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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正登錄流程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國民健康署口腔癌篩檢 

預防保健補登作業操作手冊 

日期：110.8.18 

頁數： 4 of 15 
 

4 

二、 作業項目 

本作業為國民健康署根據健保署所提供之預防保健費用申報檔，與目前口腔

癌篩檢資料(系統資料庫)比對後，彙整出應補登之清單，提供原篩檢單位透

過系統進行名單線上查詢、下載或填寫無法補登之原因，查看名單後，進而

進行補登資料批次匯入、單筆建檔等。 

 補登作業之功能如下： 

1. 補登查詢與註記 

 「未補登」資料查詢、下載(含無法進行資料補登之個案，其原因填

寫。) 

 「無法補登已填說明」資料查詢 

 「已補登」資料查詢(註：資料非即時更新，建議隔天再查詢。) 

 「逕扣除費用不予補登」資料查詢、下載 

2. 107 年新版篩檢檔案上傳 

(補登筆數較多且「系統狀態」為 1 者，可由此功能進行批次上傳。) 

3. 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告 

 補登代碼說明對照表： 

系統 

狀態 
系統狀態說明 建議作業方式 

1 
於系統上查詢不到貴單位此個案

之預防保健篩檢資料。 

建議以單筆線上新增方式，至「補登查詢

與註記」將需補登之個案篩檢資料鍵入至

系統。 

※參考頁碼，第 5 至 7 頁。 

2 

於系統上此個案之「支付方式」、

「原住民」或「菸檳行為」欄位

之資料錯誤。 

(預防保健給付標準請參考預防保健法規) 

 請依事實確認後，建議以單筆線上更正

方式，至「補登查詢與註記」修改錯誤

欄位之資訊。 

※參考頁碼，第 5 至 7 頁。 

 若確定無法進行更正時，請參考第 8 頁

至「未補登-無法補登說明」填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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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登查詢與註記 

衛生所請至 http://203.65.43.143/或 https://oral.hpa.gov.tw、醫療院所及診所請

至 http://10.249.16.1 或 https://oral.hpa.gov.tw 以健保 VPN 帳號登入口腔癌

篩檢作業後，點選「補登查詢與註記」。 

 
圖 1.系統登入後畫面 

(一) 「未補登」名單查詢、下載及無法補登原因填寫 

 使用時機：此名單係由癌症篩檢資料監測中心經與健保署預防保健申

報檔核對後，查無對應之預防保健篩檢資料，而需上傳之

清單。 

 強烈建議以「補登查詢與註記」功能，點選補登狀態「未補登」產出需補登

名單，於查詢結果處點選個案身份證字號，進行單筆線上新增或更正。 

 操作說明： 

1. 於補登狀態請點選「未補登」，按產生報表後，系統即會產出此次需

補登之個案名單。 

※可於產生報表下方查看該補登年度目前未補登、已補登等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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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補登查詢與註記_畫面 

 欲查看個案完整身份證字號，請至查詢結果畫面之右方，點選顯示

完整身份證(請參考圖 3)。 

 欲下載(匯出)未補登名單，請至查詢結果畫面之右方，點選名冊下

載(Excel)或名冊下載(ODF)(請參考圖 3)。 

 

圖 3.補登查詢與註記-未補登名單_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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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點選名單內之個案「身分證字號」連結，即可進行單筆線上新增

或更正補登資料。 

 

圖 4.補登查詢與註記-未補登名單_單筆線上補登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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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確定無法進行補登或修改(如：個案未作篩檢等)，請直接將原因填

入至「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內，內容輸入完畢後直接點選右上角

關閉視窗，系統即會自動存檔。 

 若屬於未做篩檢之個案，請直接到「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內，下拉

式選項點選個案未做篩檢；若屬於不符合預防保健篩檢資格之個

案，亦請到「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內，下拉式選項點選資格不符(如：

菸檳習慣、身份別不符等)(請參考圖 5)。 

 已於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填寫說明之個案，篩檢資料(即為口腔黏膜檢

查報告，OralA)仍可上傳或點選「身分證字號」連結進行單筆線上

新增；若補登成功，會自動從此名單剔除。 

 系統狀態若為 2，且該個案篩檢結果為陰性，請依據事實直接於系

統修改資料不得於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填寫原因。 

 系統狀態若為 2，且該個案篩檢結果為陽性，請依據事實直接於系

統上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填寫原因，唯此情況中菸檳行為需要修正

者，務必透過「陽性個案資料修改」功能進行修改申請單申請並檢

附「佐證資料(即為篩檢表單)」以線上申請方式提出(110 年 10 月 12

日止，以申請日期為憑)，待補登結束後統一由健康署進行審核。 

※有關「陽性個案資料修改」之操作說明，可至「補正查詢與註記」

下方之「文件下載」處下載使用。 

 

圖 5.補登查詢與註記-未補登名單_無法補登說明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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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法補登已填說明查詢 

 使用時機：若確定個案無法進行補登資料新增或更正，且已直接將原

因填寫至系統「無法補登說明」欄位者，可於此功能查詢，

但此類資料會於補登結束後，統一彙整並交由健康署進行

審核。 

 操作說明： 

1. 於補登狀態點選「無法補登已填說明」，按產生報表，系統即會產出無

上傳補登資料且已填說明之個案名單。 

 再次提醒，此類別之資料，會於補登結束後，統一彙整並交由健康

署進行審核。 

 

