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7815014

"信迪思"上端

脛骨鎖定加壓

骨板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81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

入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

是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

入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

液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

而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

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

誤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

一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

鎖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

傷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

痊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

創傷.使用於脛骨.也可使用

於微創手術減少傷口復原時

間  •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目

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骨

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般

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性。

• 切勿重複使用植入物

，雖然植入物的外觀並

無損壞，都可能會減損

其功能植  入物若在手術

時被體液觸碰或汙染，

請勿重複使用。  • 體

重-過重或是肥胖的病人

可能對產品施壓而導致

失敗，甚至顛覆手術效

果。

FBP02224NNS1    84,000

FBZ007815015

"信迪思"遠端

股股鎖定加壓

骨板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81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

入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

是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

入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

液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

而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

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

誤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洞

，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釘可

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洞，或

讓螺紋頭鎖定入另一個孔

洞。

FBP02224NNS1    84,000

FBZ007815004
"信迪思"3.5鎖

定加壓骨板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81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

入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

是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

入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

液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

而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

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

誤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比如肱骨、鎖骨、

肩胛骨、橈骨、尺骨、骨

盆、腓骨，包括骨質缺乏之

創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

用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

一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32418NS1    36,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7815005

"信迪

思"4.5/5.0mm

鎖定加壓骨板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81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比如肱骨、股骨、

脛骨，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S01211NNS1    36,000

FBZ019735001

"信迪

思"3.5mm 鎖

定加壓鎖骨骨

板系統

(441.072:107)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73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N22811NZ1    36,000

FBZ023405001

"信迪

思"3.5mm 鎖

定加壓鎖骨骨

板系統

(04.112.040:42;

080:85)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340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32418NS1    36,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7815013

"信迪

思"3.5mm肱骨

上端鎖定骨板

(441.901:903)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81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使用於肱骨.也可使用

微創手術減少傷口復原時間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目的是

要顯示出一般骨板/骨釘技

術、內固定和使用一般和鎖

定骨釘之差異和特性。

FBP032418NS1    58,000

FBZ019220005

"信迪

思"2.7/3.5mm

肱骨下端鎖定

加壓骨板

(441.2742:305)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220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2224NNS1    58,000

FBZ019220002

#"信迪

思"3.5mm 鷹

嘴鎖定加壓骨

板(436.504:509

/ 4H / 6H / 8H)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220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32411NS1    58,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2596001

"信迪思"2.4

多角度鎖定加

壓遠端橈骨骨

板

(620:651;720:7

51)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596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2224NNS1    58,000

FBZ020565002

"信迪

思"2.7/3.5mm

鎖定加壓鎖骨

骨板系統

(04.112.006:02

1)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056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02224NNS1    58,000

FBZ023405003

"信迪

思"2.7/3.5mm

鎖定加壓鎖骨

骨板系統

(04.112.090:95

)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340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

性。

FBPN22811NZ1    58,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4782001

"信迪思"鎖定

加壓遠端腓骨

骨板

(04.112.106:13

1;136:161)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4782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入

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是

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入

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而

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形

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誤

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鎖定加壓骨板原則上和一

般骨板有一樣的適應症，鎖

定加壓骨釘系統適用於創傷

的復位、切骨術和各種未痊

癒骨骼，包括骨質缺乏之創

傷。  •鎖定加壓骨板應用

目的是要顯示出一般骨板/

骨釘技術、內固定和使用一

般和鎖定骨釘之差異和特性

FBP032418NS1    58,000

FBZ010928001

"史耐輝"可吸

收肩關節軟組

織固定錨釘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0928號

1.輕微發炎反應的可能性發

生。  2.過敏反應的可能

性。  3.深層及淺層感染的

可能性

1.對植入物有過敏者

，植入前請先做適當

的檢查。  2.需要修

復的軟組織已產生病

變，會影響縫線固定

效果  3.骨表面成碎

片狀，可能影響軟組

織縫合錨釘的固定效

果  4.骨病變者，如

囊腫變化與嚴重骨質

缺乏，降低軟組織縫

合錨釘的固定效果

1.可吸收材質  2. 雙孔帶線

，不同顏色縫合線方便在

關節鏡中操作  3. 提供

Ultrabraid(高強度纖維)缝

線，強度佳，固定效果更

好

用於連接肩、足、踝、肘、

膝各病症之軟組織與骨頭縫

合修補，提供Ultrabraid(高強

度纖維)缝線，強度佳，更

加強化固定效果。

1.對植入物有過敏者，

植入前請先做適當的檢

查。  2.需要修復的軟組

織已產生病變，會影響

縫線固定效果。

FBA022872NSN    20,000

FBZ019793001

信迪思脛骨鎖

定加壓骨板

LCP Tibia

Plate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793號
無

針對粉碎性骨折，骨

質疏鬆病患使用

針對粉碎性骨折，骨質疏

鬆病患使用

穩定的內固定或是動力加壓

的治療效果。避免組織壞死

，進而加速癒合

無 FBS01214NNS1    69,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18775001

