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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研究類

• 政府立案之國內公私立大專院校、政府所
屬業務相關單位、或非營利研究機構（含
教學醫院）之講師、技正（或相當職
等）、助研究員、專科醫師等（含）以上
或其他經「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料庫指導
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非學術界研究類

• 申請人必須為我國國民或本國登記立案
之公司或機構。

• 不符合學術研究類資格或具學術研究類
資格但未通過學術研究類之審查程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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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資料清單可以分為四大類

• 基本資料檔：10類
• 系統抽樣檔：住院醫療費用清單明細
檔與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含醫令
資料）

• 特定主題分檔：14類
• 承保抽樣歸人檔：4組（每組5萬人，
共計20萬人）



基本資料檔



系統抽樣檔

• 抽樣之目的以研究者能在PC上使用該資料
為原則，儘量完整呈現資料之原始架構，
讓使用者對資料進行初步之測試，並未以
任何研究目的作為抽樣之考量。對於特定
目的之研究，應依研究特性另外選擇適當
之抽樣方法，本抽樣方法並不適用於所有
的研究目的。



• 住院醫療費用清單明細檔（DD）及住院醫療費
用醫令清單明細檔（DO）之抽樣方法：

以母體資料中月份占年度資料量之比率，計算
每月應抽取樣本數，再以系統抽樣法自每月資
料檔中抽出所需樣本數，再將每月抽樣資料整
合後即為抽樣資料，資料量約佔母體樣本數之
5%，亦即每20筆取1筆。



• 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CD）及門診處方醫令
明細檔（OO）之抽樣方法：

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之抽樣，是依健保局提供
之原始檔以西、牙、中醫檔案之分類，按比率計
算各檔案資料量比率分別抽取適當資料量。

各檔案再以母體資料中月份占年度資料量之比
率，計算每月應抽取樣本數，再以系統抽樣法自
每月資料檔中抽出所需樣本數，再將每月抽樣資
料整合後即為抽樣資料，資料量約佔母體樣本數
之0.2%，亦即每500筆取1筆。





DD

CD

抽樣比率1/20

系統抽樣DD+DO檔

系統抽樣CD+OO檔

系統抽樣檔產生之流程 DO OO

抽樣比率1/500



特定主題分檔（14類）
• 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細檔
• 牙醫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中醫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癌症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重大傷病醫療使用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醫學中心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職業病與職業傷害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外傷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復建治療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論病例計酬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糖尿病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住院醫療費用清單明細檔
• 承保檔
• 精神疾病住院病患歸人檔



DD

CD

• 牙醫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中醫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癌症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重大傷病醫療使用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醫學中心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職業病與職業傷害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外傷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復建治療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論病例計酬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 糖尿病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

GD

•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細檔

•住院醫療費用清單明細檔

14個特定主題分檔產生之來源 GO

ID •承保資料檔•精神疾病住院病患歸人檔



承保抽樣歸人檔

• 以健保承保資料檔為抽樣母群體，依簡單
隨機抽樣，決定樣本（人），依此擷取各
該人各年所有資料(包括門診、住院及特約
藥局），每組共抽出五萬人，目前共開放
四組供研究者申請。

• 抽出樣本之年齡、性別及費用三項變項分
佈與母體間並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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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歸人檔產生流程

從2,000年所有被保險人中
隨機抽樣5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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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碼簿範例





資料訊息的限制

• 所提供之資料係以醫療院所向健保局申報
健保費用之資料為基礎，請使用者務必先
行瞭解中央健康保險局相關申報規定。

• 所提供資料之機構、單位及個人號碼均已
經過加密處理，目前無法與其他生命統計
資料互相串聯。

• 現階段不提供健保財務統計資料。



教學用申請

• 教學用資料僅供教學使用，請詳細閱讀使
用同意書！

• 教學用資料內容為承保抽樣歸人檔，共6年
（民國85－90年），1000人的資料，檔案大
小共42MB，壓縮後約7MB。

• 為教育資料庫使用之目的，本資料免費提
供。



• 申請資格 ：政府立案之國內公私立大專
院校、政府所屬業務相關單位、非營利
機構之學術單位（含教學醫院）講師、
技正（或相當職等）、副研究員、專科
醫師等（含）以上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相
關業務或研究三年（含）以上之專任授
課人員。其他經「全民健康保險資料庫
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一般申請

• 凡學術界研究類之申請案，國衛院於提供
該資料檔之同時，得對外公告研究計畫主
題及摘要。

• 申請對象為現有之四類檔案內容。

• 申請資料滿兩年者，請上傳研究成果摘要
並繳交兩份抽印本。

• 本資料庫申請使用者自取得國衛院所提供
資料之日起至屆滿三年之日前，應繳回該
資料予國衛院。



特殊需求申請

• 定義：指申請者提出其研究計畫所需之資
料，經本院審查通過，需由本資料庫另行
擷取部分資料者。



擷取資料之收費

非學術研究類



研究成果蒐集
（一些復健相關研究範例）

• 蔡瑞貞：高位頸髓損傷病患健保住院醫療資源耗
用探討，台北醫學大學護理學研究所91年碩士論
文，指導教授：張文英

• 黃勝堅，曹昭懿：台灣地區外傷事故之健保醫療
費用分析：85-88年，台灣醫學，2003，7 （6），
860-869。

• Wei-Chu Chie, Rong-Sen Yang, Jen-Pei Liu, Keh-Sung 
Tsai：High incidence rate and low cost for acute 
inpatient care of hip fracture in Taiwan – estimated 
from a nationwide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未發
表。



