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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堂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堂

PART 4
THAS報表
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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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僅提供使用自然人憑證或醫事人員卡登入

■ 登入頁提供資訊：最新消息、檔案下載 、常見問題、新帳

號申請、新醫院申請

THAS系統登入頁介紹

※電腦環境：配備瀏覽器IE11.0以上或GoogleChrome最新更新版本。

放置最新公告及
相關異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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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僅提供使用自然人憑證或醫事人員卡登入

■ 登入頁提供資訊：最新消息、檔案下載 、常見問題、新帳

號申請、新醫院申請

THAS系統登入頁介紹

※電腦環境：配備瀏覽器IE11.0以上或GoogleChrome最新更新版本。

操作說明書、API工作說明書
等參考資料，將放置於「檔
案下載」區。

可以輸入文字查詢
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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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僅提供使用自然人憑證或醫事人員卡登入

■ 登入頁提供資訊：最新消息、檔案下載 、常見問題、新帳

號申請、新醫院申請

THAS系統登入頁介紹

※電腦環境：配備瀏覽器IE11.0以上或GoogleChrome最新更新版本。

若遇有操作問題，請優先
至「常見問題」 ，查閱
問題排除建議。

可以輸入文字
查詢相關問題。



新醫院申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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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帳號醫院請點
『新醫院申請』進行申請。

1.此處僅提供在本系統不具有帳號之醫院申請。

2.若為原有醫院變更機構代碼或醫院基本資料，請來函通知，

並請感控窗口登入系統，自行於「資料維護作業」→「基本資料維護」→

「醫院基本資料維護」功能修改。



新醫院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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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本頁面資料輸入完成
後(紅色※為必填欄位) ，
點『確定並列印申請單』



新醫院申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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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申請單內容正確無誤後，

進行申請單簽核。

• 請將簽核完成的申請單以掃描

或照片等方式建立電子檔，上

傳至系統。

申請進度查詢請洽轄屬各區管制中心，
如有其他疑問，請優先至「常見問題」
查閱問題排除建議，若仍無法排除，
再洽本系統客服



新醫院申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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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上傳簽核文件或
修改申請資料請再次
點選『新醫院申請』。



新醫院申請-5

• 輸入機構代碼後，系統會進行判斷，若已有申請紀錄，則提示「是否要

上傳完成紙本簽核之申請單?」，

→選『否』則進入資料填寫頁面，可再次修改申請單內容或列印申請單 。

→選『是』則進入上傳申請單電子檔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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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院申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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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申請單用於單位內簽核，將簽核完成的申請單電子檔上傳至系統後，

無需另外傳真，醫院帳號審核結果將以E-mail通知申請者。

• 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後若未上傳簽核完畢之申請單電子檔，系統將發送

E-mail提醒，逾30天仍未上傳者，系統將自動刪除申請資料。

1. 請先點選『選擇檔案』(chrome)或『瀏覽』(IE) ，
選取檔案後，畫面會出現所選取的檔案名稱

2. 點選『提交申請單』
才算送出申請。



新帳號申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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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新增使用者帳號，
請點『新帳號申請』。

1.此處僅提供新帳號之申請。

2.如需帳號權限異動申請或帳號刪除，請登入系統至：

資料維護作業>個人設定>個人資料維護辦理。



新帳號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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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輸入申請者的身分證字號
及機構代碼，點『確定』。

提醒：

• 系統將會依身分證字號進行檢核，若有任職機構異動情形，

請務必先刪除原有帳號*，否則無法申請新任職機構使用者帳號。

*個人帳號刪除方式，請參見資料維護作業>個人設定>個人資料維護

系統提示訊息



新帳號申請-3
1. 填寫頁面資料(紅色※為必填欄位) 。

2. 選取擬申請的功能項目
• 「一般使用者」可依實務所需設定功能項目；
• 「感控窗口」、「查核窗口」及「查核委員」
具有權限的功能項目則由系統預設。

提醒：部分功能項目每家機構有名額限制，若
有職務異動情形請務必確實變更：
• 醫院：感控窗口每家至多2名；

查核窗口每家至多1名。
• 區管中心及衛生局：帳號管理及審核者每家
至多2名；查核窗口每家至多1名。

若名額限制項目人數已額滿，請卸除職務者先
行申請權限變更，或進行帳號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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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帳號申請-4

