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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1
 人工心
律調節
器

FHP02
EN1D
RM4

 "美敦力"安信諾核
磁共振植入式心臟
節律器(雙腔自付差
額)

 'EN1DR01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4382號

138600 93833 44767

當心臟刺激心跳或傳導的部分
有問題時，會造成心跳變慢或
不規則現象。此時所裝置之人
工心律調節器會發出微弱電流
來刺激心臟，以矯治心律，維
持心臟功能。

心律調節器置入術之可能併發
症如下：約１~３％。
1. 與中央靜脈置入相關：氣
胸、血胸、栓塞、血腫、局部
感染。2. 心律不整：心室頻
脈、心房早期收縮、心室早期
收縮、右側束支傳導障礙。3.
心臟破裂或填塞。4. 心侓調整
器失能。5. 房室傳導完全阻
斷。

本裝置適用於需要速率反
應來進行節律的病患使用
，以提供病患在不同活動
內所需的心輸出量。

新增功能類別人工心律調
節器具備較佳之訊號偵測
，更加符合心臟之功能需
求，能貼近病人之長期臨
床需求。

個別病患所應採用的
節律系統、操作模式
與醫師的植入程序，
應按照病患的年齡和
醫療病症而定。

2
 人工心
律調節
器

FHP02
X2DR
1M4

 "美敦力"亞士卓磁
振造影植入式心臟
節律器-雙腔MRI(自
付差額)

 'X2DR01  美敦力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30635號

184680 93833 90847

當心臟刺激心跳或傳導的部分
有問題時，會造成心跳變慢或
不規則現象。此時所裝置之人
工心律調節器會發出微弱電流
來刺激心臟，以矯治心律，維
持心臟功能。

心律調節器置入術之可能併發
症如下：約１~３％。
1. 與中央靜脈置入相關：氣
胸、血胸、栓塞、血腫、局部
感染。2. 心律不整：心室頻
脈、心房早期收縮、心室早期
收縮、右側束支傳導障礙。3.
心臟破裂或填塞。4. 心侓調整
器失能。5. 房室傳導完全阻
斷。

1.第三級(完全)房室傳導阻
斷。2.有症狀的第二級房室
傳導阻斷。3.病竇症候群。
4.有症狀的心搏過緩。

新增功能類別人工心律調
節器具備較佳之訊號偵測
，更加符合心臟之功能需
求，能貼近病人之長期臨
床需求。

個別病患所應採用的
節律系統、操作模式
與醫師的植入程序，
應按照病患的年齡和
醫療病症而定。

3
 人工水
晶體

FALSN
MULT
3A2

 "眼力健"添視明單
片型多焦點人工水
晶體:多焦點軟式人
工水晶體※自付差
額品項，超過部分
由病患自付

 
'ZMB00;(Z
KB00;ZLB0
0自
103.09.01
生效)

 眼力健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060號

71550 2744 68806

目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
是動手術將混濁的水晶體移除
，再置入人工水晶體，以取代
原有的屈光聚焦功能，幫助白
內障患者恢復視力。

短期間內，僅有少數人( 小於
5%)，則可能會在晚上有輕微
光暈等狀況

可增加可視距離(同時提供
遠,中,近距離視力,減少術後
仍需使用老花眼鏡)

民眾只要符合健保規定的
白內障手術使用規範，其
所使用的「一般功能人工
水晶體」，係屬於健保的
給付範圍。
「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大體上分為非球面、多焦
點、矯正散光及過濾藍光
等功能類別。

病患若患有青光眼,視
網膜特殊疾病,應審慎
評估選擇

4
 人工水
晶體

FALSN
SERV1
A2

 "眼力健"添視明新
視延單片型人工水
晶體(非球面軟式+
多焦點)※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

 'ZXR00  眼力健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6948號

87750 2744 76756

目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
是動手術將混濁的水晶體移除
，再置入人工水晶體，以取代
原有的屈光聚焦功能，幫助白
內障患者恢復視力。

無
可提供連續範圍的高品質
視力，延伸視力範圍。

民眾只要符合健保規定的
白內障手術使用規範，其
所使用的「一般功能人工
水晶體」，係屬於健保的
給付範圍。
「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大體上分為非球面、多焦
點、矯正散光及過濾藍光
等功能類別。

無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健保自付差額特殊材料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5
 人工水
晶體

FALSN
WAVE
1A1

 "愛爾康"可舒愛視
明智慧型非球面單
片型軟式人工水晶
體（可濾部分藍
光）:非球面軟式+
黃色人工水晶體※
自付差額品項，超
過部分由病患自付

 'SN60WF  愛爾康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2467號

31920 2744 30000

目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
是動手術將混濁的水晶體移除
，再置入人工水晶體，以取代
原有的屈光聚焦功能，幫助白
內障患者恢復視力。

無
可過濾紫外線與藍光的
Acrylate/Methacrylate 聚
合物

民眾只要符合健保規定的
白內障手術使用規範，其
所使用的「一般功能人工
水晶體」，係屬於健保的
給付範圍。
「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大體上分為非球面、多焦
點、矯正散光及過濾藍光
等功能類別。

無

6
 人工水
晶體

FALSN
WAVE
4A2

 "眼力健"添視明單
片型摺疊式人工水
晶體:非球面軟式人
工水晶體※自付差
額品項，超過部分
由病患自付

 'ZCB00  眼力健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9321號

35000 2744 30000

目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
是動手術將混濁的水晶體移除
，再置入人工水晶體，以取代
原有的屈光聚焦功能，幫助白
內障患者恢復視力。

無

為抗紫外線之後房人工水
晶體，可補償角膜球面相
差，本產品要放置在晶狀
體曩袋內，並替代天然晶
狀體的光學功能

民眾只要符合健保規定的
白內障手術使用規範，其
所使用的「一般功能人工
水晶體」，係屬於健保的
給付範圍。
「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
大體上分為非球面、多焦
點、矯正散光及過濾藍光
等功能類別。

反覆發生嚴重的眼前
段或眼後段炎症或葡
萄膜炎患者.應審慎評
估選擇

7
 人工髖
關節

FBHB
CCER
A1S2

 "史賽克"采登特髖
臼杯系統:陶瓷雙極
式人工髖關節組，
自付差額品項(符合
傳統雙極式髖關節
組給付規定者使用)

 '(17-
26;28;32;3
6-00E-
05E);(17-
28;32-
3E;36-
5E);(65650
028:0236
自970701
生
效);(STEM
及CUP、
INSERT;依
傳統組件型
號)(FBHS1
6070NS2
自
106.05.01
生效);(自
1060901產
品型號重新
整理，由以
下特材代碼
組
合:FBHHC
CERA1S2;F
BHS11170
NS2;FBHS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006573
號
+008106
號
+009999
號
+021427
號
+008102
+衛部
026481號

63126 35195 27931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植入物、零件以及器材會斷
裂、鬆弛或發生過量的磨損，
或者因為受到過大的力量、受
損、安裝不良或處理不當等原
因而影響其功能。
2.因力量傳遞狀況改變、水泥
基底磨損與破壞以及或者組織
對植入物的反應，造成植入物
鬆弛。
3.早期或晚期感染。
4.因植入物定位不良而產生之
脫臼、
半脫臼、活動範圍不足、病肢
發生
預期以外之縮短或加長等。
5.對單邊施力過大或骨質弱化
所引發
之骨折。

1.醫療用高級陶瓷，人體相
容性較佳，陶瓷產品磨損
顆粒少，且陶瓷為鈍性元
素，較不易與人體起過敏
反應。
2.延長人工關節使用壽命，
磨損率可降到0.0001mm/
年以下，非常堅硬耐磨，
不易因磨損變形和骨溶解
須再次手術。
3.最新材質Zirconia
Toughened Aluminum
Oxide 比傳統陶瓷耐磨10
倍，較前一代更堅硬不易
破碎，可大幅延長使用期
限。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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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工髖
關節

FBHB
CCER
A3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雙極
式人工髖關節組※
自付差額品項，超
過部分由病患自付
(符合傳統雙極式髖
關節組給付規定者
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HC
CERA2Z1(
FBHS1601
0NZ1自
1040501生
效)(CUP與
STEM按傳
統組件型
號)(FBHC1
9090NBM
自
106.05.01
生
效);(FBHC1
5000NZ1;
FBHS1786
2NZ1;FBH
S17711NZ
1;FBHS129
00NZ1;FB
HS17850N
Z1;FBHS17
857NZ1自
1070101生
效);(FBHS1
1924NBM;
FBHHCCE
RA1BM自
1070701生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2415號
+009975
號
+008736
號
+011510
號
+014133
號
+029090
號
+030380
號
+030202
號

101052 35195 65857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有極少數病患對金屬或陶瓷有
過敏反應者

1.10倍超耐磨.10倍耐撞擊
2.股骨頭為最新第4代超耐
磨強化陶瓷,可大幅延長使
用期限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9
 人工髖
關節

