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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P06ELUT4SB 08080795

塔克斯艾勒門紫

杉醇冠狀動脈塗

藥支架系統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1378號

塔克斯艾勒門紫杉醇冠狀動脈塗藥支架系統

(塔克斯艾勒門支架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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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Coronary Stent System)及一藥品(紫杉

醇(Paclitaxel)包含在一種特殊配方之聚合物塗

層中)

無類似健保品項

可能產生的不良反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急性心肌梗塞

‧ 心律不整，包含心室纖維顫動及心搏過速

‧ 動靜脈瘺管

‧ 冠狀動脈痙攣

‧ 冠狀動脈血管的解離、穿孔、破裂或損傷

‧ 死亡

‧ 藥物反應，對顯影劑/抗血小板凝集劑有過敏

反應

‧ 末端栓塞(空氣、組織、或血栓)

‧ 緊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 出血或血腫

‧ 低血壓症／高血壓症

‧ 穿刺處感染及／或疼痛

‧ 局部缺血、心肌衰弱

‧ 假性血管瘤，股骨

‧ 置放部位再狹窄

‧ 支架栓塞

‧ 支架位移

‧ 支架形成血栓/閉塞

‧ 中風／腦血管病變

‧ 冠狀動脈或繞道移植片的完全閉塞

*支架手術應僅能由受過適當訓練的醫

師執行。

*置放支架手術應僅能在可立即進行緊

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醫院進行。

*對於顯影劑有劇烈反應病史之患者應

告知風險和利益評估。

*不要暴露支架傳遞系統在有機溶劑中

譬如酒精或清潔劑。

*當藥物塗覆支架使用於指定適應症之

外或禁忌症，患者術後結果可能會不同

於在臨床試驗中所觀察到的結果，包括

支架栓塞、支架位移、心肌梗塞或死亡

等不良反應的風險增加。

*在傳遞支架、置放及移除氣球過程，

需小心地控制導引導管尖端的位置。在

移除支架傳遞系統(SDS)之前，應以X光

透視鏡觀察確定氣球收縮(表6-1即描述

SDS收縮時間供參)。若未做到此點，可

能會造成SDS移除力增加，並且造成導

引導管前移至血管，而後導致動脈損

傷。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48,121

FALSNWAVE11X 08190123

克洛瑪'植入器預

載式人工水晶體

(非球面)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3372號

本產品為內含CROMA人工水晶體(IOL)的單次

使用植入器，此水晶體為高精準度、單片的器

材，經由加工和並表面處理異量分子聚合物

HydroxyEthylMethAcrylate 製造而成，具有U.V.

紫外線過濾及26%含水量。

人工水晶體設計是用手術植入以取代人體眼內

水晶體，可藉由囊外式、機械式摘除或白內障

乳化吸出來進行。植入的位置被標示於外包裝

標籤上。本產品的度數範圍為10-30度，間隔為

0.5度。每個人工水晶體的品質都是通過檢查

的。

材質特性:含水量26%，折射指數1.465

無類似健保品項

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併發症(包括但不限於):

根據文獻記載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可能發生相

關併發症如下(包括但不限於):

手術進行中的併發症:

1. 手術過程中過多玻璃體流失 2.出血 3.後囊破

裂 4.虹膜受損

術後併發症:

1.眼內壓升高 2.黃斑部水腫 3.視網膜剝落 4.虹膜

萎縮 5.前段發炎 6.虹膜黏連

7.前房萎陷 8.人工水晶體沉澱 9.人工水晶體混濁

10.後囊混濁 11.前房積膿

12.高度屈光異常及物像不等視症 13.角膜水腫

14.瞳孔閉塞 15.人工水晶體移位

16.人工水晶體脫位及不全脫位 17.眼內炎 18.囊

收縮

除眼內手術應注意的一般禁忌症，下列

則需特別注意(包括但不限於):

1.雙眼先天白內障 2.小眼症 3.12個月以

下孩童 4.角膜失養症及角膜內皮不全

5.慢性葡萄膜炎 6.活躍的眼部疾病(糖尿

病視網膜病變及不可控制青光眼)