"信迪思"脛骨

髓內釘:鈦合

金脛骨髓內釘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8775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度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

良。   過敏性-當懷疑對植

入物有所過敏，適當的測試

是必要的，來選擇適當的植

入物。   癒合遲緩肇因於血

液循環系統障礙。   植入物

而引起的疼痛。   植入物變

形失效肇因於植入物選擇錯

誤或內固定過度負荷。

無

鎖定加壓骨板有組合雙孔

洞，皮質骨釘和海綿質骨

釘可以   鎖入未有螺紋孔

洞，或讓螺紋頭鎖定入另

一個孔洞。

• 髓內釘專為亞洲人設計

頂端角度為10°可避免因亞洲

人骨骼較小以致  骨頭劈開

，針對骨質疏鬆或粉碎的骨

折塊，具有良好的牢固效

果。  • 人體功學設計微創

手術使用，可減少手術時間

及失血；不致壓迫骨膜，患

部血液供應無礙避免組織壞

死，進而加速癒合。

• 切勿重複使用植入物

，雖然植入物的外觀並

無損壞，都可能會減損

其功能植  入物若在手術

時被體液觸碰或汙染，

請勿重複使用。  • 體

重-過重或是肥胖的病人

可能對產品施壓而導致

失敗，甚至顛覆手術效

果。

FBP02224NNS1    72,000

FBZ022621001
捷邁人工骨髓

內釘─股骨組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2621號

傷口感染、疼痛、神經受

損、骨折、骨骼壞死、心血

管事件、喪失復位/固定效

果、裝置移位、裝置的疲勞

性斷裂、假性關節、不癒

合、癒合不正、延遲或不完

全癒合、創傷後關節炎、發

炎反應、對金屬成分過敏、

金屬組件的磨損與鏽蝕

無
人體工學曲率、互鎖式螺

釘固定、交叉式近端螺釘

捷邁Natural Nail 系統適用於

暫時固定及穩定骨折部位。
FBN05KA36NAE    75,4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1711012