• 資料輸入完成後，勾選『我同意以上保
密切結』，點『確定並列印申請單』。

• 若未看到跳出新視窗提示是否下載
申請單時，請檢視是否瀏覽器設定
擋掉通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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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帳號申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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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申請單內容正確無誤後，

進行申請單簽核。

• 請將簽核完成的申請單以掃描

或照片等方式建立電子檔，上

傳至系統。

申請進度查詢請洽轄屬各區管制中心，
如有其他疑問，請優先至「常見問題」
查閱問題排除建議，若仍無法排除，
再洽本系統客服



新帳號申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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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上傳簽核文件或修
改申請資料，請再次點
選『新帳號申請』。



新帳號申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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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申請者的身分證字號及機構代碼後，系統會

詢問「已有帳號申請紀錄，是否要上傳申請單?」，

→選『否』則進入資料填寫頁面，可再次修改申請

單內容或列印申請單 。

→選『是』則進入上傳申請單電子檔頁面。



新帳號申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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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申請單用於單位內簽核，將簽核完成的申請單電子檔

上傳至系統後，無需另外傳真，帳號審核結果將以E-mail

通知申請者。

• 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後若未上傳簽核完畢之申請單電子檔，

系統將發送E-mail提醒，逾30天仍未上傳者，系統將自動

刪除申請資料。

1. 請先點選『選擇檔案』(chrome)或『瀏覽』(IE) ，
選取檔案後，畫面會出現所選取的檔案名稱

2. 點選『提交申請單』
才算送出申請。



重點摘要

■ 系統登入頁僅限已申請之IP連結

■ 登入方式：使用自然人憑證或醫事人員卡登入

■ 遇有操作問題，請優先至「常見問題」查閱問題排除建議，找不
到再打電話找客服。

■ 「新醫院申請」僅提供在本系統不具有帳號之醫院申請；若為原
有醫院變更機構代碼或醫院基本資料，請來函通知，並請感控窗
口登入系統，自行於「醫院基本資料維護」功能修改(p.27-28)。

■ 「新帳號申請」僅提供系統內不具帳號者申請；若為已具有系統
帳號，請登入系統至「個人資料維護」功能進行帳號權限異動申
請或帳號刪除(p.29-41) 。

■ 新醫院申請與新帳號申請均若逾30天仍未上傳簽核完畢之申請單
電子檔者，系統將自動刪除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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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後會依權限先顯示大分類圖示

■ 點選大分類圖示進入功能群組

THAS系統功能畫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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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表-醫院使用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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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S系統

通報功能

資料查詢/
修改

統計報表

通報功能

資料查詢

統計報表

視覺化圖表

基本資料
維護

通報功能項目
維護

個人設定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通報

抗生素抗藥性
管理通報

感染管制查核
作業系統

資料維護作業 系統管理

HAI通報首頁 AUR首頁 查核首頁 資料維護首頁 系統管理首頁

基本資料
維護

查核委員
作業區

受查醫院
作業區

資料查詢與報
表分析

視覺化圖表

年報問卷
調查

API通報結果
查詢

API通報結果
查詢



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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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

系統管理首
頁

基本資料維
護

帳號清查作
業

帳號管理作
業

資料維護作
業

資料維護首
頁

基本資料維
護

醫院基本資
料維護

通報功能項
目維護

病房維護

菌種維護

抗生素維護

特殊菌種維
護

個人設定

個人資料維
護

系統功能表-資料維護作業及系統管理

感控窗口才具有的功能權限
24



資料維護作業首頁

點入資料維護首頁，
固定提供貴院感控窗口
及查核窗口名單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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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辦事項說明：

● 為辦理查核作業，疾管署管理者每年會上傳當年度全國醫院名單，
此時系統將比對上傳名單與系統醫院維護資料，若發現醫院層級
或醫院代碼有不相符之處，將出現提示訊息，請感控窗口確認：

 醫院代碼不相符則顯示：貴院於本系統之醫院代碼，經比對與
醫事系統不相符，請勾選正確之醫院代碼。

 醫院層級不相符則顯示：貴院於本系統之醫院層級，經比對與
醫事系統不相符，請勾選正確之醫院層級。

資料維護作業待辦事項

• 請勾選正確的資料後，
點『確定』鈕。



醫院基本資料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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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看醫院基本資料，
若需修改請點『修改』。



