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200

2000

500

700/每30分鐘計費

1500

300／每 20 分鐘
三、檢驗費

四 、預防接種費 含疫苗及注射費

五、手術費
不包含材料、儀

器、藥品費

六、鎮靜及麻醉費

七、治療費表
不含材料、藥品

、鎮靜、麻醉

依市價計費（特殊藥品另計）

100

500／ 次

診察費 住院診察費 500／每次

保證金 住院預付金 10,000

貓病房費 600

小型犬（ 5 公斤 以下） 600

中型犬（ 5-10 公斤 ） 800

大型犬(10-20 公斤 ） 1,000

特大型犬（ 20 公斤 以上） 2,500
門診時間照護費 1,000
特別照護費 250／小時
重症加護費（其他費用如氧氣供給、持續性給藥

、生理監視、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等另依治療

費表訂收費） 。
1,000／小時

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 30,000/天
初生犬貓看護（ 一 天／隻） 1,200
出國免疫注射證明書 2,000
其他證明書（含診斷證明書、檢驗證明書等) 1,000／份
國際證明文件簽署 3,500
病歷書面摘要 3000／份
影像資料複製(依檢查次數及資料容量而定) 3,000

十一、狂犬病隔離觀察 狂犬病隔離觀察（十日為限） 每日 500 元
十二 、出診費 出診費 出診費（車資、治療費、鐘點費、雜費另計) 500／每半小時

十三 、安樂死
不含藥品費，不含

大體處理
安樂術費用（不含藥品費 ）

lOkg以下5000，超過lOkg以主

每公斤加收500元以下

十四、屍體安置

費
處置費 屍體安置費（每天）

lOkg以下 1500，超過lOkg以主

每公斤加收500 元以下

版本:20200823

門診掛號

五、本收費標準參考表

急診及非門診時間之檢查、檢驗、治療及手術費用另加計50%

一 、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依據獸醫師法及本會章程訂定。 

二、本收費標準參考表未列項目依實情收費 。

三、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以犬貓為對象，其他動物依實際狀況收費 。

四、急診時間按各診療機構公布門診時間外屬之。

十、其他費用 證書費

藥品及耗材

九、住院費

八、藥品及材料

費

一 、診斷費

二、診察費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開業會員(獸醫診療機構)診療費用標準(總表)

籠位費

照護費

藥事服務費

處方籤費

詳如附表二，預防接種(不含佐劑或新上市疫苗依時價收費)

