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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傳格式暨說明如下：

(一) 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上傳格式： 

1. 每日上傳格式：如表一。

2. 每月上傳格式：如表二。

3. 需上傳檢驗（查）結果項目如表三。

4. 需上傳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項目如表四。

(二) 出院病歷摘要上傳格式如表五。

(三) 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填寫範例如表六。

(四) DM、CKD個案照護資料，需上傳項目及填寫方式如表七，且表七之醫令代碼如未含括於表

三者，不列入本方案上傳基本費用及獎勵金計算。

二、 上傳路徑：

(一) 上傳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

1. 每日上傳路徑：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我的首頁>檢驗（查）結果每日上傳

作業。

2. 每月上傳路徑：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我的首頁>醫療費用申報>檢驗（查）

結果每月上傳作業。

(二) 上傳出院病歷摘要：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我的首頁>醫療費用申報>出院病歷摘

要資料上傳及查詢。

三、 上傳規定：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醫事服務機構於「費用年

月」之「次月底前」上傳資料方能獲資料上傳獎勵，另自106年7月1日起新增「即時上傳檢驗

(查)結果額外獎勵金」，獎勵項目及條件如下：

1. 獎勵項目：門診及急診之「非報告型資料」與「報告型資料」(表三中報告類別為1及2之

項目)。

2. 獎勵條件：需於報告日期時間24小時內將其檢驗（查）結果上傳；如屬健保卡補卡案

件，且健保卡刷卡日期時間大於報告日期時間，如於補卡後24小時內上傳，亦得獲本項

額外獎勵金。

3. 支付方式：「非報告型資料」者，每筆即時上傳醫令加計1點；「報告型資料」者，每筆即

時上傳醫令加計5點。

4. 另上傳醫療檢查影像之方式及規定，請參閱「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

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上傳醫療檢查影像格式說明」。

(二) 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可由上開「檢驗（查）結果每日上傳作業」或「檢驗

（查）結果每月上傳作業」路徑擇一上傳，相關說明如下：

1. 檢驗（查）結果每日上傳作業：

(1) 每日上傳作業自106年6月15日至106年6月30日供外界測試，惟測試資料不納入結算

作業。

(2) 每日上傳作業自106年7月起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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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驗（查）結果每月上傳作業：自費用年月106年7月起，基本資料段新增「h26就醫序

號」。

(三) 上傳檢驗（查）結果以「醫令代碼」為單位作結果上傳，如有一筆醫令多項檢驗(查)項目，可

先予傳送部分資料，後續再依補正上傳方式以「醫令代碼」為單位作結果補正(補正主鍵值如

表八) ，獎勵金之核算係以第一次上傳該筆醫令之時間為準；另單次就診/住院有多項檢驗(查)

醫令，或有其他非一次可上傳之情形，亦請參考表八主鍵值分次傳送。

(四) 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補正方式：

1. 如醫事服務機構上傳資料有缺漏或錯誤之情形，需以「醫令代碼」為單位補正上傳。

2. 補正上傳主鍵值如表八。

四、 上傳資料注意事項：

(一) 上傳檔案壓縮方式及上傳限制：

1. 上傳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1個 zip壓縮檔只能含有1個 xml檔案，且不

可包含其他格式檔案。

2. 上傳出院病歷摘要：1個 zip壓縮檔可含1個以上之 xml檔案，但不可包含其他格式檔案，

1個 xml檔案只能有一筆個案之資料，且單次上傳以1000筆資料為限。

(二) 檔案之主檔名與副檔名命名規則：

1. 上傳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

(1)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網頁上傳：檔案之主檔名與副檔名命名方式只允許英數

字，例如：壓縮檔為「TOTFA.zip」， XML檔為「TOTFA.xml」。

(2) 另檢驗(查)結果每日上傳資料亦可經由「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 API」上傳，檔名格

式為: (醫事機構代碼)(上傳日期)(流水號).zip。

(3) 上傳下列醫令代碼之檢驗(查)結果時，請下列規定方式填寫：

A. 醫令代碼「09004C、09005C、09006C、09015C、09044C、Y00005」填至小數

點第2位。

B. 醫令代碼「Y00001、Y00002、Y00004」填至小數點第1位。

C. 醫令代碼「Y00006」填至整數位。

2. 上傳出院病歷摘要：檔案之主檔名與副檔名命名方式只允許英數字，另為區分依附就醫

新生兒與被依附就醫者之出院病歷摘要資料，非依附就醫者之 XML檔主檔名第一碼為

「0」，依附就醫之新生兒， XML檔主檔名第一碼依出生順序以阿拉伯數字1~9表示，即

單胞胎或多胞胎的第一胎新生兒，XML檔主檔名第一碼為「1」，多胞胎的第二胎新生

兒，XML檔主檔名第一碼為「2」，依此類推。

(三) 上傳資料長度計算：中文字或全形字/符號 1字之長度為4 bytes，英數字1字之長度為1 byte，

故欄位長度為4000 bytes，請勿上傳超過3000個英數字，如為中文字或同時包含中文字、全形

字/符號及英數字等字元，則請勿上傳超過1000個字，避免資料經編碼轉換後長度超過4000 

bytes。另報告類別「2：影像報告」之報告結果如超過欄位 ID「r7」之長度，可接續於欄位

ID「r8-2」及「r8-3」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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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每日上傳格式上傳格式（ XML 格式）

一、 基本資料段 
 

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h1 報告類別 1 X 

一、 報告類別代碼：1：檢體檢驗報告；2：影像報

告；3：病理報告；4：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 

二、 報告類別代碼「1」屬於「非報告型資料」；報告

類別代碼「2」及「3」屬於「報告型資料」。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 
醫事機構代

碼 
10 X 

一、 衛生福利部編定之代碼，必為10碼。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3 醫事類別 2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 

11：門診西醫診所   12：門診西醫醫院 

13：門診牙醫        14：門診中醫 

15：門診洗腎     19：門診其他醫事機構 

21：住診西醫診所   22：住診西醫醫院 

29：住診其他醫事機構 50：特約檢驗所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4 執行年月 5 X 

一、 依實際執行檢驗(查)項目之年月填報。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者前

補0。例如5月，為05。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5 
健保卡刷卡

日期時間 
13 X 

一、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依保險對象持健保卡就醫當日刷卡由讀卡機自動

產生就診日期時間，如為代檢驗案件請填入收到

檢體日期時間。 

三、 若為補卡時，此欄表示補卡之日期時間，並於

「h8補卡註記」填2。 

四、 住院病人，此欄請為入院日期時間。如為住院補

卡案件，此欄請為入院補卡之日期時間，並於

「h8補卡註記」填2。 

五、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為小

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

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9分，為09。第12、13碼為秒，不足位者前補

0，例如9秒，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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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h6 就醫類別 2 X 