醫院基本資料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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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需修改的資料後點『儲存』，
即可完成修改。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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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看個人基本資料，若需修改基本資料，

請於修改後點『儲存』。

• 若超過210天未登入，系統將自動刪除帳號。

修改基本資料



個人資料維護

30

• 若需申請權限變更(如：增
加權限、變更感控窗口、 變
更查核窗口等)，請點『系
統功能權限變更』。

功能權限變更-1

提醒：部分功能項目每家機構有名額限制，若有職務異動情形請務必確實變更：
• 醫院：感控窗口每家至多2名；

查核窗口每家至多1名。
• 區管中心及衛生局：帳號管理及審核者每家至多2名；查核窗口每家至多1名。

若名額限制項目人數已額滿，請卸除職務者先行申請權限變更，或進行帳號刪除。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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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增加或移除權限，請勾選

完擬增減的功能項目後，

點『確定並列印申請單』。

功能權限變更-2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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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權限變更-3

• 請確認申請單內容正確無誤後，

進行申請單簽核。

• 請將簽核完成的申請單以掃描

或照片等方式建立電子檔，上

傳至系統。

申請進度查詢請洽轄屬各區管制中
心，如有其他疑問，請優先至「常
見問題」 查閱問題排除建議，若仍
無法排除，再洽本系統客服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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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上傳簽核文件或修改申請資料，

請於帳號歷程中找到該筆申請紀錄後點『編』。

功能權限變更-4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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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編』後系統會詢問「是否要上
傳完成紙本簽核之申請單?」，

→選『是』則進入上傳紙本簽核頁面
→選『否』則進入資料修改頁面。

功能權限變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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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維護

• 請先點選申請單上傳的『選擇檔
案』或『瀏覽』選擇檔案後 ，
點選『提交申請單』才算送出申
請，申請核准後將以E-mail通知
申請者本人。

功能權限變更-6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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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申請同體系其他醫院之使用者帳號，
請點『同體系跨院申請』。

同體系跨院申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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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維護

• 請選擇需跨院的醫院及勾選在該院
所需的功能項目後，點『確定並列
印申請單』。

同體系跨院申請-2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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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申請單內容正確無誤後，

進行申請單簽核，申請單須由任

職醫院及跨院之單位主管核章後

上傳電子檔。

• 若需上傳簽核文件或修改申請資

料請於帳號歷程中找到該筆申請

紀錄後點『編』；相關操作方式

請參見「功能權限變更」。

申請進度查詢請洽轄屬各區管制中
心，如有其他疑問，請優先至「常
見問題」 查閱問題排除建議，若仍
無法排除，再洽本系統客服

同體系跨院申請-3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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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申請帳號刪除，請
點『帳號刪除』。

刪除帳號-1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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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刪除原因後點『確定』。

刪除帳號-2



個人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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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會跳出警語「帳號刪除後將無法使用THAS系統，請問是否確定要刪除??」，

若點『確定』則會將帳號刪除 。

刪除帳號-3



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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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辦事項：

● 系統自動於每年(2月1日、5月1日、8月1日及11月1日)

Email通知感控窗口執行帳號清查作業，並同時顯示於待辦事項區。

43

系統管理待辦事項

• 檢視院內帳號的名單，若有離職或職務輪調

不需再使用系統的人員，請點『刪』，將其

帳號刪除，名單確認完後，點『帳號清查作

業確認完成』才算完成清查。



帳號清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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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從「待辦事項」連結點入帳號清查
作業的頁面外，也可以經由以下路徑：
系統管理>基本資料維護>帳號清查作業



帳號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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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也可經由以下路徑，檢視醫院各使用

者帳號及其功能權限，以及刪除不需再使

用系統人員的帳號：

系統管理>基本資料維護>帳號管理作業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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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與權限-1

Q：已申請帳號很多天了，仍無法登入系統

A：1.請確認您有將帳號申請單上傳至系統，待轄區疾管署區管制中
心審核。

2.CDC核准帳號作業時間為3個工作天。

3.一旦帳號核准後，系統將會發送核准通知信件至您的郵件信箱。
(請避免使用yahoo或pchome信箱，以免收不到信件)

Q：登入時系統跳出帳號已被刪除，該如何處理?