詳如附表三，手術

一般籠位費以日曆天為計算基準，採算進不算出方式計價（出院超過當日最後正常門診時間 ，得

加計1日），住院期間使用之看護墊、藥物、耗材、消毒等另計。

詳如附表四，鎮靜及麻醉

詳如附表五，治療費

詳如附表一，檢驗費

非犬貓診察費

諮詢費（不合病歷資料判讀）

急診診察費

一般診察費

急診掛號



附表一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陰道抹片檢查 350

糞便檢查 300

皮毛皮屑檢查 300

一般尿液沉渣檢驗 500

一般尿液試紙檢驗 500

血液抹片檢查 500

全血球計數 800

血液生化檢驗（一般項目每項） 300

血液生化檢驗（特殊項目每項） 3,000

血液離子檢驗 600

血液氣體檢驗 1,500

血型檢測 2,500

血液配對 1200/每捐血者

輸血交叉配對（請先確認血型） 2,800

直接抗球蛋白檢驗（庫姆試驗） 2,400

細針採樣 FNA 1,300

組織病理切片檢查（不含採樣，行政費） 5,000

細胞抹片 500

腹水檢查採樣（每項 ） 500

細菌培養及抗生素試驗 2,100

病原培養或分離 按實價

病原、疾病篩檢套組 2,000/每組

病原、疾病PCR篩檢 按實價

接種試驗 按實價

血壓測量 800

血壓監測費 500 /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

血氧測量 500

血氧監測費 300 /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

X 光膠片 ：小（ 8X10 吋） 500/曝光

X 光膠片：中(12X15 吋）  600/曝光

X 光膠片：大(14Xl 7 吋）  800/曝光

CR 數位 X 光 800/張

DR 數位 X 光 1200/張

牙科 X 光照射 5,000

影像判讀費 3,000

超音波（每臟器，不含心臟） 3,000

心臟超音波 10,000

超音波判讀費 3,000

內視鏡 20,000

電腦斷層掃描 CT（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25,000

核磁共振掃描 MRI（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35,000

類別：三、檢驗費

一般檢體檢查

臨床病理檢查

其他檢查

影像學檢查

下列費用不含麻醉、鎮靜、造影所需之技術、藥 品及耗材等費用，拍攝費，一 張

膠片拍攝一次，膠片屬醫院所有 。



附表二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高力價犬二合一（DP）疫苗 900

犬五合一疫苗 （ DHPPi ) 900

犬六合一疫苗 （ DHPPiCv) 900

犬七合一疫苗 （ DHPPiL2）/幼犬疫苗 1,050

犬八合一疫苗

（ DHPPiCvL2)
1,000

犬十合一疫苗

（ DHPPiCvL4)
1,200

犬七合一＋狂 犬病疫苗 （DHPPiL2+R ）（含當年度狂犬

病證明牌及證明書含佐劑）
1,200

萊姆病疫苗 1,000

貓三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貓三合一疫苗(不含佐劑) 1,200

貓四合一疫苗 1,500

貓五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貓傳染性腹脹炎，點鼻疫苗 1,200

貓白血病疫苗 1,000

300/單獨預防針施打

250/合其他預防針一起施打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不含佐劑） 1,600

附註：除上列疫苗外，其餘不合佐劑或新上市疫苗依時價收費 。

類別：四、預防接種費 （含疫苗及注射費）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含佐劑〉



部位 收 費 項 目 收費上限

眼 眼臉手術 15,000

眼 眼球復位 20,000

眼 眼腫瘤切除 30,000

眼 人工水晶體 45,000

眼 人工眼球 50,000

眼 角膜修補 50,000

眼 青光眼(二級雷射) 50,000

眼 眼球摘除 50,000

眼 白內障 100,000

耳 Lacerated wound of ear 10,000

耳 Aural hematoma 耳血腫 15,000

耳 耳腫瘤切除 15,000

耳 Operations on the extrnal ear 外耳手術 30,000

耳 側耳道切開法 30,000

耳 Operations on the middle ear 中耳手術 40,000

耳 全耳道摘除 50,000

口 口腔皮辦 5,000

口 口腔腫瘤切除 15,000

口 口腔缺補修補 20,000

口 Cheiloplasty 唇造型術 20,000

口 縮唇整型 20,000

口 顎裂整型 30,000

口 軟顎整型 40,000

口 Treatment of ranula(Marsupis）舌下囊腫袋形縫術 10,000

口 舌切除 30,000

口 甲狀腺切除 50,000

口 拔牙（單顆） 3,000

口 洗牙 3,500

口 補牙（一處） 10,000

口 牙周治療 20,000

口 牙科手術 20,000

口 全口拔牙 30,000

口 根管治療 80,000

口 植牙 100,000

口 唾液腺切除 30,000

鼻 鼻翼整型 30,000

鼻 鼻腔腫瘤切除 50,000

頸部 Tonsillectomy〈扁桃腺切除〉 15,000

頸部 副甲狀腺切除 40,000

頸部 Pharyngos tomy 咽造口術 20,000

頸部 Laryngotomy 喉頭剖開術 20,000

頸部 Tracheostomy 氣管造口術 20,000

頸部 Repair of tracheal wound&Def 30,000

頸部 Correction of tracheal collapse 氣管塌陷 40,000

頸部 氣管外支架置放術 50,000

頸部 氣管內支架置放術 100,000

胸腔 胸管放置 30,000

胸腔 胸腔切開術（肋間） 40,000

胸腔 胸腔腫瘤切除 50,000

胸腔 胸骨切開術 60,000

胸腔 Repair of small lung wound 肺 40,000

胸腔 Lobectomy 肺葉切除術 50,000

胸腔 中央靜脈導管 22,500

胸腔 Pericardiectony 心包膜切開 50,000

胸腔 Correction of Persistent Right Aortic Arch(PRAA) 50,000

胸腔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切除 50,000

胸腔 Surgical correction heart worm 心絲蟲夾蟲 50,000

腹腔 橫隔赫尼亞整型 50,000

腹腔 肝創傷修補 30,000

腹腔 部分肝切除 30,000

腹腔 肝葉切除術 40,000

腹腔 肝門脈分流整復 60,000

腹腔 肝腫瘤切除 80,000

腹腔 總膽管修補 40,000

腹腔 膽囊切開術 40,000

腹腔 膽囊摘除術 40,000

腹腔 膽囊十二指腸造口術 50,000

腹腔 部份脾臟切除 30,000

附表三  類別：五、手術費 （不包含材料、儀器、藥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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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收 費 項 目 收費上限