"歐特美"手部

骨板系統

(2.0mm, Y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711號

植入物變形或失效可能因為

植入物選擇過小或受到高作

用壓力。過敏反應可能因為

對鈦金屬或不鏽鋼敏感。

癒合緩慢可能因為患者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本系統使用禁忌如

下：  已感染或可能

感染，以及免疫功能

不足者。  已知對鈦

或不銹鋼敏感者。

患有新陳代謝疾病

者。  因患有會導致

患者忽略手術前、後

醫囑以及內在剛性固

定植入物的限制之某

些疾病患者。  經皮

放置K-鋼線是移位性

骨折與壓迫性骨折的

禁忌。

符合人體解剖學之鈦合金

骨板、骨螺釘互鎖固定系

統，多重角度式的互鎖設

計，可使骨螺釘固定骨折

達到最佳角度，骨板有加

壓和鎖定孔洞的設計，搭

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處達

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小

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

可避免傷害軟組織，並讓

肌腱有順暢的活動，減少

併發症，避免異物感，且

可及早回復活動度。    產

品敘述：   本系統為含多

種外形之骨板和骨螺釘的

堅實固定系統，骨板有多

種不同的形狀和尺寸，提

供給外科醫師有加壓和鎖

定孔洞的設計。本系統包

括角形鎖定、非鎖定、拉

力、中空骨螺釘以及支撐

性骨針和K-鋼線。所提供

的手術器械乃為方便植入

器材的調整、插入、或移

除。    材質：  本系統植

入物由鈦(ASTM F-67)和

鈦合金(ASTM F-136)製

成；K-鋼線由不銹鋼製成

(ASTM F-138)。  器械則

由不同等級的不銹鋼、電

鍍鋁以及/或醫用聚合物

所製成。

本系統適用於手部、腕關節

和其他適合本系統器材尺寸

的骨頭部位之外傷、一般手

術以及重建手術。    符合人

體解剖學之鈦合金骨板、骨

螺釘互鎖固定系統，多重角

度式的互鎖設計，可使骨螺

釘固定骨折達到最佳角度，

骨板有加壓和鎖定孔洞的設

計，搭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

處達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

小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可避

免傷害軟組織，並讓肌腱有

順暢的活動，減少併發症，

避免異物感，且可及早回復

活動度。

1. 在高作用壓力的部位

，如果使用較小尺寸的

骨螺釘，恐會引起植入

物斷裂和失效。  2. 骨

板、骨螺釘、K-鋼線或

其他異種金屬材料，不

可以在植入部位內或附

近共同使用。因電偶腐

蝕效應，異種金屬材料

相互接觸可能加速腐蝕

程序。  3. 多次彎曲骨板

可能降低骨板效用，進

而引起骨板斷裂和植入

失敗。  4. 在高密度骨頭

使用骨螺釘，可能導致

植入物或器械斷裂以及

植入失敗。為有正確插

入技術，建議參考本系

統使用手冊(OSTEOMED

Hand Plating System User

Manual)。   5. 本系統為

能維持剛性固定的功效

和益處，建議用於有足

夠骨質的患者。  6. 建議

在手術過程中，須從患

者取出任何斷裂植入物

或器械。若無法取出，

須告知患者。  7. 鎖定骨

螺釘和骨板孔可使用高

達三次。  8. 於插入骨螺

釘時使用過度的扭力會

引起植入失效。

FBPN22818NZ1    46,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1711016

"歐特美"手部

骨板系統

(2.0mm, 3*8 T

型)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711號

植入物變形或失效可能因為

植入物選擇過小或受到高作

用壓力。過敏反應可能因為

對鈦金屬或不鏽鋼敏感。

癒合緩慢可能因為患者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本系統使用禁忌如

下：  已感染或可能

感染，以及免疫功能

不足者。  已知對鈦

或不銹鋼敏感者。

患有新陳代謝疾病

者。  因患有會導致

患者忽略手術前、後

醫囑以及內在剛性固

定植入物的限制之某

些疾病患者。  經皮

放置K-鋼線是移位性

骨折與壓迫性骨折的

禁忌。

符合人體解剖學之鈦合金

骨板、骨螺釘互鎖固定系

統，多重角度式的互鎖設

計，可使骨螺釘固定骨折

達到最佳角度，骨板有加

壓和鎖定孔洞的設計，搭

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處達

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小

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

可避免傷害軟組織，並讓

肌腱有順暢的活動，減少

併發症，避免異物感，且

可及早回復活動度。    產

品敘述：   本系統為含多

種外形之骨板和骨螺釘的

堅實固定系統，骨板有多

種不同的形狀和尺寸，提

供給外科醫師有加壓和鎖

定孔洞的設計。本系統包

括角形鎖定、非鎖定、拉

力、中空骨螺釘以及支撐

性骨針和K-鋼線。所提供

的手術器械乃為方便植入

器材的調整、插入、或移

除。    材質：  本系統植

入物由鈦(ASTM F-67)和

