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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 就醫類別及病人類別查詢比率_季
(1732). 就醫類別及病人類別查詢比率_月








分子：查詢人數
分母(申報資料來源)：就醫病人數
分母(名單資料來源)：特別註記類別病人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此指標資料自統計期 102Q3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 門診+住院+藥歷查詢稽核紀錄檔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限制「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0(舊藥歷頁籤批
次上傳)、BATCH01(新藥歷頁籤批次上傳)、IMME0002(舊藥歷頁籤查詢)、
IMME0008(新藥歷頁籤查詢)



分母(高診次、藥師居訪、關懷名單、整合式照護名單)：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
定)各院所的門、住診病人中，屬於高診次名單或藥師居訪名單或關懷名單或整合
式照護名單的歸戶人數。



分子(高診次、藥師居訪、關懷名單、整合式照護名單)：分母 ID 的門、住診申報
資料以【院所+ID】勾稽藥歷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查詢
時間，查詢時間與任一門診就醫日期(08 案件使用治療結束日期)相同，或查詢時
間落在住院病人住院期間的歸戶人數。
※ 住院期間：以住院日為起日，有出院日的抓出院日，沒有出院日的
抓申報迄日為迄日。



分母(申報資料來源)：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住診就醫歸戶人數，門診
資料需限制藥歷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中於統計期間內有
查詢紀錄的院所，住院資料只需限制藥歷查詢稽核紀錄檔中統計期間之前(含)有查
詢紀錄的院所。



分子(申報資料來源)：分母 ID 的門、住診申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藥歷查詢
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與任一門診就醫日
期(08 案件使用治療結束日期)相同，或查詢時間落在住院病人住院期間的歸戶人
數。
※ 住院期間：以住院日為起日，有出院日的抓出院日，沒有出院日的
抓申報迄日為迄日。



特別註記病人類別(名單資料來源)：分為以下 7 類，統計期間同一病人若同時符合
多項病人類別，需在每種類別各算 1 筆
1. 就醫次數>90 之高診次(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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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F_PBIH_FREQ_LIST 中，抓統計前一年(ex.2013 年時抓 2012 年資
料)的資料，統計類別(STS_TYPE)為 0 的是高診次名單
2. 藥師居訪名單
DAMF_PBIH_FREQ_LIST 中，抓統計前一年(ex.2013 年時抓 2012 年資
料)的資料，統計類別(STS_TYPE)為 10 的是藥師居訪名單
3. 關懷名單：由「關懷名單檔」擷取該季最新的病人 ID 及出生日期。
※ 該季最新：「關懷名單檔」每月月底(約 28 號)會更新，並於隔月 1
號轉入倉儲，程式會依運算時程擷取最新載入(session_num 為載入
日期)的資料。時程列出如下：
計算 1 月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2/28~ 4/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2 月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3/28~ 5/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3 月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4/28~ 6/3 的最新資料；
.....................................略，依此類推
計算 12 月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隔年 1/28~3/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Q1 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4/28~ 6/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Q2 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7/28~ 9/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Q3 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 10/28~12/3 的最新資料；
計算 Q4(年)指標值時，取載入日期介於隔年 1/28~3/3 的最新資料；
4. 整合式照護名單：直接擷取當時整合式照護確認名單資料檔
(DWM_MD_DATA)中計畫期別(PLAN_NO)最大的資料，且照護註記
(CARE_MARK)不為空值
5. 中高齡病人(以門診+住院資料統計)
※ 中高齡：費用年-出生年≧75 歲者
6. 三高病人(以門診資料統計)
※ 三高：【ICD9】主診斷前三碼符合 401-405、250、272
【ICD10】主診斷前三碼符合 I10-I15、E08-E13、E78
7. 三高慢性病連續處方箋：≧65 歲且屬三高病人且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者(以門診資料統計)
※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案件分類為：「04」、「08」


統計期間之院所若曾變更院所代碼，將以最新代碼取代舊代碼進行計算，舊代碼
之判斷由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V_DWM_HOSPBSC)中，取承接醫事機構代碼
(HEIR_HOSP_ID)判斷，期間若該院所多次更換代碼，最多取代 10 次。但若統計
期間的起日 減 新代碼的原始合約起日 (月減月) > 12 個月，就不進行新舊代碼合
併。以下表 A、B 院所為例，在統計期間 10312 以前，A、B 兩家院所合併為 B 院
所統計指標值；自統計期間 10401 之後，A、B 兩家院所分開統計指標值。
院所代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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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迄日
2019-05-31