附表三  類別：五、手術費 （不包含材料、儀器、藥品費）

腹腔 脾腫瘤切除 30,000

腹腔 脾臟切除術 30,000

腹腔 胰切除 35,000

腹腔 胰臟腫瘤切除 35,000

腹腔 部分胰切除 35,000

腹腔 腹腔灌洗 20,000

腹腔 腹腔腫瘤切除 25,000

腹腔 腹腔探查術 30,000

腹腔 腹腔膿瘍摘除 30,000

腹腔 腹膜透析管放置 30,000

腹腔 腹壁赫尼亞整型 20,000

腹腔 鼠蹊赫尼亞整型 20,000

消化系統 食道胃管放置 10,000

消化系統 食道及胃套疊整復 40,000

消化系統 食道憩室切除 40,000

消化系統 食道切開術（胸腔） 50,000

消化系統 食道支氣管屢管整復 50,000

消化系統 食道破裂修補 50,000

消化系統 食道異物取出（內視鏡手術） 50,000

消化系統 食道切除及吻合術 70,000

消化系統 經皮內視鏡胃造口餵食管 25,000

消化系統 胃固定術 20,000

消化系統 胃切開術 25,000

消化系統 胃食道賁門肌切開術 25,000

消化系統 部分胃切除術 30,000

消化系統 胃扭轉整復 40,000

消化系統 幽門括約肌切開 25,000

消化系統 腸固定術 12,000

消化系統 腸扭轉或絞榨整復 15,000

消化系統 腸切開術 25,000

消化系統 腸套疊復整 25,000

消化系統 腸吻合 30,000

消化系統 盲腸切除 30,000

消化系統 結腸固定術 20,000

消化系統 直腸脫出復位 30,000

消化系統 直腸陰道屢管整復 40,000

消化系統 單側肛門腺切除 15,000

消化系統 肛門／尾腺腫瘤切除 35,000

消化系統 肛門閉鎖整型 40,000

泌尿系統 腎固定 20,000

泌尿系統 腎創傷修補 30,000

泌尿系統 部分腎切除 35,000

泌尿系統 腎切除術 35,000

泌尿系統 腎臟切開術 35,000

泌尿系統 腎臟腫瘤切除 35,000

泌尿系統 腎上腺腫瘤切除 40,000

泌尿系統 腎石截除術 40,000

泌尿系統 腎孟切開術 70,000

泌尿系統 單側人工輸尿管繞道手術 50,000

泌尿系統 單側輸尿管支架置放手術 50,000

泌尿系統 輸尿管結腸造口術 50,000

泌尿系統 輸尿管膀胱吻合 50,000

泌尿系統 輸尿管切開術 70,000

泌尿系統 膀胱切開（結石移除得另計） 20,000

泌尿系統 膀胱破裂修補 20,000

泌尿系統 膀胱切除 30,000

泌尿系統 膀胱腫瘤切除 30,000

泌尿系統 尿道切開-會陰部尿道切開 25,000

泌尿系統 尿道切開-陰莖部位尿道切開 30,000

泌尿系統 尿道吻合 40,000

泌尿系統 尿道屢管整型 40,000

泌尿系統 尿道造口術 50,000

生殖系統 Castration 去勢（睪丸摘除） 6,000

生殖系統 睪丸腫瘤切除 20,000

生殖系統 隱睪 20,000

生殖系統 陰囊切除 15,000

生殖系統 陰囊赫尼亞整型 20,000

生殖系統 陰莖切除術 20,000
第 2 頁



部位 收 費 項 目 收費上限

附表三  類別：五、手術費 （不包含材料、儀器、藥品費）

生殖系統 陰莖腫瘤切除 20,000

生殖系統 攝護腺腫瘤切除 50,000

生殖系統 攝護腺且膿腫引流 80,000

生殖系統 攝護腺切除 200,000

生殖系統 OHE卵巢子宮摘除 15,000

生殖系統 卵巢腫瘤切除 30,000

生殖系統 子宮腫瘤切除 30,000

生殖系統 子宮蓄膿 30,000

生殖系統 帝王切開術（剖腹產） 30,000

生殖系統 女陰切開 20,000

生殖系統 陰道子宮脫出復位 20,000

生殖系統 陰道息肉或增生處切除 20,000

生殖系統 陰道腫瘤切除 20,000

生殖系統 單側會陰赫尼亞整型 30,000

骨骼系統 下顎骨骨折整復 30,000

骨骼系統 下顎骨腫瘤切除 30,000

骨骼系統 半邊下顎切除 80,000