鈦合金(ASTM F-136)製

成；K-鋼線由不銹鋼製成

(ASTM F-138)。  器械則

由不同等級的不銹鋼、電

鍍鋁以及/或醫用聚合物

所製成。

本系統適用於手部、腕關節

和其他適合本系統器材尺寸

的骨頭部位之外傷、一般手

術以及重建手術。    符合人

體解剖學之鈦合金骨板、骨

螺釘互鎖固定系統，多重角

度式的互鎖設計，可使骨螺

釘固定骨折達到最佳角度，

骨板有加壓和鎖定孔洞的設

計，搭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

處達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

小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可避

免傷害軟組織，並讓肌腱有

順暢的活動，減少併發症，

避免異物感，且可及早回復

活動度

1. 在高作用壓力的部位

，如果使用較小尺寸的

骨螺釘，恐會引起植入

物斷裂和失效。  2. 骨

板、骨螺釘、K-鋼線或

其他異種金屬材料，不

可以在植入部位內或附

近共同使用。因電偶腐

蝕效應，異種金屬材料

相互接觸可能加速腐蝕

程序。  3. 多次彎曲骨板

可能降低骨板效用，進

而引起骨板斷裂和植入

失敗。  4. 在高密度骨頭

使用骨螺釘，可能導致

植入物或器械斷裂以及

植入失敗。為有正確插

入技術，建議參考本系

統使用手冊(OSTEOMED

Hand Plating System User

Manual)。   5. 本系統為

能維持剛性固定的功效

和益處，建議用於有足

夠骨質的患者。  6. 建議

在手術過程中，須從患

者取出任何斷裂植入物

或器械。若無法取出，

須告知患者。  7. 鎖定骨

螺釘和骨板孔可使用高

達三次。  8. 於插入骨螺

釘時使用過度的扭力會

引起植入失效。

FBP03246NNS1    46,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1711017

"歐特美"手部

骨板系統

(2.0mm, 髁骨

鎖定骨板)

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711號

植入物變形或失效可能因為

植入物選擇過小或受到高作

用壓力。過敏反應可能因為

對鈦金屬或不鏽鋼敏感。

癒合緩慢可能因為患者血液

循環系統障礙

本系統使用禁忌如

下：  已感染或可能

感染，以及免疫功能

不足者。  已知對鈦

或不銹鋼敏感者。

患有新陳代謝疾病

者。  因患有會導致

患者忽略手術前、後

醫囑以及內在剛性固

定植入物的限制之某

些疾病患者。  經皮

放置K-鋼線是移位性

骨折與壓迫性骨折的

禁忌。

符合人體解剖學之鈦合金

骨板、骨螺釘互鎖固定系

統，多重角度式的互鎖設

計，可使骨螺釘固定骨折

達到最佳角度，骨板有加

壓和鎖定孔洞的設計，搭

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處達

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小

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

可避免傷害軟組織，並讓

肌腱有順暢的活動，減少

併發症，避免異物感，且

可及早回復活動度。    產

品敘述：   本系統為含多

種外形之骨板和骨螺釘的

堅實固定系統，骨板有多

種不同的形狀和尺寸，提

供給外科醫師有加壓和鎖

定孔洞的設計。本系統包

括角形鎖定、非鎖定、拉

力、中空骨螺釘以及支撐

性骨針和K-鋼線。所提供

的手術器械乃為方便植入

器材的調整、插入、或移

除。    材質：  本系統植

入物由鈦(ASTM F-67)和

鈦合金(ASTM F-136)製

成；K-鋼線由不銹鋼製成

(ASTM F-138)。  器械則

由不同等級的不銹鋼、電

鍍鋁以及/或醫用聚合物

所製成。

本系統適用於手部、腕關節

和其他適合本系統器材尺寸

的骨頭部位之外傷、一般手

術以及重建手術。    符合人

體解剖學之鈦合金骨板、骨

螺釘互鎖固定系統，多重角

度式的互鎖設計，可使骨螺

釘固定骨折達到最佳角度，

骨板有加壓和鎖定孔洞的設

計，搭配各式骨釘可讓骨折

處達到穩固的解剖復位，縮

小手術傷口，促進骨折處癒

合。骨板採鏡面拋光處理，

薄型及圓弧狀之設計，可避

免傷害軟組織，並讓肌腱有

順暢的活動，減少併發症，

避免異物感，且可及早回復

活動度。

1. 在高作用壓力的部位

，如果使用較小尺寸的

骨螺釘，恐會引起植入

物斷裂和失效。  2. 骨

板、骨螺釘、K-鋼線或

其他異種金屬材料，不

可以在植入部位內或附

近共同使用。因電偶腐

蝕效應，異種金屬材料

相互接觸可能加速腐蝕

程序。  3. 多次彎曲骨板

可能降低骨板效用，進

而引起骨板斷裂和植入

失敗。  4. 在高密度骨頭

使用骨螺釘，可能導致

植入物或器械斷裂以及

植入失敗。為有正確插

入技術，建議參考本系

統使用手冊(OSTEOMED

Hand Plating System User

Manual)。   5. 本系統為

能維持剛性固定的功效

和益處，建議用於有足

夠骨質的患者。  6. 建議

在手術過程中，須從患

者取出任何斷裂植入物

或器械。若無法取出，

須告知患者。  7. 鎖定骨

螺釘和骨板孔可使用高

達三次。  8. 於插入骨螺

釘時使用過度的扭力會

引起植入失效。

FBP022431NS1    46,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SZ017436001

"SOFRADIM"

