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科特材(全自費品項)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1

鈦合金鎖定加壓鎖骨骨

板植入物
LCP clavicle Hook plate

EA FBZ019735001

1.針對遠端鎖骨骨折或脫臼設計

，利用骨板之勾狀凸固定關節，

維持正常角度。

2.術後可立即恢復肩關節活動度

，避免固定期間肌肉力的流失。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鈦合金材質，質地較輕。

2.穩定度較好，不易鬆脫。

3.對於骨質疏鬆及粉碎的骨

折，承受力量大幅增加。

                43,200

2
Distal radius plate system

橈骨遠端鎖定骨板組
EA FBZ007815017

遠近端橈骨鎖定加壓骨板是針對

遠近端橈骨骨折所設計，符合解

剖構造及形狀，提供穩定的支撐

並減少周邊軟組織的刺激。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37,200

3
Distal Medical tibia

遠端脛骨寬板
EA FBZ019793002

鈦合金遠端脛骨鎖定骨板針對骨

幹骺端至關節的不平整部位提供

了人體工學設計，預先以骨骼解

剖造型的單一部位專用骨板，可

以克服傳統骨板造型的死角，不

再需要在術中耗時費心折彎，也

避免減損骨板強度節省手術時間

有助病患康復。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62,400

4
高耐磨聚乙烯脛骨關節

面襯墊
SET FBZ001396001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性強可延

長使用年限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耐磨性較強，可延長使用年

限。
                42,000

5

 TKR  X-PE Patella

Insert

全人工膝關節高耐磨聚

乙烯髕骨植入物

SET FBZ000663001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性強可延

長使用年限。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耐磨性較強，可延長使用年

限。
                36,0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6

LCP proximal tibia

鈦合金脛骨鎖定加壓骨

板

EA FBZ019793001

1.解剖型設計，符合人體骨頭的

形狀。鎖定骨板骨釘，對骨質疏

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可提供最

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具強

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較不銹鋼

材質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骨板接觸面採小面積接觸

設計，可減輕對外骨膜的壓

迫避免組織壞死，加速骨骼

癒合。鎖定骨板骨釘，對於

骨疏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

可提供最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

具強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

較不銹鋼材質高。

                61,680

7
DHP 肱骨下端內外側鎖

定骨板
SET FBZ019220004

1.解剖型設計，符合人體骨頭的

形狀。鎖定骨板骨釘，對骨質疏

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可提供最

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具強

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較不銹鋼

材質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骨板接觸面採小面積接觸

設計，可減輕對外骨膜的壓

迫避免組織壞死，加速骨骼

癒合。鎖定骨板骨釘，對於

骨疏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

可提供最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

具強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

較不銹鋼材質高。

                76,800

8
INSERT脛骨內墊(高耐

磨人工膝關節)
EA FBZ027634001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性強可延

長使用年限。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耐磨性強可延長使用年限。                 54,000

9
PATELLA(高耐磨人工

膝關節)
EA FBZ025597001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性強可延

長使用年限。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耐磨性強可延長使用年限。                 36,0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10