一、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依保險對象持健保卡就醫登錄之就醫類別。 

三、 就醫類別代碼如下： 

(一) 須累計就醫序號及扣除就醫可用次數之註

記 :00門診高利用保險對象指定就醫作業、01

西醫門診、02 牙醫門診、03中醫門診、04急

診、05 住院、06門診轉診就醫、07門診手術

後之回診、08住院患者出院之回診。 

(二) 不須累計就醫序號及不扣除就醫可用次數之註

記：AA同一療程之項目以六次以內治療為限

者、AB以同一療程之項目屬"非"六次以內治

療為限者、AC預防保健、AD職業傷害或職

業病門（急）診、AE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

藥、AF藥局調劑、AG排程檢查、AH居家照

護（第二次以後）、 AI：  同日同醫師看診

（第二次以後）、BA門（急）診當次轉住院

之入院、 BB出院 、BC急診中、住院中執行

項目、BD急診第二日﹝含﹞以後之離院、 BE

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之住院、 CA：其他規定不

須累計就醫序號即不扣除就醫次數者、 DA門

診轉出、DB門診手術後需於 7日內之一次回

診、DC住院患者出院後需於 7日內之一次回

診者。 

(三) BF:繼續住院依規定分段結清者，切帳申報時

(如長期住院 60天以上切帳)需登錄一筆 BF不

須累計就醫序號及不扣除就醫可用次數之註

記 ，並連線即時查保。                                                                                          

h7 就醫序號 4 X 

一、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填健保 IC卡規定之就醫序號，四碼流水號例如：

0001。 

三、 預防保健填「IC+預防保健之服務時程代碼」。 

四、 慢性病連續處方第二次（含）以後調劑者，請依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上調劑記錄欄之序號填 IC02

（第2次）或 IC03（第3次）或 IC04（第4次）。 

五、 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件，本欄

請填原處方之就醫序號，如無法即時取得或填報

者，每日上傳作業先以「Z000」填報，惟後續需

於「檢驗(查)結果每月上傳作業」上傳正確就醫

序號之完整資料。 

六、 異常代碼：如健保卡取得就依序號前或後發生異

常，請比照健保卡上傳作業及醫療費用申報作業

之「就醫序號之異常代碼對照表」作上傳。 

七、 急(門)診當次轉住院：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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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將急(門)診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八、 住院期間：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業，將住院入院

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九、 住院出院後14日內再住院：依各次住院入院取得

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十、 排檢案件：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業，依就醫時取

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h8 補卡註記 1 9 1：正常；2：補卡。 

h9 
身分證統一

編號 
10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如無居留證

號碼請填護照號碼)。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0 出生日期 7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出生年月日」。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1 就醫日期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11」、「12」、「13」、

「14」、「15」、「19」及「50」，本欄為必填

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就醫日期」，填保

險對象實際就醫日期。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h12 
治療結束日

期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11」、「12」、「13」、

「14」、「15」及「19」，且為「排程檢查案

件」或「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

件」，本欄為必填欄位，如未能於上傳時確定治

療結束日期，本欄可免填。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治療結束日期」。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者前

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四、 排程檢查案件：填「檢查當天日期」。 

五、 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件，本欄

請填代(轉)案件之檢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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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h13 入院年月日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本欄

為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入院年月日」。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h14 出院年月日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本欄

為必填欄位，如上傳時尚未出院者，本欄可免

填。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出院年月日」。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h15 醫令代碼 12 X 

一、 同健保門診或交付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藥

品（項目）代號」；或住院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

「醫令代碼」。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報告類別代碼「4」，限填下列醫令： 

64164B、64169B、64202B、64162B、64170B、

64258B、64201B。 

四、 檢驗（查）結果應上傳醫令以外之 DM、CKD 個

案照護醫令代碼： 

(一) Y00000：論質追蹤 

(二) Y00001：eGFR 

(三) Y00002：U PCR/UACR 

(四) Y00003：足底檢查 

(五) Y00004：身高 

(六) Y00005：體重 

(七) Y00006：血壓 

(八) Y00007：抽菸/戒菸服務 

(九) Y00008：CKD階段 

(十) Y00009：伴隨疾病/家族病史 

(十一) Y00010：結案資料 

h16 

檢驗（查）

結果上傳日

期時間 

13 X 

一、 醫事服務機構上傳檢驗（查）結果資料之日期。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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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

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9分，為09。第12、13碼為秒，不足位者前補

0，例如9秒，為09。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7 
醫囑醫師身

分證號 
10 X 

一、 開立檢驗（查）處方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原處方開立醫

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者，

得以該醫師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替代。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8 

報告 /病理

醫師身分證

號 

10 X 

一、 判讀影像或病理報告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判讀影像或病

理報告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

號碼者，得以該醫師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替代。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2」或「3」，請填寫本欄。 

h19 
醫囑日期時

間 
11 X 

一、 醫師開立檢驗（查）處方之日期時間。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為小

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

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9分，為09。 

三、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開立處方之

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四、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0 

採檢 /實際

檢查 /手術

日期時間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為小

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

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9分，為09。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採檢/實際檢查

之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4」，本欄請填手術日期時間，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執行時間-起」。 

四、 本欄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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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 
醫師確認報

告時間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如：

-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足位

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期，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為小

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

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9分，為09。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醫師確認報告

之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三、 本欄為非必填欄位。 

h22 

檢體採檢方

法 /來源 /類

別 

200 X 

一、 檢體或病理檢驗之採檢方法，如切片、穿刺…

等；檢體來源，如肝，靜脈…；檢體類別，如尿

液、血液…。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請填寫本欄。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如：

＜、＞、＆、’、＂。 

二、 報告資料段 

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r1 報告序號 6 9 

一、 如同一醫令具有多個檢驗（查）結果時，則連續

編號，最小值為1，例如1、2、3…。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請參考表六。 

四、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09006C、

09005C、09044C、09004C、09015C、06013C、

23501C、23502C、23702C、Y00000-Y00010），

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2 
檢驗項目名

稱 
100 X 

一、 檢體或病理檢驗項目名稱。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或「4」，本欄為

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如下： 

(一) 欄位「r1報告序號」為「1」，本欄請填

「BH」； 

(二) 欄位「r1報告序號」為「2」，本欄請填

「BW」； 

(三) 欄位「r1報告序號」為「3」，本欄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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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四) 欄位「r1報告序號」為「4」、「5」，本欄請填

「Surgical Approach」。 

五、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09006C、

09005C、09044C、09004C、09015C、06013C、

23501C、23502C、23702C、Y00000-Y00010），

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3 檢驗方法 100 X 

一、 如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細胞染色…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或「4」，請填寫

本欄。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且欄位「r1報告序號」為

「4」、「5」，填寫方式如下: 

(一) 第1碼，請填側別，代碼如下: 

L:左側；R右側。 

(二) 第2碼，請填術別，代碼如下: 

