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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 

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二部 西醫 
第二章 特定診療 
第一節 檢查 

第三項 血液學檢查 Hematology Test (08001-0813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08089B 活化凝血時間 ACT test 

註：不得合併施行08026C及08036C。 
 

v v v 150 

 
第六項 免疫學檢查 Immunology Examination (12001-12211)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12208B 生長刺激表達基因2蛋白(ST2) 

註： 

1.適應症：慢性心臟衰竭NYHA Class III或

ACC/AHA Stage D以上且病情急性惡化。 

2.支付規範：不得同時申報編號12193C。 

 v v v 800 

 
第二十一項 內視鏡檢查 Endoscopy Examination (28001-2804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28015C 食道鏡檢查 Esophageal endoscopy 

註：適應症： 
1.食道腫瘤（含惡性及良性）。 

2.頭頸部惡性腫瘤。 

3.食道異物或疑似食道異物。 

4.食道狹窄、損傷、腐蝕性傷害、出血、
發炎。 

5.吞嚥困難。 

v v v v 971 

 
第二十二項 診斷穿剌 Diagnostic Puncture (29001-29035)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29009C 乳房細針穿刺 Breast fine needle puncture v v v v 524 

29035B 乳房病灶粗針穿刺組織切片(單側)  

Breast lesion core needle biopsy (unilateral) 

註： 

1.適應症(ICD-10-CM前三碼)： 

(1)乳房惡性腫瘤Malignant neoplasm of 

breast(C50)。 

(2)良性乳房發育不良Benign mammary 

dysplasia(N60)。 

(3)乳房炎性疾患Inflammatory disorders 

of breast(N61)。 

(4)乳房肥大Hypertrophy of breast(N62)。 

(5)乳房腫塊Unspecified lump in 

breast(N63)。 

(6)乳房其他疾患Other disorders of 

breast(N64)。 

2.若須使用影像導引設備，得另申報編號
19007B、33005B、33085B等導引項目。 

3.申報時需檢附當次病理報告。 

 v v v 1623 

 

第二部 西醫 
第二章 特定診療 
第一節 檢查 

第三項 血液學檢查 Hematology Test (08001-0813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08089B 活化凝血時間 ACT test 

註：不得合併施行08026C及08036B。 
 

v v v 150 

 

第六項 免疫學檢查 Immunology Examination (12001-12211)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12208B 生長刺激表達基因2蛋白(ST2) 

註： 

1.適應症：慢性心臟衰竭NYHA Class III

或ACC/AHA Stage D以上且病情急性

惡化。 

2.支付規範：不得同時申報編號12193B。 

 v v v 800 

 

第二十一項 內視鏡檢查 Endoscopy Examination (28001-2804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28015C 食道鏡檢查 Esophageal endoscopy v v v v 971 

 

第二十二項 診斷穿剌 Diagnostic Puncture (29001-2903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29009C 乳房穿刺 Breast puncture v v v v 524 

       

 

一、配合編號

08036B

及 編 號

12193B

開放至基

層院所適

用，修正

第三項血

液學檢查

診療項目

08089B、

第六項免

疫學檢查

診療項目

12208B

共二項之

註。 

二、修正第二

十一項內

視鏡檢查

診療項目

28015C

支 付 規

範，增列

適應症。 

三、新增第二

十二項診

斷穿刺檢

查 項 目

「乳房病

灶粗針穿

刺組織切

片(單側)」

( 編 號

29035B)

，支付點

數 1,623

點，並配

合修正診

療 項 目

29009C

中英文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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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放射線診療  X-RAY 

第一項      X 光檢查費  X-Ray  Examination 

二、特殊造影檢查 Scanning (33001-33144、P2101-P210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33048B 四肢血管造影  

 Angiography of extremity  

 v v v 7500 

33062B 鎖骨下血管造影  

Subclavian angiography  

 v v v 4830 

 

第二節  放射線診療  X-RAY 

第一項      X 光檢查費  X-Ray  Examination 

二、特殊造影檢查 Scanning (33001-33144、P2101-P210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33048B 四肢動靜脈造影  

Arteriography of extremity  

 v v v 7500 

33062B 鎖骨下動脈造影 Subclavian angiography  v v v 4830 

 

修正第一項

X 光檢查費

診 療 項 目

33048B中英

文名稱及診

療 項 目

33062B中文

名稱。 

 

