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收費標準 

民國105年03月02日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03月17日第20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105年10月14日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年 4月 20日第 2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年 9月 26日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年 11月 16日第 2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實驗動物設施 

正壓動物試驗室收費標準 

    名稱 

使用月數 
濾網 維護保養 基本收費 累計金額 備註 

1 $9,600 $14,400 $24,400 $24,400 
第 1 個月均為 24,000

元，未滿 1 個月以 1 個

月計算；30-45 天者以

1.5 個月計算(維護保養

費用一半)，為 31,200

元；46-60天者以 2個月

計算，為 38,400元，依

此類推。豬隻實驗動物

設施每月飼養管理費用

為 10,000元（含每日清

潔及餵飼），未滿 1個月

以 1個月計算。 

2  $14,400 $14,400 $38,400 

3  $14,400 $14,400 $52,800 

4  $14,400 $14,400 $67,200 

5 $9,600 $14,400 $24,400 $91,200 

6  $14,400 $14,400 $105,600 

7  $14,400 $14,400 $120,000 

8  $14,400 $14,400 $134,400 

9 $9,600 $14,400 $24,400 $158,400 

10  $14,400 $14,400 $172,800 

11  $14,400 $14,400 $187,200 

12  $14,400 $14,400 $211,200 

負壓動物試驗室收費標準 

    名稱 

使用月數 
濾網 維護保養 基本收費 累計金額 備註 

1 $19,200 $20,800 $40,000 $40,000 
第 1 個月均為 40,000

元，未滿 1 個月以 1 個

月計算；30-45 天者以

1.5 個月計算(維護保養

費用一半)，為 50,400

元；46-60天者以 2個月

計算，為 60,800元，依

此類推。豬隻實驗動物

設施每月飼養管理費用

為 10,000元（含每日清

潔及餵飼），未滿 1個月

以 1個月計算。 

2  $20,800 $20,800 $60,800 

3  $20,800 $20,800 $81,600 

4  $20,800 $20,800 $102,400 

5 $19,200 $20,800 $40,000 $142,400 

6  $20,800 $20,800 $163,200 

7  $20,800 $20,800 $184,000 

8  $20,800 $20,800 $204,800 

9 $19,200 $20,800 $40,000 $244,800 

10  $20,800 $20,800 $265,600 

11  $20,800 $20,800 $286,400 

12  $20,800 $20,800 $307,200 



二、 伴侶動物分子診斷 

犬： 

分類 病原 

神經系統 

犬瘟熱病毒 

犬艾利希體 

弓蟲 

呼吸系統 

犬瘟熱病毒 

犬呼吸道型冠狀病毒 

犬腺病毒 

消化系統 

犬瘟熱病毒 

犬小病毒 

犬消化道型冠狀病毒 

血液寄生蟲 

犬大、小焦蟲 

犬艾利希體 

血巴東體 

心絲蟲 

全身性疾病 

犬瘟熱病毒 

弓蟲 

鉤端螺旋體 

萊姆病 

貓： 

分類 病原 

神經系統 
弓蟲 

貓冠狀病毒 

呼吸系統 

貓冠狀病毒 

貓卡里西病毒 

貓疱疹病毒 

消化系統 
貓冠狀病毒 

貓小病毒 

血液寄生蟲 血巴東體 

全身性疾病 

貓冠狀病毒 

弓蟲 

貓白血病 

貓免疫不全病毒 

鉤端螺旋體 

萊姆病 

分子診斷收費標準： 

單一疾病：1000元/病原 

系統性疾病：2000 元/系統 

其他伴侶動物疾病：1000元/病原 

 

 



三、 病理診斷（包含屍體解剖、切片製作、肉眼和組織病理學診斷、細

菌分離鑑定、藥物敏感試驗和屍體處理） 
動物別 收費標準 

豬 1. 每頭 3,800元（含上限三項之分子檢測） 

2. 每場次 8,500元（上限三隻，每隻含上限三項之分

子檢測） 

3. 流產胎每場次 6,000元（含分子檢測） 

－不含抹片染色及寄生蟲浮游法 

禽 每場次 6,000元（上限五隻） 

－不含抹片染色及寄生蟲浮游法 

－分子檢測另計 

牛、羊、鹿 每頭 3,500元 

－不含抹片染色及寄生蟲浮游法 

－100公斤以上加收屍體處理費 1,000元 

犬、貓及伴侶動物 每例 5,000元，屍體處理費另計 

注意事項 

 可接受之送件單位：動物醫院、研究計畫、政府與

研究教學單位。 

（本單位為學術機構，不接受畜主自行送檢案件） 

 任何送檢案件，需與病理獸醫師（TEL：08-7703202 

#5067）聯繫，確認動物是否可進行病理剖檢後才

可送件。 

 分子檢測另計（詳見二）。 

野生動物 每頭 3,000元，100公斤以上加收屍體處理費 1,000元 

生檢塊 每一病例一檢體 1,200元 

（含一切片，但同一病例每增加一檢體或一蠟塊加收

500元，以此類推） 

注意事項 

 檢體切取後應立即以 10%中性福馬林固定（請勿使

用玻璃瓶裝） 

 固定液的量應為檢體體積的 20倍，並需完全覆蓋

檢體 

 固定液之液面不宜超過瓶身之 2/3高度，並請確實

密封，避免運送中固定液溢出 

 過小檢體請以濾紙包埋並置於 cassette盒內，再

裝入福馬林罐中，若有黏膜面請朝上擺置 

備註：每病例最多可收 4樣本進行細菌分離。第 5 個起，每樣本加收 500元。同

場同菌種僅做一組藥物敏感試驗。 

 

