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收費標準(update 1100928)修訂版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收費標準
一、 一般動物病理診斷收費標準
一般門診
項目
豬

禽
兔
鼠

單

價

視診斷需要
分項計價收費

視診斷需要
分項計價收費

備
註
1. 病理診斷(以場為單位，每例以三頭為原則)：3,000 元
2. 細菌分離及藥物敏感性試驗：依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3. 分子生物診斷：依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1.
2.
3.
4.

僅解剖：500 元/隻
病理診斷(以場為單位，每例以三隻為原則)：3,000 元
細菌分離及藥物敏感性試驗：依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分子生物診斷：依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牛、羊

視診斷需要
分項計價收費

1. 病理診斷(每例以一頭為原則)：
3,000 元(羊、仔牛)、10,000 元(牛)
2. 細菌分離及藥物敏感性試驗：依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3. 分子生物診斷：依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馬

視診斷需要
分項計價收費

1. 病理診斷(每例以一頭為原則)：10,000 元
2. 細菌分離及藥物敏感性試驗：依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野生動物

視診斷需要
分項計價收費

1. 病理診斷(每例以一隻為原則)：3,000 元細菌分離及藥物
敏感性試驗：依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2. 分子生物診斷：依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死亡證明書

500 元/份

建教合作

依合約約定內容計

各類動物

1. 寄生蟲檢測(含分型：鑑定分型) 500 元/sample
2. 一般寄生蟲檢測 200 元/ sample
3. 血液抹片：(EPY 120 元/管)

紙本報告

報告以電子檔為主，申請紙本報告，每份 100 元。(109.10.01 起實施)

英文報告書.

2,000 元

上列各項若需英文報告書，每份報告書費用另收。
第 2 份加收 1,000 元。
依出診區域訂定費用：
臺中市$8,000 元

出診費用

8,000 元以上/次 彰化、南投$10,000 元
雲嘉(含)以南$12,000 元

苗栗(含)以北$12,000 元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病理室分機 255 蘇 病理獸醫師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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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理檢體送檢及相關服務之收費標準

服 務 項 目
組織病理檢體
組織切片委製 a

組織病理檢體
切片委製及病理報告

單

價

1. 切片以 1 個 block 及 1 張切片為基準。連續
切片每片加收 50 元；
200 元/片/ block(院內)
2. 加切單一空白切片，為 20 元/片。

告費 200 元。
3. 若需英文報告書，每份報告書費用另收
2,000 元，第 2 份加收 1,000 元。

組織臘塊委製

150 元

骨組織脫鈣

50 元/block

組織修片

50 元/ block

委託人自備組織 HE 切片
限包埋加工；若屬特殊材料，包埋前請事先說
明是否合適。
委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人員代為進行骨及硬組
織脫鈣。
委託診中人員代為進行組織修片，請註明病變
位置或修片重點

100 元/片

一般空白切片每片 20 元；HE 染色每片 80 元。

50 元/片

含特殊玻片，IHC 染色另計

一般組織化學染色

200-300 元/片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依抗體種類計費

各類動物教學實習

1. 同一病例(1 片)切片與判讀報告費計收
1,200 元。
2. 第 2 片起，每片加計臘塊製作與切片費 250
元，若進行判讀報告，每片另再加計判讀報

1,200 元

250 元/片

僅作切片+染色
免疫組織化學
(IHC)空白切片

註

250 元/片/block(院外)

組織病理判讀
(含病理報告書)

已有臘塊，

備

視染色項目而定：PAS, Toluidine blue, Masson’s
trichrome, Sirius red, Acid fast, Gram stain,
Congo red stain
委外服務

由各系所之學生實習材料費或委託人支付。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病理室 255 蘇 病理獸醫師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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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生物檢驗收費標準
一般單獨委檢病例
檢測項目

樣本/病例 收費/病例

一般細菌
(好氧菌分離及藥敏)