PARIETEX

MESHES"舒

法定"帕瑞得

人工編網(右

側)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7436號

使用本產品後，也可能出現

因使用人工編網進行壁層重

建所引起的相關併發症。這

些併發症包括(但不侷限於)

:  (1) 血清腫、血腫 (2) 復發

(3) 慢性疼痛  (4) 感染  (5)

內臟沾粘  (6) 對產品成分產

生過敏反應

本產品之禁忌症: 所

有關於壁層強化使用

的一般禁忌症皆適用

於本產品的使用。這

些包括(但不侷限於):

(1)病患正處於成長

階段 : 人工編網的有

限延展性可能無法滿

足孩童的成長速度。

(2)在受感染或受污

染的處所進行手術。

1. 前腹膜腹腔鏡術式

(TEP)專用的人工編網，

以最佳符合解剖上的結

構,分左、右邊供病患使

用。  2. 獨特以2D + 3D編

織構造: 強化2D部分的修

補結構，同時增加手術操

控性、加強病灶修補的功

能。而柔軟的3D解剖性編

織結構，更能保護重要血

管組織等的敏感地帶。

3. 獨特採親水性polyester

材質，與組織服貼性佳，

更能促進細胞生長植入,

真正強化修補效果。  4.

材料屬性較不易皺縮、移

位，也因而疼痛感降低。

5. 產品帶伸縮線，術中易

於精確置放。

1. 專為先進之前腹膜腹腔鏡

術式使用，病患傷口小、術

後恢復快。      2. 特有之親

水性材質與獨特的編織方式

，使得本產品與組織服貼性

佳、促進細胞生長效率。

3. 符合解剖上修補原理的設

計，可同時覆蓋直疝、斜疝

與股疝發生的位置。

1. 本產品之禁忌症: 所有

關於壁層強化使用的一

般禁忌症皆適用於本產

品的使用。這些包括(但

不侷限於):        (1)病患

正處於成長階段 : 人工

編網的有限延展性可能

無法滿足孩童的成長速

度。(2)在受感染或受污

染的處所進行手術。  2.

當植入於腹膜前部位峙

，腹膜移補術的人工編

網在手術最後應儘可能

係持完整。  3. 另外本產

品以雙層滅菌包裝方式

提供。建議於使用本產

品時，在打開內層包裝

，並使用乾淨的手套和

器械握住貼布末端。

FSP6110651BB    20,000

FBZ017775001

"帝富脊椎"微

博微創中空螺

絲脊椎固定系

統-中空多軸

螺絲(含固定

螺絲帽)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7775號
過敏反應、疼痛

失去前方支撐的骨折

和腫瘤、畸形

VIPER是一種用來做微創

手術工具，由中空套管多

軸螺釘及桿組成，使軟組

織傷口最小化，並用來固

定胸腰椎椎弓根，執行後

開之脊椎手術。

1微創手術傷口小, 組織破壞

性較少  2手術時間短,恢復較

快                                        3

適用於穩定下背之後開微創

手術．

醫師必須選擇適當的植

入物．病人必須限制任

何會對於植入物施壓或

活動的骨折部位的身體

活動．

FBSF44006TWG    17,55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19480005

#"美敦力"補

骨洞去礦物化

異體植骨

0.5CC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480號

本異體植骨可能含有微量的

抗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要注意病患是否對這些

抗生素或化學藥品過敏。

禁忌症-移植部位存

有感染、治療急追機

能不全的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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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是由Osteotech公司的