圖 6.補登查詢與註記_畫面 

2. 若欲取消無法補登說明之下拉式選項時，於下拉式選項點選「第一個」

後，直接點選右上角 關閉視窗即可(請參考下圖)。 

 
圖 7.補登查詢與註記-無法補登已填說明_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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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補登名單查詢 

 使用時機：已單筆線上新增、更正或批次上傳且完成勾稽之補登資

料，可於此功能查詢。 

 操作說明： 

1. 於補登狀態點選「已補登」，按產生報表，系統即會產出已完成補登之

個案名單。 

 未補登若有填說明不在此列 

補登勾稽完成者，無法補登說明欄位即鎖定不能再填寫或更改。身

份證字號、門診日期、檢查醫療院所代碼、支付方式亦不得修改，

陽性個案之現居代碼亦不得修改或刪除 

系統為每日晚上進行自動勾稽作業，非即時更新，故建議隔天再查

詢。 

 
圖 8.補登查詢與註記_畫面 

 

圖 9.補登查詢與註記-已補登_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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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逕扣除費用不予補登查詢、下載 

 使用時機：此名單係由癌症篩檢資料監測中心經與健保署預防保健申

報檔核對後，因同一個個案於同一間醫院重覆篩檢等因

素，故國民健康署不予補登並扣除該費用之清單。 

 詳細核扣說明，可參考查詢結果畫面之下方「系統狀態代碼說明對照表」。 

 操作說明： 

1. 於補登狀態點選「逕扣除費用不予補登」，按產生報表，系統即會產

出扣除費用不予補登之個案名單。 

 
圖 10.補登查詢與註記_畫面 

 欲下載(匯出)核扣名單，請至查詢結果畫面之右方，點選名冊下

載(Excel)或名冊下載(ODF)。 

 
圖 11.補登查詢與註記-逕扣除費用不予補登名單_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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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登資料批次上傳 

(一) 107 年新版篩檢檔案上傳 

 使用時機：若補登筆數較多且「系統狀態」為 1 者，原篩檢單位可透

過此功能進行批次資料上傳。 

 操作說明： 

1. 於左方功能列點選「口腔癌篩檢匯入」中的「107 年新版篩檢檔案上

傳」，即可進入功能頁面。 

 

圖 12.107 年新版篩檢檔案上傳_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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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瀏覽，選擇依據未補登名單製作好之口腔黏膜 TXT 檔(為文字檔)

後，按送出，即進行資料上傳。 

補登檔之欄位格式、檔名及上傳路徑和平時上傳檔案完全相同。(欄

位內容請參考 109 年健康署公告之新版格式) 

補登上傳請留意「支付方式」，僅能為 1.預防保健。 

預防保健核銷檔勾稽請留意身分證號／門診日期／篩檢單位三者需

與補登名單中資料相符。「門診日期」等於「健保檔就醫日」，而篩

檢單位同電子申報格式中檢查醫療院所之醫事機構代碼。 

菸檳行為請參照預防保健注意事項補助標準，若未符合補助標準則

不予補登。 

補登期間，系統僅收門診日期為 109 年度補登名單內之個案篩檢資

料，非名單內之 109 年篩檢資料一律剔退，110 年度資料不受影響。 

倘若健保補登資料已勾稽比對成功者，為避免造成既有資料之錯

亂，系統恕不提供刪除作業。身份證字號、門診日期、檢查醫療院

所代碼、支付方式亦不得修改，陽性個案之現居代碼也不得修改或

刪除。 

 
圖 13.107 年新版篩檢檔案上傳-檔案上傳畫面 

3. 檔案上傳後，請於 2-3 小時至「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告」瀏覽匯入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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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告 

 使用時機：提供原篩檢單位查詢上傳之補登篩檢資料是否有成功匯入

至系統。 

 系統檢核完檔案內之篩檢資料後，即將檢核報告顯示於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

告功能及 E-mail 至醫事機構聯繫人之電子信箱內，供查詢。 

 操作說明： 

1. 於左方功能列點選「口腔癌篩檢匯入」中的「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

告」，即可進入功能頁面。 

2. 頁面將呈現過往上傳之歷程紀錄，確認上傳時間、檔案名稱等資訊

後，即可透過該筆紀錄之「狀態」或「成功筆數」、「失敗筆數」來確

認是否成功匯入至系統。 

 狀態若為等待中，表示該檔案已上傳，但尚未執行檢核作業；若為

成功，表示該檔案內之資料已全部成功匯入至系統內；反之，其中

有一筆資料被退件，狀態即為有退件。 

3. 若有退件，請於「檢核報告」處點選瀏覽，即可查詢退件原因。 

※若匯入結果皆為成功，但因系統為每日晚上進行自動勾稽作業，非

即時更新，故建議隔天透過「預防保健作業-補登查詢與註記」點選

「補登狀態-已補登」查詢是否補登成功(操作步驟請參考 p.10)。 

 

圖 14.黏膜檢查匯入結果報告_查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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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題諮詢與聯絡 

若您在使用本系統的過程中，有任何的疑問或系統操作的問題，請依據問題

的分類聯絡以下窗口： 

 行政流程與申報核銷問題： 

國民健康署 (02)2522-0888 # 791 

 預防保健補登資料面問題： 

癌症篩檢資料監測中心 (02)2321-9951 

 系統操作面問題：系統客服人員 

電話(02)2559-1969 # 116、117 

傳真(02)2559-0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