3

一般細菌、挑剔性細菌
分離及藥敏
(APP,嗜血桿菌等)

3

消化道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非選擇性分離

3

備註

每病例可收 3 樣本。第 4 個起，每樣本加收 300 元。
1,000 元 微生物鑑定至種 (稀有菌種例外)，同菌種僅做一組
藥敏。
每病例可收 3 樣本。第 4 個起，每樣本加收 400 元。
1,200 元 微生物鑑定至種 (稀有菌種例外)，同菌種僅做一組
藥敏。
每病例可收 3 樣本。第 4 個起，每樣本加收 300 元。
1,000 元
未滿 3 個也算 1,000 元。發報告時間 4 個工作天。

株

1

1,500 元

cpa、cpb、 etx、ιap 毒力基因 PCR 檢測組。
1,500 元 / 1 個分離株。發報告時間 3 個工作天。

常規厭氧培養

3

1,200 元

每病例可收 3 樣本。第 4 個起，每樣本加收 300 元。
未滿 3 個也算 1,000 元。發報告時間 7 個工作天。

消化道 Clostridium difficile
選擇性分離

1

4,000 元 4,000 元 / 1 個檢體。發報告時間 4 週。

總生菌數

1

1,000 元

大腸桿菌生菌數

1

ISO 6579 沙門氏菌檢測

1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分離

依據環署檢字第 1020037762 號公告檢測方法施測
1 樣本算 1 病例。
依據 NIEA E237.53B 檢測方法施測。
1,000 元
1 樣本算 1 病例。
依據 ISO 6579-1:2017 標準作為參考規範。
1,500 元 1 樣本算 1 病例，但可混合培養 3 樣本於一個檢驗中
(如 3 個檢體混為 1 管測)。

伴侶動物委檢病例(犬、貓、兔、鼠、鳥、烏龜及其他)
檢測項目

樣本/病例 收費/病例

備註

常規細菌檢驗
(嗜氧培養、分離、鑑定
及藥敏)

1~3

嗜氧培養 (最多操作 4 個具臨床意義分離株做鑑定與
1,000 元 藥敏，藥敏依菌種特性與感染部位選擇 12 種左右)，
感染意義相近之檢體可送 1~3 件，以一病例計費。

常規細菌檢驗
(嗜氧 + 厭氧培養、
分離、鑑定及藥敏)

1~3

嗜氧+厭氧培養 (厭氧菌藥敏缺乏足夠 CLSI 參考
1,100 元 值，藥敏內容會依實際情況增減)，感染意義相近之
檢體可送 1~3 件，以一病例計費。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微生物檢驗室 分機 703，吳 博士後研究員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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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血清學檢驗收費標準
項 目

單價(元)

備註

豬瘟抗體
(ELISA 檢測法)

150 元

30 個以上檢體每個以 130 元計價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假性狂犬病 gE 抗體
(ELISA 檢測法)

150 元

30 個以上檢體以 130 元計價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假性狂犬病 gB 抗體
(ELISA 檢測法)

150 元

30 個以上檢體每個以 130 計價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PRRS 抗體
(ELISA 檢測法)

250 元

至少 10 個以上檢體才收件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PCV2
(ELISA 檢測法)

250 元

至少 10 個以上檢體才收件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豬肺炎黴漿菌
(ELISA 檢測法)

200 元

至少 10 個以上檢體才收件
(10 個以下檢體不受理或以 10 個計價)

1.
其他

另定
2.