7.病人正接受瘧疾及抗紅斑狼瘡治療(如

服用Niraguine)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27,256

FALSNWAVE1A1 08020393
可舒視明軟式單

片型人工水晶體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2467號

光過濾效果與人類水晶體相近，視覺柔和，可

同時過濾紫外線與高能量藍光，提供雙重保護

效果。先進的非球面設計，減低眼球系統的球

面像差現象，提升視覺靈敏度，促進視覺品質

超薄optic，植入方便。

1.非球面光學鏡面設計

2.可濾部分藍光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26,519

FALSNMULT3A1 08190238

愛爾康'可舒諦視

遠中近三焦點老

花矯正軟式人工

水晶體(可濾紫外

線及部分藍光)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9127號

本產品為可同時過率紫外線及藍光的軟式可折

疊多焦點人工水晶體。此IOL具雙凸面型視盤

，其前端表面包含非球面設計及繞射結構，可

將入射光分離，因此可提供遠、中、近範圍的

視力。並含可過濾藍光的發色團，可模擬人類

的水晶體。

提供多焦點老花矯正增加脫鏡

率。並可過濾紫外線和部分藍

光。前端表面設計為負球面像

差，以代償角膜的正球面像差

白內障手術或植入手術可能引發的併發症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晶狀體上皮細胞生長、角膜內皮損傷、感染(眼

內炎)、視網膜剝離、玻璃體炎、黃斑囊樣水

腫、角膜水腫、瞳孔阻斷、睫狀體炎性假膜、

虹膜脫垂、前房積膿、短暫或持續性青光眼，

以及需要再次接受手術介入。

(1)為獲得最佳視力表現，執刀醫師必須

以達到正視眼(emmetropia)為目標

(2)術前嚴重散光(以角膜曲率計測定)或

預期術後散光≥1.0D的患者可能無法達

到最佳的視力結果

(3)請務必使IOL置中，如有人工水晶體

偏移，可能會導致患者的視力在特定照

明幻境下中受到影響。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9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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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P02ASSRMST 08085138
安速拉第心臟節