 

 

 

 

 



四、 委託試驗組織切片判讀 

項目 單價 

組織切片製作、染色及病理診斷（含病理報告書） 450元/片 

組織病理判讀（含病理報告書） 

 不含切片製作，自行提供組織切片。 
250元/片 

委託試驗組織切片判讀注意事項 

1. 任何委託試驗組織切片判讀之送檢案件，需與本診斷中心病理獸醫師  

李伊嘉（TEL：08-7703202#5058）聯繫，確認送檢內容後才可送件。 

2. 報告書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委託人及本診斷中心各存一份。 

3. 若需英文報告書，每份酌收貳仟元整。 

4. 委託人因故，需重出報告書，每份酌收貳仟元整。 

5. 原則上報告依實驗內容及判讀結果，各實驗分組僅附上一組照片，若因委

託人需求每張切片皆須附照片，則需另收費 150元/張照片。 

五、 病理切片委製 

項目 單價 

組織修整（修片） 

 委託本中心人員代為進行組織修片，請註明病

變位置或修片重點 

20元/個/臟器 

組織蠟塊委製 

注意事項 

 請委託人自行修片後送檢 

 限包埋加工；特殊材料包埋而致病材破壞，本診斷

中心不負此責任 

100元/block 

已有蠟塊，僅做切片及 H&E染色 150元/block 

已有蠟塊，僅做切片不染色。 80元/block 

僅做 H&E染色 80元/片 

僅有組織（已修片），需代製蠟塊、切片及染色 

注意事項 

 切片以 1個 block 及 1張 H&E切片為基準。 

 連續切片每片（含染 H&E）加收 80元。 

 加切單一空白切片為 50元/片。 

 特殊染色價格另計。 

200元/block 

特殊染色、IHC及 ISH染色 

 請來電洽詢 
視染色項目而定 

IHC空白切片 

 含特殊玻片 
100元/片 

 

 

 



六、 微生物檢驗 

1. 細菌培養 500 元、細菌鑑定 300元、藥物敏感性試驗 200元。 

備註：梭菌分離鑑定及藥物敏感性試驗收費 1,800元。 

2. 抹片染色，每一片 300元。 

3. 寄生蟲浮游法，每一病例 300元。 

七、 血清抗體暨分子檢驗 

檢測項目 單價 

豬瘟抗體檢測（ELISA 檢測法） 200元/檢體 

假性狂犬病ＩgE抗體檢測（ELISA檢測法） 200元/檢體 

假性狂犬病抗體檢測（中和抗體檢測法） 400元/檢體 

PRRS抗體檢測（ELISA 檢測法） 240元/檢體 

PRRS抗體檢測（中和抗體檢測法） 600元/檢體 

PCV2抗體檢測（ELISA 檢測法） 200元/檢體 

豬黴漿菌性肺炎檢測（ELISA檢測法） 200元/檢體 

PCR, RT-PCR, qPCR 500元/病原/檢體 

流產胎 6,000元/胎（3-5）頭 

基因定序 

超過 2,000 bp需另外收費，請來電洽詢。 
2,000元/基因/檢體 

八、 屍體儲存及處理 

1. 豬、禽和鼠，10元/kg 

2. 牛羊及野生動物，10元/kg，100公斤以上加收處理費 1,000元。 

3. 犬貓另計。 

 

九、 出診費用（檢驗費用另計） 

1. 屏東 : 1,000 元 

2. 高雄-台南 : 2,000元 

3. 嘉義-雲林 : 2,500元 

4. 台中、彰化及南投 : 3,000元 

5. 其他地區：5,000元 

備註 

1. 當次出診若由廠商派車接送，未使用公務車，則不算出診費。 

2. 若同天協助兩家以上之廠商進行出診服務，則依照各家廠商服務之最遠區域，

依照收費標準分別進行收費。 

 

 

 

 

 

 



十、 費用給付 

1. 建教合作廠商送檢之病例，依上列標準之 9折計價。 

建教合作廠商費用說明實例：甲廠商簽約 30萬元，則可使用金額為 33.3 萬元，

計畫期間甲廠商檢測費用為 50萬元時，則甲廠商需補支付 16.7萬元至本中心。 

2. 校內研究單位送檢之病例，依上列標準之 8折計價。 

3. 學校可開估價單（估價單有限期間 45天）和收據申請經費核銷（預開收據請於

三個月內核銷完畢）。 

4. 付費方式 

請先提供付款資訊（如單位抬頭、統一編號等）確認後再付款 

i. 現金繳交 

 請直接至本動物疾病診斷中心繳交費用。 

ii. 匯款或 ATM 轉帳 

 帳戶戶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401專戶 

 銀行：第一銀行屏東分行 

 帳號：74130042668 

5. 匯款後請提供匯款收據或提供銀行帳號後 5碼及匯款日期至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電話 08-7703202# 5058，傳真 08-7740178，E-mail：addc@mail.npust.edu.tw，

再請出納組確認，索取校內收據核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