第六節 治療處置 Therapeutic Treatment 

第一項 處置費  Treatment 

一、一般處置  General Treatment (47001~47103)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47057B 經內視鏡施行食道擴張術 

Endoscopic esophageal dilation 

註：1.適應症：因故造成食道狹窄或食

道反覆狹窄致無法正常進食者。 

2.施行次數以每週一次、一年內六

次為原則，施行第七次(含)以上者

需專案申請。 

3.申報費用時需附詳細治療報告、

治療前後照片、相關影像學報告。 

4.若使用食道球可另外申報。 

5.提升兒童加成項目。 

 v v v 4530 

 

第六節 治療處置 Therapeutic Treatment 

第一項 處置費  Treatment 

一、一般處置  General Treatment (47001~47103)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47057B 經內視鏡施行食道擴張術 

Endoscopic esophageal dilation 

註：1.不論惡性或良性食道狹窄者，其

嘔吐或不能進食狀況已達成嚴重

代謝性鹼中毒,電解質失衡或血中

白蛋白小於 2.5gm/dl;或體重減輕

速度達每月減少 10%以上者；若

連續施行三次仍未能進食或恢復

體重 5%者，不再給付。 

2.良性食道病變患者，需於一般藥

物治療無效後方可施行。 

3.惡性腫瘤已造成食道完全阻塞，

或造成縱隔腔炎(瘻管或穿孔形成

者不予給付)。 

4.施行次數以每二週乙次為限，一

年內施行第三次以上者(含第三

次)需專案申請。 

5.申報費用時需附詳細治療報告、

治療前後照片、相關影像學報告。 

6.若使用食道球可另外申報。 

7.提升兒童加成項目。 

 v v v 4530 

 

修正第一項

處置費診療

項目47057B

支付規範：

(一)增列適

應症及專案

申 請 之 條

件；(二)其餘

屬 項 次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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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西醫 
第二章 特定診療 
第七節 手術 

 

第十二項 泌尿及男性生殖 

一、腎臟 Kidney (76001-7603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76031B (後)腹腔鏡部分腎臟切除術 

(Retroperitoneoscopy) Laparoscopy, 

Partial nephrectomy 

註： 

1.腎半切除術 heminephrectomy 比照申
報。 

2.執行「達文西機械手臂部分腎切除」，
其手術費按保險人規範之未列項申報
方式辦理，比照本項申報，且須符合下
列適應症及規範： 

(1)術前影像報告為非囊狀腫瘤或囊狀
惡性腫瘤。 

(2)除上述外，術前影像報告懷疑良性
腎臟腫瘤，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且需
事前審查： 

A.符合影像學上腫瘤大於四公分
或有出血疑慮。 

B.單一腎臟或腎功能不全，須接受
部分腎切除者。 

 v v v 34176 

 

 

十、前列腺 Prostate (79401-79415)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79410B 攝護腺癌根除性攝護腺切除術併雙側骨
盆腔淋巴切除術 

Radical prostatectomy with bilateral 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註：執行「達文西根治性前列腺切除
術」，其手術費按保險人規範之未
列項申報方式辦理，比照 79410B 併
同 28014C 申報。 

 v v v 31171 

 

 

第十七項、視器 Visual System 

八、網膜Retina (86401-86415)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合併光線凝固治療 

Pars plana vitrectomy (vitrector) with 

Photocoagulation therapy 

     

86409B － 簡單 Simple 

註：1.一般材料費、20Ga玻璃體切除術
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料費，得另
加計179％。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6C、
86407C。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1062 

86410B － 複雜 Complicated 

註：1.一般材料費、20Ga玻璃體切除術
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料費，得另
加計175％。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7B、
86408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9345 

第二部 西醫 
第二章 特定診療 
第七節 手術 

 
第十二項 泌尿及男性生殖 

一、腎臟 Kidney (76001-76034)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76031B (後)腹腔鏡部分腎臟切除術 

(Retroperitoneoscopy) Laparoscopy, 

Partial nephrectomy 

註：腎半切除術 heminephrectomy 比照
申報。 

 v v v 34176 

 

 

十、前列腺 Prostate (79401-79415)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79410B 攝護腺癌根除性攝護腺切除術併雙側骨
盆腔淋巴切除術 

Radical prostatectomy with bilateral 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v v v 31171 

 

 