專利製造，採集至捐贈的人

骨屍體組織，以無菌手術技

術取得組織並經微生物測試

合格後使用。DBM被認為具

備骨誘導能力，因為在去礦

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生長因

子，可以驅使間質細胞轉化

為骨成形細胞進行成骨，在

成骨的成功率上有優異的表

現。

本異體植骨可能含有微

量的抗生素、優碘、界

面活性劑和其他製程中

所使用的溶液。要注意

病患是否對這些抗生素

或化學藥品過敏。

FBA041000NS1    13,350

FBZ019480002

"美敦力"補骨

洞去礦物化異

體植骨 1.0CC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480號

本異體植骨可能含有微量的

抗生素、優碘、界面活性劑

和其他製程中所使用的溶

液。要注意病患是否對這些

抗生素或化學藥品過敏。

禁忌症-移植部位存

有感染、治療急追機

能不全的骨折。

本產品是由Osteotech公司

的專利製造，採集至捐贈

的人骨屍體組織，以無菌

手術技術取得組織並經微

生物測試合格後使用。

DBM被認為具備骨誘導能

力，因為在去礦化過程中

釋放出來的生長因子，可

以驅使間質細胞轉化為骨

成形細胞進行成骨，在成

骨的成功率上有優異的表

現。

本產品是由Osteotech公司的

專利製造，採集至捐贈的人

骨屍體組織，以無菌手術技

術取得組織並經微生物測試

合格後使用。DBM被認為具

備骨誘導能力，因為在去礦

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生長因

子，可以驅使間質細胞轉化

為骨成形細胞進行成骨，在

成骨的成功率上有優異的表

現。

移植部位存有感染、治

療急追機能不全的骨

折。

FBA041000NS1    26,000

FBZ014380001

泰瑞斯蒙締客

低溫脊髓用成

形骨泥

(TECRES

MENDEC

SPINE)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4380號
過敏反應、疼痛

決不任意更改液體和

固體成分之間的比率

１凝固時最高溫<62.5度,

注入時較不會傷害神經

２凝固時間長達20分鐘 ,

不用急於將骨水泥灌入或

未灌入時即已凝固　  ３

已含鋇劑，可清楚掌握骨

水泥流向

1.健保骨水泥溫度較高且擬

固時間較快  2.健保骨水泥多

用在四肢骨頭並不適合用在

脊椎

如果骨泥從椎骨漏出，

立刻中止注入．
FBA0110001H1    21,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25775001

"捷邁"人工髖

關節臼杯-鉭

金屬髖臼外杯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5775號

少數個案曾被報告過如金屬

過敏,早晚期組件鬆脫..等等

（以上詳細請參考醫  師建

議以及中文仿單詳細說明

書）

無

表層由 Trabecular Metal 平

均分佈孔隙比率 80%使骨

頭成長空間更  多,抓的更

牢、長的更穩,骨頭生長

速率為傳統金屬介面三倍

以上.

表層由 Trabecular Metal 平均

分佈孔隙比率 80%使骨頭成

長空間更  多,抓的更牢、長

的更穩,骨頭生長速率為傳

統金屬介面三倍以上.

請勿使用植入物的零組

件(股骨頭、髖臼襯墊)進

行髋骨的復位試驗。請

用試驗用的股骨頭搭配

試驗用襯墊。以試驗用

組件接觸植入物可能造

成磨損。

FBHC18753NZ1    68,000

FBZ007513002
超耐磨膝關節

襯墊

衛署醫器輸字

第007513號

人工關節部位週遭組織移位

或鬆脫或神經損傷或感染發

炎、溶骨等之可能性。

無

透過特殊製程將聚乙烯重

新鏈結，提高聚乙烯抗磨

損能力 ，減少病人因PE

磨損需再置換的機會

PROLONG(耐磨墊片)與健保

耐磨墊片品相比約 可減少

80%的磨損率,提供病患更好

的產品選擇及 醫療品質、

延長使用年限。

無 FBKL15960NZ1    54,000

FBZ003129004

愛派司鎖骨金

屬鎖定骨釘骨

板系統組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3129號
無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

跡象時，相對上就是

一種禁忌。  2.如果

神經血管結構的解剖

位置因為關節的創傷

後損壞而存在不確定

性時，則本固定骨板

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

腐敗也是本固定骨板

的相對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已植入某

些骨內固定器，是相

對禁忌之一。  5.術

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APlus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

鎖固定骨板是一種針對亞

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

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

骨質疏鬆骨折提供較好的

復位效果，本產品係由高

抗疲勞強度鈦合金

(6Al4VTi) 所製成之解剖

型互鎖式骨板系統，不同

於市面上的互鎖式骨板，

Aplus愛派司互鎖骨板系

統能在臨床上更有效的治

療個關節面骨折，功能如

下：  (1)骨板亞洲曲率: 利

用數位電腦雷射掃瞄亞洲

骨頭，設計出最符合各關

節形狀的骨板，符合人體

工學的骨板能更穩定骨折

復位，降低骨板在體內刺

激軟組織所造成的疼痛，

並能減少醫生在手術中彎

曲骨板所需機會，降低手

術時間，減少感染。

關節面有必要保護時之創傷

適應症，穩定或不穩定之關

節面骨折，包含 :     直式加

壓骨折   鎖骨鈎遠端骨折

創傷後病狀中之重建適應

症：  1.當軟組織狀況已改善

，要將外固定系統更換成內

固定系統時。  2.如果關節輪

廓在病狀上已經被修改過而

有必要重修關節面  3. 保持

骨折關節面完整。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

象時，相對上就是一種

禁忌。  2.如果神經血管

結構的解剖位置因為關

節的創傷後損壞而存在

不確定性時，則本固定

骨板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腐敗

也是本固定骨板的相對

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

已植入某些骨內固定器

，是相對禁忌之一。  5.