FBHB
CUTF1
TU0

 "聯合"DELTA陶瓷
球頭雙極式人工髖
關節系統(楔形骨柄)
※自付差額品項，
超過部分由病患自
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U
TF1NU0;F
BHB11503
NU0;FBHH
CCERA5U
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335號
+003187
號
+003331
號

94055 35195 58860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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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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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傳統髖關
節股骨頭給付規定
者使用)

 '17-
2600E;260
5E;2800E;2
805E;3200
E;3205E;36
00E;3605E;
17-28;32-
3E;36-
5E;(65650
028:0236
自970701
生效)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15400 4352 1104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醫療用高級陶瓷，人體相
容性較瓷為鈍性元素，較
不易與人體起命：磨損率
可降到0.0001mm/年以下
，非常堅硬耐磨，不易因
磨損變形和骨溶解須再次
手術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持續過度的活動行為
，會有再度更換關節
的可能性；需遵照醫
師指示，重視後續的
照顧與治療。

11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1U0

 "聯合"人工髖關節
組:陶瓷股小球※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符
合傳統髖關節股骨
頭給付規定者使用)

 '1203-
1028:1436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1397號

32200 4352 2784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 髖關節置換之植入物的預期
使用壽命很難估計，但肯定是
有限度的。這些植入物是用人
工材料製造的，將其植入患者
體內，以期恢復患者的活動能
力或減少疼痛。
2. 患者活動不當、外傷或其他
生物力學原因都可引起髖關節
植入物脫位。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12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2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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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傳統髖關
節股骨頭給付規定
者使用)

 '18-28-
3;2800;28
25;2805;1
8-32-
3;3200;32
25;3205;1
8-36-5;18-
36-
3;3600;36
25;3605;3
675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51975 4352 47623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嚴重的副作用可能需要重新手
術、做關節固定術或截肢。

新一代陶瓷人工股骨頭較
以往更耐久，可使病人獲
得更長的使用年限。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1.任何全關節置換手
術都可能引起嚴重的
併發症。
2.可能產生末梢神經
炎、神經傷害、循環
傷害與骨頭形成異
位。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13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2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股骨
頭※自付差額品項
，超過部分由病患
自付(符合傳統髖關
節股骨頭給付規定
者使用)

 '00-8775-
028-
01:03;00-
8775-032-
01:04;00-
8775-036-
01:04;00-
8775-040-
01:04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2415號

74250 4352 6989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如發生感染可能導致治療失敗

本品在臨床上以長期的成
功經驗為基礎，同時結合
第四代超耐磨陶瓷介面與
巨股骨頭功能的人工髖關
節系統，除了使用耐磨的
人工關節介面材質，更具
備優越的生物相容性，以
及極佳的強度，可大幅減
少磨損以及脫臼的發生機
率，並延長術後使用年
限。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此產品禁忌症：髖關
節或其周圍出現感染
神經肌肉異常，可能
造成關節不穩定骨質
強度不足，以致於無
法支撐植入物。

14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5U0

 "聯合"人工髖關節
組:陶瓷股小球※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符
合傳統髖關節股骨
頭給付規定者使用)

 '1203-
50;52;54-
28;32;36;4
0;44;1203-
5632;36;4
0;44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331號

67500 4352 6314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 髖關節置換之植入物的預期
使用壽命很難估計，但肯定是
有限度的。這些植入物是用人
工材料製造的，將其植入患者
體內，以期恢復患者的活動能
力或減少疼痛。
2. 患者活動不當、外傷或其他
生物力學原因都可引起髖關節
植入物脫位。

本產品適用於用作PTA導管
，以擴張下肢血管(lower
extremities)、自體動靜
脈?管或人工動靜脈?管
(native or synthetic
arteriovenousfistula) 的
狹窄或阻塞血管病灶。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15
 人工髖
關節

FBHH
CCER
A7U0

 "聯合"襯套式陶瓷
股小球※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髖關節股骨頭給付
規定者使用)

 '1203-
70;72;74;7
6-
28;1203-
70;72;74;7
6-
32;1203-
70;72;74;7
6-
36;1203-
70;72;74;7
6-40

 聯合
衛部醫器
製字第
004236號

74250 4352 6989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 髖關節置換之植入物的預期
使用壽命很難估計，但肯定是
有限度的。這些植入物是用人
工材料製造的，將其植入患者
體內，以期恢復患者的活動能
力或減少疼痛。
2. 患者活動不當、外傷或其他
生物力學原因都可引起髖關節
植入物脫位。

1.本產品含有陶瓷股小球與
金屬襯套，不僅為首次人
工髖關節置換之承載元件
，甚至可使用在修復再置
換手術中。
2.本陶瓷股小球(BIOLOX
OPTION)是模組化髖關節
植入物，包含一經過高度
拋光之氧化鋁基陶瓷球體
與鈦合金襯套；氧化鋁是
一種鋁氧化物，屬於陶瓷
材料，兩者材料皆具有機
械、化學穩定性與生物惰
性。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16
 人工髖
關節

FBHLC
406X
NU0

 "聯合"優磨二代全
髖臼植入物:陶瓷髖
臼杯內襯※自付差
額品項，超過部分
由病患自付(符合傳
統髖關節髖臼杯內
襯給付規定者使用)

 '1406-
1844;1848
;1852;185
6;1864;14
06-
1248;1252
;1256;126
4;1406-
1652;1656
;1664;140
6-
1056;1064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29400 4018 2538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植入物受到諸多生物學、力
學和物理化學因素的影響，而
對這些影響又無法作體內評定
，因此不能期望這些植入物能
無限承受正常健康骨骼的活動
程度和負荷。
2.患者活動不當、外傷或其他
生物力學原因都可引起髖關節
植入物脫位。

Delta陶瓷全髖內襯具有高
的硬度與極佳的磨耗抵抗
能力,可以效降低磨耗量。
內襯有各種不同內徑，僅
可搭配不同外徑與不同頸
長的陶瓷球頭，用於套在
股骨柄上，與髖臼的內襯
互動形成關節活動。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17
 人工髖
關節

FBHLC
CERA1
S2

 "史賽克"采登特髖
臼杯系統:陶瓷髖臼
杯內襯※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髖關節髖臼杯內襯
給付規定者使用)

 '625-OT-
28D;32E;F;
36G;H;I;(2
047-
2844E:326
4E自
970701生
效)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33600 4018 2958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醫療用高級陶瓷，人體相
容性較瓷為鈍性元素，較
不易與人體起命：磨損率
可降到0.0008mm/年以下
，非常堅硬耐磨，不易因
磨損變形和骨溶解須再次
手術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持續過度的活動行為
，會有再度更換關節
的可能性；需遵照醫
師指示，重視後續的
照顧與治療。

18
 人工髖
關節

FBHLC
CERA1
U0

 "聯合"優磨全髖臼
植入物:陶瓷髖臼杯
內襯※自付差額品
項，超過部分由病
患自付(符合傳統髖
關節髖臼杯內襯給
付規定者使用)

 '1403-
3252:788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2396號

58050 4018 5403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患者活動不當、外傷或其他生
物力學原因都可引起髖關節植
入物脫位

陶瓷全髖臼內襯成分為氧
化鋁(ISO6474)，氧化鋁是
一種鋁氧化物，屬於陶瓷
材料，具有高的硬度與極
佳的磨耗抵抗能力，可有
效降低磨耗量。提供給病
患另一種選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19
 人工髖
關節

FBHLC
CERA2
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髖臼
杯內襯※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髖關節髖臼杯內襯
給付規定者使用)

 '00-8775-
006:009-
28;00-
8775-
008:011-
32;00-
8775-
010:021-
36;00-
8775-
012:023-
40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2415號

35000 4018 3098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本品在臨床上以長期的成
功經驗為基礎，同時結合
第四代超耐磨陶瓷介面與
巨股骨頭功能的人工髖關
節系統，除了使用耐磨的
人工關節介面材質，更具
備優越的生物相容性，以
及極佳的強度，可大幅減
少磨損以及脫臼的發生機
率，並延長術後使用年
限。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髖關節或其周圍出現
感染神經肌肉異常，
可能造成關節不穩定
骨質強度不足，以致
於無法支撐植入物。

20
 人工髖
關節

FBHLE
4067N
U0

 "聯合"優磨二代全
髖臼植入物-抗氧化
高耐磨聚乙烯全髖
臼內襯(自付差額)

 '(1406-
71-
44;46;48;5
0;52;54;56;
58;60;62;6
4;66;68;70;
72;74;76;7
8;80);(140
6-72-
48;50;52;5
4;56;58;60;
62;64;66;6
8;70;72;74;
76;78;80);(
1406-73-
52;54;56;5
8;60;62;64;
66;68;70;7
2;74;76;78;
80);(1406-
74-
56;58;60;6
2;64;66;68;
70;72;74;7
6;78;80);(1
406-75-
44;46;48;5
0;52;54;56;
58;60;62;6
4;66;68;70;
72;74;76;7
8;80);(14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60750 4018 5673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植入不當、植入物或體內骨、
韌帶的鬆弛而引起脫位、半脫
位、轉動、腿的長度變長或變
短。

