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規範來源

分類
醫令代碼 醫令名稱 支付規範

1 西醫 05151B
加護病房營養照護費－

初次照護費

執行人員資格：經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證之

營養師。

2 西醫 05152B
加護病房營養照護費－

追蹤照護費

執行人員資格：經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認證之

營養師。

3 西醫 08134B 連續血糖監測

限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療機構申報，執行檢查人員和判讀

醫師、營養師、衛教師必須參加過有關連續血糖監測之訓

練課程。

4 西醫 26078A 鐳223治療處置費

1.特殊人員限制：依據原子能委員會法規規定，須為合格輻

射操作醫事人員，檢具合格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

2.特殊設備要求使用：經原子能委員會評估可操作「鐳-

223」之場所，須檢具放射性物質許可證。

5 西醫 33143B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機械

取栓術

限接受並通過下列任一學會之相關腦神經血管內介入治療

專長訓練與認證之醫師施行。

A.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授權之中華民國神經放射線醫學會

B.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授權之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

醫學會

C.台灣神經學會授權之台灣腦中風學會

6 西醫 39025B
經皮甲狀腺腫瘤酒精注

射

執行人員資格：限有一百例超音波或穿刺技術經驗之醫

師。

7 西醫 47103A
經導管無導線心律調節

器置放或置換術

執行人員資格：

1.心臟內科、小兒心臟專科醫師。

2.須接受且完成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或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辦

理之「經導管心律調節器置放術」訓練課程(含網路課程及

親授課程)，且須有至少五例由指導醫師陪同完成「經導管

心律調節器置放術」訓練，並由學會提供合格醫師名單。

8 西醫 50023B
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

術 第一次

操作醫師應具泌尿科專科醫師資格，並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

A. 實際操作體外震波碎石機五十例以上之經驗，經服務醫

院審查通過，發給證明文件。

B. 依操作機型，應有下列相關訓練：

a. 操作ｘ光線定位機型，應有輻射安全證書或輻射防護訓

練證明。

b. 操作超音波定位機型，應有泌尿系統超音波訓練證明。

9 西醫 50024B
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

術 第二次

操作醫師應具泌尿科專科醫師資格，並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

A. 實際操作體外震波碎石機五十例以上之經驗，經服務醫

院審查通過，發給證明文件。

B. 依操作機型，應有下列相關訓練：

a. 操作ｘ光線定位機型，應有輻射安全證書或輻射防護訓

練證明。

b. 操作超音波定位機型，應有泌尿系統超音波訓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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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醫 56040B 導管式膽胰管內視鏡術
限經台灣內科醫學會授權之ERCP認證，並接受輻射防護訓

練之醫師施行。

11 西醫 68034B 心臟摘取
醫師條件：手術主持醫師須有主持開心手術五百例以上之

經驗。

12 西醫 68035B 心臟植入 手術主持醫師須有主持開心手術五百例以上之經驗。

13 西醫 68037B 肺臟移稙 － 單肺

68037B、68047B及68038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請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如醫院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

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14 西醫 68038B 肺臟摘取

68037B、68047B及68038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請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如醫院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

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15 西醫 68040B
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

術

1.須符合下述操作資格之心臟內科專科醫師及心臟外科專科

醫師在場共同操作，隨時提供必要之緊急措施。

2.具有專科醫師五年以上資格。

3.具二十五例以上主動脈瓣膜置換手術（編號68016B），

或三百例以上心臟介入治療之經歷（編號33076B～

33078B 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

16 西醫 68044A
經皮移除心臟內電極導

線

施行本項醫師資格須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A.具有心臟專科醫師資格(心臟內科、心臟外科、小兒心臟

科)。

B.須於指導醫師在場協助下，完成至少五例或十條導線移除

經驗，並經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或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認

證。

C.參加中華民國心臟學會或中華民國心律醫學會認證之講習

及模擬課程(實際操作訓練或示範教學)。

17 西醫 68047B
肺臟移稙 － 雙肺，連續

性或同時性

68037B、68047B及68038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請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如醫院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

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18 西醫 73049B 小腸移植術
人員及設備資格：執行醫師及醫院須通過衛生福利部（前