承接醫事機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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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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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1

A



因應院所合併申報費用，申報資料中若實際提供醫療服務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REAL_HOSP_ID)有值，優先取該欄位為申報院所。



人數以【ID】歸戶後計算，同維度下若有多筆視為 1 筆。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特別註記病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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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醫療資訊雲端】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871). 【醫療資訊雲端】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醫療資訊雲端】：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全抓，不限「作業別」(PROC_ID)。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6+(8-6)/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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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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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 【醫療資訊雲端】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874). 【醫療資訊雲端】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醫療資訊雲端】：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全抓，不限「作業別」(PROC_ID)。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873A；季指標代號 1874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873B；季指標代號 1874B】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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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醫療資訊雲端】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877). 【醫療資訊雲端】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醫療資訊雲端】：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全抓，不限「作業別」(PROC_ID)。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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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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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雲端藥歷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894). 【雲端藥歷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雲端藥歷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0(舊藥歷頁籤批次上傳)、BATCH01(新藥歷頁籤批次上傳)、IMME0002(舊
藥歷頁籤查詢)、IMME0008(新藥歷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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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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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雲端藥歷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897). 【雲端藥歷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雲端藥歷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0(舊藥歷頁籤批次上傳)、BATCH01(新藥歷頁籤批次上傳)、IMME0002(舊
藥歷頁籤查詢)、IMME0008(新藥歷頁籤查詢)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896A；季指標代號 1897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896B；季指標代號 1897B】

中央健康保險署

13

資料倉儲醫療服務分析

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899). 【雲端藥歷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00). 【雲端藥歷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雲端藥歷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0(舊藥歷頁籤批次上傳)、BATCH01(新藥歷頁籤批次上傳)、IMME0002(舊
藥歷頁籤查詢)、IMME0008(新藥歷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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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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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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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倉儲醫療服務分析

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02).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03).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
為 IESE0200、PEAT7403、IMME0009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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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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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05).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06).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
為 IESE0200、PEAT7403、IMME0009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05A；季指標代號 1906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05B；季指標代號 1906B】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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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08).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09).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
為 IESE0200、PEAT7403、IMME0009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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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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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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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11).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12).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2(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10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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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24

資料倉儲醫療服務分析

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14).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15).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2(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10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查詢)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14A；季指標代號 1915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14B；季指標代號 19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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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17).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18).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2(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10 (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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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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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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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20).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21).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3(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20(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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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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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指標

(1923).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24).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3(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20(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查詢)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23A；季指標代號 1924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23B；季指標代號 19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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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27).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3(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批次上傳)、IMME0020(手術明細紀錄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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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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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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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30).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4(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批次上傳)、IMME0030(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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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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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33).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4(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批次上傳)、IMME0030(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查詢)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32A；季指標代號 1933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32B；季指標代號 19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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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36).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4(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批次上傳)、IMME0030(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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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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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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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過敏藥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39). 【過敏藥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過敏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5(過
敏藥頁籤批次上傳)、IMME0040(過敏藥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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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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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過敏藥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42). 【過敏藥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過敏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5(過
敏藥頁籤批次上傳)、IMME0040(過敏藥頁籤查詢)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41A；季指標代號 1942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41B；季指標代號 19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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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過敏藥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45). 【過敏藥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過敏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BATCH05(過
敏藥頁籤批次上傳)、IMME0040(過敏藥頁籤查詢)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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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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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月
(1948).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_季






欄位 1：總查詢院所數
欄位 2：批次查詢院所數
欄位 3：查詢醫事人員數
欄位 4：被查詢總病人數
欄位 5：線上查詢病人數






欄位 6：批次查詢病人數
欄位 7：每筆平均回應秒數
欄位 8：查詢總筆數
欄位 9：線上查詢筆數



欄位 10：批次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IMME0050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查詢醫事人員數、查
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查詢醫事人員數：以醫事人員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查詢病人數及查詢
筆數。
※ 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以【院所代碼、病患 ID、查詢日期】歸戶為 1 筆。