PHILOS-PROXIMAL

HUMERAL PLATE

鈦合金鎖定骨板

SET FBZ007815013

1.針對近端肱骨骨折設計，特殊

形狀服貼於骨頭表面。

2.使用近端肱骨鎖定加壓骨板，

能大幅降低骨盯鬆脫的機率。

3.預防因骨質不佳或骨質疏鬆導

致股釘鬆脫，並可提早進行復健

運動，避免關節攣縮。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鈦合金材質，質地較輕。

2.穩定度較好，不易鬆脫。

3.對於骨質疏鬆及粉碎的骨

折，承受力量大幅增加。

                66,000

11

Variable angle/volar

column distal radius plate

多角度鎖定加壓遠端橈

骨骨板

SET FBZ020253001

1.解剖型設計，符合人體骨頭的

形狀。鎖定骨板骨釘，對骨質疏

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可提供最

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具強

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較不銹鋼

材質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骨板接觸面採小面積接觸

設計，可減輕對外骨膜的壓

迫避免組織壞死，加速骨骼

癒合。鎖定骨板骨釘，對於

骨疏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

可提供最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

具強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

較不銹鋼材質高。

                50,400

12

LCP COMPACT HAND

AND FOOT

小型鎖定加壓系統

SET FBZ018914001

1.解剖型設計，符合人體骨頭的

形狀。鎖定骨板骨釘，對骨質疏

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可提供最

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具強

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較不銹鋼

材質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骨板接觸面採小面積接觸

設計，可減輕對外骨膜的壓

迫避免組織壞死，加速骨骼

癒合。鎖定骨板骨釘，對於

骨疏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

可提供最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

具強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

較不銹鋼材質高。

                32,4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13

Tibial interlocking nail

system

萬向脛骨骨髓內釘系統

SET FBZ018775001

符合亞洲人解剖設計，可解決不

同創傷骨折適應症，鈦合金材質

和人體相容性佳

異物感

鈦金屬生物相容性比不鏽鋼

優，可避免病人產生金屬過

敏等現象

                62,400

14 長股骨髓內釘系統 SET FBZ018785001

1.符合亞洲人解剖設計，可解決

不同創傷骨折適應症，鈦合金材

質 和人體相容性佳。

2.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鬆

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定度，

病患可提早活動，避免併發症。

異物感

鈦金屬生物相容性比不鏽鋼

優，可避免病人產生金屬過

敏等現象。

                58,200

15 帝富脊椎骨水泥 EA FBZ010105001

有衛署許可證,專門用在椎體成形

術使用脊柱專用低溫骨水泥，骨

泥固化最高溫度約40度--45度，不

易因為高溫傷到神經，凝固時間

較長,有充足時間將骨水泥注入。

無明顯副作用及併發症

一般骨水泥,大部分用在四肢

骨骼，凝固時溫度較高,骨水

泥注入時較危險

凝固時間較短,需快速將骨水

泥注入。

                19,200

16
手部骨板固定系統組

(遠端橈骨骨板)
SET FBZ019512001

此產品為鎖定骨板，使骨頭及骨

板固定效果更好。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產品尺寸及角度更符合亞洲

人需求。尺寸選擇多，鎖定

骨板產品更強，穩定性更

高。

                42,000

17 手部骨板組 SET FBZ019512001
此產品為鎖定骨板，使骨頭及骨

板固定效果更好。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產品尺寸及角度更符合亞洲

人需求。尺寸選擇多，鎖定

骨板產品更強，穩定性更

高。

                42,0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18
"泰克美"克西鈞脊固骨

水泥
SET FBZ025611001

適用於椎體成形手術用於固定椎

體骨折。具有高黏度的骨水泥，

在注入時，其黏度最低可達到350

PAS，注入椎體內，會形成球形

的凝聚狀，骨水泥的可控性較

佳；具有高顯影性的氧化鋯顯影

劑，骨水泥注入過程的管控性較

佳。用於緩解和消除椎體壓迫性

骨折、椎體瘤（癌症或骨髓瘤）

，以及椎體血管瘤的疼痛。

目前無臨床或研究資料顯

示其副作用

OSTEOBOND COPOLYMER

BONE CEMENT：材質對苯

二酚 （ HYDROQUINONE ）

非高黏度骨水泥、 注入椎體

內無法控制其流向且較易外

漏、與造成其他病變。

                25,200

19

鈦合金腓骨遠端外側加

壓鎖定骨板
 LCP Lateral distal fibula

plate

SET FBZ024782001

1.針對嚴重的遠端腓骨骨折，提

供穩定支撐。

2.解剖型設計，符合人體骨頭的

形狀。鎖定骨板骨釘，對骨質疏

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可提供最

佳固定效果。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骨板接觸面採小面積接觸

設計，可減輕對外骨膜的壓

迫避免組織壞死，加速骨骼

癒合。鎖定骨板骨釘，對於

骨疏鬆部位及粉碎性骨折，

可提供最佳固定效果。

2.採用鈦金屬材質，質輕、

具強度且人體生物相容性，

較不銹鋼材質高。

                50,400

20
4.0MM互鎖式骨釘骨板

組
SET FBZ003129004

針對遠端鎖骨骨折或脫臼設計，

利用骨板之鈎狀凸固定關節，維

持正常的角度， 有別於傳統的骨

釘固定效果，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使用時相當安全且可縮減手術

時間。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52,8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21
5.0MM互鎖式骨釘骨板