1：全膝人工關節術 TKR 

2：半膝人工關節術 UKA 

3：髕骨關節人工關節術 PFJA 

4：全膝人工關節再置換/翻修術 RTKA 

5：全髖人工關節術 THR 

6：半髖人工關節術 Hemiarthroplasty 

7：全髖人工關節術再置換/翻修 RTHR 

(三) 第3碼，請填入路途徑。 

1. 人工膝關節，代碼如下: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2. 人工髖關節代碼如下: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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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檢驗報告結

果值 
4000 X 

一、 檢驗報告結果，如 Positive、25…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4」，本欄為必填欄

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如下： 

(一) 「r1報告序號」為「1」(身高)，以四捨五入填至

小數點第1位，如身高為 167.53cm，請填167.5；

「r1報告序號」為「2」(體重)，以四捨五入填至

小數點第2位，如體重為 43.536kg，請填43.54。 

(二) 「r1報告序號」為「3」， ASA分級代碼如下： 

1：分級Ⅰ  2：分級Ⅱ  3：分級Ⅲ 

4：分級Ⅳ  5：分級Ⅴ 

(三) 「r1報告序號」為「4」、「5」，本欄請填特材

條碼，按執行術別使用之特材全數填報，每品項

特材資料以半形分號間隔，間隔符號不可以其他

特殊符號或空白鍵替代，特材規格需以 GS1 

(Global Standard One)、HIBCC (Health Industry 

BusinessCommunications Council) (此2類為 UDI

條碼規格)及廠商產品編碼等3類規格上傳，填寫

方式請參考表六。 

五、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09006C、

09005C、09044C、09004C、09015C、06013C、

Y00000-Y00010），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5 單位 50 X 

一、 如 mg/ml，莫耳濃度…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4」，本欄為必填欄

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且欄位「r1報告序號」為

「1」、「2」，填寫方式如下： 

(一) BH請填「cm」。 

(二) BW請填「kg」。 

五、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09006C、

09005C、09044C、09004C、09015C、06013C、

Y00000-Y00010），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6 參考值 4000 X 

一、 Positive，0~25...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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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09006C、

09005C、09044C、09004C、09015C、06013C、

Y00001、Y00002、Y00006），本欄填寫方式請

參考表七。 

r7 報告結果 4000 X 

一、 影像報告結果，含影像發現、臆斷及註記(如過敏

反應、顯影劑種類)等內容 。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2」，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四、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23501C、

23502C、23702C），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

七。 

r8-1 
病理發現及

診斷 
4000 X 

一、 病理發現（如大體發現、顯微發現）及病理診斷

結果。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3」，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r8-2 

報告結果或

病理發現及

診斷（一） 

4000 X 

一、 可接續欄位「r7報告結果」或「r8-1病理發現及

診斷」之內容填寫。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三、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23501C、

23502C、23702C），且報告序號為「2」，本欄

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8-3 

報告結果或

病理發現及

診斷（二） 

4000 X 

一、 可接續欄位「r8-2報告結果或病理發現及診斷

（一）」之內容填寫。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三、 DM、CKD 個案照護相關醫令代碼（23501C、

23502C、23702C），且報告序號為「2」，本欄

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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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 
醫事人員身

分證號 
10 X 

一、 實際執行醫令之醫事人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醫令實際執行

醫事人員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

號碼者，得以該醫事人員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替

代。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1」，請填寫本欄。 

r10 
報告日期時

間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數，例

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月份，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日

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第8、9碼

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上午9時，為09，

下午3時，為15。第10、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

補0，例如9分，為09。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請填寫本欄。 

r11 備註 4000 X 

一、 其他備註事項。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料內容

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申報，

如：＜、＞、＆、’、＂。 

r12 
檢驗（查）

結果值註記 
1 9 

一、 檢驗（查）評估或判讀結果，代碼如下： 

0：未發現異於參考值。 

1：異於參考值。 

二、 本欄為非必填欄位。 

r13 輻射劑量 4000 X 
一、 本欄為非必填欄位。 

二、 請以「毫西弗」為單位填寫輻射劑量。 

 

表二、檢驗（查）結果每月上傳格式上傳格式（XML格式） 

一、 基本資料段 

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h1 報告類別 1 X 

一、 報告類別代碼：1：檢體檢驗報告；2：影像

報告；3：病理報告；4：人工關節植入物資

料。 

二、 報告類別代碼「1」屬於「非報告型資料」；

報告類別代碼「2」及「3」屬於「報告型資

料」。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 
醫事機構代

碼 
10 X 

一、 衛生福利部編定之代碼，必為10碼。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3 醫事類別 2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 

11：門診西醫診所   12：門診西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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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13：門診牙醫     14：門診中醫 

15：門診洗腎     19：門診其他醫事機構 

21：住診西醫診所   22：住診西醫醫院 

29：住診其他醫事機構 50：特約檢驗所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4 費用年月 5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費用年月」。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第4、5碼為月份，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5 申報類別 1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類別」。 

二、 申報類別代碼：1:送核 2:補報。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6 申報日期 7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日期」。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第4、5碼為月份，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

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7 案件分類 2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案件分類」。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8 流水編號 6 9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流水編號」。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h9 
身分證統一

編號 
10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身分證統一編

號」。 

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如無居

留證號碼請填護照號碼)。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0 出生日期 7 X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出生年月日」。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11 就醫日期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11」、「12」、「13」、

「14」、「15」、「19」及「50」，本欄為

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就醫日期」，

填保險對象實際就醫日期。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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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h12 
治療結束日

期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11」、「12」、「13」、

「14」、「15」及「19」，且為「排程檢查

案件」或「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

服務案件」，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治療結束日

期」。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第4、5碼為月份，不

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6、7碼為

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為09。 

四、 排程檢查案件：填「檢查當天日期」。 

五、 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件，

本欄請填代(轉)案件之檢驗日期。 

h13 入院年月日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入院年月

日」。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h14 出院年月日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

本欄為必填欄位，如尚未出院者免填。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出院年月

日」。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h15 
申報期間-

起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申報期間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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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h16 
申報期間-

迄 
7 X 

一、 醫事類別代碼為「21」、「22」及「29」，

本欄為必填欄位。 

二、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申報期間 -

迄」。 

三、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 

h17 醫令序 5 9 

一、 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醫令序」。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醫令代碼為 DM、CKD 個案照護醫令代碼

Y00000-Y00010者，醫令序應填報0。 

h18 醫令代碼 12 X 

一、 同健保門診或交付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

「藥品（項目）代號」；或住院醫療費用點

數申報之「醫令代碼」。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報告類別代碼「 4」，限填下列醫令：

64164B 、 64169B 、 64202B 、 64162B 、

64170B、64258B、64201B。 

四、 檢驗（查）結果應上傳醫令以外之 DM、

CKD個案照護醫令代碼： 

(一) Y00000：論質追蹤 

(二) Y00001：eGFR 

(三) Y00002：U PCR/UACR 

(四) Y00003：足底檢查 

(五) Y00004：身高 

(六) Y00005：體重 

(七) Y00006：血壓 

(八) Y00007：抽菸/戒菸服務 

(九) Y00008：CKD階段 

(十) Y00009：伴隨疾病/家族病史 

(十一) Y00010：結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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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h19 