第十七項、視器 Visual System 

八、網膜Retina (86401-86415)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眼坦部玻璃體切除術合併光線凝固治療 

Pars plana vitrectomy (vitrector) with 

Photocoagulation therapy 

     

86409B － 簡單 Simple 

註：1.一般材料費、20Ga玻璃體切除術
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料費，得另
加計179％。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6B、
86407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1062 

86410B － 複雜 Complicated 

註：1.一般材料費、20Ga玻璃體切除術
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料費，得另
加計175％。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7B、
86408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9345 

一、修正第十

二項「泌

尿及男性

生殖」診

療 項 目

76031B

之註：增

列「達文

西機械手

臂部分腎

切除」術

式比照本

項申報及

其適應症

等規範。 

二、修正診療

項 目

79410B

之註：增

列「達文

西根治性

前列腺切

除術」比

照本項併

同診療項

目

28014C

申報。 

三、配合編號

86206B

及 編 號

86407B

開放至基

層院所適

用，修正

診療項目

86409B、

診療項目

86414B

共二項之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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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創玻璃體切除術 

Microincision vitreoretinal surgery  

     

86414B － 簡單 Simple 

註：1.一般材料費、23Ga（含）以上玻
璃體切除術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
料費，得另加計235％。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6C、
86407C、86409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2800 

86415B － 複雜 Complicated 

註：1.一般材料費、23Ga（含）以上玻
璃體切除術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
料費，得另加計189％。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7B、
86408B、86410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24181 

 

 微創玻璃體切除術 

Microincision vitreoretinal surgery  

     

86414B － 簡單 Simple 

註：1.一般材料費、23Ga（含）以上玻
璃體切除術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
料費，得另加計235％。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6B、
86407B、86409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12800 

86415B － 複雜 Complicated 

註：1.一般材料費、23Ga（含）以上玻
璃體切除術主體包及相關特殊材
料費，得另加計189％。 

2.不得同時申報項目：86207B、
86408B、86410B。 

3.上開特殊材料為單一使用之拋棄
式特殊材料。 

 v v v 24181 

 

第五部 居家照護及精神病患者社區復健 
第二章 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健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05401C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機構)之復健治療

(天) 
    600 

 

第五部 居家照護及精神病患者社區復健 
第二章 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健 

 

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05401C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機構)之復健治療

(天) 
    480 

 

修正精神疾

病患者社區

復健診療項

目 05401C 支

付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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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論病例計酬 

第一章 產科 

附表 6.1.2 剖腹生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產前 產中 產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Ⅲ. Management 

  1.Special procedure 

  2.Check FHB 

  3.Nursing care 

  4.IV fluid infusion 

  5.Skin prepare  

  6.Medication 

Ⅳ.Management 

  1.Check FHB 

  2.C/S procedure 

  3.Delivery of fetus and    

    Apgar score eva. 

  4.Baby care 

  5.Medication 

  6.Vital sign prn 

 

Ⅴ.Management 

  1.Vital sign 

  2.Check uterine  

    contraction 

  3.wound care 

  4.Breast care 

  5.Stimulation of flatus 

  6.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檢查*1 

※2.08006C 血小板*1 

※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
查*1 

(08006C 乙項僅得以
08011C  乙項取代)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 6.18013C或18035B 

    胎心音監視*1 

※ 7.39004C 大量液體點
滴注射*1 

※8.47014C 留置導尿*1 

  9.96026B 麻醉前評估
*1 

※10.96005C 或 96007C 或
96020C 麻醉*1 

※11.81004C 或 81028C 剖
腹產術*1 

※12.57115C 新生兒照護
*1 

 

  13.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 14.39004C 大量液體點
滴注射*1 

※15.08011C或 08012C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
查*1 

※16.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數*1 

※17.55010C 會陰沖洗*2 

※18.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第二章 婦科 

附表 6.2.1 子宮肌瘤切除術(住院)、子宮鏡子宮肌瘤切除術(住院)診療

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7.09001C 總膽固醇*1 

8.09002C 血中尿素氮*1 

9.09004C 中性脂肪*1 

10.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11.09011C 鈣*1 

12.09012C 磷*1 

13.09013C 尿酸*1 

14.09015C 肌酐(血)*1 

15.09021C 鈉*1 

16.09022C 鉀*1 

17.09023C 氯*1 

18.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9.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0.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1.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2.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3.09038C 白蛋白*1 