因送檢業務量不高以專案委託方式辦理
(如豬瘟與假性狂犬病抗體之中和抗體檢
驗法等)
家禽抗體檢測由中區家禽保健中心辦理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血清學檢驗室 分機 503，賈老師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4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收費標準(update 1100928)修訂版

五、豬病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項 目

單價(元)

備註

一般臟器組織

RT-PCR

PCR

豬瘟病毒(CSFV)
日本腦炎病毒(JEV)
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PRRSV)
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TGEV)
1,000 元/單項
豬流行性下痢病毒(PEDV)
豬 A 型輪狀病毒 (PRV-A)※
豬戴爾他冠狀病毒 (PDCoV) ※
每一樣品單項為 1,000 元，每多一項加收 500 元。
假性狂犬病(PRV)
豬小病毒(PPV)
豬環狀病毒第 II 型(PCV2)
豬環狀病毒第 III 型(PCV3) ※
豬肺炎黴漿菌(M. hyopneumoniae)
500 元/單項 豬鼻炎黴漿菌(M. hyorhinis)
豬附紅血球黴漿菌 (EPY) ※
豬丹毒 (SE) ※
每一樣品單項為 500 元。
豬緊迫症候群基因(PSS gene)
每一樣品單項為 1,000 元。

qPCR & qRT-PCR (血液樣本)

PCV2

800 元/支

＊一次檢測最少 16 個檢體，不滿 16 個以 16 個計算。
＊檢體>30 個，享 95 折優惠；檢體>50 個，享 9 折優惠。

PRRSV

800 元/支

＊一次檢測最少 16 個檢體，不滿 16 個以 16 個計算。
＊檢體>30 個，享 95 折優惠；檢體>50 個，享 9 折優惠。

PCV2 +
PRRSV

1,000 元/組

＊一次檢測最少 16 組檢體，不滿 16 組以 16 組計算。
＊檢體>30 組，享 95 折優惠；檢體>50 組，享 9 折優惠。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豬病分子生物檢驗室 分機 711，吳 獸醫師 (※賈敏原老師 分機 503)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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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禽病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項 目

RT-PCR

PCR

單價(元)

備註
雞白血病 J 病毒(ALV-J)
傳染性支氣管炎(IB)
傳染性華氏囊病(IBD)
家禽里奧病毒(ARV)
腫頭症候群(SHS)
鴨病毒性肝炎(DVH)
鴿巴拉米哥 (Paramyxovirosis)
1,000 元/單項 鸚鵡腺胃擴張症/鸚鵡消瘦症(ABV/PDD)
其他
每一樣品單項為 1,000 元，每多一項加收 500 元。
禽病定序服務:
包含序列比對與序列比對報告
以 PCR 產物定序，1000bp 以下:
每一個定序樣本 1,000 元
註:定序服務前請先與實驗室主持老師聯絡

500 元/單項

傳染性喉頭氣管炎(ILT)
馬立克病(MD)
雞傳染性貧血(CIA)
禽痘病毒(Fowlpox)
家禽呼吸道黴漿菌(MG)
傳染性滑膜炎(MS)
傳染性可利查(IC)
家禽霍亂(FC)
傳染性漿膜炎(RA 雷氏菌感染)
網狀內皮增生症病毒(REV)
水禽小病毒(parvovirus)
鳥多瘤病毒(avian polyomavirus)
鸚鵡喙羽病(PBFD)
鸚鵡熱披衣菌(Chlamydia)
其他
每一樣品單項為 500 元。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禽病分子生物檢驗室 04-22840368 分機 43 歐 老師
掛號室分機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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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藥物檢驗及毒理檢驗收費標準
(一)藥物檢驗
1. 抗生素定量分析項目：每樣品 3,000 元
(1) 盤尼西林類—Amoxicillin、Ampicillin、Penicillin G(鈉鹽)、Cloxacillin、Oxacillin、
Dicloxacillin、Carbenicillin
(2) 四環素類-- Tetracycline、Chlortetracycline、Oxytetracycline、Doxycycline
(3) 磺胺劑類-- Sulfabenzamide、Sulfadiazine、Sulfadimethoxine、Sulfameter、Sulfamethazine、
Sulfamethizole、Sulfamethoxazole、Sulfapyridine、Sulfamonomethoxine、Sulfaquinoxaline、
Sulfathiazole
(4) Lincosamides—Lincomycin
(5) Quinolones—Flumequine
(6) 頭孢子素類—Cefalexin、Cefaxitin、Cefazolin、Cefadroxil、Cefoperazon、Cefamandol、
Cefaclor、Cefixim、Ceftibuten、Cefuroxim、Ceftazidim、Cefotaxim、Ceftriaxon Cephalosporin
C
(7) 巨環類—Tylosin
(8) Ampnenicol 類— Florfenicol、Thiamphenicol、Chloramfenicol
(9) Tiamulin、Colistin、Bacitracin、Enramycin、Tilmicosin、caffeine
(10) 其他未列出者請洽診斷中心
2. 其他藥物定量分析項目：每樣品 3,000 元
(1) Zeranol、Zearalenone
(2) β-agonist 類: Ractopamine、Clenbuterol、Salbutamol
(3) Cyromazine、Melamine、Cyanuric acid
3. 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BA/BE)試驗: 請洽詢診斷中心
1. 本表未列品項請直接洽詢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藥毒物檢驗室，了解可否分析。
2. 藥物動力學分析，請直接洽詢診斷中心
藥毒物檢驗室：04-22840894 轉 302 或 519
3.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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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理安全性檢驗
毒理試驗參考規範
項目
1. 基因毒理試驗
1.1. Ames 試驗 (TA98, 100, 102, 1535,
1537 等 5 種菌株)