律器(雙腔)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6582號

心臟節律器與相容的市售心臟導線搭配，藉由

穿過靜脈或胸腔來植入。本產品可以配合

Merlin程式調節器3330的軟體版本7.1以上，來

進行程式調節。關於程式調節的相關資訊，請

參考程式調節器螢幕上的輔助說明。

健保給付雙腔型節律器品項為

固定心律，沒有根據病人活動

給予不同心律的功能。

使用導線的潛在合併症與任何導線是一樣的。

合併症: 心肌穿孔、膈神經刺激、電極接頭拔除

或電極傳導中斷、心肌過度興奮、感染、辦膜

受損、組織壞死、血管損傷。

為了預防在電極/組織交界處，產生產品

和組織的傷害：

1.電燒手術，請勿在植入產品的周遭使

用電燒手術器械。假如需要電燒，請使

用雙擊的電燒器，或者放置中性電極且

距離本產品越遠越好。

2.碎石術，勿使用碎石能量集中在本產

品6吋的範圍內。在碎石之前，請先將

產品程式調整為「感應器關閉」，以免

造成心律不當增加。碎石期間，應特別

注意感應器，以完整地評估本產品的功

能。

3.放射治療，請勿在植入的產品附近使

用游離輻射，放射治療可能會破壞本產

品的電子迴路。

4.超音波治療，請勿在產品的6吋範圍內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28,567

FHP02MR72UST 08085147
安速拉第心臟節

律器-雙腔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7439號

本產品可以配合Merlin程式調節器型號3330的

軟體版本11.2以上，來進行程式調節。關於程

式調節的相關資訊，請參考程式調節器螢幕上

的輔助說明。

健保給付雙腔型節律器品項為

固定心律，沒有根據病人活動

給予不同心律的功能，並且不

能接受核振照影檢查。

使用導線的潛在合併症與任何導線是一樣的。

合併症: 心肌穿孔、膈神經刺激、電極接頭拔除

或電極傳導中斷、心肌過度興奮、感染、辦膜

受損、組織壞死、血管損傷。

為了預防在電極/組織交界處，產生產品

和組織的傷害：

1.電燒手術，請勿在植入產品的周遭使

用電燒手術器械。假如需要電燒，請使

用雙極的電燒器，或者放置不同的電極

距離本產品越遠越好。

2.碎石術，勿使碎石能量集中在本產品6

吋的範圍內。在碎石之前，請先將產品

程式調整為「感應器關閉」，以免造成

心律不當增加。碎石期間，應特別注意

感應器，以完整地評估本產品的功能。

3.核振照影檢查前，需要先進行特殊模

式設定，待檢查完畢再回復原來設定。

4.超音波治療，請勿在產品的16公分範

圍內使用超音波治療。

遭遇到上述任何情形時，請進行完整的

產品功能評估。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58,087

BBZ000247002 08020284
易優穩適透膜軟

皮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

000247號

1.柔軟材質可吸收滲液保護造口

2.天然材質,不會造成皮膚過敏

3.尺寸齊全,可依病患造口不同的形狀與大小剪

裁出合適的形狀

4.老年人手部無法用力時,勿需扣壓便袋使用方

便

5.無環超薄設計,外觀不明顯且非常隱密

無類似健保品項 請確實遵守使用說明及使用天數 暫無健保替代品項 245

FSZ009651001 08020309

無張力修補系統

（三合一疝氣修

補網）

衛署醫器輸字第

009651號

動物研究顯示此材質的植入只會引起極少至輕

微的暫時性發炎反應，隨後會有一薄層的纖維

組織沉積與使網膜合併入周圍的組織中。本網

將保持柔軟易彎特性，正常的傷口癒合將不會

受到不良影響。材質不會被吸收，也不易於被

組織酵素作用而分解或削弱。

1.復發程度低：依據研究指出

，使用PHS之術後復發率約為

0%~2%。

2.恢復身體正常活動時間短：

(2002) 的研究指出，使用PHS

病患，三天內可恢復正常活動

比率高達84.5%，

遠高於傳統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

3.術後當天疼痛程度低：使用

PHS病患較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在術後當天，可明顯降低

疼痛感。(PHS 19.2 vs. patch

28.1),增加病患舒適性。優於

比目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

型副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發炎、粘連的形

成、廔管的形成及凸出。

本裝置只限單次使用，不可重新消毒。

開封的包裝與未用的產品請加以丟棄。

如果使用於幼兒或兒童，醫師應了解本

產品並不會隨著病患生長而有顯著的拉

長。如果必要的話應將修補網以縫線或

縫合釘固定。

FSP62P3DPAET 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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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Z009651002 08020323