檢驗（查）

結果上傳日

期時間 

13 X 

一、 醫事服務機構上傳檢驗（查）結果資料之日

期。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第8、9碼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時，為15。第10、

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分，為

09。第12、13碼為秒，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

9秒，為09。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0 
醫囑醫師身

分證號 
10 X 

一、 開立檢驗（查）處方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原處方開

立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

號碼者，得以該醫師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替

代。 

三、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1 

報告/病理

醫師身分證

號 

10 X 

一、 判讀影像或病理報告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判讀影像

或病理報告醫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

籍居留證號碼者，得以該醫師之醫事服務機

構代號替代。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2」或「3」，請填寫本

欄。 

h22 
醫囑日期時

間 
11 X 

一、 醫師開立檢驗（查）處方之日期時間。 

二、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第8、9碼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時，為15。第10、

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分，為

09。 

三、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開立處方

之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四、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3 採檢/實際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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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手術

日期時間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第8、9碼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時，為15。第10、

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分，為

09。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採檢/實際

檢查之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4」，本欄請填手術日期時

間，同健保醫療費用點數申報之「執行時間-

起」。 

四、 本欄為必填欄位。 

h24 
醫師確認報

告時間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第8、9碼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時，為15。第10、

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分，為

09。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醫師確認

報告之時、分紀錄者，第8-11碼得填寫0。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2」，請填寫本欄。 

h25 

檢體採檢方

法/來源/類

別 

200 X 

一、 檢體或病理檢驗之採檢方法，如切片、穿

刺…等；檢體來源，如肝，靜脈…；檢體類

別，如尿液、血液…。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請填寫本

欄。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h26 就醫序號 4 X 

一、 本欄為自費用年月106年7月起為必填欄位。 

二、 填健保 IC 卡規定之就醫序號，四碼流水號例

如：0001。 

三、 預防保健填「 IC+預防保健之服務時程代

碼」。 

四、 慢性病連續處方第二次（含）以後調劑者，

請依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上調劑記錄欄之序號

填 IC02（第2次）或 IC03（第3次）或 I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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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第4次）。 

五、 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件，

本欄請填原處方之就醫序號。 

六、 異常代碼：如健保卡取得就依序號前或後發

生異常，請比照健保卡上傳作業及醫療費用

申報作業之「就醫序號之異常代碼對照表」

作上傳。 

七、 急(門)診當次轉住院：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

業，將急(門)診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八、 住院期間：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業，將住院

入院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九、 住院出院後14日內再住院：依各次住院入院

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十、 排檢案件：比照醫療費用申報作業，依就醫

時取得之就醫序號作上傳。 

二、 報告資料段 
 

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r1 報告序號 6 9 

一、 如同一醫令具有多個檢驗（查）結果時，則

連續編號，最小值為1，例如1、2、3…。 

二、 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請參考表

六。 

四、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 09006C 、 09005C 、 09044C 、 09004C 、

09015C 、 06013C 、 23501C 、 23502C 、

23702C、Y00000-Y00010），本欄填寫方式

請參考表七。 

r2 
檢驗項目名

稱 
100 X 

一、 檢體或病理檢驗項目名稱。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或「4」，本欄

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如下： 

(一) 欄位「r1報告序號」為「1」，本欄請填

「BH」； 

(二) 欄位「r1報告序號」為「2」，本欄請填

「BW」； 

(三) 欄位「r1報告序號」為「3」，本欄請填

「ASA」； 

(四) 欄位「r1報告序號」為「4」、「5」，本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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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填「Surgical Approach」。 

五、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 09006C 、 09005C 、 09044C 、 09004C 、

09015C 、 06013C 、 23501C 、 23502C 、

23702C、Y00000-Y00010），本欄填寫方式

請參考表七。 

r3 檢驗方法 100 X 

一、 如酵素免疫分析法(EIA)、細胞染色…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或「4」，請填

寫本欄。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且欄位「r1報告序號」

為「4」、「5」，填寫方式如下: 

(一) 第1碼，請填側別，代碼如下: 

L:左側；R右側。 

(二) 第2碼，請填術別，代碼如下: 

1：全膝人工關節術 TKR 

2：半膝人工關節術 UKA 

3：髕骨關節人工關節術 PFJA 

4：全膝人工關節再置換/翻修術 RTKA 

5：全髖人工關節術 THR 

6：半髖人工關節術 Hemiarthroplasty 

7：全髖人工關節術再置換/翻修 RTHR 

(三) 第3碼，請填入路途徑。 

1. 人工膝關節，代碼如下: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2. 人工髖關節代碼如下: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r4 檢驗報告結 4000 X 一、 檢驗報告結果，如 Positive、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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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果值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4」，本欄為必填

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填寫方式如下： 

(一) 「r1報告序號」為「1」(身高)，以四捨五入填

至小數點第1位，如身高為 167.53cm，請填

167.5；「r1報告序號」為「2」(體重)，以四

捨五入填至小數點第2位，如體重為 

43.536kg，請填43.54。 

(二) 「r1報告序號」為「3」， ASA分級代碼如

下： 

1：分級Ⅰ  2：分級Ⅱ  3：分級Ⅲ 

4：分級Ⅳ  5：分級Ⅴ 

(三) 「r1報告序號」為「4」、「5」，本欄請填特材

條碼，按執行術別使用之特材全數填報，每品

項特材資料以半形分號間隔，間隔符號不可以

其他特殊符號或空白鍵替代，特材規格需以

GS1 (Global Standard One)、HIBCC (Health 

Industry BusinessCommunications Council) (此2

類為 UDI條碼規格)及廠商產品編碼等3類規格

上傳，填寫方式請參考表六。 

五、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 09006C 、 09005C 、 09044C 、 09004C 、

09015C、06013C、Y00000-Y00010），本欄

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5 單位 50 X 

一、 如 mg/ml，莫耳濃度…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4」，本欄為必填

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報告類別代碼為「4」且欄位「r1報告序號」

為「1」、「2」，填寫方式如下： 

(一) BH請填「cm」。 

(二) BW請填「kg」。 

五、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 09006C 、 09005C 、 09044C 、 09004C 、

09015C、06013C、Y00000-Y00010），本欄

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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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r6 參考值 4000 X 

一、 Positive，0~25...等。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 09006C 、 09005C 、 09044C 、 09004C 、

09015C 、 06013C 、 Y00001 、 Y00002 、

Y00006），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7 報告結果 4000 X 

一、 影像報告結果，含影像發現、臆斷及註記(如

過敏反應、顯影劑種類)等內容 。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2」，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四、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23501C、23502C、23702C），本欄填寫方

式請參考表七。 

r8-1 
病理發現及

診斷 
4000 X 

一、 病理發現（如大體發現、顯微發現）及病理

診斷結果。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3」，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r8-2 