研究計畫清單（2003/2004）
編號 申請人 機構 申請之研究主題

93001 杜宗禮 台大醫院 上肢骨折勞工復工相關因素及生活品質之探討

93002 張炳騰 東海大學 醫院篩選

93003 邱政元
弘光科技

大學
中部某區域醫院就醫中程度之相關因素探討

93004 文羽萍 長庚大學 醫療產業因應健保政策之個案研究

93005 黃文正 台安醫院 台灣的腦脊髓外科醫師之績效

93006 任立中 台灣大學 應用層級貝式統計模型於就診行為與門診排班之研究

93007 張淑美
台北科技

大學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efficacy,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outcomes, cost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cations of DM medications

93008 熊昭
國家衛生

研究院
Stevens-Johnson Syndrome及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流行病學調查

93009 張淑美
台北科技

大學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efficacy, 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outcomes, cost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cations of DM medications

93010 莊喬雄 成大醫院 消化不良症患者之臨床治療策略的選擇對醫療費用的影響

93011 陳寬政 長庚大學 人口老化與健保費率

93164 楊銘欽 台灣大學 健保局第一版DRGs分類架構適用性之評估

93165 王拔群
國泰綜合

醫院
耳鼻喉科三項手術論病例計酬支付制度實施對執行層面的影響

93166 陳宏亮
台北護理

學院
在個人電腦環境上建置全民健保資料倉儲之研究

93167 楊俊毓
高雄醫學

大學
台灣地區慢性病盛行率與發生率之趨勢研究

93168 李建立
高雄榮民

總醫院
利用藥事流行病學進行我國藥物治療監測醫囑型態分析

•••



資料申請與分析範例

台灣地區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事故之
流行病學研究（DOH94-HP-1308）



研究目的

• 描述台灣地區自1997-2003年期間，發
生一氧化碳中毒急診、住院與死亡罹
病率之人、時、地分佈狀況。

• 使用病例對照研究設計，探討影響一
氧化碳中毒急診、住院與死亡之相關
因素，包括人口學變項（年齡、性
別）、年代、月份別、與地區別。



申
請
表
格

（I）





申請表格（II）



申
請
表
格

（III）



申請表格（IV）





特殊需求處理報告書



特殊需求所得到之檔案（以CD為例）



資料處理流程（以CD為例）

將光碟中每年之ASCII資料讀入
SAS或其他統計軟體

將各年度資料疊起來（Append）
並將疊起來的7年CD資料以

hospital ID橫向串聯（Merge）
至HOSB以獲取醫院相關資訊

擷取ICD-9 CM診斷碼其中之一為
「 “986”或“ E868”或“A539” 」且

案件分類屬「西醫急診」之門診紀錄



一氧化碳中毒急診個案之人時地描述
性流行病學特徵分析



急診率之計算

• 分子：2001-2003年健保資料庫「門診處方及治
療明細檔」中任一診斷欄位為ICD-9 CM「986」
或、「E868」、或A-code為「A539」之「西醫
急診」急診個案 4,198人次，各年度分別有
1,118 、1,432 、與1,578人次。

• 分母：各年度年底被保險對象人數（
http://www.doh.gov.tw/statistic/%A5%FE%A5%C
1%B0%B7%ABO/st7_91_1.htm ）。



分層變項

• 年代別
• 性別
• 年齡別（區分為8個年齡組距）
• 地區別（以醫療機構所在地區/戶籍所在地區，依行政院

主計處「台灣地區區域標準分類」區分為：

北（臺北市、基隆市、新竹市、臺北縣、宜蘭縣、桃園縣、
與新竹縣、金門縣、連江縣）

中（臺中市、苗栗縣、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南（高雄市、嘉義市、臺南市、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

屏東縣、澎湖縣）
東（臺東縣、花蓮縣）



整體急診/住院/死亡率年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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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率之分層年代趨勢



急診率按年齡分層之年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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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率按性別分層之年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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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率按地區分層之年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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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中毒急診之病例對照研究



急診個案及對照組之選取

• 病例組：前述計算急診率的分子（n=4,198）。

• 對照組：選自國衛院2001-2003年「門診處方及
治療明細檔」之系統抽樣檔。在扣除診斷欄位
屬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以及「西醫急診」後利用
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由此32,290筆紀錄中隨機抽
出4,198筆紀錄為本研究之對照組個案，三個年
度的對照組住院紀錄數分別為1,188、1,432、與
1,578。



PC的某些限制

• 將DD與HOSB橫向串聯以獲得醫院相關訊。

• 將各年度之檔案疊起來後，檔案大小將超過10 G ，如
此大的檔案一般PC並不容易甚至是無法讀取。



住院個案及對照組之選取
• 病例組：前述計算住院率的分子（n=3,230）。

• 對照組：匹配病例組在各年度之人次數隨機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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