無張力修補系統

（三合一疝氣修

補網）

衛署醫器輸字第

009651號

動物研究顯示此材質的植入只會引起極少至輕

微的暫時性發炎反應，隨後會有一薄層的纖維

組織沉積與使網膜合併入周圍的組織中。本網

將保持柔軟易彎特性，正常的傷口癒合將不會

受到不良影響。材質不會被吸收，也不易於被

組織酵素作用而分解或削弱。

1.復發程度低：依據研究指出

，使用PHS之術後復發率約為

0%~2%。

2.恢復身體正常活動時間短：

(2002) 的研究指出，使用PHS

病患，三天內可恢復正常活動

比率高達84.5%，

遠高於傳統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

3.術後當天疼痛程度低：使用

PHS病患較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在術後當天，可明顯降低

疼痛感。(PHS 19.2 vs. patch

28.1),增加病患舒適性。優於

比目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

型副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發炎、粘連的形

成、廔管的形成及凸出。

本裝置只限單次使用，不可重新消毒。

開封的包裝與未用的產品請加以丟棄。

如果使用於幼兒或兒童，醫師應了解本

產品並不會隨著病患生長而有顯著的拉

長。如果必要的話應將修補網以縫線或

縫合釘固定。

FSP62P3DPAET 9,125

FSZ009651003 08020324

無張力修補系統

（三合一疝氣修

補網）

衛署醫器輸字第

009651號

動物研究顯示此材質的植入只會引起極少至輕

微的暫時性發炎反應，隨後會有一薄層的纖維

組織沉積與使網膜合併入周圍的組織中。本網

將保持柔軟易彎特性，正常的傷口癒合將不會

受到不良影響。材質不會被吸收，也不易於被

組織酵素作用而分解或削弱。

1.復發程度低：依據研究指出

，使用PHS之術後復發率約為

0%~2%。

2.恢復身體正常活動時間短：

(2002) 的研究指出，使用PHS

病患，三天內可恢復正常活動

比率高達84.5%，

遠高於傳統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

3.術後當天疼痛程度低：使用

PHS病患較Lichtenstein patch病

患，在術後當天，可明顯降低

疼痛感。(PHS 19.2 vs. patch

28.1),增加病患舒適性。優於

比目前健保給付的品項。

可能的副作用即為那些與外科植入物相關的典

型副作用，包括可能的感染、發炎、粘連的形

成、廔管的形成及凸出。

本裝置只限單次使用，不可重新消毒。

開封的包裝與未用的產品請加以丟棄。

如果使用於幼兒或兒童，醫師應了解本

產品並不會隨著病患生長而有顯著的拉

長。如果必要的話應將修補網以縫線或

縫合釘固定。

FSP62P3DPAET 9,125

FSZ016899003 08020420 優全補網片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6899號

本產品是由射出的prolypropylene細絲編織而成

，與PROLENE線為同一材質。此網約0.0020英

吋厚，這種材質使用於縫線時，已有報告顯示

在臨床使用上無反應性，且能保持其強度非常

長的時間。

本產品是透過相互連結的纖維交叉點編織而成

，在橫縱兩個方向均具有良好的彈性。由於此

種結構，網片可剪裁成各種形狀或尺寸。這些

纖維交叉結構使網片不會出現常有的物質疲勞

，其良好的雙向彈性特性使其能夠適合體內的

各種張力環境。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復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潛在不良反應與一般外科植入材質有關，包括

感染加劇、發炎、沾黏形成、瘻管的形成及突

出。

FSP6111266DV

FSP6103030ZQ
12,500

FSZ016899001 08020421 優全補網片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6899號

本產品是由射出的prolypropylene細絲編織而成

，與PROLENE線為同一材質。此網約0.0020英

吋厚，這種材質使用於縫線時，已有報告顯示

在臨床使用上無反應性，且能保持其強度非常

長的時間。

本產品是透過相互連結的纖維交叉點編織而成

，在橫縱兩個方向均具有良好的彈性。由於此

種結構，網片可剪裁成各種形狀或尺寸。這些

纖維交叉結構使網片不會出現常有的物質疲勞

，其良好的雙向彈性特性使其能夠適合體內的

各種張力環境。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復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潛在不良反應與一般外科植入材質有關，包括

感染加劇、發炎、沾黏形成、瘻管的形成及突

出。

FSP6111264DV

FSP6110611ZQ

FSP6110650BB

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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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Z016899002 08020422 優全補網片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6899號

本產品是由射出的prolypropylene細絲編織而成

，與PROLENE線為同一材質。此網約0.0020英

吋厚，這種材質使用於縫線時，已有報告顯示

在臨床使用上無反應性，且能保持其強度非常

長的時間。

本產品是透過相互連結的纖維交叉點編織而成

，在橫縱兩個方向均具有良好的彈性。由於此

種結構，網片可剪裁成各種形狀或尺寸。這些

纖維交叉結構使網片不會出現常有的物質疲勞

，其良好的雙向彈性特性使其能夠適合體內的

各種張力環境。

此為輕質量部分可吸收人工網

膜臨床效果佳,復發率小且病

患舒適性較高。

潛在不良反應與一般外科植入材質有關，包括

感染加劇、發炎、沾黏形成、瘻管的形成及突

出。

FSP6101177BA

FSP6101515ZQ

FSP6110652BB

6,000

08060549
“史賽克”艾康

尼斯縫合錨釘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7420號

此款為全縫線設計錨釘，因直徑小，可減少骨

質流失，並提供最大接觸面積，增加癒合

較一般健保品項比較能增加使

用年限，以降低病人日後需再

次手術機率。

可能出現縫線斷裂情況
本產品是暫時性的體內固定設備，僅限

單次使用

FBS0872200SN

FBS081322SAW
25,000

08060585
“史賽克”艾康

尼斯縫合錨釘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7420號

此款為全縫線設計錨釘，因直徑小，可減少骨

質流失，並提供最大接觸面積，增加癒合

較一般健保品項比較能增加使

用年限，以降低病人日後需再

次手術機率。

可能出現縫線斷裂情況
本產品是暫時性的體內固定設備，僅限

單次使用

FBS0872200SN

FBS081322SAW
25,000

FBZ025330002 08020646
“百特”艾融骨

替代物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5330號

1. 使用方便：隨拆即用，不須調配；具可塑性

與黏性，抗沖水與擠壓；X-ray 上

可見。

2. 同時具有骨傳導與骨激發性 (Osteostimulation)