術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FBS01214NNS1    39,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3129002

愛派司金屬鎖

定骨板骨釘系

統組:肱骨近

端外側鎖定骨

板(湯匙九點

共構型)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3129號
無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

跡象時，相對上就是

一種禁忌。  2.如果

神經血管結構的解剖

位置因為關節的創傷

後損壞而存在不確定

性時，則本固定骨板

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

腐敗也是本固定骨板

的相對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已植入某

些骨內固定器，是相

對禁忌之一。  5.術

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APlus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

鎖固定骨板是一種針對亞

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

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

骨質疏鬆骨折提供較好的

復位效果，本產品係由高

抗疲勞強度鈦合金

(6Al4VTi) 所製成之解剖

型互鎖式骨板系統，不同

於市面上的互鎖式骨板，

Aplus愛派司互鎖骨板系

統能在臨床上更有效的治

療個關節面骨折，功能如

下：  (1)骨板亞洲曲率: 利

用數位電腦雷射掃瞄亞洲

骨頭，設計出最符合各關

節形狀的骨板，符合人體

工學的骨板能更穩定骨折

復位，降低骨板在體內刺

激軟組織所造成的疼痛，

並能減少醫生在手術中彎

曲骨板所需機會，降低手

術時間，減少感染。

關節面有必要保護時之創傷

適應症，穩定或不穩定之關

節面骨折，包含 :    肱骨近

端外側骨折      創傷後病狀

中之重建適應症：  1.當軟組

織狀況已改善，要將外固定

系統更換成內固定系統時。

2.如果關節輪廓在病狀上已

經被修改過而有必要重修關

節面  3. 保持骨折關節面完

整。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

象時，相對上就是一種

禁忌。  2.如果神經血管

結構的解剖位置因為關

節的創傷後損壞而存在

不確定性時，則本固定

骨板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腐敗

也是本固定骨板的相對

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

已植入某些骨內固定器

，是相對禁忌之一。  5.

術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FBP02224NNS1    59,8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3129001

"歐派

司"5.0mm脛骨

近端內側互鎖

骨板固定系統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3129號
無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

跡象時，相對上就是

一種禁忌。  2.如果

神經血管結構的解剖

位置因為關節的創傷

後損壞而存在不確定

性時，則本固定骨板

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

腐敗也是本固定骨板

的相對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已植入某

些骨內固定器，是相

對禁忌之一。  5.術

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APlus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

鎖固定骨板是一種針對亞

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

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

骨質疏鬆骨折提供較好的

復位效果，本產品係由高

抗疲勞強度鈦合金

(6Al4VTi) 所製成之解剖

型互鎖式骨板系統，不同

於市面上的互鎖式骨板，

Aplus愛派司互鎖骨板系

統能在臨床上更有效的治

療個關節面骨折，功能如

下：  (1)骨板亞洲曲率: 利

用數位電腦雷射掃瞄亞洲

骨頭，設計出最符合各關

節形狀的骨板，符合人體

工學的骨板能更穩定骨折

復位，降低骨板在體內刺

激軟組織所造成的疼痛，

並能減少醫生在手術中彎

曲骨板所需機會，降低手

術時間，減少感染。

關節面有必要保護時之創傷

適應症，穩定或不穩定之關

節面骨折，包含 :    脛骨近

端內側骨折      創傷後病狀

中之重建適應症：  1.當軟組

織狀況已改善，要將外固定

系統更換成內固定系統時。

2.如果關節輪廓在病狀上已

經被修改過而有必要重修關

節面  3. 保持骨折關節面完

整。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

象時，相對上就是一種

禁忌。  2.如果神經血管

結構的解剖位置因為關

節的創傷後損壞而存在

不確定性時，則本固定

骨板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腐敗

也是本固定骨板的相對

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

已植入某些骨內固定器

，是相對禁忌之一。  5.