成份為超高分子聚乙烯添
加維他命E，具有抗磨耗、
抗氧化，並提高產品的耐
磨性及機械強度。當嵌入
金屬髖臼外帽內時，可將
內襯之突緣部份調整12個
不同之方位，以找出最適
當的置放方式。內襯一旦
嵌入髖臼外帽，則緊密接
合。內襯有各種不同內徑
，可搭配不同外徑與不同
頸長的球頭，，用於套在
股骨柄上，與髖臼的內襯
互動形成關節活動。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所選擇的置換物組件
需視病人之年齡，一
般狀況，可使用骨骼
之骨質狀況 ，是否以
前動過手術或將動什
麼手術等等而定，只
有在病人擁有成熟之
骨骼，才可進行置換
手術。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1
 人工髖
關節

FBHP
C7000
NU0

 "聯合"優磨二代全
人工髖關節(陶瓷巨
頭對高耐磨聚乙烯
襯墊)※自付差額品
項，超過部分由病
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1
104NU0;F
BHHCCER
A5U0;FBH
C1306XN
U0;FBHL1
406XNU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000884
號
+003331
號

97362 39396 57966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22
 人工髖
關節

FBHP
C7100
NU0

 "聯合"優磨二代全
人工髖關節(陶瓷巨
頭對陶瓷襯墊)※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1
104NU0;F
BHHCCER
A5U0;FBH
C1306XN
U0;FBHLC
406XNU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000884
號
+003331
號

121730 39396 8233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3
 人工髖
關節

FBHP
CCER
A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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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傳統人
工髖關節組給付規
定者使用)

 
'(1726;28;
32;36-
00E;-
05E)(1728;
323E;365E;
625-OT-
28D;32E;F;
36G;H;I)(6
5650028:2
36;204728
44E;:3264E
970701生
效)STEMC
UP傳統
(FBHS160
70NS2自
106.05.01
生效);(自
1060901產
品型號重新
整理，由以
下特材代碼
組
合:FBHC15
4NXNS2;F
BHHCCER
A1S2;FBHL
CCERA1S2
;FBHS1117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021427
號
+008102
號
+006573
號
+008106
號
+009999
號+衛部
026481號

87425 39396 48029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植入組件無法承受如健康正常
的骨頭一樣的活動負荷 可能產
生末稍神經炎、神經傷害、循
環損害與骨頭形成異位. 任何
全關節置換手術都可能引起嚴
重的併發症。.

醫療用高級陶瓷，人體相
容性較佳，陶瓷產品磨損
顆粒少，且陶瓷為鈍性元
素，較不易與人體起過敏
反應， 延長人工關節使用
壽命。磨損率可降到
0.0001mm/年以下，非常
堅硬耐磨，不易因磨損變
形和骨溶解須再次手術。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持續過度的活動行為
，會有再度更換關節
的可能性；需遵照醫
師指示，重視後續的
照顧與治療。

24
 人工髖
關節

FBHP
CCER
A1U0

 "聯合"人工髖關節
組:陶瓷全人工髖關
節組(陶瓷HEAD+
陶瓷LINER)※自付
差額品項，超過部
分由病患自付(符合
傳統人工髖關節組
給付規定者使用)

 '1203-
1028:1436
;1403-
3252:7880
;(STEM及
CUP;依傳
統組件型
號)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1397號

116474 39396 77078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符合國際規範
ISO 6474，尺寸有S/M多
種選擇，以滿足病患的差
異性。陶瓷股小球具有極
佳的硬度與磨耗抵抗能力
與生物相容性，增加人工
關節的使用年限，減少再
置換的機率，進而減少病
患的痛苦。可克服因磨耗
顆粒所引起之骨溶蝕的問
題並提供給病患及醫師另
一種選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5
 人工髖
關節

FBHP
CCER
A3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
HEAD+陶瓷LINER
※自付差額品項，
超過部分由病患自
付(符合傳統人工髖
關節組給付規定者
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LCC
ERA2Z1;FB
HHCCERA
2Z1;(FBHS
16010NZ1
;FBHC187
55NZ1自
1040501生
效)(CUP與
STEM按傳
統組件型
號);(FBHC1
8753NZ1;
FBHS1786
2NZ1;FBH
S17711NZ
1;FBHS129
00NZ1;FB
HS17850N
Z1;FBHS17
857NZ1自
1070101生
效);(FBHC1
0214NBM;
FBHL1986
6NBM;FB
HHCCERA
1BM自
1070301生
效);(FBHS1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2415+
008736+
011510+
014133號
+衛部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030380
號

141750 39396 10235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Delta陶瓷全髖內襯具有高
的硬度與極佳的磨耗抵抗
能力,可以效降低磨耗量。
內襯有各種不同內徑，僅
可搭配不同外徑與不同頸
長的陶瓷球頭，用於套在
股骨柄上，與髖臼的內襯
互動形成關節活動。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6
 人工髖
關節

FBHP
CCER
A3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
HEAD+陶瓷LINER
※自付差額品項，
超過部分由病患自
付(符合傳統人工髖
關節組給付規定者
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LCC
ERA2Z1;FB
HHCCERA
2Z1;(FBHS
16010NZ1
;FBHC187
55NZ1自
1040501生
效)(CUP與
STEM按傳
統組件型
號);(FBHC1
8753NZ1;
FBHS1786
2NZ1;FBH
S17711NZ
1;FBHS129
00NZ1;FB
HS17850N
Z1;FBHS17
857NZ1自
1070101生
效);(FBHC1
0214NBM;
FBHL1986
6NBM;FB
HHCCERA
1BM自
1070301生
效);(FBHS1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2415+
008736+
011510+
014133號
+衛部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030380
號

141750 39396 10235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負重過大、身體活動量大可能
會有植體鬆脫或碎裂的問題。

1.第四代陶瓷高耐磨度，抗
碎裂大幅減少植入物間的
磨損，增加植入物的使用
年限。
2.大直徑股骨頭可增加病人
的活動角度。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7
 人工髖
關節

FBHP
CCER
A5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陶瓷全人
工髖關節組(陶瓷
HEAD)※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人工髖關節組給付
規定者使用)

 '由以下特
材組
合:FBHC16
200NZ1;F
BHL16305
NZ1;FBHH
CCERA2Z1
;FBHS1786
2NZ1;FBH
S17711NZ
1;FBHS129
00NZ1(FB
HC18753
NZ1;FBHL
18751NZ1
;FBHS1785
0NZ1自
1030301生
效);(FBHS1
6010NZ1;
FBHC1875
5NZ1自
1040501生
效);(FBHS1
7857NZ1;
FBHC1021
4NBM;FB
HL19866N
BM;FBHH
CCERA1B
M自
1070301生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2415+
008736+
011510+
014133+
021851號
+衛部
025775+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030380
號

102857 39396 63461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1.多樣的球頭與頸長尺寸提
供較佳的手術彈性。
2.可搭配新的軸頭或是輕微
損傷的軸頭。
3.翻修手術的低磨耗選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28
 人工髖
關節

FBHP
CUTF1
TU0

 "聯合"全人工髖關
節系統(楔形骨
柄):DELTA巨頭陶瓷
對陶瓷櫬墊※自付
差額品項，超過部
分由病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U
TF1NU0;F
BHHCCER
A5U0;FBH
C1306XN
U0;FBHLC
406XNU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335號
+003977
號
+003331
號

121730 39396 8233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29
 人工髖
關節

FBHP
CUTF1
XU0

 "聯合"DELTA陶瓷
球頭全人工髖關節
系統(楔形骨柄)※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U
TF1NU0;F
BHHCCER
A5U0;FBH
C1301XN
U0;FBHC1
306XNU0;
FBHL1403
XNU0;FBH
L1406XNU
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335號
+003977
號
+003331
號
+001071
號

97362 39396 57966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30
 人工髖
關節

FBHR
C6000
NU0

 "聯合"優磨二代重
建型全人工髖關節
組(陶瓷巨頭對高耐
磨聚乙烯襯墊)※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1
104RU0;FB
HHCCERA
5U0;FBHC
1306XNU
0;FBHL140
6XNU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000884
號
+003331
號

117151 52796 64355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31
 人工髖
關節

FBHR
C6100
NU0

 "聯合"優磨二代重
建型全人工髖關節
組(陶瓷巨頭對陶瓷
襯墊)※自付差額品
項，超過部分由病
患自付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S11
104RU0;FB
HHCCERA
5U0;FBHC
1306XNU
0;FBHLC40
6XNU0

 聯合

衛署醫器
製字第
003977號
+000884
號
+003331
號

141518 52796 88722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陶瓷股小球具有極佳的硬
度與磨耗抵抗能力與生物
相容性，增加人工關節的
使用年限，減少再置換的
機率，進而減少病患的痛
苦。可克服因磨耗顆粒所
引起之骨溶蝕的問題並提
供給病患及醫師另一種選
擇。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32
 人工髖
關節

FBHR
CCER
A1S2

 "史賽克"采登特髖
臼杯系統:重建型(陶
瓷HEAD+陶瓷
LINER)※自付差額
品項，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重建型人工髖關節
組給付規定者使用)

 
'(1726;28;
32;3600E;
05E)(1728;
32;3E;365E
;625OT-
28D;32E;F;
36G;H;I(65
650028:02
36;204728
44E:3264;E
970701生
效)(STEM
及CUP傳
統)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293號

99521 52796 46725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植入組件無法承受如健康正常
的骨頭一樣的活動負荷 可能產
生末稍神經炎、神經傷害、循
環損害與骨頭形成異位. 任何
全關節置換手術都可能引起嚴
重的併發症。.