衛生署）小腸移植執行醫師及醫院資格審核。

19 西醫 73050B 屍體小腸摘取術
執行醫師及醫院須通過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小腸移植

執行醫師及醫院資格審核。

20 西醫 75020B 肝臟移植

施行本項及75021B或75022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

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保險人申請核備，如醫院

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21 西醫 75021B 屍體捐肝摘取

施行本項及75021B或75022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

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保險人申請核備，如醫院

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22 西醫 75022B 活體捐肝摘取

施行本項及75021B或75022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

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保險人申請核備，如醫院

條件變更或主持醫師異動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23 西醫 75418B 屍體胰臟器官移植

施行本項及75419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請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保險人申請核備，如醫院條件變更或

主持醫師異動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24 西醫 75419B 屍體捐胰摘取

施行本項及75419B手術之醫院及醫師條件應報請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定，並向保險人申請核備，如醫院條件變更或

主持醫師異動時，仍應重行報請核定。

25 西醫 05219B
放射性藥品處方之藥事

服務費（天）
調劑藥師具有放射性物質操作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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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醫 17022B
呼氣一氧化氮監測

(FeNO)
執行限制：限受過操作訓練之醫療人員

27 西醫 33091B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

2-D定位

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專科醫師，曾接受一年完整之臨床電

生理及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訓練，且至少完成50例以上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經驗，其完成之病例數須經中華民

國心臟學會審核認定。

28 西醫 33139B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 複

雜3-D立體定位-單腔

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專科醫師，曾接受一年完整之臨床電

生理及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訓練，且至少完成50例以上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經驗，其完成之病例數須經中華民

國心臟學會審核認定。

29 西醫 33140B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 複

雜3-D立體定位-雙腔

具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專科醫師，曾接受一年完整之臨床電

生理及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訓練，且至少完成50例以上

不整脈經導管燒灼術之經驗，其完成之病例數須經中華民

國心臟學會審核認定。

30 西醫 33112B

經由心導管治療直徑小

於2.5mm之開放性動脈

瘻管

醫師資格：具中華民國小兒心臟科專科醫師資格，且接受

至少二年心導管經驗。

31 西醫 33114B

經由心導管治療直徑

2.5mm(含)以上之開放

性動脈瘻管

具中華民國小兒心臟科專科醫師資格，且接受至少二年心

導管經驗。

32 西醫 33113B
經頸靜脈肝內門脈系統

靜脈分流術

1.具放射線專科醫師且實際從事介入性放射線治療之主治醫

師以上資格。

2.施行醫師應接受二年以上肝膽系統之血管攝影及血管系統

之介入性放射線醫療訓練。

33 西醫 33141B 左心耳閉合術

醫師條件：須具心臟專科醫師資格；須具心房中膈穿刺經

驗十五例以上；須有國內、外專家指導下親自操作經驗五

例以上。

34 西醫 37028B
三度空間立體定位Ｘ光

刀照射治療
須有專任放射線治療醫師與專任輻射劑量計算人員

35 西醫 37029B
加馬機立體定位放射手

術
須有專任放射線治療醫師與專任輻射劑量計算人員

36 西醫 45043C
生理回饋治療之執行（

每次）
限曾經受過精神醫療訓練之醫事人員或社工師執行

37 西醫 45100C 行為治療評估 由曾經受過精神醫療訓練之醫事人員或社工師執行。

38 西醫 47091B
淋巴水腫照護-徒手淋巴

引流
執行人員：須接受淋巴照護相關訓練。

39 西醫 55021C 骨盆檢查費

1.限婦產科專科醫師申報。

2.放射腫瘤專科醫師接受一個月婦科腫瘤相關訓練，於治療

婦癌相關疾病時，亦可申報。

40 西醫 57118B
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心

智發展檢查

限具有貝利嬰幼兒發展測驗檢查能力(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並領有心理師執照者施行。

41 西醫 68051B 心室輔助裝置植入

1.醫院條件：A.須為「中華民國心臟醫學會」及「台灣胸腔

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所認定之專科醫師訓練醫院。B.應有

專任具臨床藥理、病理、移植免疫、感染症及血液學專長

之醫師。

2.醫師條件：手術主持醫師須有主持開心手術五百例以上之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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