24.09040C 全蛋白*1 

25.11001C 血型測定*1 

26.11003C  RH（D）型檢
查*1  

27.12001C 梅毒檢查*1 

28.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29.18001C 心電圖*1 

30.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1.32001C 胸腔檢查*1 

32.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3.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4.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35.47014C 留置導尿*1 

36.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7.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38.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39.80402C 或80420C 

或80415C 

子宮肌瘤切除術或 

子宮鏡子宮肌瘤切
除術*1  

40.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41.25001C或 25002C或
25003C或 25004C或
25024C或 25025C病
理*1 

 42.47002C 薄荷擦拭*1 

※43.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 換藥*3 

  44.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第六部  論病例計酬 

第一章 產科 

附表 6.1.2 剖腹生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產前 產中 產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Ⅲ. Management 

  1.Special procedure 

  2.Check FHB 

  3.Nursing care 

  4.IV fluid infusion 

  5.Skin prepare  

  6.Medication 

Ⅳ.Management 

  1.Check FHB 

  2.C/S procedure 

  3.Delivery of fetus and    

    Apgar score eva. 

  4.Baby care 

  5.Medication 

  6.Vital sign prn 

 

Ⅴ.Management 

  1.Vital sign 

  2.Check uterine  

    contraction 

  3.wound care 

  4.Breast care 

  5.Stimulation of flatus 

  6.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檢查*1 

※2.08006C 血小板*1 

※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
查*1 

(08006C 乙項僅得以
08011C  乙項取代)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 6.18013C或18035B 

    胎心音監視*1 

※ 7.39004C 大量液體點
滴注射*1 

※8.47014C 留置導尿*1 

  9.96026B 麻醉前評估
*1 

※10.96005C 或 96007C 或
96020C 麻醉*1 

※11.81004C 或 81028C 剖
腹產術*1 

※12.57115C 新生兒照護
*1 

 

  13.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 14.39004C 大量液體點
滴注射*1 

※15.08011C或 08012C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
查*1 

※16.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數*1 

※17.55010C 會陰沖洗*2 

※18.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第二章 婦科 

附表 6.2.1 子宮肌瘤切除術(住院)、子宮鏡子宮肌瘤切除術(住院)診

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7.09001C 總膽固醇*1 

8.09002C 血中尿素氮*1 

9.09004C 中性脂肪*1 

10.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11.09011C 鈣*1 

12.09012C 磷*1 

13.09013C 尿酸*1 

14.09015C 肌酐(血)*1 

15.09021C 鈉*1 

16.09022C 鉀*1 

17.09023C 氯*1 

18.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9.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0.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1.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2.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3.09038C 白蛋白*1 

24.09040C 全蛋白*1 

25.11001C 血型測定*1 

26.11003C  RH（D）型檢
查*1  

27.12001C 梅毒檢查*1 

28.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29.18001C 心電圖*1 

30.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1.32001C 胸腔檢查*1 

32.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3.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4.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35.47014C 留置導尿*1 

36.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7.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38.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39.80402C 或80420C 

或80415C 

子宮肌瘤切除術或 

子宮鏡子宮肌瘤切
除術*1  

40.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41.25001C或 25002C或
25003C或 25004C或
25024C或 25025C病
理*1 

 42.47002C 薄荷擦拭*1 

※43.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 換藥*3 

  44.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一、配合編號

08036B

開放至基

層院所適

用，修正

第一章產

科 附 表

6.1.2、第

二章婦科

附表 6.2.1

至 附 表

6.2.8 及第

四章泌尿

科 附 表

6.4.2共10

項附表內

該項之編

號。 

二、其餘屬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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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2.2 輸卵管外孕手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6504C 或 06505C 懷孕
試驗*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9.09015C 肌酐(血)*1 

10.09021C 鈉*1 

11.09022C 鉀*1 

12.09023C 氯*1 

13.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4.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5.11001C 血型測定*1 

16.11003C  RH(D)型檢查
*1 

17.12022C或27010B 絨毛
膜促性腺激素*1 

18.18001C 心電圖*1 

19.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0.32001C 胸腔檢查*1 

21.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 

22.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灌腸*1 

23.47014C 留置導尿*1 

24.96026B 麻醉前評估*1 

※ 25.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26.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27.81002C子宮外孕手
術*1 