1.衛福部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2020
2.衛福部藥品非臨床試驗安全規範，2014
3.USEPA, Harmonized Test Guidelines, 1998
4. OECD, Guideline for the Testing of Chemicals, 2018
5. Internal Standard, ISO 10993, 2007

單價(元)

備註

150,000 元 每一菌株試驗，經費 30,000 元(人工判讀)

1.2. 哺乳動物細胞染色體變異試驗

150,000 元 中國倉鼠卵巢細胞 (人工判讀)

1.3. 小鼠週邊血液微核試驗
1.4. 小鼠週邊血液微核試驗

150,000 元 雄性小鼠(人工判讀)
250,000 元 雄性小鼠(流式細胞儀判讀)

2. 實驗動物毒理試驗
2.1. 小鼠口服急毒性試驗(單一極限劑
量)
2.2. 大鼠口服急毒性試驗(單一極限劑
量)

若試驗物質具致死性，需進行多種劑量試驗，經

100,000 元 費另計。

若試驗物質具致死性，需進行多種劑量試驗，經

120,000 元 費另計。
另洽

2.3. 大鼠重覆餵食毒性試驗
3. 實驗動物組織切片、染色與判讀

委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人員代為進行組織修

3.1. 組織修片

50 元/ block 片，請註明病變位置或修片重點

3.2. 骨組織脫鈣

50 元/block 織脫鈣。

3.3. 組織臘塊委製

150 元/block 疾病診斷中心不負此責任。
100 元/片 切片每片 20 元；HE 染色每片 80 元。

3.4. 已有臘塊，僅作切片+HE 染色
3.5. 組織切片製作及染色

委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人員代為進行骨或硬組
限包埋加工；特殊材料包埋而致病材破壞，動物

250 元/片
/block

3.6. 組織切片製作、染色及病理診斷
(含病理報告書)

450 元/片

3.7. 組織病理判讀(含病理報告書)

250 元/片

3.8. 組織切片審視(不含病理報告書)

200 元/片

切片以 1 個 block 及 1 張 HE 切片為基準。連
續切片 HE 每片加收 50 元；加切單一空白切
片，為 20 元/片，特殊染色價格另計。
1. 報告書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委託人及動
物疾病診斷中心各存一份。
2. 若需英文報告書，每份酌收貳仟元整。
3. 委託人因故，需重出報告書，每份貳仟元整。
4. 委託人若需加印報告書，每份酌收壹仟元整。
委託人自備組織 HE 切片
自備組織切片及病理報告書文稿，執行事前或回
顧審視(peer or retrospective review)
一般以 200 倍掃描，請自備硬碟存檔