骨骼系統 骨折外固定－鋁板 10,000

骨骼系統 骨折外固定－Modified Splint 12,000

骨骼系統 骨折外固定－Thomas 15,000

骨骼系統 骨折內固定－骨髓內生丁＋Wire 25,000

骨骼系統 骨折內固定－Kirschner Splint 30,000

骨骼系統 骨折內固定－Bone Plate 50,000

骨骼系統 骨生檢採樣 10,000

骨骼系統 骨切斷術 15,000

骨骼系統 骨釘摘除 15,000

骨骼系統 開放性骨折之清創及灌流 15,000

骨骼系統 韌帶斷裂修捕縫合 20,000

骨骼系統 股骨頭切除術 30,000

骨骼系統 骨板摘除 30,000

骨骼系統 膝關節整形手術 30,000

骨骼系統 骨盆骨折整復 40,000

骨骼系統 截肢 45,000

骨骼系統 骨瘤切除 5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復位（非手術） 1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手術復位手術-肘 2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手術復位手術-腕 2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手術復位手術-其他關節 2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手術復位手術-臗 30,000

骨骼系統 關節脫臼手術復位手術-肩 32,000

骨骼系統 關節固定術 35,000

骨骼系統 骨整形術 100,000

骨骼系統 人關節置換術 300,000

骨骼系統 抽腦脊髓液 20,000

骨骼系統 Ventriculotomy 腦室切開術 30,000

骨骼系統 腦部手術 200,000

骨骼系統 脊椎固定 100,000

骨骼系統 脊椎骨脫臼手術復位 100,000

骨骼系統 脊椎減壓手術 100,000

骨骼系統 狼爪切除（具醫療目的） 5,000

骨骼系統 剪尾成年（具醫療目的） 20,000

其他 皮外傷縫合 10,000

其他 異物摘除〈水蛭等異物〉 10,000

其他 腫瘤採樣 10,000

其他 皮外傷縫合（大範園） 15,000

其他 淋巴腫瘤採樣 15,000

其他 膿腫切開手術 15,000

其他 局部傷口清創 20,000

其他 肘／腕水瘤切除 20,000

其他 屢管修補 20,000

其他 皮膚腫瘤切除 30,000

其他 血液透析管放置 30,000

其他 乳房腫瘤切除 30,000

其他 創傷性赫尼亞修捕 40,000

其他 屢管摘除術 40,000

其他 雷射光手術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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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此費項目 收費上限

鎮靜 3,000

局部麻醉 2,000

注射麻醉、麻醉引導 4,000

硬膜外麻醉 10,000

吸入麻醉：a.第一級麻醉ASAl 1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b.第二級麻醉ASA2 2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c.第三級麻醉ASA3 3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d.第四級麻醉ASA4 4000/10 公斤/小時

附表五   類別 ：七、治療費（ 不含材料、藥品、鎮靜、麻醉 ）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口服投藥 200