28.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29.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30.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 31.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 換藥*4 

  32.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3 子宮完全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
液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
*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或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 38.96005C或 96007C或 

或 96017C或 96020C 

麻醉*1 

 3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03B 或80421B 

子宮完全切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42.25001C 或 25002C 

或 25003C或 25004C

或 25024C或 25025C

病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2 輸卵管外孕手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6504C 或 06505C 懷孕
試驗*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9.09015C 肌酐(血)*1 

10.09021C 鈉*1 

11.09022C 鉀*1 

12.09023C 氯*1 

13.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4.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5.11001C 血型測定*1 

16.11003C  RH(D)型檢查
*1 

17.12022C或27010B 絨毛
膜促性腺激素*1 

18.18001C 心電圖*1 

19.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0.32001C 胸腔檢查*1 

21.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 

22.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灌腸*1 

23.47014C 留置導尿*1 

24.96026B 麻醉前評估*1 

※ 25.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26.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27.81002C子宮外孕手
術*1 

28.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29.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30.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 31.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 換藥*4 

  32.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3 子宮完全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
液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
*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或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 38.96005C或 96007C或 

或 96017C或 96020C 

麻醉*1 

 3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03B 或80421B 

子宮完全切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42.25001C 或 25002C 

或 25003C或 25004C

或 25024C或 25025C

病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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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2.4 次全子宮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灌腸*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8.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
*1 

 3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04C 次全子宮切
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42.25001C或 25002C或
25003C或 25004C或
25024C或 25025C病
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 或 48012C

或 48013C 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5 卵巢部分（全部）切除術或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住院)診療

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s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3.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6.09001C 總膽固醇*1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9.09011C 鈣*1 

10.09013C 尿酸*1 

11.09015C 肌酐(血)*1 

12.09021C 鈉*1 

13.09022C 鉀*1 

14.09023C 氯*1 

15.09025C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6.09026C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7.09029C 膽紅素總量*1 

18.09038C 白蛋白*1 

19.12001C 梅毒檢查*1 

20.18001C 心電圖*1 

2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2.32001C 胸腔檢查*1 

23.32006C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2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2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26.47014C 留置導尿*1 

2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8.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或 96020C麻
醉*1  

  2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30.80802C或 80811C子
宮附屬器部份或全
部切除(卵巢或輸卵
管卵巢)*1 

3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32.25001C 或 25002C 

或 25003C或 25004C

或 25024C或 25025C

病理*1 

※33.48011C 或 48012C

或 48013C 換藥*4 

  34.55010C 會陰沖洗*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4 次全子宮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
檢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灌腸*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8.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
*1 

 3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04C 次全子宮切
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42.25001C或 25002C或
25003C或 25004C或
25024C或 25025C病
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 或 48012C

或 48013C 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5 卵巢部分（全部）切除術或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住院)診療

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s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3.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6.09001C 總膽固醇*1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9.09011C 鈣*1 

10.09013C 尿酸*1 

11.09015C 肌酐(血)*1 

12.09021C 鈉*1 

13.09022C 鉀*1 

14.09023C 氯*1 

15.09025C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6.09026C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7.09029C 膽紅素總量*1 

18.09038C 白蛋白*1 

19.12001C 梅毒檢查*1 

20.18001C 心電圖*1 

2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2.32001C 胸腔檢查*1 

23.32006C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2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2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26.47014C 留置導尿*1 

2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8.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或 96020C麻
醉*1  

  29.57017C 或 57018B  

Pulse oximeter*1  

※30.80802C或 80811C子
宮附屬器部份或全
部切除(卵巢或輸卵
管卵巢)*1 

3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32.25001C 或 25002C 

或 25003C或 25004C

或 25024C或 25025C

病理*1 

※33.48011C 或 48012C

或 48013C 換藥*4 

  34.55010C 會陰沖洗*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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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2.6 腹腔鏡子宮完全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
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
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細菌培養鑑定檢
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膀胱檢查
*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 或 47004C 或
47006C 或 47011C 灌腸
*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8.96005C或96007C或
或96017C或96020C 

麻醉*1 

 39.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16B  

腹腔鏡全子宮完全
切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42.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7 腹腔鏡卵巢部分（全部）切除術或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住院)

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gs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3.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6.09001C 總膽固醇*1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9.09011C 鈣*1 