3.9. 組織切片數位掃描
200 元/片
3.10.特殊染色
200-300 元/片 視染色項目而定
3.11. IHC 空白切片
50 元/片 含特殊玻片，各種抗體染色委外另計
洽詢專線：04-22840894 分機 315 or 305 張小姐或楊小姐。
診斷中心掛號室：04-22840895 or 835 轉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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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體免疫學檢驗及試劑配製服務收費標準
項 目

備註
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y, ANA)
1:320
A. 抗核抗體 (ANA)檢測 2,000 元 含初步抗體力價分析至
(免疫螢光染色檢測法，IFA)
ANA 急件加收 3,000 元，三工作天完成
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y, ANA)
含 ANA+SS-A 抗體力價分析至 1:320
B. ANA+ SS-A 抗體 檢測 2,200 元 提高敏感度檢測犬 SLE 與乾燥症(乾眼口腺體)(免疫螢光
染色檢測法，IFA)
ANA 急件加收 3,000 元，三工作天完成

C1. direct Coombs test
直接庫姆氏檢測

單價(元)

EDTA/heparin 抗凝全血(不可冷凍，勿加冰堡)
1,500 元 direct Coombs test 急件加收 600 元，當天(下班前收到)
或隔日早上完成

direct & indirect Coombs tests

包含直接/間接庫姆氏檢測
(direct & indirect Coombs tests)
EDTA/heparin 抗凝全血(不可冷凍，勿加冰堡)
3,700 元 direct Coombs test 急件加收 600 元，當天(下班前收到)
或隔日早上完成
直接庫姆氏檢測這次檢體
間接庫姆氏檢測追蹤治療前、後檢體，限曾送檢病例

A+C1 檢驗

3,200 元 同一檢體 ANA 與 direct Coombs 檢測

A+C2 檢驗

5,200 元

B+C1 檢驗

3,300 元 同一檢體 ANA+SS-A 抗體與 direct Coombs 檢測

B+C2 檢驗

5,300 元

C2.
直接/間接庫姆氏檢測組

同一檢體 ANA 與 direct Coombs 檢測
前次檢體與這次檢體 indirect Coombs 檢測

同一檢體 ANA+SS-A 抗體與 direct Coombs 前次檢體
與這次檢體 indirect Coombs 檢測

D. Western blot analysis 2,500 元 須先諮詢或由免疫檢驗室建議
西方墨漬法
I. 資訊與諮詢服務

R.試劑配製服務

O. 其他

一般自體免疫檢驗病例相關資訊與諮詢:在 Email 內
250 元/ 容提供檢驗病例相關資訊(隨 Email 報告發出算一
次
次、需更多資訊另計次);提供電話諮詢(每次十分鐘)。
其他資訊與諮詢服務另以專案委託方式辦理。
50X TAE 緩衝液
10X TBE 緩衝液
DEPC-treated water
10X PBS 緩衝液
1,600 元/ LB/Ampicillin plates
每組 LB/Kanamycin plates
Taq DNA polymerase & 10X PCR buffer
PCR master mix
Slide coating
其他試劑組
另訂 以專案委託方式辦理

自體免疫學檢驗室 04-22840835 轉 601 或 606 林小姐; 04-22840891 轉 105 邱老師
✽假日或下班後可撥打 0987005995 聯絡收件
診斷中心掛號室：04-22840895 or 835 轉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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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觀賞鳥類 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項 目

單價(元)

備註
腺胃擴張症/鸚鵡消瘦症

RT-PCR

1,000 元/單項

Avian Borna Virus (ABV)
/Proventricular Dilatation Disease(PDD)
巴拉米哥病毒(副黏液病毒)/新城病病毒
Paramyxoviurs (A PMV-I )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NDV)
或其他
每一樣品單項為 1,000 元。
鸚鵡喙羽病
Beak and Feather Disease Virus(BFDV)
法蘭西斯掉羽症
Avian Polyomavirus (APV)
鸚鵡熱/鳥禽披衣菌