醫療用高級陶瓷，人體相
容性較佳，陶瓷產品磨損
顆粒少，且陶瓷為鈍性元
素，較不易與人體起過敏
反應，延長人工關節使用
壽命。磨損率可降到
0.0001mm/年以下，非常
堅硬耐磨，不易因磨損變
形和骨溶解須再次手術。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33
 人工髖
關節

FBHR
CCER
A2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重建型(陶
瓷HEAD)※自付差
額品項，超過部分
由病患自付(符合傳
統重建型人工髖關
節組給付規定者使
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C16
200NZ1;F
BHL16305
NZ1;FBHH
CCERA2Z1
;FBHS3010
2NZ1;FBH
S37846NZ
1;FBHS381
14NZ1;(FB
HC18753
NZ1;FBHL
18751NZ1
;自
1030301生
效);(FBHC1
8755NZ1
自1040501
生
效);(FBHS3
8114NZ1
自1070301
刪
除);(FBHC1
0214NBM;
FBHL1986
6NBM;FB
HHCCERA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1851+
022415+
008736+
023407號
+衛部醫
器輸字第
025775+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126830 52796 7403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1.周邊神經病變─脫臼 2.傷口
感染 3.磨損 4.心血管及循環系
統異常 5.疼痛

1.鈦纖維網髖臼杯：超高生
物相容性，提供絕佳的骨
生長與固定能力。2.第四代
強化陶瓷、大幅延長使用
期限。3.成份：氧化鋁
(AL2O3) + 氧化鋯
(Ziconium)。4.比第三代黃
色陶瓷更10倍耐磨、抗撞
擊。5.巨頭設計、ROM較
不受限制，表面光滑堅
硬、術後不易脫臼。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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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工髖
關節

FBHR
CCER
A3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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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重建型人工髖關節
組給付規定者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LCC
ERA2Z1;FB
HHCCERA
2Z1(FBHC
18755NZ1
自1040501
生效)(CUP
與STEM按
傳統組件型
號);(FBHS3
0102NZ1;
FBHC1875
3NZ1自
1070101生
效);(FBHC1
0214NBM;
FBHL1986
6NBM;FB
HHCCERA
1BM自
1070301生
效);(FBHC1
8755NZ1
自1090501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2415+
023407號
+衛部醫
器輸字第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164950 52796 11215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無

Delta陶瓷全髖內襯具有高
的硬度與極佳的磨耗抵抗
能力,可以效降低磨耗量。
內襯有各種不同內徑，僅
可搭配不同外徑與不同頸
長的陶瓷球頭，用於套在
股骨柄上，與髖臼的內襯
互動形成關節活動。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35
 人工髖
關節

FBHR
CCER
A3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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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由
病患自付(符合傳統
重建型人工髖關節
組給付規定者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LCC
ERA2Z1;FB
HHCCERA
2Z1(FBHC
18755NZ1
自1040501
生效)(CUP
與STEM按
傳統組件型
號);(FBHS3
0102NZ1;
FBHC1875
3NZ1自
1070101生
效);(FBHC1
0214NBM;
FBHL1986
6NBM;FB
HHCCERA
1BM自
1070301生
效);(FBHC1
8755NZ1
自1090501

 捷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1835+
022415+
023407號
+衛部醫
器輸字第
030214+
029866+
030202號

164950 52796 11215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負重過大、身體活動量大可能
會有植體鬆脫或碎裂的問題。

1.第四代陶瓷高耐磨度，抗
碎裂大幅減少植入物間的
磨損，增加植入物的使用
年限。2.大直徑股骨頭可增
加病人的活動角度。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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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工髖
關節

FBHR
CCER
A4Z1

 "捷邁"百優人工髖
關節系統:重建型(陶
瓷HEAD)※自付差
額品項，超過部分
由病患自付(符合重
建型且骨缺損2度以
上給付規定者使用)

 '由以下特
材代碼組
合:FBHC16
200NZ1;F
BHL16305
NZ1;FBHH
CCERA2Z1
;FBHS3998
0NZ1;FBH
S39990NZ
1;(FBHC18
753NZ1;F
BHL18751
NZ1;自
1030301生
效)(FBHC1
8755NZ1
自1040501

 台灣捷
邁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2415號
+衛部
026778號

146663 70099 76564

當髖關節軟骨破壞磨損，初期
可藉藥物及活動調整來控制，
但是到了嚴重的晚期，則常常
必須考慮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
術。
人工髖關節是依人體髖關節形
狀構造及功能利用金屬合金（
如鈦合金、鈷鉻鉬合金）及取
代磨損軟骨面的高分子聚乙烯
塑膠襯墊所製成的假關節，用
以模擬正常髖關節活動及功
能。

感染、鬆脫、粗隆處之不癒
合、組織反應

先進陶瓷科技處理，表面
光滑堅硬，股骨頭與襯墊
皆為超耐磨強化陶瓷，可
大幅延長使用期限，巨股
骨頭更接近人體原始尺寸
大小，術後活動範圍較不
受限制，且不易脫臼。

1.過去傳統塑膠耐磨材質，
雖然有健保全額補助，但
因為長期使用可能造成磨
損及鬆脫，嚴重者需要再
進行第二次置換手術。
2.另一種金屬人工髖關節，
耐磨度比傳統塑膠好，但
日後可能會在摩擦後產生
金屬微粒進入人體，不適
合體質對金屬過敏、孕婦
或腎臟病患者使用。
3.最近新一代「陶瓷人工髖
關節」，比金屬更耐磨，
延長人工髖關節使用時
間。

無

37
 加長型
伽瑪髓
內釘組

FBNG
11878
5S1

 "信迪思"長股骨髓
內釘系統(自付差額)

 '(472.-
110S:117S
);(473.-
015S:038S
);(473.-
040S:045S
);(473.-
050S:055S
);(473.-
060S:065S
);(473.-
070S:075S
);(473.-
800S:807S
);(473.-
170S:173S
);(04.027.-
050S:059S
);(459.-
260;280;3
00;320;34
0;360;380;
400;420;4
40;460;48
0;500;520;
540;560;5
80;600;64
0;680;720;
760;800;8

 壯生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8785號

79920 19036 60884

一般鈦合金伽瑪髓內釘系統
(組)，係用於固定股骨轉子間
骨折。這類髓內釘系統，長度
在18公分內，統稱為一般鈦合
金伽瑪髓內釘系統(組)。如果
近端股骨骨折部位往下延伸，
例如股骨轉子間骨折合併轉子
下骨折、轉子下骨折、近端股
骨骨折、或股骨病理性骨折等
等，因為骨折範圍較長，在這
些情況下，需要加長型髓內釘
系統，才能提供適當的骨折固
定強度。

1.植入物變形失效肇因於植入
物選擇錯誤與/或骨生成過度
負荷。2.過敏反應肇因於無法
適應植入物材質。3.癒合遲緩
肇因於血液循環系統障礙。4.
植入物而引起的疼痛。

1.特殊螺旋狀設計，針對骨
鬆病人能更加穩固。 2.末
端鎖定可選擇靜態鎖定，
或動態鎖定。 3.專為亞洲
人設計。 4.材質可增加生
物相容性。

1. 長度不同：在18公分內
的近端股骨髓內釘系統，
稱為一般鈦合金伽瑪髓內
釘系統 (組)；在18公分以
上的股骨髓內釘系統，稱
為「鈦合金加長型伽瑪髓
內釘系統組」。
2. 適應症不同：一般鈦合
金伽瑪髓內釘系統(組)適用
於股骨轉子間骨折。「鈦
合金加長型伽瑪髓內釘系
統組」適用於股骨轉子間
骨折合併轉子下骨折、轉
子下骨折、近端股骨骨
折、或股骨病理性骨折等
等。

將植入物調整外形，
彎曲或切割時，應特
別小心。改變植入物
的表層，例如紋路，
刮痕，修邊，與任何
重覆前後彎曲，都可
能會減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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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加長型
伽瑪髓
內釘組