10.09013C 尿酸*1 

11.09015C 肌酐(血)*1 

12.09021C 鈉*1 

13.09022C 鉀*1 

14.09023C 氯*1 

15.09025C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6.09026C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7.09029C 膽紅素總量*1 

18.09038C 白蛋白*1 

19.12001C 梅毒檢查*1 

20.18001C 心電圖*1 

21.19001C或19003C 超音
波*1 

22.32001C 胸腔檢查*1 

2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2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六歲以下兒
童，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2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26.47014C 留置導尿*1 

2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8.96005C或96007C或
96017C或96020C 麻
醉*1 

  29.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30.80807C或80812C 

腹腔鏡子宮附屬器
部分或全部切除術
（卵巢或輸卵管卵
巢）* 1 

  3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32.25001C 或25002C 

或25003C或25004C

或25024C或25025C

病理*1 

  33.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換藥*4 

  34.55010C 會陰沖洗*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6 腹腔鏡子宮完全切除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09C 尿沈渣顯微鏡
檢查*1 

2.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3.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
度測定*1 

4.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 

全套血液檢查*2   

5.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6.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7.08020C 凝血時間*1 

(6.7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8.09001C 總膽固醇*1 

9.09002C 血中尿素氮*1 

10.09004C 中性脂肪*1 

11.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12.09011C 鈣*1 

13.09012C 磷*1 

14.09013C 尿酸*1 

15.09015C 肌酐(血)*1 

16.09021C 鈉*1 

17.09022C 鉀*1 

18.09023C 氯*1 

19.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
氨基脢*1 

20.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
氨基脢*1 

21.09027C 鹼性磷酯脢*1 

22.09029C 膽紅素總量*1 

23.09030C 直接膽紅素*1 

24.09038C 白蛋白*1 

25.09040C 全蛋白*1 

26.11001C 血型測定*1 

27.11003C RH(D)型檢查*1 

28.12001C 梅毒檢查*1 

29.13007C細菌培養鑑定檢
查*2 

30.18001C 心電圖*1 

31.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32.32001C 胸腔檢查*1 

33.32006C 

腎臟、輸尿管、膀胱檢查
*1 

3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4（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35.47003C 或 47004C 或
47006C 或 47011C 灌腸
*1 

36.47014C 留置導尿*1 

3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38.96005C或96007C或
或96017C或96020C 

麻醉*1 

 39.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40.80416B  

腹腔鏡全子宮完全
切除術*1 

  41.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42.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43.47002C 薄荷擦拭*3 

  44.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45.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換藥*4 

  46.55010C 會陰沖洗*3 

  47.55011C 陰道灌洗*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7 腹腔鏡卵巢部分（全部）切除術或輸卵管卵巢切除術(住

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gs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3.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4.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5.08020C 凝血時間*1 

(4.5 項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6.09001C 總膽固醇*1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2 

9.09011C 鈣*1 

10.09013C 尿酸*1 

11.09015C 肌酐(血)*1 

12.09021C 鈉*1 

13.09022C 鉀*1 

14.09023C 氯*1 

15.09025C血清麩胺酸苯
醋酸轉氨基脢*1 

16.09026C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氨基脢*1 

17.09029C 膽紅素總量*1 

18.09038C 白蛋白*1 

19.12001C 梅毒檢查*1 

20.18001C 心電圖*1 

21.19001C或19003C 超音
波*1 

22.32001C 胸腔檢查*1 

23.32006C 腎臟、輸尿管、
膀胱檢查*1 

24.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6歲以下兒童，
本項得以57113B或
57120B或57121B或
57122B項目取代） 

25.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
*1 

26.47014C 留置導尿*1 

27.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8.96005C或96007C或
96017C或96020C 麻
醉*1 

  29.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30.80807C或80812C 

腹腔鏡子宮附屬器
部分或全部切除術
（卵巢或輸卵管卵
巢）* 1 

  31.96025B 麻醉恢復
照護*1 

※32.25001C 或25002C 

或25003C或25004C

或25024C或25025C

病理*1 

  33.48011C 或48012C

或48013C換藥*4 

  34.55010C 會陰沖洗*3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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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2.8 腹腔鏡子宮外孕手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6504C 或 06505C 懷孕
試驗*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9.09015C 肌酐(血)*1 

