。

108/09/01

37 CXE02D6DR2CV "百歐森偉伯司

特" 電極導管:可

控式四極

"BIOSENSE WEBSTER"

ELECTROPHYSIOLOGY

CATHETERS

D6-DR-252-PS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774號

壯生 產品型號已併至另一特材代

碼CXE02D0401CV，故刪除原

特材代碼。

108/09/01

38 FBHS1L1020DP "帝富"可瑞髖關

節系統:再置換式

股骨柄

"DEPUY"CORAIL HIP

SYSTEM:REVISION STEM

※給付規定請見備註欄

L98010:16;18;20;L98110:16;18;2

0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4193號

壯生 本特材代碼所含產品型號

(L98010:16;18;20;L98110:1

6;18;20)均已註銷，故取消

原特材代碼。

108/09/01

39 FHPL105594M4 "美敦力" 開普夏

整律導線

"MEDTRONIC" CAPSURE

SP NOVUS LEAD

5594 EA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9987號

美敦力 許可證已於108/3/14註銷，

已有同類替代品，故同意取

消給付。

108/07/01

40 FHX04CBCCSM4 "美敦力" 血液套

裝組

"MEDTRONIC" BLOOD

TUBING PACK

CB2505、2506 SET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421號

美敦力 本特材代碼所含產品型號

(CB2505;2506)規格已註銷，

故取消原特材代碼。

1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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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原核價類別

原支付

點數

初核變更之核

價類別

變更後支付

點數
變更核價類別說明

給付

規定

健保給付

生效日期

41 CRT0254025VK “旭邦＂柔得多

幼兒型氣切管-無

氣囊

“Vitaltec＂ Rota-

Trach Pediatric

Tracheostomy Tube-

Uncuff

5400250;5400300;5400

350;5400400;5400450;

5400500;5400550

個 衛部醫器製字

第004535號

旭邦 氣切套管(單

管,無氣囊)

325 小兒氣切套管 893 1.依108年6月13日特殊材料專家

諮詢會議結論(詳附件1)，與會

專家表示，本案品項依仿單確可

用於小兒，其功能同健保收載之

「小兒氣切套管」功能類別。爰

本案由原「氣切套管(單管,無氣

囊)」變更功能類別為「小兒氣

切套管」，並比照該類別之支付

點數調整為893點。

2.依醫療器材許可證變更功能類

別,自氣切套管(單管,無氣囊)變

更為小兒氣切套管，並依同功能

類別(如CRT02U0045S5)調整支付

點數。

無 109/01/01

42 FHP02ETCDRBK "百多力"艾緹可

磁振造影植入式

心律調節器-(雙

腔+MRI自付差額)

"BIOTRONIK" Enticos

4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with a conditional

intended use in a

MRI

environment(DDDR+MRI

)

 

 


Enticos 4 DR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30000號

百多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自付差額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核磁共振相

容)

93,833(支

付上限)

1.依醫療器材許可證月所核定中

英文品名由「"百多力"艾緹可植

入式心律調節器」變更為 「"百

多力"艾緹可磁振造影植入式心

律調節器」， 變更功能類別。

(詳附件2)

2.核價類別由(部分給付之雙腔

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變更為

「自付差額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

節器(DDDR+核磁共振相容)」，

支付點數上限不變。

B101-1 108/10/01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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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原核價類別

原支付

點數

初核變更之核

價類別

變更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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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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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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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FBSF4TS 4,465 FBSF4TP 11,812 1.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特材部

分第33次(107年7月)會議決議略

以，因仿單禁忌症載明骨疏症，

與專供骨鬆症病患使用之「脊椎

內固定釘」相抵觸，爰同意改以

「TITANIUM SPINAL SCREW」支

付5,380點，另特材若具適用於

骨鬆症之臨床實證，應先向TFDA

變更仿單內容，再行變更功能類

別。2.依醫療器材許可證變更功

能類別,自(TITANIUM SPINAL

SCREW)變更為(鈦合金脊椎內固

定釘(適用於經診斷為骨質疏鬆

症之患者))，並依同功能類別

(如FBSF44016TV2)調整支付點數

及訂定給付規定(D112-5)。(詳

附件3)