FBNG
12031
1S9

 "史賽克"伽瑪三股
骨固定系統-長釘組
(自付差額)

 '(3003-
0822S);(30
05-
1100;1105
;1110-
S);(3060-
0070;0075
;0080;008
5;0090;00
95;0100;0
105;0110;
0115;0120
;0125;013
0-
S);(1896-
5025;5027
;5030;503
2;5035;50
37;5040;5
042;5045;
5047;5050
;5052;505
5;5057;50
60;5065;5
070;5075;
5080;5085
;5090;509
5;5100;51
05;5110;5
115;5120);
(1896-
5025;5027

 史賽克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0311號

75600 19036 56564

一般鈦合金伽瑪髓內釘系統
(組)，係用於固定股骨轉子間
骨折。這類髓內釘系統，長度
在18公分內，統稱為一般鈦合
金伽瑪髓內釘系統(組)。如果
近端股骨骨折部位往下延伸，
例如股骨轉子間骨折合併轉子
下骨折、轉子下骨折、近端股
骨骨折、或股骨病理性骨折等
等，因為骨折範圍較長，在這
些情況下，需要加長型髓內釘
系統，才能提供適當的骨折固
定強度。

出現以下情況失敗風險將增加:
活動或可疑之潛在性感染創傷
部位或其周圍顯著的局部發
炎、血管受損影響血液供應、
患者手術部位組織覆蓋不充分
……等。

本系統主要適用於粗隆骨
下骨折，股骨轉子合併骨
幹骨折，於粗隆及長骨部
位之病理骨折包含預防之
用，骨折不接合和癒合不
良。

1. 長度不同：在18公分內
的近端股骨髓內釘系統，
稱為一般鈦合金伽瑪髓內
釘系統 (組)；在18公分以
上的股骨髓內釘系統，稱
為「鈦合金加長型伽瑪髓
內釘系統組」。
2. 適應症不同：一般鈦合
金伽瑪髓內釘系統(組)適用
於股骨轉子間骨折。「鈦
合金加長型伽瑪髓內釘系
統組」適用於股骨轉子間
骨折合併轉子下骨折、轉
子下骨折、近端股骨骨
折、或股骨病理性骨折等
等。

無

39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28TF
XED

 "愛德華"卡本特-愛
德華沛旅旺心包生
物瓣膜
(PERIMOUNT主動
脈瓣，型號
2800TFX)(自付差
額)

 '2800TFX
 台灣愛
德華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5232號

113130 43613 6951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狹窄、穿過閉鎖不全瓣膜的逆
流、瓣膜周圍的滲漏、心內膜
炎、溶血、血栓栓塞、血栓性
阻塞、使用抗凝血療法的相關
出血性疾病，以及因植入時之
部位變形、Elgiloy合金線形構
造斷裂、或瓣膜成分發生物
理或化學變化導致瓣膜功能失
常。

1.本產品適用於主動脈瓣、
二尖瓣膜病變惡化而必須
植入心包生物瓣膜的患
者；或適用於更換病患先
前植入的人工主動脈瓣、
二尖瓣，取代已無法適當
發揮功能的瓣膜。
2.必須先以手術方式切除原
先植入的人工瓣膜，再植
入新的心包生物瓣膜。
3.心包生物瓣膜尤其適用於
無法接受長期抗凝血治療
，或難以持續治療的患
者。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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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3000
TED

 "愛德華"卡本特-愛
德華沛旅旺人工心
瓣膜-MAGNA(自付
差額)

 
'3000TFX;
7000TFX

 台灣愛
德華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8210號

202500 43613 15888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1.本產品是使用牛隻的心包
膜所製成，其耐用性、血
液動力學、及抗鈣化表現
皆比使用豬瓣膜所製成之
組織瓣膜突出。
2.本產品採用最新一
代"ThermaFix"抗鈣化處理
，其專有的二階段式加熱
及抗鈣化技術可將瓣膜的
鈣含量減少至81%。
3.若瓣膜的含鈣量偏高時，
易使組織瓣膜的耐用性降
低。在耐用性方面至少可
達到20年以上。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41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37TF
XED

 "愛德華"卡本特-愛
德華沛旅旺人工心
瓣膜-MAGNA
EASE(自付差額)

 
'3300TFX;
7300TFX

 台灣愛
德華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30164號

202500 43613 15888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狹窄、穿過閉鎖不全瓣膜的逆
流、瓣膜周圍的滲漏、心內膜
炎、溶血、血栓栓塞、血栓性
阻塞、使用抗凝血療法的相關
出血性疾病，以及因植入時之
部位變形、Elgiloy合金線形構
造斷裂、或瓣膜成分發生物
理或化學變化導致瓣膜功能失
常。

1.本產品適用於主動脈瓣/
二尖瓣膜病變惡化而必須
植入心包生物瓣膜的患
者；或適用於更換病患先
前植入的人工主動脈瓣/二
尖瓣，取代已無法適當發
揮功能的瓣膜。
2.必須先以手術方式切除原
先植入的人工瓣膜，再植
入新的心包生物瓣膜。
3.心包生物瓣膜尤其適用於
無法接受長期抗凝血治療
，或難以持續治療的患
者。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42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69PT
FED

 "愛德華"卡本特-愛
德華沛旅旺人工心
瓣膜(PERIMOUNT
二尖瓣，型號
6900PTFX)(自付差
額)

 
'6900PTFX

 台灣愛
德華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8210號

113130 43613 6951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狹窄、穿過閉鎖不全瓣膜的逆
流、瓣膜周圍的滲漏、心內膜
炎、溶血、血栓栓塞、血栓性
阻塞、使用抗凝血療法的相關
出血性疾病，以及因植入時之
部位變形、Elgiloy合金線形構
造斷裂、或瓣膜成分發生物
理或化學變化導致瓣膜功能失
常。

1.本產品適用於主動脈瓣/
二尖瓣膜病變惡化而必須
植入心包生物瓣膜的患
者；或適用於更換病患先
前植入的人工主動脈瓣/二
尖瓣，取代已無法適當發
揮功能的瓣膜。
2.必須先以手術方式切除原
先植入的人工瓣膜，再植
入新的心包生物瓣膜。
3.心包生物瓣膜尤其適用於
無法接受長期抗凝血治療
，或難以持續治療的患
者。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43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BRAS
LST

 "聖猷達"翠翡塔組
織瓣膜(自付差額)

 'TF-
19A;21A;2
3A;25A;27
A;29A(TFG
T-
19A;21A;2
3A;25A;27
A;29A自
1060501生
效)

 雅培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3487號

192510 43613 14889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可能產生的潛在副作用:心絞
痛、心律不整、心內膜炎、心
臟衰竭、溶血、溶血性貧血、
出血、滲漏，經瓣膜或瓣膜周
圍、心肌梗塞、非結構性功能
障礙(由於血管翳及縫合的壓
迫、不適當的縫合或位置、或
其他)、移植物閉鎖不全、休
克、構造惡化、血栓、瓣膜血
栓。

1.瓣膜支架為鈦金屬。2.獨
家使用豬心包膜組織覆蓋
支架，避免瓣葉機械性的
磨損，作用時亦可保組織/
組織面的接觸。3.瓣葉採一
片式牛心包組織。4.瓣葉採
外包式，將支架包覆在裡
面，以提供較大瓣膜內
徑。5.瓣葉與支架縫合，於
頂端 1mm 不作縫合，以
利瓣葉可完全打開。6.縫合
環內有植入矽膠，以利縫
合及瓣膜環狀定型。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44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CSTR
CST

 "聖猷達"翠翡塔組
織瓣膜(自付差額)

 'TF-
19A;21A;2
3A;25A;27
A;29A;(TF
GT-
19A;21A;2
3A;25A;27
A;29A自
1060501生
效)

 雅培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3516號

192510 43613 148897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心絞痛，心律不整，心內膜炎
，心臟衰竭，溶血等

瓣葉由外向內包覆支架，
有效開口面積大，能提供
較大的血液輸出量，瓣葉
和支架的接觸是Tissueto
Tissue 接觸面，於頂端
1mm處不做縫合，讓瓣葉
可以完全打開及增加瓣膜
的耐久性。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自付差額 使用原因 副作用 產品特性

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45
 生物組
織心臟
瓣膜

FHVD
1MSP
B3M4

 "美敦力" 莫克人工
豬心瓣膜-第三代(自
付差額)

 'MODEL
305;310(型
號重整
305;310自
1090501生
效)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0079號

183195 43613 139582

人工心臟瓣膜適用於瓣膜性心
臟病患者。目前健保給付之人
工心臟瓣膜有兩大類，分別為
機械心臟瓣膜及傳統生物組織
心臟瓣膜。機械心臟瓣膜由醫
療級碳纖維及高級金屬所製成
，結構堅固，較不易損壞，但
病人需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以
避免各種出血情形，照顧較不
方便；而傳統生物組織心臟瓣
膜則是主要由豬的心臟瓣膜經
由複雜化學及抗鈣化過程處理
之後，所縫製而成的，置換後
需短期服用抗凝血劑，之後便
可停藥，照顧較為方便，然而
大多病人於10至15年瓣膜結
構損壞而需再次手術置換。