報告結果或

病理發現及

診斷（一） 

4000 X 

一、 可接續欄位「r7報告結果」或「r8-1病理發現

及診斷」之內容填寫。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三、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23501C、23502C、23702C），且報告序號

為「2」，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8-3 

報告結果或

病理發現及

診斷（二） 

4000 X 

一、 可接續欄位「r8-2報告結果或病理發現及診斷

（一）」之內容填寫。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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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ID 資料名稱 長度 屬性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三、 DM 、 CKD 個 案 照 護 相 關 醫 令 代 碼

（23501C、23502C、23702C），且報告序號

為「2」，本欄填寫方式請參考表七。 

r9 
醫事人員身

分證號 
10 X 

一、 實際執行醫令之醫事人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外籍居留證號碼。 

二、 如處方為交付、轉檢或代檢，且無醫令實際

執行醫事人員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

籍居留證號碼者，得以該醫事人員之醫事服

務機構代號替代。 

三、 報告類別代碼為「1」，請填寫本欄。 

r10 
報告日期時

間 
11 X 

一、 第1、2、3碼為民國年份，不足位者前補0，

例如民國99年，為099，民國前的年份為負

數，例如：-05表示為民國前5年。第4、5碼為

月份，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5月，為05。第

6、7碼為日期，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日，

為09。第8、9碼為小時，不足位者前補0，例

如上午9時，為09，下午3時，為15。第10、

11碼為分，不足位者前補0，例如9分，為

09。 

二、 報告類別代碼為「1」或「3」，請填寫本

欄。 

r11 備註 4000 X 

一、 其他備註事項。 

二、 XML 格式設計有5種特殊字元（如：<、>、

&、'、"），需作為資料格式判斷，若欄位資

料內容出現此5種特殊字元時，請以全形方式

申報，如：＜、＞、＆、’、＂。 

r12 
檢驗（查）

結果值註記 
1 9 

一、 檢驗（查）評估或判讀結果，代碼如下： 

0：未發現異於參考值。 

1：異於參考值。 

二、 本欄為非必填欄位。 

r13 輻射劑量 4000 X 
一、 本欄為非必填欄位。 

二、 請以「毫西弗」為單位填寫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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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檢驗（查）結果上傳項目 

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1 06012C 
尿一般檢查（包括蛋白、糖、尿膽元、膽紅素、尿沈渣、比重、顏

色、混濁度、白血球酯脢、潛血、酸鹼度及酮體） 
1 

2 06013C 
尿生化檢查（包括蛋白、糖、尿膽元、膽紅素、比重、顏色、混濁

度、酸鹼度、白血球酯脢及酮體） 
1 

3 06505C 懷孕試驗－酵素免疫法 1 

4 07009C 
糞便一般檢查（包括外觀、蟲卵、潛血反應、硬度、顏色、消化能

力、紅、白血球、粘液等） 
1 

5 08002C 白血球計數 1 

6 08003C 血色素檢查 1 

7 08004C 血球比容值測定 1 

8 08005C 紅血球沈降速度測定 1 

9 08006C 血小板計數 1 

10 08011C 全套血液檢查Ｉ（八項） 1 

11 08013C 白血球分類計數 1 

12 08026C 凝血酶原時間 Prothrombin time(一段式) 1 

13 08036B 部份凝血活脢時間 1 

14 09001C 總膽固醇 1 

15 09002C 血中尿素氮 1 

16 09004C 三酸甘油脂 1 

17 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萄糖 1 

18 09006C 醣化血紅素 1 

19 09011C 鈣 1 

20 09012C 磷 1 

21 09013C 尿酸 1 

22 09015C 肌酸酐、血 1 

23 09016C 肌酐、尿 1 

24 09017C 澱粉脢、血 1 

25 09021C 鈉 1 

26 09022C 鉀 1 

27 09023C 氯 1 

28 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氨基脢 1 

29 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氨基脢 1 

30 09027C 鹼性磷酯酶 1 

31 09029C 膽紅素總量 1 

32 09030C 直接膽紅素 1 

33 09031C 麩胺轉酸脢 1 

34 09032C 肌酸磷化脢 1 

35 09033C 乳酸脫氫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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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36 09038C 白蛋白 1 

37 09040C 全蛋白 1 

38 09041B 血液氣體分析 1 

39 09043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1 

40 09044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1 

41 09046B 鎂 1 

42 09064C 解脂酶 1 

43 09071C 肌酸磷酸酶(MB同功酶) 1 

44 09099B 心肌旋轉蛋白Ｉ 1 

45 09106C 游離甲狀腺素免疫分析 1 

46 09112C 甲狀腺刺激素免疫分析 1 

47 11001C ABO血型測定檢驗 1 

48 11002C 交叉配合試驗 1 

49 11003C RH（D）型檢驗 1 

50 11004C 不規則抗體篩檢 1 

51 12007C α－胎兒蛋白檢驗 1 

52 12015C Ｃ反應性蛋白試驗－免疫比濁法 1 

53 12021C 癌胚胎抗原檢驗 1 

54 12081C 攝護腺特異抗原（EIA/LIA法） 1 

55 12111C 微白蛋白（免疫比濁法） 1 

56 12184C 去氧核糖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 1 

57 12185C 核糖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 1 

58 12193B B型利納利尿胜肽原(B型利納利尿胜肽) 1 

59 12202B C型肝炎病毒核酸基因檢測－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法 1 

60 13006C 排泄物，滲出物及分泌物之細菌顯微鏡檢查 1 

61 13007C 
細菌培養鑑定檢查（包括一般細菌、真菌、原蟲等為對象的培養鑑

定，抗酸菌除外） 
1 

62 
13008B 

13008C 

細菌培養鑑定檢查（包括一般細菌、真菌、原蟲等為對象的培養鑑

定，抗酸菌除外），對同一檢體合併實施一般培養及厭氧性培養時加

算 

1 

63 
13009B 

13009C 
細菌藥物敏感性試驗－1菌種 1 

64 13016B 血液培養 1 

65 13023C 細菌最低抑制濃度快速試驗 1 

66 13025C 抗酸性濃縮抹片染色檢查 1 

67 13026C 
抗酸菌培養(限同時使用固態培養基及具自動化偵測功能之液態培養

系統) 
1 

68 14032C Ｂ型肝炎表面抗原 1 

69 14033C Ｂ型肝炎表面抗體 1 

70 14035C B型肝炎 e抗原檢查 HBeA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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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71 14051C Ｃ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 1 