組
SET FBZ003129001

針對遠端鎖骨骨折或脫臼設計，

利用骨板之鈎狀凸固定關節，維

持正常的角度， 有別於傳統的骨

釘固定效果，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使用時相當安全且可縮減手術

時間。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57,000

22
小型骨互鎖式骨釘骨板

組
SET FBZ003129003

依骨骼解剖預先造型小型

鎖定加壓骨板及骨釘使得結構角

度穩定, 避免減損骨板強度, 節省

接骨治療手術時間,術中可靈活選

擇, 提供多種治療方法, 有助病患

康復。

異物感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40,200

23
多方向鎖定肱骨髓內釘

系統
SET FBZ027513001

肱骨髓內釘搭配使用多方向鎖定

釘以用於治療簡單或複雜性骨

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72,000

24 多方向鎖定螺釘系統 EA FBZ027513002
搭配使用多方向鎖定釘

以用於治療簡單或複雜性骨折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提供較高穩定性，對骨質疏

鬆或粉碎性骨折提高固定穩

定度，病患可提早活動，避

免併發症。

                14,400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25
迷你型互鎖式骨釘骨板

組
SET FBZ003129022

1.符合亞州曲率，貼近關節表面

多角度2.4mm 互鎖式骨釘系統，

提升關節表面骨折固定的穩定性

可利用緊迫型螺釘系統使骨板更

貼近關節表面骨板低薄的設計，

減少在關節面軟組織的刺激。

2.使用ASTM F136 美國宇宙航太

認證鈦合金材料，增加骨板生物

相容性與抗疲勞強度。

與ㄧ般手術相較無特殊副

作用及併發症

1.依照亞洲人的骨頭形狀、

量身而做，完全符合亞洲人

種骨頭的形狀。

2.骨板分成左右邊不同，更

細分為內外側使用，符合人

體骨頭需求。

3.無需彎曲骨板，可減少手

術時間，降低感染機會。

                36,000

26
奧普天脫鈣骨基質泥
Optium DBM 1CC

EA FBZ027131001

1.針對四肢、脊椎和骨盆因結構

不穩定而產生的空隙，提供骨空

隙填補物以重新塑型接受者的骨

骼系統。

2.這些顆粒在人體約30-60天可被

安全且徹底的分解，其吸收分解

的速率跟骨骼新生的速率相當。

人工骨僅具備骨傳導性。

潛在的不良結果包括但不

限於：感染、同種異體組

織排斥、對殘留處理試劑

起過敏反應、再次手術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

工骨不含，但成骨過程必需

之生長因子，大幅提高困難

手術的植骨成功率，避免術

後因為脊椎不融合、骨折不

癒合等，而需再次手術的可

能。

                24,444

27
奧普天脫鈣骨基質泥
Optium DBM 2.5CC

EA FBZ027131002

1.針對四肢、脊椎和骨盆因結構

不穩定而產生的空隙，提供骨空

隙填補物以重新塑型接受者的骨

骼系統。

2.這些顆粒在人體約30-60天可被

安全且徹底的分解，其吸收分解

的速率跟骨骼新生的速率相當。

人工骨僅具備骨傳導性。

潛在的不良結果包括但不

限於：感染、同種異體組

織排斥、對殘留處理試劑

起過敏反應、再次手術

最新植骨產品，提供健保人

工骨不含，但成骨過程必需

之生長因子，大幅提高困難

手術的植骨成功率，避免術

後因為脊椎不融合、骨折不

癒合等，而需再次手術的可

能。

                48,888



序號 品項名稱 單位 自費特材碼 產品特性 副作用
與健保給付品項之

療效比較
民眾自付金額

28 舒瑪克骨水泥 SET FBZ019637001

1.適用於因骨質疏鬆症導致的

胸、腰椎壓迫性骨折患者、而無

伴隨神經壓迫症狀者。

2.骨關節炎、前關節成形術的矯

正、病理性骨折。

極低機率對產品過敏

1.”舒馬克”骨水泥內加HA有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提供新

生骨質良好的股誘導性，提

供患者術後較佳骨修補效

果。

2.”舒馬克”骨水泥具有高度顯

影效果、工作溫度約5-60

度、相較健保品項8!90度更

加安全、使其提高穩定性、

有效降低手術風險。

                27,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