死亡、心律失常、心內膜炎、
溶血、出血(與抗凝劑或抗血
小板藥物相關)、漏血(跨瓣膜
或瓣膜旁泄漏)、非結構性功
能不良(如血管翳，縫線或瓣
膜尺吋不合)、結構破環(如鈣
化、瓣膜尖撕裂或狹窄)、血
栓栓塞、瓣膜血栓等

以α－氨基油酸進行處理，
動物實驗中已發現抗礦化
處理可減輕豬瓣膜的鈣
化。

新增功能類別耐久性生物
組織心臟瓣膜屬於生物心
臟瓣膜的一種，與傳統生
物組織心臟瓣膜可能在抗
鈣化技術、生物組織固定
方式、瓣膜架材質、植入
方式設計或使用年限等皆
有較長足之進步設計與數
據證明。

在手術前，必須針對
做該手術之效益及風
險向醫師詳細諮詢

46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90204
BA

 "路透尼斯"巴德路
透尼斯035經皮穿刺
血管成形術藥物塗
層球囊導管(自付差
額品)

 '90904-
75;10;13-
400;500;6
00-
020:150;9
0904-
75;10;13-
700-
020:060;9
0904-
75;10-
800;900;1
00-
020:060;9
0904-
75;10-
120-
020:040;9
0204-
75;10-
400;500;6
00-
020:150;9
0204-
75;10-
700;800;9
00;100-
020:060;9
0204-
75;10-
120-
020;040;9

 巴德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9980號

75600 28773 4682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可能與周邊球囊擴張術有關的
潛在不良反應，包括：其他介
入對藥物或顯影劑出現過敏反
應，動脈瘤或假動脈瘤，心律
失常，栓塞，疼痛或觸痛，氣
胸或血胸，敗血症，感染，休
克..等。

藥物釋放型氣球導管是在
氣球擴張導管表面塗上一
層藥物（紫杉醇），於氣
球擴張時將紫杉醇黏附至
原來置放的血管壁上，由
於紫杉醇有抑制血管壁組
織增生的作用，可以改善
血管內腔直徑與減少治療
原生動脈病灶處的再狹
窄。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編號 類別 健保碼 中文名稱
產品型號/

規格
廠牌

許可證
字號

醫院單價
健保部分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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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保給付項目之
療效比較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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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90205
BA

 "路透尼斯"巴德
014經皮穿刺血管成
形術藥物塗層球囊
導管(自付差
額)D:4MM;L:40-
150MM

 
'9020510;
9020513;9
020515-
400-
040;080;1
00;120;15
0

 巴德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9251號

75600 28773 4682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可能與周邊球囊擴張術有關的
潛在不良反應，包括：其他介
入對藥物或顯影劑出現過敏反
應，動脈瘤或假動脈瘤，心律
失常，栓塞，疼痛或觸痛，氣
胸或血胸，敗血症，感染，休
克..等。

本產品是一條同軸導線型
(over the wire)導管，含有
一個固定於遠端的藥物塗
層球囊，球囊已塗含有抗
增生藥物紫杉醇
(paclitaxel)。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本產品對兒科患者及
成年患者大腦、頸動
脈或腎血管系統的安
全性及有效性尚未確
定。在具有對顯影劑
不可控過敏史的病患
中使用時，應當考慮
到使用的風險和益處

48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APDC
BM4

 "美敦力"愛德米羅
紫杉醇塗藥周邊球
囊導管(自付差額品
項)

 'SBI-
040:060-
040;060;0
80;120;15
0-08;13-
P;SBI070-
040;060;0
80-08;13-
P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4523號

0 28773 0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可能於撐開血管的同時造成血
管破裂或內膜剝離的危險。

於球囊上有塗覆紫杉醇藥
物，可使藥物進入血管內
壁，可減少不正常增生及
再阻塞率。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1.在放入擴張導管前
，應按照經皮腔內血
管成形術的標準治療
程序對患者進行適當
藥物（例如抗凝血
劑、血管舒張藥物
等）。2.治療球囊導
管在涉及鈣化病灶時
應小心使用，因為此
類病灶具有研磨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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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ELUT1
SB

 "波士頓科技"艾路
米亞塗藥支架系統
(自付差額)

 
'H7493929
5-60;70-
04;06;08;1
0;12-10;70

 波士頓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9431號

85725 28773 56952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出血、過敏反應、血腫、血
栓...等。

此產品除有雷射切割的鎳
鈦金屬自膨式支架外，最
主要的優點及特性是支架
表層塗有藥物，聚合物兩
層塗層，內層為聚合物，
外層為藥品。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50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ELUT2
SB

 "波士頓科技"艾路
米亞塗藥支架系統-
淺股動脈塗藥血管
支架(自付差額)

 
'H7493929
56015-
10;70;H74
93929570
15-10;70

 波士頓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9431號

97200 44293 5290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置入本塗藥金屬支架,可預
防血管再阻塞,並可同時大
幅降低預防支架內再狹窄
的可能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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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FW03
5EQ

 "優洛可"高速經皮
血管氣球擴張導管
(FREEWAY035)(自
付差額品項)

 '335-
40:70-
20:150;33
5-80-
20:100

 尚璟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6424號

70200 28773 4142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1.蟲膠獨家、專利技術。
2.DEB在遞送過程中，藥物
極不易掉落且操作非常流
順。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52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PASLX
BK

 "百多力"帕西歐樂
思紫杉醇釋放周邊
血管氣球擴張導管
(直徑>=4mm)(自
付差額品項)

 '3708-
44:47;49:5
2;54:57;59:
62;64:67;6
9:72

 百多力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535號

58050 28773 2927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球囊表面上均勻塗有一層
每平方毫米混有3微克紫杉
醇的遞送基質，最大球囊
(7.0  120毫米)上可使用
的最大量紫杉醇可達9.1毫
克。球囊擴張時可將紫杉
醇遞送至血管壁上。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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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PPDC
BM4

 "美敦力"派斯飛克
紫杉醇塗藥周邊球
囊導管(自付差額)

 'PCF-
040;050;0
60;070-
040;60;80;
120-
09P;13P

 美敦力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910號

79773 28773 51000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本產品適用於周邊動脈阻
塞性患者的經皮腔內血管
成形術(PTA)，包含支架內
再狹窄(ISR)及自體或人工
動靜脈洗腎廔管的阻塞病
灶。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5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RASFA
SB

 "波士頓科技"藍吉
紫杉醇塗藥周邊氣
球導管(自付差額品
項)

 
'H7493921
9-(40:70-
03;04;06;0
8;10-
80);(80-
03;04;06;0
8-
80;10);(40-
03;04;06-
10);(50:70-
03;04;06;0
8;10-
10);H7493
9220-(40-
12;15-
90);(40-
08;10;12;1
5-
10);(H749
39319-
40;50;60;7
0-
2090;2010
;H7493931
9-
50;60;70-
1290;1590

 波士頓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6708號

41850 28773 1307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Ranger與Ranger SL氣球導管
禁止用於已知對紫杉醇(或結
構相似的化合物)過敏的患
者。

Ranger及Ranger SL紫杉
醇塗藥周邊氣球導管適用
於在周邊血管中進行經皮
腔內血管成形術(PTA)，包
括髂動脈和腹股溝動脈。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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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淺
股動脈
狹窄之
塗藥裝
置

CBC04
Z1SV6
CK

 "曲克"利弗爾周邊
血管支架(塗藥淺股
動脈支架-自付差額)

 'ZISV6-
35-
80;125-
5.0:8.0-
40;60;80;1
00;120-
PTX(ZISV6
-35-
80;125-
5.0:7.0-
140-PTX自
1070501生
效)

 曲克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752號

74250 28773 45477

目前淺股動脈狹窄阻塞的治療
方式是以血管腔內介入手術方
式治療為主，除了傳統的氣球
擴張術外，如果經1:1氣球擴
張後，殘餘狹窄達50%以上，
並符合健保給付規定，便可以
獲得健保給付使用淺股動脈血
管支架，即裸金屬支架(Bare
Metal Stent)，以達到更佳之
血管擴張效果。由於傳統治療
淺股動脈狹窄的氣球擴張術以
及裸金屬支架仍有再阻塞的問
題，為了延長血管擴張術後暢
通的時間，目前健保提供了最
新的塗藥裝置選擇，該類裝置
係利用藥物塗層在支架或氣球
，藥物會抑制血管內膜增生、
防止血管再度狹窄。