72 15001C 體液細胞檢查 3 

73 17008B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2 

74 18001C 心電圖 2 

75 
18005B 

18005C 
超音波心臟圖(包括單面、雙面) 2 

76 18007B 杜卜勒氏彩色心臟血流圖 2 

77 18010B 頸動脈聲圖檢查 2 

78 18015B 極度踏車運動試驗 2 

79 18019B 攜帶式心電圖記錄檢查 2 

80 18020B 心導管－一側 2 

81 18022B 冠狀動脈攝影 2 

82 19001C 

腹部超音波（包括肝 liver,膽囊 gallbladder,胰 pancreas,脾 spleen,下腔

靜脈 inferiorvenacava,腹主動脈 abdominalaorta,腎 kidney及其他腹部

超音波 abdominalothers在內） 
2 

83 19003C 婦科超音波 2 

84 19005C 其他超音波 2 

85 19007B 超音波導引(為組織切片，抽吸、注射等) 2 

86 19009C 腹部超音波，追蹤性 2 

87 19010C 產科超音波 2 

88 19012C 
頭頸部軟組織超音波(如甲狀腺 thyroid、副甲狀腺 parathyroid、腮腺
parotid) 

2 

89 19014C 乳房超音波 2 

90 20001C 腦波檢查睡眠或清醒 2 

91 20013B 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2 

92 20019B 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測定 2 

93 20023B F波 2 

94 20026B 穿顱都卜勒超音波檢查（顱內血管超音波檢查） 2 

95 22001C 純音聽力檢查 2 

96 23305C 氣壓式眼壓測定 2 

97 23401C 細隙燈顯微鏡檢查 2 

98 23501C 眼底檢查 2 

99 23502C 眼底彩色攝影每張 2 

100 23506C 微細超音波檢查 2 

101 23702C 間接式眼底鏡檢查 2 

102 25003C 第三級外科病理 3 

103 25004C 第四級外科病理 3 

104 25006B 冰凍切片檢查 3 

105 25012B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每一抗體) 3 

106 25024C 第五級外科病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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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107 25025C 第六級外科病理 3 

108 26025B 壓力與重分佈心肌斷層灌注掃描 2 

109 26029B 全身骨骼掃描 2 

110 26072B 正子造影-全身 2 

111 28002C 鼻咽喉內視鏡檢查 2 

112 28016C 上消化道泛內視鏡檢查 2 

113 28017C 大腸鏡檢查 2 

114 28023C 肛門鏡檢查 2 

115 30022C 特異過敏原免疫檢驗 1 

116 32001C 胸腔檢查（包括各種角度部位之胸腔檢查） 2 

117 32002C 胸腔檢查（包括各種角度部位之胸腔檢查） 2 

118 32006C 腎臟、輸尿管、膀胱檢查 2 

119 32007C 腹部檢查（包括各種姿勢之腹部檢查） 2 

120 32009C 頭顱檢查（包括各種角度部位之頭顱檢查） 2 

121 32011C 
脊椎檢查（包括各種角度部位之頸椎、胸椎、腰椎、薦椎、尾骨及

薦髂關節等之檢查） 
2 

122 32012C 
脊椎檢查（包括各種角度部位之頸椎、胸椎、腰椎、薦椎、尾骨及

薦髂關節等之檢查） 
2 

123 32013C 肩部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4 32014C 肩部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5 32015C 上肢骨各處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6 32016C 上肢骨各處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7 32017C 下肢骨各處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8 32018C 下肢骨各處骨頭及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29 32022C 骨盆及髖關節檢查（包括各種角度與部位之檢查） 2 

130 33005B 乳房造影術 2 

131 33012B 靜脈注射泌尿系統造影術（點滴注射） 2 

132 33070B 電腦斷層造影－無造影劑 2 

133 33071B 電腦斷層造影－有造影劑 2 

134 33072B 電腦斷層造影－有/無造影劑 2 

135 33074B 單純性血管整形術 2 

136 33075B 血管阻塞術 2 

137 33076B 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一條血管 2 

138 33077B 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二條血管 2 

139 33084B 磁振造影－無造影劑 2 

140 33085B 磁振造影－有造影劑 2 

141 08010C 嗜酸性白血球計算 1 

142 12031C 免疫球蛋白Ｅ 1 

143 17003C 流量容積圖形檢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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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144 17004C 標準肺量測定 (包括 FRC測定) 2 

145 17006C 支氣管擴張劑試驗 2 

146 17019C 支氣管激發試驗 2 

147 14065C 流行性感冒 A型病毒抗原 1 

148 14066C 流行性感冒 B型病毒抗原 1 

149 19018C 嬰幼兒腦部超音波 2 

150 18033B 經食道超音波心圖 2 

151 18041B 周邊動靜脈血管超音波檢查 2 

152 19016C 四肢超音波 2 

153 18006C 杜卜勒氏超音波心臟圖 2 

154 18008C 杜卜勒氏血流測定(週邊血管) 2 

155 19015C 男性外生殖器官超音波 2 

156 19017C 經尿道(直腸)超音波檢查 2 

157 21008C 膀胱掃描 2 

158 21010C 膀胱超音波尿量測量 2 

159 19002B 術中超音波 2 

160 23504C 超音波檢查(B掃瞄) 2 

註1：報告類別代碼說明：1：檢體檢驗報告；2：影像報告；3：病理報告。 

註2：報告類別代碼「1」屬於「非報告型資料」；報告類別代碼「2」及「3」屬於「報告型

資料」。 

表四、獎勵醫事機構上傳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之項目 

項次 醫令代碼 中文名稱 報告類別   
1 64164B 全膝關節置換術 4   

2 64169B 
部份關節置換術併整形術只置換股骨髁或脛骨高丘或半膝關節或只

換髕骨 
4 

  

3 64202B 人工全膝關節再置換 4   

4 64162B 全股關節置換術 4   

5 64170B 
部份關節置換術併整型術－只置換髖臼或股骨或半股關節或半肩關

節 (半肩關節不納入收載 ) 
4 

  

6 64258B 人工半髖關節再置換 4   

7 64201B 人工全髖關節再置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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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出院病歷摘要上傳格式（XML 格式）：本格式係採用衛生福利部「出院病摘交換欄位與格式之標

準規範（2.7版）」，如需參考 XML 範例，請至衛生福利部電子病歷推動專區下載「出院病摘交換

欄位與格式之標準規範」（網址：http://emr.mohw.gov.tw）或洽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電子病歷專案

辦公室（電話：02-27272318）。 

項次 區塊描述 欄位名稱 LOINC對應名稱 欄位說明 

1 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代碼

Hospital Id 
 [1..1] 

2 醫事機構名稱 
醫事機構名稱
Hospital Name 

 [1..1] 

3 

病人基本資料 

身分證號 
ID Number 

 [1..1] 

4 
病歷號碼 
Chart No. 

 [1..1] 

5 
姓名 
Name 

 [1..1] 

6 
性別 

Gender 
 [1..1] 

7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1..1]  

格式為西元

YYYYMMDD 

8 

住院基本資料 

出院科別 
Department 

 [1..1] 

9 
出院床號 
Bed No. 