10.09021C 鈉*1 

11.09022C 鉀*1 

12.09023C 氯*1 

13.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
氨基脢*1 

14.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
氨基脢*1  

15.11001C 血型測定*1 

16.11003C RH(D)型檢查*1 

17.12022C或27010B 

絨毛膜促性腺激素*1 

18.18001C 心電圖*1 

19.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0.32001C 胸腔檢查*1 

21.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 

22.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1 

23.47014C 留置導尿*1 

24.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5.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26.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27.81020C腹腔鏡子宮
外孕手術*1 

  28.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29.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30.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31.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4 

  32.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第四章 泌尿科 

附表 6.4.2 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術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處置前 處置中 處置後 

Ⅰ.Indication of OPD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Ⅱ.Diagnostic study 

Ⅲ.Management 

1.Surgical procedure 

2.Anesthersia 

3.Post-OP care 

Ⅳ.Management 

1.Medication 

2. Nursing care：check 

vital signs intake & 

output , oral 

medication , self-care 

teaching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8011C  全套血液檢
查*1（視個案病情而
定） 

※2.09002C 血中尿素氮

*1 

   （得以 09015C 項取
代，一個月檢查一
次） 

3.08018C 或 08019C 出
血時間*1 

4.08020C 凝血時間*1 

(3.4.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C 項取代，至
少三個月檢查一次) 

※50023B或 50024B尿路結
石體外震波碎石術*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附表 6.2.8 腹腔鏡子宮外孕手術(住院)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手術前 手術中、手術後 

Ⅰ.Indication of admission 

Ⅱ.Diagnostic study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Ⅲ. Management 

  1.Medication 

  2.Nursing care  

 

Ⅳ.Management 

  1.Surgical 

  2.Post-OP care  

Ⅴ.Management 

  1.Ward nursing care 

  2.Medication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6012C 或 06013C 尿液
檢查*1 

2.06504C 或 06505C 懷孕
試驗*1 

3.08011C 或 08012C 或
08082C全套血液檢查*2 

4.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
數*2 

5.08018C 或 08019C 出血
時間*1 

6.08020C 凝血時間*1 

(5.6 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 

7.09002C 血中尿素氮*1 

8.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
萄糖*1 

9.09015C 肌酐(血)*1 

10.09021C 鈉*1 

11.09022C 鉀*1 

12.09023C 氯*1 

13.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
氨基脢*1 

14.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
氨基脢*1  

15.11001C 血型測定*1 

16.11003C RH(D)型檢查*1 

17.12022C或27010B 

絨毛膜促性腺激素*1 

18.18001C 心電圖*1 

19.19001C 或 19003C 超音
波*1 

20.32001C 胸腔檢查*1 

21.39004C 大量液體點滴
注射*3 

22.47003C或47004C或
47006C或47011C  

灌腸*1 

23.47014C 留置導尿*1 

24.96026B 麻醉前評估*1 

※25.96005C或 96007C或
96017C 或 96020C 

麻醉*1 

  26.57017C或57018B 

Pulse oximeter*1 

※27.81020C腹腔鏡子宮
外孕手術*1 

  28.96025B 麻醉恢復照
護*1 

※29.25001C或25002C或
25003C或25004C或
25024C或25025C病
理*1 

  30.47039C 熱或冷冰敷
*1 

  31.48011C或48012C或
48013C換藥*4 

  32.55010C 會陰沖洗*2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第四章 泌尿科 

附表 6.4.2 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術診療項目要求表 

基本診療項目 

處置前 處置中 處置後 

Ⅰ.Indication of OPD 

1.history taking 

2.physical exam 

3.Lab. test 

4.Special procedure 

Ⅱ.Diagnostic study 

Ⅲ.Management 

1.Surgical procedure 

2.Anesthersia 

3.Post-OP care 

Ⅳ.Management 

1.Medication 

2. Nursing care：check 

vital signs intake & 

output , oral 

medication , self-care 

teaching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收費代碼及處置項目 

1.08011C  全套血液檢
查*1（視個案病情而
定） 

※2.09002C 血中尿素氮

*1 

   （得以 09015C 項取
代，一個月檢查一
次） 

3.08018C 或 08019C 出
血時間*1 

4.08020C 凝血時間*1 

(3.4.二項得以 08026C

及 08036B 項取代，至
少三個月檢查一次) 

※50023B或 50024B尿路結
石體外震波碎石術*1 

 

選擇性診療項目：其他醫療需要之支付標準所列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