，相較於Hydroxyapatite可

有效促進骨骼生長，並縮短吸收時間。

3. 含有矽取代的特殊成分，可吸引蛋白質與細

胞，刺激骨骼生長。

4. 取代自體移植骨，免除取骨處的不適與額外

手術。

5. 填補骨缺損(骨折復位術、截骨術、整型手

術、脊椎融合術)，促進骨骼生長。

6. 病人體質不利骨骼新生時 (骨質疏鬆、吸

菸、年老者)，可促進骨骼生長。

“瑞安”生骨替代物具有骨引

導，和骨刺激功能,抗沖水性

佳，能持續作用於使用部位不

會隨水或血液流失，且 特殊

含矽比例，可增加蛋白質吸收

及骨母細胞分化和增值，並透

過噬骨細胞吸收而重塑， 與

自然骨生成時間一致，相較於

健保合成骨粉之吸收時間過於

快速，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撐直

到骨細胞再生為止。

1. 本產品不得用在必須承受張力、扭

力、壓迫力、剪力或彎曲的部位。使用

傳統植入裝置 (如：螺釘、固定桿) 能保

護植入骨塊免於此類負荷力。

2. 本產品不應使用在體積不受限制的部

位 (以避免植骨材料位移或流失)

FBA04HT042PQ 29,750

FBZ028224001 08185020
“帝富”康富脊

椎骨水泥系統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8224號

本產品適用於脊椎骨水泥的經皮輸送，以利椎

體成型術或椎體後凸成型術過程中固定椎骨體

病理性骨折。

安全、效果好、操作簡單、單

次使用拋棄組

1.心肌梗塞

2.心搏停止

3.腦血管意外

4.肺栓塞

5.過敏性反應

6.猝死

本產品只能有取得醫師資格並受過脊柱

骨水泥手術應用培訓的醫師使用
FBA0110001H1 96,000

FBZ024051001 08060504

迷你泰若普肌腱

固定懸吊鈕 AR-

8911DS AR-

8914DS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4051號

1. 本特材用於將韌帶固定在所附屬破裂骨端和

關節端的小骨片段，此處多無法用骨螺絲固

定。

2. 本特材可用於下列癒合過程，提供固定之

用：如Hallux Valgus重建，用於減少第一與第

二趾骨間角度。

3. 本特材與技術屬於 Minimally invasive system

，病人傷口小、失血量少，可減少病患住院天

數，復原期短。

4. 使用Mini TightRope 可避免因Lapidus

procedure所需的近端截骨，亦可減低潛在的手

1. 骨螺絲釘材質硬，柔軟度不

好，矯正過後的靈活度相較於

使用Mini TightRope 來的差。

2. 使用骨螺絲釘，可能會有螺

絲斷裂及需要再次開刀移除螺

絲。

3. 復原期較長，需搭配拐杖使

用。

1. 深層或表面的感染。

2. 對植入的材料過敏或有其他的反應。

1. 本產品的植入可能會配合其他的骨釘

和骨板，所有金屬植入器需使用相同的

冶金構造。

2. 植入物的限制與使用的詳細說明需詳

盡的告知病人。

3. 術後患者需依醫生所規定指示且嚴格

執行並保護傷處和植入物。

FBW01292NNS1 34,650

FBZ007513002 08060186
高分子聚乙烯耐

磨人工膝關節用

衛署醫器輸字第

007513號

運用高科技的高交鏈作用提升PE的耐磨程度，

延長膝關節使用壽命。

磨損率低，較健保品項減少

80%磨損。

切勿重複使用,本裝置提供單一病人使

用,重複使用可能不利於裝置的效能。
FBKL15960NZ1 41,248

FBZ025742001 08060420
耐適健普隆高分

子聚乙烯人工髕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5742號

運用高科技的高交鏈作用提升PE的耐磨程度，

延長膝關節使用壽命。

磨損率低，較健保品項減少

80%磨損。

切勿重複使用,本裝置提供單一病人使

用,重複使用可能不利於裝置的效能。
FBKP15973NZ1 39,438

FBZ0274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