 [1..1] 

10 
住院日期 

Date of Hospitalization 
 

[1..1] 格式為西元
YYYYMMDD 

11 
出院日期 

Discharge Date 
 

[1..1] 格式為西元
YYYYMMDD 

12 

轉入醫事機構基本資

料 

轉入醫事機構代碼 
Referring Hospital Id 

 
[0..1] ，由何醫院或診

所轉入 

13 

轉入醫事機構名稱 
Referring Hospital 

Name 
 [0..1] 

14 住院臆斷 
住院臆斷 
Impression 

Hospital admission Dx [1..*] 

15 出院診斷 
出院診斷 

Discharge Diagnosis 
Hospital discharge Dx [1..*] 

16 癌症期別 
癌症期別 

Cancer Staging 
Staging [0..1] 

17 主訴 
主訴 

Chief Complaint 
Chief complaint [1..1] 

18 病史 
病史 

Present Illness 
History of present 

illness 
[1..1] 

19 理學檢查發現 
理學檢查發現 

Physical Examination 
Physical finding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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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區塊描述 欄位名稱 LOINC對應名稱 欄位說明 

20 檢驗 
檢驗 

Laboratory Data 

Relevant diagnostic 

tests and/or laboratory 

data 

[0..*]，包含採檢日

期、檢驗項目、檢

體、檢驗結果等項目 

21 特殊檢查 
特殊檢查 

Specific Examination 
Reference lab test 

results 

[0..*] ，包含檢查日

期、檢查項目、結果

臆斷等項目 

22 醫療影像檢查 
醫療影像檢查 
Imaging Study 

Imaging study 

[0..*]，包含檢查項

目、檢查部位、檢查

日期、影像、結果臆

斷等項目 

23 病理報告 
病理報告 

Pathology Report 
Pathology report.total [0..*] 

24 手術日期及方法 
手術日期及方法 

Surgical Method and 

finding 

Surgical operation note 

description 
[0..*] 

25 住院治療經過 
住院治療經過 
Hospital Course 

Hospital course [1..1] 

26 合併症與併發症 
合併症與併發症 

Comorbidites and/or 

Complications 

Complications 

Document 
[0..*] 

27 出院指示 
出院指示 

Instructions on 

Discharge 

Hospital Discharge 

Instructions 

[1..1]，包含用藥、復

健、營養衛教、追蹤

衛教、預約、回診之

醫師與日期、出院帶

藥等項目 

28 出院狀況 
出院狀況 

Discharge Status 

Discharge 

functional status 

[1..1]，包含治癒出

院、繼續住院、改

門診治療、轉院及

死亡等項目 

29 
轉出醫事機構基本

資料 

轉出醫事機構代碼 

Receiving Hospital Id 
 

[0..1] ，轉至何醫事

機構 

30 

轉出醫事機構名稱 

Receiving Hospital 

Name 

 [0..1] 

31 醫師姓名 
醫師姓名 

Physician Name 
 

[1..*] ，主治醫師姓

名 

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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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區塊描述 欄位名稱 LOINC對應名稱 欄位說明 

(1)  [0..*]：此欄位為可選，可重複出現。 
(2)  [1..*]：此欄位為必要，可重複出現。 
(3)  [0..1]：此欄位為可選，且只有一次。 
(4)  [1..1]：此欄位為必要，且只有一次。 

 

表六、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報告資料段」填寫範例： 

 單側(左或右)手術 

欄位 ID r1 r2 r3 r4 r5 

資料名稱 報告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方法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填寫內容

（範例） 

1 BH X 170.3 cm 

2 BW X 76.76 kg 

3 ASA X 2 X 

4 surgical approach L11 01076133270294201720091210HH

7AJA91HH7AJA0002000;0107613

32703387817200915100053172191

5317210010016000;7115-00052007

7T7W78;82-3-0508200551762801 

X 

 雙側手術 

欄位 ID r1 r2 r3 r4 r5 

資料名稱 報告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方法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填寫內容

（範例） 

1 BH X 170.3 cm 

2 BW X 76.76 kg 

3 ASA X 2 X 

4 surgical approach R21 +H124005842013021/25181630976

77F15%;+H124005842002021/2430

562823531J14P;0100889024193925

172307311063112824 

X 

5 surgical approach L21 01008890241937411725063010630

97675;01008890241936041725093

01063180342;01008890241939181

72308311063161903 

X 

註1：「X」表示該欄位不需填寫。 

註2：BH表示「身高」；BW表示「體重」；ASA表示「麻醉危險分級」；surgical approach表示「手

術入路途徑」。 

註3：各醫令代碼對應之術別、入路途徑如下表。 

醫令代碼 中文/英文名稱 術別 入路途徑 
64164B 全膝關節置換術 

Total knee 

replacement 

1：全膝人工關節術 TKR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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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令代碼 中文/英文名稱 術別 入路途徑 
64169B 部份關節置換術併

整形術只置換股骨

髁或脛骨高丘或半

膝關節或只換髕骨
Partial joint 

replacement - 

femoral condylar or 

tibial plateau or 

unicompartment 

2：半膝人工關節術 UKA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64169B 部份關節置換術併

整形術只置換股骨

髁或脛骨高丘或半

膝關節或只換髕骨 

Partial joint 

replacement - 

femoral condylar or 

tibial plateau or 

unicompartment 

3：髕骨關節人工關節術
PFJA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64202B 人工全膝關節再置

換 
Revision total knee 

replacement 

4：全膝人工關節再置換/

翻修術 RTKA 
1：內髕骨側入路 Medial para-patellar 
2：外髕骨側入路 Lateral para-patellar 
3：股內肌中入路 Midvastus 
4：股內肌下入路 Subvastus 
5：其他 others 

64162B 全股關節置換術 
Total hip 

replacement 

5：全髖人工關節術 THR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64170B 部份關節置換術併

整型術－只置換髖

臼或股骨或半股關

節或半肩關節 
Partial joint 

replacement - cup or 

hip prosthesis or 

unicompartment (半

肩關節不納入收

載 ) 

6：半髖人工關節術
Hemiarthroplasty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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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令代碼 中文/英文名稱 術別 入路途徑 
64258B 人工半髖關節再置

換術 
Revision of bipolar 

prothesis 

6：半髖人工關節術
Hemiarthroplasty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64201B 人工全髖關節再置

換 
Revision total hip 

replacement 

7：全髖人工關節術再置

換/翻修 RTHR Approach 
A：後外側 Posterolateral (Moore, 

Southern) 
B：前外側 Anterolateral (Watson-Jones) 
C：正外側 Direct lateral (Hardinge，
transgluteal ) 
D：正前方 Direct anterior (DAA, Smith-

Peterson) 
E：經大轉子 Transtrochanteric 
F：經上後方 Supra articular path 
5：其他 Others 

表七、DM、CKD個案照護資料填寫規範： 

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 

代碼 

 

報告

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參考值 

每

日 
(h1)  (h15) (r1) (r2) (r4) (r5) (r6) 

每

月 
 (h1)  (h17)  (h18)  (r1)  (r2)  (r4)  (r5)  (r6) 

1 1 (同健

保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申

報 之

醫 令

序) 

09006C 1 糖化血色素 HbA1c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 (填寫檢

驗項目

對應參

考值) 
2 1 09005C 1 飯前血糖 Glucose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mg/dl 