術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FBP02224NNS1    62,4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03129003

"愛派司"Distal

Medial

Humeral

Locking Plate

0201-0000-

10:14

衛署醫器製字

第003129號
無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

跡象時，相對上就是

一種禁忌。  2.如果

神經血管結構的解剖

位置因為關節的創傷

後損壞而存在不確定

性時，則本固定骨板

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

腐敗也是本固定骨板

的相對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已植入某

些骨內固定器，是相

對禁忌之一。  5.術

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APlus 愛派司關節周圍互

鎖固定骨板是一種針對亞

洲人解剖型設計的互鎖式

骨板，針對粉碎性骨折及

骨質疏鬆骨折提供較好的

復位效果，本產品係由高

抗疲勞強度鈦合金

(6Al4VTi) 所製成之解剖

型互鎖式骨板系統，不同

於市面上的互鎖式骨板，

Aplus愛派司互鎖骨板系

統能在臨床上更有效的治

療個關節面骨折，功能如

下：  (1)骨板亞洲曲率: 利

用數位電腦雷射掃瞄亞洲

骨頭，設計出最符合各關

節形狀的骨板，符合人體

工學的骨板能更穩定骨折

復位，降低骨板在體內刺

激軟組織所造成的疼痛，

並能減少醫生在手術中彎

曲骨板所需機會，降低手

術時間，減少感染。

關節面有必要保護時之創傷

適應症，穩定或不穩定之關

節面骨折，包含 :     肱骨遠

端內側骨折    創傷後病狀中

之重建適應症：  1.當軟組織

狀況已改善，要將外固定系

統更換成內固定系統時。  2.

如果關節輪廓在病狀上已經

被修改過而有必要重修關節

面  3. 保持骨折關節面完

整。

1. 骨折處有明顯感染跡

象時，相對上就是一種

禁忌。  2.如果神經血管

結構的解剖位置因為關

節的創傷後損壞而存在

不確定性時，則本固定

骨板要特別留意方可使

用。  3.局部性傷口腐敗

也是本固定骨板的相對

禁忌之一。  4.在關節處

已植入某些骨內固定器

，是相對禁忌之一。  5.

術前醫療條件不足，如

嚴重的骨質疏鬆症。

FBP02224NNS1    45,500

FBZ025742001
超耐磨聚乙烯

人工髕骨

衛部醫器輸字

第025742號

人工關節部位週遭組織移位

或鬆脫或神經損傷或感染發

炎、溶骨等之可能性。

無

Prolong Patella 由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製成，為全關節

系統 中 Patella 必要性組

件之一。

降低 PE 磨損率達80% 無 FBKP1240XNU0    45,000



品項代碼
本院收費碼

名稱

醫療器材許可

證號
副作用 禁忌症 商品特色 療效比較 須注意事項 健保替代醫材  自費價

FBZ019750001

"艾克曼"上肢

解剖貼附型固

定系統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750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渡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良

若懷疑病患有明顯或

潛在的發炎現象、骨

質疏鬆、骨頭或軟組

織的不足或質地不佳

，對植入物品質有過

敏現象，須在植入之

前時就先做測試。

艾克曼貼附骨板系統了骨

釘與骨板的組合，適合用

於鎖骨、肱骨，橈骨、尺

骨、掌骨、腳骨、脛骨、

腓骨、與肩頰骨，解剖形

式的設計，在粉碎性骨折

時有塑形效果，達到更好

的癒後效果，讓病人可以

更早的活動

艾克曼貼附骨板系統中的骨

釘、骨板、與其配件是用來

提供骨折時的固定、融合，

與切除。

植入物不可重複使用 FBP02224NNS1    63,600

FBZ019750001
"艾克曼"貼附

骨板系統

衛署醫器輸字

第019750號

避免術後立即激烈/過渡活

動造成延遲癒合或癒合不良

若懷疑病患有明顯或

潛在的發炎現象、骨

質疏鬆、骨頭或軟組

織的不足或質地不佳

，對植入物品質有過

敏現象，須在植入之

前時就先做測試。

艾克曼貼附骨板系統了骨

釘與骨板的組合，適合用

於鎖骨、肱骨，橈骨、尺

骨、掌骨、腳骨、脛骨、

腓骨、與肩頰骨，解剖形

式的設計，在粉碎性骨折

時有塑形效果，達到更好

的癒後效果，讓病人可以

更早的活動

艾克曼貼附骨板系統中的骨

釘、骨板、與其配件是用來

提供骨折時的固定、融合，

與切除。

植入物不可重複使用 FBP02224NNS1    5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