外敷擦藥 200

保定 2,000

皮下SC（肌肉IM）注射 500

靜脈注射 IV 1,000

指甲修剪 500

肛門腺排空 1

外耳道清潔 500

鼻腔給藥 300

外生殖器灌洗 500

局部傷口清洗 15,000

點滴 600

眼科 800

繃帶包紮 按實際狀況收費

高壓氧治療 3000/每小時

氧氣治療 800/小時

噴霧治療 500/20分鐘

藥浴 3,000

生理監測費 （ HR ' RR • BT • BP

' Sp02 )
3000/1天

血壓監控 2,000

血氧測量 800

狗血液相關製作費（全血、血漿、其

他血液製品）
500/ml

貓血液相關製作費（全血、血漿、其

他血液製品）
800/ml

化學治療：藥品費另計 5,000

雷射光療 1000/次

擠尿 1000/次

推拿 1600/次

針灸 5000/次

輸血（含採血、配對、輸血監測，但

血液費另計 ）
10,000

直腸灌腸 3,000

洗胃術 5,000

抽關節囊液或關節內注射 2,000

骨髓內注射 2,000

全靜脈營養注射 4,000

鼻淚管灌洗 8,000

冷凍療法 10,000

腹膜透析術 20,000

血液透析術 30,000

導尿-公狗 10,000

導尿-公貓 10,000

導尿-母狗 20,000

導尿-母貓 20,000

心包膜排液 30,000

胸腔排液 15,000

腹腔放液穿刺術 6,000

急救 急救CPR（不含藥材費） 6000/每30分鐘

屍體解剖費
屍體解剖費(不含病理採樣、切片、病

原採樣)
50,000

特殊處置費

吸入(氣體)麻醉:未滿10公斤以10公斤

計、未滿1小時以1小時計<吸入麻醉費不

含鎮靜、麻醉引導、藥品、材料及其他

收費

附表四  類別： 六 、鎮靜及麻醉費

技術費

一般治療費

中獸醫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200

2,000

500

700/每30分鐘計費

1,500

300／每 20 分鐘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陰道抹片檢查 350

糞便檢查 300

皮毛皮屑檢查 300

一般尿液沉渣檢驗 500

一般尿液試紙檢驗 500

血液抹片檢查 500

全血球計數 800

血液生化檢驗（一般項目每項） 300

血液生化檢驗（特殊項目每項） 3,000

血液離子檢驗 600

血液氣體檢驗 1,500

血型檢測 2,500

血液配對 1200/每捐血者

輸血交叉配對（請先確認血型） 2,800

直接抗球蛋白檢驗（庫姆試驗） 2,400

細針採樣 FNA 1,300

組織病理切片檢查（不含採樣，行政費） 5,000

細胞抹片 500

腹水檢查採樣（每項 ） 500

細菌培養及抗生素試驗 2,100

病原培養或分離 按實價

病原、疾病篩檢套組 2000/每組

病原、疾病PCR篩檢 按實價

接種試驗 按實價

血壓測量 800

血壓監測費
500 /不足1小時,以1

小時計

血氧測量 500

血氧監測費
300 /不足1小時,以1

小時計

X 光膠片 ：小（ 8X10 吋） 500/曝光

X 光膠片：中(12X15 吋）  600/曝光

X 光膠片：大(14Xl 7 吋）  800/曝光

CR 數位 X 光 800/張

DR 數位 X 光 1200/張

牙科 X 光照射 5,000

影像判讀費 3,000

超音波（每臟器，不含心臟） 3,000

心臟超音波 10,000

超音波判讀費 3,000

內視鏡 20,000

電腦斷層掃描 CT（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25,000

核磁共振掃描 MRI（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35,000

高力價犬二合一（DP）疫苗 900

犬五合一疫苗 （ DHPPi ) 900

犬六合一疫苗 （ DHPPiCv) 900

犬七合一疫苗 （ DHPPiL2）/幼犬疫苗 1,050

犬八合一疫苗 （ DHPPiCvL2) 1,000

犬十合一疫苗 （ DHPPiCvL4) 1,200

四 、預防接種

費

三、檢驗費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開業會員(獸醫診療機構)診療費用標準簡表

一 、掛號費
門診掛號

急診掛號

二、診察費

一般診察費

急診診察費

非犬貓診察費

諮詢費（不合病歷資料判讀）

一般檢體檢查

臨床病理檢查

其他檢查

影像學檢查

下列費用不含麻醉、鎮靜、造影所需之技術、藥 品及耗材等費用，拍攝費，

一 張膠片拍攝一次，膠片屬醫院所有 。

含疫苗及注射費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犬七合一＋狂 犬病疫苗 （DHPPiL2+R ）（含當年度狂