43 FBSF44012TWG "威創"脊椎固定

系統:脊椎骨釘中

空U型多軸向

"WILTROM" SPINAL

FIXATON

SYSTEM:CANNULATE

PEDICLE SCREW POLY-

AXIAL U TYPE

40124525:40;40125030

:45;40125530:50;4012

6030:55;40126530:70;

40127030:70;40127530

:70;40128035:70;

【(401265-

80;90;10);(401270-

80;90;10);(401275-

80;90;10)自1080901生

效】;【(401645-

25;30;35;40);(401650

-

30;35;40;45);(401655

-

30;35;40;45;50);(401

660-

30;35;40;45;60;55);(

401665-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40

1670-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40

1675-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40

1845-

25;30;35;40);(401850

-

30;35;40;45);(401855

-

30;35;40;45;50);(401

860-

30;35;40;45;50;55);(

401865-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40

1870-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40

1875-

30;35;40;45;50;55;60

;65;70;80;90;10)自

1080901生效】

SET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3123號

台灣微

創

108/09/01D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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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44 CLPA196001M0 "美德康"普羅福

斯植入式輸液座

與導管組

"MEDCOMP"PRO-FUSE

AND ACCESSORIES

MRCTT-96001;80001-

C;MRCTT-96801;80801-

C;MRCTT-80041;66041-

C;MRCTT-80841;66841-

C

組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549號

景年 SINGLE LUMEN

TITANIUM 、

PLASTIC 、

COATING

PORT(PORT+CA

TH+N+I)/Vein

s

7,201 HIGH

PRESSRUE

SINGLE

LUMEN

TITANIUM、

PLASTIC

PORT(PORT+CA

TH+N+I)/Vein

s

8,335 A216-1 109/01/01

45 CLPA166041M0 "美德康"薄型植

入式輸液座與導

管組:單腔

"MEDCOMP"LOW PROFILE

SHAPED CT PORTS AND

ACCESSORIES

MRCTI-66041;66841-

C;MRCTI-80041;80841-

C

組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579號

景年 SINGLE LUMEN

TITANIUM 、

PLASTIC 、

COATING

PORT(PORT+CA

TH+N+I)/Vein

s

7,201 HIGH

PRESSRUE

SINGLE

LUMEN

TITANIUM、

PLASTIC

PORT(PORT+CA

TH+N+I)/Vein

s

8,335 A216-1 109/01/01

46 CLPA166801M0 "美德康"中型植

入式輸液座與導

管組

"MEDCOMP"MID-SIZE

SHAPED CT PORTS AND

ACCESSORIES

MRCTI-

96001;80001;66001;96

801;80801;66801-C

組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640號

景年 SINGLE LUMEN

TITANIUM 、

PLASTIC 、

COATING

PORT(PORT+CA

TH+N+I)/Vein

s

7,201 HIGH

PRESSRUE

SINGLE

LUMEN

TITANIUM、

PLASTIC

PORT(PORT+CA

TH+N+I)/Vein

s

8,335 A216-1 109/01/01

47 CLPA13007NYP "普羅斯"全套式

植入式血管輸注

器

"PEROUSE"POLYSITE

IMPLANTABLE PORT

3007;3107;3008;3108;

4008;4108-ISP;(型

號:2005;2105;2007;21

07;-ISP自1010101生

效)

組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151號

安美得

生醫

SINGLE LUMEN

TITANIUM 、

PLASTIC 、

COATING

PORT(PORT+CA

TH+N+I)/Vein

s

7,201 HIGH

PRESSRUE

SINGLE

LUMEN

TITANIUM、

PLASTIC

PORT(PORT+CA

TH+N+I)/Vein

s

8,335 A216-1 109/01/01

48 FHP01EFTDRBK "百多力"艾飛塔

植入式心律調節

器(包含配件):雙

腔

"BIOTRONIK"EFFECTA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 INCL.