可能發生之不良反應: 對抗凝
劑/抗血栓治療或顯影劑發生
過敏、對鎳鈦合金過敏反應、
動脈血栓症、通路部位發生感
染/膿腫等。

利弗爾周邊血管支架屬於
自澎式支架，對血管內壁
可產品一個向外的徑向張
力，從而在支架置放區域
保持血管通暢，其支架上
的紫杉醇藥物塗層能有效
抑制氣球導管擴張後引發
之局部血管發炎反應與狹
窄，提供血管較長期的通
暢性。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每位病患病情不同，
且各項塗藥裝置的療
效研究報告仍有差異
，可詢問手術醫師建
議後選擇使用

56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BMX6
1BS

 "百爾森"百美淬艾
法冠狀動脈塗藥支
架系統(自付差額)

 'BMX6-
22;25;27;3
0;35;40-
09;14;19;2
4;29;BMX6
-
25;27;30;3
5-33;36

 科舉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32081號

75600 14099 6150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1.傳統心導管支架置放術相關
之副作用或併發症，裝置塗藥
支架時均可能發生。2.支架內
血栓: 裝置塗藥支架後一個月
內的發生率 <1%；晚期支架
內血栓的發生率約 0.5%(即使
在 6~12 個月之後仍有可能發
生)。

塗藥血管支架是在裸金屬
支架上塗上可以抑制細胞
增生或是殺死細胞的藥物
，藉此減少血管內手術傷
口的疤痕組織增生和其所
導致的血管再狹窄，可降
低血管再狹窄機率，其支
架內再狹窄的發生率約
10%。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1.造成晚期支架內血
栓之原因仍未明，一
般建議應至少服用兩
種抗血小板藥物一年
以上，甚至更久(但健
保署僅給付六個月，
之後需自費使用)。2.
裝置塗藥支架並非一
勞永逸，所以裝置後
仍必須定時服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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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1
YR

 "依莉瑟"迪瑟冠狀
動脈塗藥支架系統
(自付差額品項)

 'SER-
25;30;35-
14;18;23;2
8;32;38;(SE
R27;40-
14;18;23;2
8;32;38自
1060901生
效)

 埃默高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7982號

75600 14099 6030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急性支架血栓閉塞、急性心肌
梗塞、對抗凝血劑及抗血栓形
成治療法或顯影劑具有過敏反
應、心律不整、心臟壓迫、心
原性休克、空氣或組織或血栓
性栓塞、緊急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CABG)、心衰竭、心肌局
部缺血、冠狀動脈穿孔或破
裂、支架留置部位的再狹窄、
肺水腫、中風、冠狀動脈完全
閉塞，需要進行外科的修復或
重新進行介入性手術的血管損
傷。

運用新一代的鈷鉻合金材
質,製作出極細的金屬絲厚
度(81mm),進而達業界最低
的支架外徑(0.032 英吋)。
塗層藥物為最新的
Novolimus,是目前最安全
有效的抑制內膜細胞增生
藥物。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1.對於鈷鉻合金過敏
者可能會對本植入物
有過敏反應。為了避
免異金屬腐蝕的可能
性，切勿以串聯方式
植入不同材質支架，
因其可能重疊或接觸
到。
2.判斷患者可能有阻
礙血管成形術球囊完
全膨脹的病灶。

58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2
BB

 "柏朗"諾心西羅莫
司冠狀動脈塗藥支
架系統(自付差額)

 '50287-
02:06;12:1
6;22:26;32:
36:42:46;5
1:54;60:63;
67:68(502
89-10:65
自1070301
生效)

 台灣柏
朗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763號

78975 14099 6290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1. 5年長期的隨機分配控制臨
床試驗(Randomize-
controlledtrial)，使用不鏽鋼
支架輸送系統，結果顯示5年
目標病灶再治療率低
(TLR:14.7%)、MACEevent低
(23.8%)、TVR低(22.0%)。
2. 最新ISAR 2000註冊式臨床
試驗(人數2877人)，使用新高
科技超薄鈷鉻合金支架輸送系
統，9個月追蹤結果顯示目標
病灶再治療率低 (TLR:2.3%)。

1. 本產品的藥物塗層成分
(Sirolimus+Probucol)不
含聚合物(沒有polymer組
群的成分)：減少晚期血栓
形成，並且具有緩釋
Sirolimus 效果，使藥物持
續作用 (30天釋放80%、90
天全部釋放)。
2. 臨床試驗顯示越薄支架
復發率越低，本產品支架
薄度僅有50μm/60μm (約
一根頭髮的直徑)，適合用
於複雜、不易通過的病
灶。
3. 本產品採用醫藥級合金
材質(L605)，過彎性強，支
撐架較多，血管撐開直徑
接近圓形，血流回覆效益
高 ，可有效預防血管斑塊
脫垂，而降低復發率。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同塗藥支架相關之併
發症、過敏反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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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2
TM

 "泰爾茂"阿提瑪斯
特冠狀動脈塗藥支
架系統(自付差額)

 'DE-
RD25;27;3
0;35;40-
09;12;15;1
8;24;28-
KSM(DE-
RD22-
09;12;15;1
8;24;28;33;
38-
KSM;DE-
RD25;27;3
0;35;40-
33;38-
KSM自
1050501生
效)

 泰爾茂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7460號

73575 14099 59500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噁心、嘔吐、心肌梗塞、放置
支架段落再狹窄

病人特殊情況下只頇服用
一個月雙重抗血小板藥
物。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置放過程應小心避免
血管內剝離。

60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2
YR

 "依莉瑟"迪瑟第二
代冠狀動脈塗藥支
架系統(自付差額)

 '(SZR25-
14;18;23;2
8;32;38);(S
ZR27-
14;18;23;2
8;32;38);(S
ZR30-
14;18;23;2
8;32;38);(S
ZR35-
14;18;23;2
8;32;38);(S
ZR40-
14;18;23;2
8;32;38)

 可若夫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31833號

75600 14099 6252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以下額外副作用/併發症可能
與 Novolimus 或 Rapamycin
類型之藥物使用有關，包括但
不限於: 痤瘡，腹瀉或便秘 ，
頭痛，血壓升高，膽固醇或三
酸甘油酯上升，失眠，噁心，
紅疹，肌肉或關節疼痛或虛弱
，發抖，上
呼吸道或泌尿道感染，水腫。

兩個關鍵部件所組成；塗
覆 Novolimus 的支架及輸
送系統。支架維持標稱
0.0032 英吋(0.081mm)之
結構厚度。輸送系統總工
作長度為 139mm。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僅限單次使用。設備
重複使用、再加工或
重複滅菌可能造成藥
物塗覆效果的喪失及/
或破壞設備完整性及/
或汙染，導致須重複
介入性治療及/或患者
受傷、生病或死亡。

61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4
AB

 "亞培"賽恩斯征艾
諾莉茉斯冠狀動脈
塗藥支架系統※自
付差額品項，超過
部分由病患自付

 '1070225-
08;12;15;1
8;23;28;10
70250:107
0400-
08;12;15;1
8;23;28;33;
38

 亞培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5208號

73099 14099 59000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可能併發症有（但不限於）:
導管插入處的血管受損或出
血、心律不整、中風、腎臟受
損或對顯影劑過敏、再狹窄、
血栓等

本產品為一條金屬製的網
狀小管（稱為支架），支
架表面塗有微量藥物，這
些藥物會緩緩地滲入動脈
周圍的管壁組織，防止體
內對支架異物產生反應，
因而減緩細胞及組織的增
生以降低發生再狹窄的情
形。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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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5
AB

 "亞培"賽恩斯征長
型艾諾莉茉斯冠狀
動脈塗藥支架系統
(自付差額品項)

 
'1070250;
1070275;1
070300;10
70350-48

 亞培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5945號

85050 14099 7095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可能併發症有（但不限於）:
導管插入處的血管受損或出
血、心律不整、中風、腎臟受
損或對顯影劑過敏、再狹窄、
血栓等

本產品為一條金屬製的網
狀小管（稱為支架），支
架表面塗有微量藥物，這
些藥物會緩緩地滲入動脈
周圍的管壁組織，防止體
內對支架異物產生反應，
因而減緩細胞及組織的增
生以降低發生再狹窄的情
形。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63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6
AB

 "亞培"賽恩斯高艾
諾莉茉斯冠狀動脈
塗藥支架系統(自付
差額)

 
'1120200:
1120225-
08;12;15;1
8;23;28;11
20250:112
0400-
08;12;15;1
8;23;28;33;
38

 亞培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278號

85050 14099 59100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可能發生之支架副作用：冠狀
動脈支架栓塞及血栓、插入部
位的感染及疼痛、冠狀或周邊
動脈損傷、局部缺血、心肌梗
塞、噁心嘔吐、心悸、末梢血
管或神經受損、支架放置處的
再狹窄

改善原發性冠狀動脈血管
病灶所引發缺血性心臟病
症狀患者；回復急性心肌
梗塞病患發作後12小時內
的冠狀動脈血流；治療患
者合併有糖尿病、急性冠
心症、雙重血管病灶、冠
狀動脈小血管病灶、治療
老年患者；治療有慢性冠
狀動脈完全阻塞之病灶、
冠狀動脈分差部位病灶的
患者。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僅限單次使用；不要
用手指操作觸碰或握
持支架，可能導致塗
層受損