犬病證明牌及證明書含佐劑）
1,200

萊姆病疫苗 1,000

貓三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貓三合一疫苗(不含佐劑) 1,200

貓四合一疫苗 1,500

貓五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貓傳染性腹脹炎，點鼻疫苗 1,200

貓白血病疫苗 1,000

300/單獨預防針施打

250/合其他預防針一

起施打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 ﹔不含佐劑） 1,600

不包含材料、儀

器 、藥品費

口 拔牙（單顆） 3,000

口 洗牙 3,500

口 補牙（一處） 10,000

生殖系統 Castration 去勢（睪丸摘除） 6,000

生殖系統 隱睪 20,000

生殖系統 OHE卵巢子宮摘除 15,000

生殖系統 子宮蓄膿 30,000

生殖系統 帝王切開術（剖腹產） 30,000

鎮靜 3,000

局部麻醉 2,000

注射麻醉、麻醉引導 4,000

硬膜外麻醉 10,000

吸入麻醉：a.第一級麻醉ASAl 1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b.第二級麻醉ASA2 2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c.第三級麻醉ASA3 3000/10 公斤/小時

吸入麻醉：d.第四級麻醉ASA4 4000/10 公斤/小時

不含材料、藥品

、鎮靜、麻醉

口服投藥/次 200

外敷擦藥/處 200

保定 2,000

皮下SC（肌肉IM）注射 500

靜脈注射 IV 1,000

指甲修剪 500

肛門腺排空 500

外耳道清潔 500

鼻腔給藥 300

外生殖器灌洗 500

局部傷口清洗 15,000

點滴 600

眼科 800

繃帶包紮 按實際狀況收費

高壓氧治療 3000/每小時

氧氣治療 800/小時

噴霧治療 500/20分鐘

輸血（含採血、配對、輸血監測，但血液費另計 ） 10,000

導尿-公狗 10,000

導尿-公貓 10,000

導尿-母狗 20,000

導尿-母貓 20,000

輸血（含採血、配對、輸血監測，但血液費另計 ） 10,000

推拿 1600/次

針灸 5000/次

技術費

中獸醫

一般治療

特殊治療

七、治療費表

六、鎮靜及麻醉

費

四 、預防接種

費
含疫苗及注射費

五、手術費

未提及項目，詳見附表三

未提及項目，詳見附表四

吸入(氣體)麻醉:

未滿10公斤已10公

斤計、未滿1小時

以1小時計<吸入麻

未提及項目,詳如附表五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 ﹔含佐劑〉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依市價計費

(特殊藥品另計）

100

500／ 次

診察費 住院診察費 500／每次

保證金 住院預付金 10,000

貓病房費 600

小型犬（ 5 公斤 以下） 600

中型犬（ 5-10 公斤 ） 800

大型犬(10-20 公斤 ） 1,000

特大型犬（ 20 公斤 以上） 2,500

門診時間照護費 1,000

特別照護費 250／小時

重症加護費（其他費用如氧氣供給、持續性給藥 、生

理監視、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等另依治療費表訂收
1000／小時

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 30000/天

初生犬貓看護（ 一 天／隻） 1,200

出國免疫注射證明書 2,000

其他證明書（含診斷證明書、檢驗證明書等 ） 。 1000／份

國際證明文件簽署 3,500

病歷書面摘要 3000／份

影像資料複製(依檢查次數及資料容量而定) 3000

十一、狂犬病隔離觀察 狂犬病隔離觀察（ 十日為限） 每日 500 元

十二 、出診費 出診費 出診費（車資、治療費、鐘點費、雜費另計) 800／每半小時

十三 、安樂死
不含藥品費，不含

大體處理
安樂術費用（不含藥品費 ）

lOkg以下5000，超過

lOkg以主每公斤加收

500元以下

十四、屍體安置

費
處置費 屍體安置費 （每天）

lOkg以下 1500，超過

lOkg以主每公斤加收

500 元以下

八、藥品及材料

費

藥品及耗材

藥事服務費

處方籤費

五、本收費標準參考表

九、住院費

一般籠位費以日曆天為計算基準，採算進不算出方式計價（出院超過當日最後正常門診時間 ，得

加計1日），住院期間使用之看護墊、藥物、耗材、消毒等另計。

籠位費

照護費

十、其他費用 證書費

急診及非門診時間之檢查、檢驗、治療及手術費用另加計50%

一 、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依據獸醫師法及本會章程訂定。 

二、本收費標準參考表未列項目依實情收費 。

三、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以犬貓為對象，其他動物依實際狀況收費 。

四、急診時間按各診療機構公布門診時間外屬之。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舊版收費

200 200

2,000 500

500 300

700/每30分鐘計費 600

1,500

300／每 20 分鐘 500/時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陰道抹片檢查 350 300