ACCESSORIES:EFFECTA

DDDR

371199;371201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4267號

百多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依108年6月份特殊材料專家諮詢

結論(詳附件4)：

1.一般植入式輸液座與導管組可

承受壓力為25至40psi，有關仿

單所登載最大壓力可達300～

325psi，適用於高速注射顯影劑

或動力注射機器，與健保給付之

「高壓植入注射座與導管組」品

項之壓力上限值「勿超過

300psi」相同。

2.依醫療器材許可證仿單內容，

壓力可達300psi之「“美德康＂

普羅福斯植入式輸液座與導管

組」等4項，建議可由原「植入

式輸液座與導管組」變更功能類

別為「高壓植入式輸液座與導管

組」，同時比照該類別之支付點

數為8,33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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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49 FHP0229675SB "波士頓科技"艾

科雷心臟節律器-

雙腔

"Boston

Scientific"ACCOLADE

Pacemaker(DDDR)

L301;L321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9675號

波士頓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0 FHP02ACCDRST "聖猷達"艾森艾

斯特心臟節律器:

雙腔

"SJM"ACCENT ST PULSE

GENERATOR-DDDR

ACCENT ST(PM2222)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671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1 FHP02ACDRMST "聖猷達"愛森心

臟節律器(雙腔)

"SJM" Accent Pulse

Generator(DDDR)

ACCENT DR PM2112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143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2 FHP02ACSDRST "聖猷達"艾森艾

斯特心臟節律器:

雙腔

"SJM"ACCENT ST PULSE

GENERATOR-DDDR

ACCENT ST(PM2122)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671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3 FHP02ACTDRST "聖猷達"艾森心

臟節律器:雙腔型

"SJM"ACCENT

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ACCENT DR PM2110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774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4 FHP02ADDRSM4 "美敦力"黛拉心

臟節律器(雙腔)

"MEDTRONIC"ADAPTA

PACEMAKER(DDDR)

ADDR01;ADDR03;ADDRS1

;ADDRL1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3295號

美敦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5 FHP02ARFDRST "聖猷達"艾森心

臟節律器:雙腔型

"SJM"ACCENT

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ACCENT DR RF PM2210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774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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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56 FHP02ASSRMST "聖猷達"安速拉

第心臟節律器(雙

腔)

"SJM" Assurity Pulse

Generator(DDDR)

ASSURITY

PM2240;ASSURITY+PM22

60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582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7 FHP02ASSRUST "聖猷達"安速拉

第心臟節律器(雙

腔)

"SJM"Assurity Pulse

Generator(DDDR)

Assurity

PM2240;Assurity+PM22

60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7439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8 FHP02DDR20SB "波士頓科技"歐

超心臟整律器-雙

腔

"BOSTON

SCIENTIFIC"ALTRUA 20

PACEMAKER(DDDR)

S202;S203;S205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038號

波士頓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59 FHP02DDR3SST "聖猷達"植入式

心臟節律器:雙腔

型

"SJM"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ADXDR5380;ADXXLDR538

6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663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0 FHP02DDR3UST "聖猷達"植入式

心臟節律器:雙腔

型

"SJM"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IDENTITYADXDR5380;ID

ENTITYADXXLDR5386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922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1 FHP02DDR40SB "波士頓科技"歐

超心臟整律器-雙

腔

"BOSTON

SCIENTIFIC"ALTRUA 40

PACEMAKER(DDDR)

S402;S403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043號

波士頓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2 FHP02DDR50SB "波士頓科技"歐

超心臟整律器-雙

腔

"BOSTON

SCIENTIFIC"ALTRUA 50

PACEMAKER(DDDR)

S502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044號

波士頓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報-2-10



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原核價類別

原支付

點數

初核變更之核

價類別

變更後支付

點數
變更核價類別說明

給付

規定

健保給付

生效日期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63 FHP02DDR5SST "聖猷達"植入式

心臟節律器:雙腔

型

"SJM"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VERITYADXXLDR5356;VE

RITYADXXLDR5357M/S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689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4 FHP02DDR60SB "波士頓科技"歐

超心臟整律器-雙

腔

"BOSTON

SCIENTIFIC"ALTRUA 60

PACEMAKER(DDDR)

S602;S603;(S606自

102/1/1生效)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039號

波士頓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5 FHP02DDR8UST "聖猷達"維奇植

入式心臟節律器:

雙腔型

"SJM"VICTORY

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VICTORYXLDR5816;VICT

ORYDR5810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7329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6 FHP02DDRADM4 "美敦力"黛拉心

臟節律系統-雙腔

"MEDTRONIC"ADAPA

PACING SYSTEM(DDDR)

ADDR01;ADDR03;ADDR06

;ADDRS1;ADDRL1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8079號

美敦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7 FHP02DDRSEM4 "美敦力"賽亞心

臟節律系統(雙

腔)