PCR

500 元/單項

Avian Chlamydia (AC)
腺病毒 Adenovirus
痘病毒 Poxvirus
疱疹病毒
Herpes virus (PsHV)
白血病病毒
Avian Leukosis Virus J Type (ALV-J)
或其他.
鸚鵡喙羽病(BFDV)及法蘭西斯掉羽症
(APV)合併檢測，每一樣品優待價 800 元。
鸚鵡熱/鳥禽披衣菌(Avian Chlamydia, AC)每一樣品
為 1,200 元。
其餘檢測項目每一樣品單項為 500 元。

其他

視檢測品項而定

鸚鵡/鴿子性別鑑定
每一樣品單項為 500 元

分子生物檢驗室 04-22840368 轉 48 or 54 王老師
診斷中心掛號室：04-22840895 or 835 轉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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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犬貓病原 分子生物學檢驗收費標準
項 目

RT-PCR

單價(元)

備註

犬瘟熱病毒 (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
貓傳染性腹膜炎病毒(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virus, FIPV)
貓白血病毒 (feline leukemia virus, FeLV)
1,000 元/
貓愛滋病毒(feline immunodeficiency virus, FIV)
單項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病毒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virus, SFTSV)
犬副流感病毒 (Canine parainfluenza virus, CPIV)
犬冠狀病毒 (Canine coronavirus, CCoV)
犬型艾利希體 (Ehrlichia canis, EC)
血小板型艾利希體 (Anaplasma platys, AP)
犬焦蟲 (Babesia canis, BC)
吉布松焦蟲 (Babesia gibsoni, BG)
犬血巴東蟲 (Haemobartonella canis, HC) Mycoplasma haemocanis

PCR

500 元/
單項

貓血巴東蟲 (Haemobartonella felis, HF)= Mycoplasma haemofelis
犬肝簇蟲 (Hepatozoon canis , Hep)
心絲蟲 (Dirofilaria immitis )
犬小病毒 (Canine parvovirus, CPV)
弓漿蟲 (Toxoplasma gondii)
鉤端螺旋體 (Leptospira)
貓披衣菌 (Chlamydophila felis)
伯氏疏螺旋體 (Borrelia burgdorferi)

急件

1,000 元/ PCR/RT-PCR 檢驗急件費用1,000元/單一檢驗項目。
單項
中午12前收件，次工作日晚上8點以前電話通知。

診斷病理學檢驗室 04-22840368 轉 30 或 15 邱老師
或分子微生物檢驗室 04-22840894 轉 503 或 535 郭老師
診斷中心掛號室：04-22840895 or 835 轉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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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生動物疾病診斷收費標準
水生動物疾病診斷服務 （授課、公出與例假日不看診）
項目

單 價

備 註

1. 病例基本檢查費（每病例以 3 尾為限，包含
外觀檢查、細胞學檢查與解剖肉眼檢查）：
2,000 元
2. 病理診斷費（以單一病例為單位，每例以 3
尾為限）：2,000 元
魚
視診斷需要
3. 細菌分離及藥物敏感性試驗費（以單一病原
為單位，不含細菌鑑定）
：2,000 元
（指硬骨魚類） 分項計價收費
4. 分子生物診斷（以單一病例為單位）：
RT-PCR：3,000 元；PCR：2,000 元
5. 其它未列項目參照診斷中心所列相關檢驗
收費標準
視診斷需要
其他水生動物

收費標準比照魚類所列之費用
分項計價收費

診斷中心洽詢專線 04-22840895；04-22840894 or 04-22840835
水生動物檢驗室 分機轉 518 or 512 謝老師
診斷中心掛號室：04-22840895 or 835 轉 122 許小姐；或轉 112 楊小姐。
E-mail: addc@dragon.nchu.edu.tw；傳真 04-2285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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