糞便檢查 300 200

皮毛皮屑檢查 300 200

一般尿液沉渣檢驗 500

一般尿液試紙檢驗 500 200/項

血液抹片檢查 500

全血球計數 800

血液生化檢驗（一般項目每項） 300 300

血液生化檢驗（特殊項目每項） 3,000 1500

血液離子檢驗 600

血液氣體檢驗 1,500 1500

血型檢測 2,500

血液配對 1200/每捐血者

輸血交叉配對（請先確認血型） 2,800

直接抗球蛋白檢驗（庫姆試驗） 2,400

細針採樣 FNA 1,300

組織病理切片檢查（不含採樣，行政費） 5,000

細胞抹片 500

腹水檢查採樣（每項 ） 500 200

細菌培養及抗生素試驗 2,100 2,000

病原培養或分離 按實價

病原、疾病篩檢套組 2000/每組

病原、疾病PCR篩檢 按實價

接種試驗 按實價

血壓測量 800

血壓監測費
500 /不足1小時,以1

小時計

血氧測量 500

血氧監測費
300 /不足1小時,以1

小時計

X 光膠片 ：小（ 8X10 吋） 500/曝光 500/曝光

X 光膠片：中(12X15 吋）  600/曝光 500/曝光

X 光膠片：大(14Xl 7 吋）  800/曝光 500/曝光

CR 數位 X 光 800/張 600-800

DR 數位 X 光 1200/張

牙科 X 光照射 5,000

影像判讀費 3,000 200

超音波（每臟器，不含心臟） 3,000

心臟超音波 10,000 3600-6600

超音波判讀費 3,000 400-1000/項

內視鏡 20,000

電腦斷層掃描 CT（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25,000 25,000

核磁共振掃描 MRI（不含顯影及其他材料費） 35,000

高力價犬二合一（DP）疫苗 900 900

犬五合一疫苗 （ DHPPi ) 900 900

犬六合一疫苗 （ DHPPiCv) 900 900

犬七合一疫苗 （ DHPPiL2）/幼犬疫苗 1,050 1,000

犬八合一疫苗 （ DHPPiCvL2) 1,000 1,000

犬十合一疫苗 （ DHPPiCvL4) 1,200 1,200

三、檢驗費

一般檢體檢查

臨床病理檢查

其他檢查

影像學檢查

下列費用不含麻醉、鎮靜、造影所需之技術、藥 品及耗材等費用，拍攝費，

四 、預防接種費 含疫苗及注射費

桃園市獸醫師公會開業會員(獸醫診療機構)診療費用修改對照表

一 、掛號費
門診掛號

急診掛號

二、診察費

一般診察費

急診診察費

非犬貓診察費

諮詢費（不合病歷資料判讀）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舊版收費

犬七合一＋狂 犬病疫苗 （DHPPiL2+R ）（含當年度

狂犬病證明牌及證明書含佐劑）
1,200 1,200

萊姆病疫苗 1,000 1,000

貓三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900

貓三合一疫苗(不含佐劑) 1,200 1,200

貓四合一疫苗 1,500 1,400

貓五合一疫苗（含佐劑） 1,000 1,000

貓傳染性腹脹炎，點鼻疫苗 1,200 1,200

貓白血病疫苗 1,000 1,300

300/單獨預防針施打 200

250/合其他預防針一

起施打
200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 ﹔不含佐劑） 1,600

不包含材料、儀

器 、藥品費

口 拔牙（單顆） 3,000

口 洗牙 3,500

口 補牙（一處） 10,000

生殖系統 Castration 去勢（睪丸摘除） 6,000

生殖系統 隱睪 20,000

生殖系統 OHE卵巢子宮摘除 15,000

生殖系統 子宮蓄膿 30,000

生殖系統 帝王切開術（剖腹產） 30,000

說明 此費項目 收費上限

鎮靜 3,000 1,000

局部麻醉 2,000 1,000

注射麻醉、麻醉引導 4,000 2,500

硬膜外麻醉 10,000

吸入麻醉：a.第一級麻醉ASAl 1000/10 公斤/小時 3,500