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在歸戶下分別取「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及「稽核批次流水號」
(AUDIT_SEQ_NO)為 3 的最大查詢秒數，計算【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
為 3 的最大秒數-流水號為 2 的最大秒數)/2】為該筆的回應秒數，排除回應秒數大
於 600 秒的筆數後計算每筆平均回應秒數，以下表為例，此筆的查詢秒數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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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2 = 7。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

稽核批次流水號

查詢秒數

0001

2

5

0001

2

6

0001

3

5

0001

3

5

0001

3

8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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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月
(1951).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_季







欄位 1：被查詢病人數
欄位 2：查詢筆數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IMME0050









取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且「稽核
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被查詢病人數及查詢筆數。
※ 被查詢病人數：以病患 ID 歸戶為 1 筆。
※ 查詢筆數：相同的「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中，同一醫事人員 ID 可能會有重複的情況(可
能同 ID 不同生日)，本指標是以【同醫事人員 ID 同醫事人員類別】下取生效迄日
最晚的一筆，同生效迄日下再取生效起日最晚的一筆當代表，取得該醫事人員的
醫事人員類別。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1.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

【月指標代號 1950A；季指標代號 1951A】
2.分區+特約類別+院所+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 ID
【月指標代號 1950B；季指標代號 19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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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月
(1954).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醫院查詢後未申報人次比率_季





欄位 1：總查詢人次
欄位 2：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3：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4：未申報總比率




欄位 5：線上總查詢人次
欄位 6：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7：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8：線上未申報比率






欄位 9：批次總查詢人次
欄位 10：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1：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
欄位 12：批次未申報比率






此指標資料於本署倉儲系統產製。
月指標自 10501 開始產製；季指標自 105Q1 開始產製。
資料範圍：門診+住院+交付機構+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
：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作業別」(PROC_ID)為
IMME0050



線上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2 者，分別計算線上總查詢人次、線
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線上未申報比率。
※ 線上總查詢人次：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線上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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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線上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稽核批次記錄識別號」(AUDIT_BATCH_NO)歸戶為 1 筆。
※ 線上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線上查詢人
次/線上總查詢人次。


批次查詢：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中「查詢日期」(TXT_DATE)落在統計期間，
且「稽核批次流水號」(AUDIT_SEQ_NO)為 9999 者，分別計算批次總查詢人次、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批次未申報比率。
※ 批次總查詢人次：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門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門診或是交付機構申
報資料以【院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門診的就醫日
與治療結束日(若無則取就醫日)之間或是落在交付機構的起迄日之間，以
【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交付機構的起迄日：藥局的起迄日皆為調劑日期(REL_DATE)；物理治
療所的起日為物理治療起日(THER_S_DATE)，迄日為物理治療起日
(THER_E_DATE)；檢驗所的起日為檢驗日期(ASSAY_DATE)，迄日為
檢驗檢查迄日(ASSAY_E_DATE)。
※ 批次住診總查詢人次：統計期間(以費用年月認定)的住院申報資料以【院
所+ID】勾稽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的批次
查詢時間，查詢時間落在住診的住院日與出院日(若無則取申報迄日)之間，
以【院所+ID+查詢日期】歸戶人次。
※ 批次未申報比率：未勾稽到門診或住診或交付機構申報資料的批次查詢人
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總查詢人次、門診總查詢人次、住診總查詢人次、未申報總比率皆以線上及批次
查詢所運算出來的人次相加，例如：總查詢人次=線上總人次+批次總查詢人次。



特約類別歸類邏輯：由於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DWM_IMMH_AUDIT_LOG)
上並無特約類別欄位，因此須將醫療雲端查詢稽核紀錄檔
(DWM_IMMH_AUDIT_LOG)以 HOSP_ID_PKNO 勾稽醫事機構資訊檔取得特約
類別及權屬別(OWN_TYPE)資訊，當特約類別為 4 的案件再依權屬別(OWN_TYPE)
進行分類(權屬別 38、28 歸中醫，37 歸牙醫，其他歸西醫)，其餘則以醫事機構檔
上所取得的特約類別歸類。



為排除因系統異常而無法查詢雲端藥歷之院所及其日期，新增排除註記系統異常
之異常註記資訊檔(DAMA_PXXT_CODE)

 運算範圍：月、季
 指標展現維度：分區+特約類別+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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