2 飯後血糖 Glucose 

3 1 09044C 1 低密度脂蛋白 LDL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mg/dl 

4 1 09004C 1 三酸甘油脂 TG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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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 

代碼 

 

報告

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參考值 

每

日 
(h1)  (h15) (r1) (r2) (r4) (r5) (r6) 

每

月 
 (h1)  (h17)  (h18)  (r1)  (r2)  (r4)  (r5)  (r6) 

5 1 09015C 1 血清肌酐酸 Serum 

creatinine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mg/dl 

6 1 06013C 1 尿液常規檢查 

(與 UACR 可視情形

擇一填報) 

1：正常 

2：異常 

無 無 

2 例如：蛋白 (填寫檢驗結果) (填寫

檢查項

目對應

單位) 

(填寫檢

驗項目

對應參

考值) 

3 例如：顏色 

4 例如：混濁度 

… （接續填寫各項檢

查名稱） 

7 1 0 Y00000 1 診療階段 0：初診 

1：複診 

無 無 

2 年度檢查註記 Y：是 

1：DM 

2：Early-CKD 
3 論質疾病 

8 1 0 Y00001 1 eGFR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1

位) 

ml/min/

1.73m
2 

(填寫檢

驗項目

對應參

考值) 
9 1 0 Y00002 1 U PCR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1

位) 

mg/g 

2 U ACR 

10 1 0 Y00003 1 左腳足底檢查 0：正常 無 無 

2 右腳足底檢查 1：異常 

11 1 0 Y00004 1 身高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1

位) 

cm 無 

12 1 0 Y00005 1 體重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小數點第 2

位) 

kg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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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 

代碼 

 

報告

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參考值 

每

日 
(h1)  (h15) (r1) (r2) (r4) (r5) (r6) 

每

月 
 (h1)  (h17)  (h18)  (r1)  (r2)  (r4)  (r5)  (r6) 

13 1 0 Y00006 1 收縮壓 (填寫檢驗結果，數

值填至整數位) 

mmHg (填寫檢

驗項目

對應參

考值) 

2 舒張壓 

14 1 0 Y00007 1 抽菸 1：無 無 無 

2 戒菸服務 2：有 

15 1 0 Y00008 1 CKD階段 00：Stage0(正常) 

10：Stage1 

20：Stage2 

3a：Stage3a 

3b：Stage3b 

40：Stage4 

50：Stage5 

新收案只能填10、

20、3a 

無 無 

16 1 0 Y00009 1 伴隨疾病 0：無 

1：腎臟病 

2：糖尿病 

3：高血壓 

4：心臟血管疾病 

5：高血脂症 

6：慢性肝病 

7：癌症 

8：其他 

ex.如個案伴隨糖尿

病、高血壓、高血

脂，則填復235 

無 無 

2 伴隨疾病_其他說明 當伴隨疾病為「8」

時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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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 

代碼 

 

報告

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參考值 

每

日 
(h1)  (h15) (r1) (r2) (r4) (r5) (r6) 

每

月 
 (h1)  (h17)  (h18)  (r1)  (r2)  (r4)  (r5)  (r6) 

3 家族病史 0：無 

1：有 

X：不詳 

17 1 0 Y00010 1 DM論質照護結案 *結案日期：填寫方

式如就醫日期 

*結案原因 

1：失聯超過90天

以上 

2：病人拒絕接受

治療 

3：經評估可自行

照護 

4：病人遷移 

5：死亡 

6：其他 

*填寫順序：按結案

日期、結案原因 

ex.10501011 

無 無 

2 DM 論質照護結案

原因(其他) 

當結案原因為「6」

時必填 

  3 CKD 論質照護結案 *結案日期：填寫方

式如就醫日期 

*結案原因 

1：恢復正常 

2 ： 長 期 失 聯

(≧180天) 

3：拒絕再接受治

療 

4：死亡 

5 ： 轉 診 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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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 

代碼 

 

報告

序號 
檢驗項目名稱 檢驗報告結果值 單位 參考值 

每

日 
(h1)  (h15) (r1) (r2) (r4) (r5) (r6) 

每

月 
 (h1)  (h17)  (h18)  (r1)  (r2)  (r4)  (r5)  (r6) 

「 Pre-ESRD

計畫」照護 

6：病人未執行本

方案管理照

護超過1年者 

7：其他 

*轉診原因 

10：UPCR≧1000 

mg/gm 

3b：Stage3b 

40：Stage4 

50：Stage5 

*接受轉診院所代

碼：填寫方式如

醫事機構代碼 

*填寫順序：按結案

日 期 、 結 案 原

因、轉診原因、

接受轉診院所代

碼 

ex.10501011 

ex.105010153b04

01180014 

  4 CKD 論質照護結案

原因(其他) 

當結案原因為「7」

時必填 

 

項

次 

報告

類別 

醫令

序 

醫令代

碼 

 

報告

序號 報告結果 

報告結果或病理發

現及診斷（一） 

報告結果或病理

發現及診斷

（二） 

每

日 

(h1)  (h15) (r1) (r7) (r8-2) (r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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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h1) (h17) (h18) (r1) (r7) (r8-2) (r8-3) 

18 2 同 健

保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申

報 之

醫 令

序  

23501C 

23502C 

23702C 

(擇一) 

1 1：正常 

2：異常 

(不需填寫) (不需填寫) 

2 

(填寫影像報告結

果) 

(可接續 r7之內容填

寫) 

(可接續 r8-2之內

容填寫) 

 

註1：醫令代碼 Y00000-Y00010之資料填寫方式，除 h1、h17、r1、r2、r4、r5等欄位具特定規範

外，餘欄位同09006C等項之填寫方式。 

註2：醫令代碼 Y00010之資料，h1、h2、h9、h10、h17、h18、h20、r1、r2、r4等欄位必填。 

表八、檢驗（查）結果及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補正上傳主鍵值： 

作業別 檢驗（查）結果每日上傳作

業 

檢驗（查）結果每月上傳作

業 

主鍵值 「h2醫事機構代碼」 

「h3醫事類別」 

「h4執行年月」 

「h5健保卡刷卡日期時間」 

「h6就醫類別」 

「h7就醫序號」 

「h8補卡註記」 

「h9身分證統一編號」 

「h10出生日期」 

 

「h15醫令代碼」 

「h1報告類別」 

「h20採檢/實際檢查/手術日

期時間」需相同 

「h2醫事機構代碼」 

「h3醫事類別」 

「h4費用年月」 

「h5申報類別」 

「h6申報日期」 

「h7案件分類」 

「h8流水編號」 

「h9身分證統一編號」 

「h10出生日期」 

「h17醫令序號」 

「h18醫令代碼」 

「h1報告類別」 

「h23採檢/實際檢查/手術日

期時間」需相同 

以「h16檢驗(查)結果上傳日

期時間」為最新一筆之判別 

以「h19檢驗(查)結果上傳日

期時間」為最新一筆之判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