吸入麻醉：b.第二級麻醉ASA2 2000/10 公斤/小時 3,500

吸入麻醉：c.第三級麻醉ASA3 3000/10 公斤/小時 3,500

吸入麻醉：d.第四級麻醉ASA4 4000/10 公斤/小時 3,500

不含材料、藥品

、鎮靜、麻醉

口服投藥/次 200 100

外敷擦藥/處 200 200

保定 2,000 200

皮下SC（肌肉IM）注射 500

靜脈注射 IV 1,000

指甲修剪 500 300

肛門腺排空 500 300

外耳道清潔 500

鼻腔給藥 300 300

外生殖器灌洗 500 800

局部傷口清洗 15,000

點滴 600

眼科 800 100

繃帶包紮 按實際狀況收費

高壓氧治療 3000/每小時

氧氣治療 800/小時 200/時

噴霧治療 500/20分鐘

輸血（含採血、配對、輸血監測，但血液費另計 ） 10,000

導尿-公狗 10,000 1,500

導尿-公貓 10,000 3,000

導尿-母狗 20,000 1,500

導尿-母貓 20,000 3,000

輸血（含採血、配對、輸血監測，但血液費另計 ） 10,000

推拿 1600/次

針灸 5000/次

六、鎮靜及麻醉

費

未提及項目，詳見附表四

吸入(氣體)麻醉:

未滿10公斤已10公

斤計、未滿1小時

以1小時計<吸入麻

七、治療費表

未提及項目,詳如附表五

技術費

一般治療

特殊治療

中獸醫

五、手術費

未提及項目，詳見附表三

四 、預防接種費 含疫苗及注射費

狂犬病疫苗（含當年度證明牌及證明書 ﹔含佐劑〉



類別 說明 收費項目 收費上限 舊版收費

依市價計費

(特殊藥品另計）

100

500／ 次

診察費 住院診察費 500／每次

保證金 住院預付金 10,000 3,000

貓病房費 600 500

小型犬（ 5 公斤 以下） 600 500

中型犬（ 5-10 公斤 ） 800 600

大型犬(10-20 公斤 ） 1,000 800

特大型犬（ 20 公斤 以上） 2,500 1,000

門診時間照護費 1,000

特別照護費 250／小時

重症加護費（其他費用如氧氣供給、持續性給藥 、生

理監視、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等另依治療費表訂收
1000／小時

儀器輔助插管呼吸治療 30000/天

初生犬貓看護（ 一 天／隻） 1,200

出國免疫注射證明書 2,000 200-1000

其他證明書（含診斷證明書、檢驗證明書等 ） 。 1000／份 1,000

國際證明文件簽署 3,500 1,000

病歷書面摘要 3000／份

影像資料複製(依檢查次數及資料容量而定) 3000

十一、狂犬病隔離觀察 狂犬病隔離觀察（ 十日為限） 每日 500 元

十二 、出診費 出診費 出診費（車資、治療費、鐘點費、雜費另計) 800／每半小時 500/時

十三 、安樂死
不含藥品費，不含

大體處理
安樂術費用（不含藥品費 ）

lOkg以下5000，超過

lOkg以主每公斤加收

500元以下

3,000

十四、屍體安置

費
處置費 屍體安置費 （每天）

lOkg以下 1500，超過

lOkg以主每公斤加收

500 元以下

四、急診時間按各診療機構公布門診時間外屬之。

五、本收費標準參考表

十、其他費用 證書費

急診及非門診時間之檢查、檢驗、治療及手術費用另加計50%

一 、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依據獸醫師法及本會章程訂定。 

二、本收費標準參考表未列項目依實情收費 。

三、本收費標準參考表以犬貓為對象，其他動物依實際狀況收費 。

八、藥品及材料

費

藥品及耗材

藥事服務費

處方籤費

九、住院費

一般籠位費以日曆天為計算基準，採算進不算出方式計價（出院超過當日最後正常門診時間 ，

得加計1日），住院期間使用之看護墊、藥物、耗材、消毒等另計。

籠位費

照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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