"MEDTRONIC"SENSIA

PACING SYSTEM-DDDR

SEDR01;SEDRL1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8020號

美敦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8 FHP02ENDRMST "聖猷達"恩德拉

第心臟節律器(雙

腔)

"SJM" Endurity Pulse

Generator(DDDR)

Endurity PM2160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580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69 FHP02ENDRUST "聖猷達"恩德拉

第心臟節律器(雙

腔)

"SJM"Endurity Pulse

Generator-DDDR

Endurity PM2160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7440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報-2-11



項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位 許可證字號
廠商

簡稱
原核價類別

原支付

點數

初核變更之核

價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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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二、核價類別變更及價格調整品項共34項（項次41~項次74，詳頁次2-6~2-12）

70 FHP02EVADRBK "百多力"艾維亞

植入式心律調節

器-雙腔

"BIOTRONIK"EVIA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S(DDDR)

359524;359528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679號

百多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71 FHP02EVADTBK "百多力"艾維亞

植入式心律調節

器(雙腔)

"BIOTRONIK" EVIA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DDDR)

359529;359530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679號

百多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72 FHP02PM236ST "聖猷達"薩斯坦

植入式心臟節律

器-雙腔型

"SJM"SUSTAIN XL

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XL DR PM2136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3319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73 FHP02SDR1SM4 "美敦力"賽亞心

臟節律器-雙腔

"MEDTRONIC"SENSIA

PACEMAKER(DDDR)

SEDR01;SEDRL1 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3214號

美敦力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74 FHP02SX236ST "聖猷達"撒司坦

植入式心臟節律

器(雙腔)

"SJM" Sustain

Implantable Cardiac

Pulse

Generator(DDDR)

PM2136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6668號

雅培 部分給付之雙

腔型人工心律

調節器(DDDR)

93,833(

支付上

限)

雙腔型人工心

律調節器

(DDDR)

93,833 依廠商建議(由自付差額類別(部

分給付之雙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

(DDDR))變更為全額給付類別(雙

腔型人工心律調節器(DDDR))辦

理核價類別異動。(詳報告案4)

B101-1 108/10/01

報-2-12



項

次
特材代碼 特材中文品名 特材英文品名 產品型號/規格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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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75 FHPCDCA7DRBK "百多力"安心可

磁振造影植入式

心臟去顫器

(Intica7)具

3.0T(雙腔)

"BIOTRONIK"Intica

Implantable

Defibrillator with a

conditional intended

use in a MRI

environment

Intica 7 DF-

1;DF4/IS-1 DR-T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30619號

百多力 507,886 472,333 依價量協議約定，同功能類

別(不分廠牌)併入計算。因

107年全年使用量已達119個

，合計銷售量已達第2階段

(96個)推估數量，按原支付

點數93%計算，調整支付點數

為472,333點。

B103-1 108/10/01

76 FHPCDDRDDMM4 "美敦力"艾維拉

磁振造影植入式

心臟整流去顫器-

雙腔(具3.0T)

"Medtronic"Evera MRI

XT/S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DDMB2D4;DDMC3D4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8253號

美敦力 507,886 472,333 依價量協議約定，同功能類

別(不分廠牌)併入計算。因

107年全年使用量已達119個

，合計銷售量已達第2階段

(96個)推估數量，按原支付

點數93%計算，調整支付點數

為472,333點。

B103-1 108/10/01

77 FHPCDTRVDRBK “百多力＂伊翠

米亞核磁共振植

入式心臟去顫器

(包括附件)-具

3.0T(雙腔)

"BIOTRONIK"Itrevia 5

Implantable

Defibrillators with

a conditional

intended use in a

MRI environment

incl. Accessories-

3.0T(DR-T)

IS-1/DF-1 Connector

Itrevia 5 DR-T

392416;IS-1/DF-4

Connector Itrevia 5

DR-T 392421

個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8117號

百多力 507,886 472,333 依價量協議約定，同功能類

別(不分廠牌)併入計算。因

107年全年使用量已達119個

，合計銷售量已達第2階段

(96個)推估數量，按原支付

點數93%計算，調整支付點數

為472,333點。

B103-1 108/10/01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料支付標準異動情形明細表               附件2

三、已達價量協議數量調整支付點數共3項（項次75~項次77，詳頁次2-13）

報-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