64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6
M4

 "美敦力"律動歐尼
克斯冠狀動脈塗藥
支架系統(自付差額)

 'RONYX-
200;225;2
50;275;30
0;350;400-
08;12;15;1
8;22;26;30
-
X;RONYX-
225;250;2
75;300;35
0;400-
34;38-X

 美敦力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393號

80640 14099 60000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貧血、口周圍感覺異常、腹
瀉、皮膚乾燥、頭痛、血尿、
感染、疼痛(下腹或關節)、皮
疹。

1.Resolute的釋放聚合物
(Polymer)是一BioLinx塗
層，這是一種結合親水性
(Hydrophilic)與親脂性
(Hydrophobic)的塗層。
2.藉著親水性polymer C19
與PVP的特性減低植入器械
異物反應而產生的炎症反
應；也藉親脂性polymer
C10的特性來延長藥物釋放
的時間，達到更加的治療
效果。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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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7
M4

 "美敦力"律動歐尼
克斯冠狀動脈塗藥
支架系統(自付差額)

 'RONYX-
45;50-
012;015;0
18;022;02
6;030-X

 美敦力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8393號

80640 14099 6375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1.支架內血栓約0.5-1% (一旦
發生死亡率約40-50%)。 2.半
年內支架部位再狹窄約7-
15%。 3分支血管阻塞約
5%。 4.血管破裂約0.5-1%。
5.支架感染併心內膜炎 (罕見
<0.5%)。 6.支架位移 (罕見
<0.5%)。 7.死亡 (非導管相關
性死亡率<0.5%)

新增規格為4.5-5.0的支架
，在市面上並無同Size的塗
藥支架，有些病患血管很
粗，依照市面上的塗藥支
架並無法治療大尺寸的病
兆。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66
 冠狀動
脈塗藥
支架

CBP06
ELUT9
SB

 "波士頓科技"新能
吉艾諾莉茉斯冠狀
動脈塗藥支架系統
(自付差額品項)

 
'H7493926
2-
08;12;16;2
0;24;28;32;
38-
22;25;27;3
0;35;40-
0;(H74939
26248-
250;270;3
00;350;40
0自
1060501生
效);(H7493
9262-

 波士頓
衛部醫器
輸字第
027006號

80010 14099 59501

將一氣球導管引導至狹窄病灶
，擴張撐開動脈粥狀硬化斑塊
，然後植入血管支架，可減少
血管管壁回縮或血管剝離，維
持血管血流暢通。病患如合乎
健保規定之給付規定者，即可
享有健保給付。塗藥血管支架
係在血管支架塗上藥物，特殊
塗層血管支架係在血管支架塗
上化合物，可降低血管再狹窄
機率。

可能副作用，包括但不僅限於
下列各項：1.急性閉合。 2.過
敏反應。3.動脈瘤(冠狀動
脈)、動靜脈廔管。4.心衰竭、
心絞痛、 心律不整。5. 出
血、心包膜填塞、心原性休
克、死亡。

為一醫療器材與藥物結合
的產品，包括兩種管制的
要素：一醫療器材(冠狀動
脈支架系統)及一藥品艾諾
莉茉斯(Everolimus)，包含
在一種特殊配方之聚合物
塗層中。

傳統氣球擴張術平均一年
後的再阻塞率為50%以
上；而淺股動脈置放16公
分以上裸金屬支架，平均
一年後的支架阻塞機率約
在30%左右；「治療淺股
動脈狹窄之塗藥裝置」(包
括塗藥支架及塗藥氣球)目
前平均一年後的再阻塞機
率約在10-20%左右

67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1262
6N7

 "英特佳"內植用腦
積水引流管組(自付
差額)

 '909-
712;909-
713;909-
707;909-
708;909-
707S;909-
708S;9OS-
708;909-
706;909-
705;909-
718;909-
719;909-
704;909-
721;909-
720

 博暘公
司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2626號

68850 7127 61723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除了與腦室引流管本身或皮下
植入有關聯的風險外。主要的
併發症包括植入常敗，如引流
管破裂，原料過期惡化，或分
流處阻塞、感染，對原料的排
拒作用與CSF延著分流徑漏
損。引流管斷裂會導致導管向
腦室，腹膜、或側腦室移動。
腦室引流已與顛癇症產生關聯
，且依賴引流。高顱內壓症是
一個阻塞的特殊結果。過度排
水可能導致硬腦膜下腔出血，
或囟腔下陷。

自動調節顱內腦脊髓液壓
力及流速流量，使病人保
待正常的顱內壓力。 全自
動流速流量控制，有效避
免腦脊髓液引流出過多或
過少。 紅寶石動力活塞設
計，持續性引流可避免阻
塞情況發生。 引流速率與
人體生理生成腦髓脊液速
率相近。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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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18HP
VCM

 "美的思"柯特曼霍
金斯引流閥系統-可
調式引流閥(自付差
額)

 '82-
3100:3101
;82-
3110:3116

 科舉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07778號

66150 7127 59023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壓力設定由
30mmH2O~200mmH2O
，每10mmH2O為一段共
18段可供醫生做選擇，當
病患因壓力問題而產生不
舒服的症狀時，可直接由
體外做調整。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69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2383
8CM

 "柯特曼"霍金斯引
流閥系統-霍金斯可
調式引流閥(自付差
額)

 '823838  科舉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2548號

67500 7127 60373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植入分流系統的併發症有機械
故障、分流通路阻塞、感染、
及植入分流通路漏出腦脊髓
液。頭痛、嘔吐、嗜睡或心智
變化等臨床狀可能是分流裝置
失去作用的徵兆。發生感染的
分流系統可能產生發紅、腫痛
等症狀。

適用於需要持續的腦室內
壓及腦脊髓液的引流，以
治療水腦及其他腦脊髓液
的流動和吸收發生障礙的
情況。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將可調式引流閥暴露
於強磁場可能會改變
原本之設定值EX: 核磁
共振檢查(MRI)，故在
任何MRI檢查之後，
務必確認引流閥之壓
力設定值。

70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423S
SM4

 "美敦力"史卓塔腦
脊髓液引流組-
STRATA NSC 控制
閥(自付差額)

 
'42365;42
355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4308號

65475 7127 58348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在手術植入後，“美敦力
”StrataNSC控制閥提供了
一項非侵入的方式，以符
合病患在水腦症控制上不
同的需求。藉由控制閥的
特殊設計，讓醫師們可以
使用PSMedical Strata 控
制閥調整組附的磁性調整
工具，來調整控制閥壓力/
功效等級。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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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4283
6M4

 "美敦力"史卓塔腦
脊髓液可調式壓力
閥(自付差額)

 '42836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23018號

104625 7127 97498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非侵入的方式，以符合病
患在水腦症控制上不同的
需求。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72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428S
SM4

 "美敦力"史卓塔腦
脊髓液引流組-
STRATA II 控制閥
(自付差額)

 
'42866;42
856

 美敦力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4308號

65475 7127 58348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在手術植入後，“美敦力
”Strata控制閥提供了一項
非侵入的方式，以符合病
患在水腦症控制上不同的
需求。藉由控制閥的特殊
設計，讓醫師們可以使用
PS Medical Strata 控制閥
調整組附的磁性調整工具
，來調整控制閥壓力/功效
等級。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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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控式
腦室腹
腔引流
系統

CDVP
BPGA
V1AE

 雅氏麥凱可調式腦
脊髓液分流系統(自
付差額)

 
'FV424T:F
V458T;FV4
62T:FV465
T

 台灣柏
朗

衛署醫器
輸字第
018600號

74250 7127 67123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
水腦症而需使用引流管，將腦
室過多的腦 脊髓液經由皮下引
流至腹腔吸收的特材。腦脊髓
液引流的速度取決於引流管的
壓力設定。一般功能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引流管配合一個固
定的壓力閥。調控式腦室腹腔
引流系統是當病患因水腦症，
需使用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治療
時的一個新選擇。如果置入後
需調整壓力時，只需用特定的
機器在體外利用磁力調整即可
，不需要再次手術置換不同壓
力設定的引流系統。

包含1.可調式閥門與抗重力
閥門。 2.閥門為鈦合金材
質。3.不受磁性環境影響，
執行核磁共振攝影後不須
再作調整。4.可調整閥門範
圍0-20cmH2O，共20段。

目前健保給付之一般功能
腦室腹腔引流系統，是固
定壓力的引流閥，以手術
成功植入後，對於病情穩
定的病人可提供很好的預
後效果。惟對於狀況不穩
定、日後可能還有變化的
病人，例如：正常壓水腦
症病患、創傷病患、小兒
病患等，如果日後需要改
變壓力設定可能只有重置
一途。新增功能類別「調
控式腦室腹腔引流系統」
可改善無須再次手術，直
接於體外調整壓力。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