A：帳號逾期未登入超過210天，系統會自動刪除帳號，請重新申請。

47



帳號與權限-2
Q：醫院感控窗口變更，要如何辦理？

A：1.請至「資料維護作業」/「個人設定」 /「個人資料維護」
功能，點選「系統功能權限變更」鈕，並將簽核後之申
請單上傳系統申請開通。

2.若感控窗口已達上限2人，須先請原感控窗口變更權限後，
再進行權限變更申請。

Q：使用者如何申請跨醫院操作？

A：1.請至「資料維護作業」/ 「個人設定」/「個人資料維護」
功能，按下「同體系跨醫院申請」鈕。

2.請填入申請原因並選擇申請跨院的醫院及功能，然後按
「確定後並列印申請單」，將簽核後之申請單上傳系統
申請開通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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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與權限-3
Q：新帳號申請或權限變更點列印申請單無反應該怎麼辦？

A：新帳號申請或權限變更點列印申請單無反應，應為被快顯
封鎖視窗阻擋，請至系統首頁常見問題區，參照常見問題
附檔依使用的瀏覽器設定。

Q：新帳號申請或權限變更要如何重印申請單？

A：1.新帳號申請：再次點選「新帳號申請」，並輸入身份證
字號及機構代碼後，系統會詢問是否要上傳申請單，點
「否」可進入修改頁面重新列印申請單，點「是」即可
上傳申請單。

2.權限變更：再次進入「資料維護作業」/ 「個人設定」/
「個人資料維護」功能，於「帳號歷程」中找到本次申
請項目後點「編」，系統會詢問是否要上傳申請單，點
「否」可進入修改頁面重新列印申請單，點「是」即可
上傳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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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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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維護-1

路徑：資料維護作業>通報功能項目維護>病房維護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項下的各項功能僅
感控窗口可以操作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

51



病房維護-2

52

可下載貴院全部
病房明細資料

新增病房

編修病房的關閉日期、
類型、科別、細分科、

病床數等資料



病房維護-3 新增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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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儲存』之後，病房代碼將無法再做變更，其餘欄位可透過『編』進入修改。

• 請注意確保病房維護資料正確性，適時更新。

 以自動上傳或批次上傳方式通報HAI或AR相關資料時，若通報資料含有病房維護中之不存

在的病房代碼，將無法成功上傳。

 進行HAI模組各項資料新增通報時(包括感染個案、月維護資料)，該筆通報資料的病房種類、

科別將由系統依病房維護資料內容自動帶入，且在修改通報資料時也不會更動。

• 病房如因整修等因素暫時關閉時，無須至系統更動關閉日期，通報資料請報「0」；

若該病房已不再使用，才需維護關閉日期，避免影響相關報表計算。

請將資料輸入完成後
(紅色※為必填欄位) ，

按下『儲存』鍵。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

菌種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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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資料維護作業>通報功能項目維護>菌種維護

• 使用時機：進行HAI或AR個案通報，找不到想要通報的菌種時，
請至「菌種維護」功能查詢，視需要進行維護

•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項下的各項功能僅感控窗口可以操作



• 先查詢想要通報之菌株是否已在
貴院建立之菌種清單內

• 建議勾選「顯示已隱藏註記項目」

• 表列項目為貴院已建立之菌種清單

菌種維護-2

55

若菌種已在清單中，但『HAI』
和『 AR 』都沒有勾選，則
查詢條件必須勾選「顯示已
隱藏註記項目」才查得到



查詢狀況1-菌種已存在貴院的清單，不需新增

※如果細菌換名字了，用舊名字也可以在清單中查詢得到：

試試看 以菌種代碼FP00092查詢
以菌種別名Sphaerophorus necrophorus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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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狀況2-菌種已存在貴院的清單，
但僅設定於單一通報模組使用

• 原設定僅使用於HAI通報
• 將AUR選項勾選
• 按儲存即可於AUR通報該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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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狀況3-菌種不存在貴院的清單，
需進行新增

• 查詢清單中沒有A. guillouiae (FP01219) ，
要新增到菌種清單



2

菌種維護-4

59

表列項目為THAS系統所有菌種

1. 輸入擬新增的菌株名稱或
菌株代碼

有打勾的菌種表示
已在清單中



勾選後儲存

菌種維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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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系統回到菌種清單頁面
• 輸入菌種名稱或菌種代碼，

查詢剛完成新增的菌種

菌種維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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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種新增完成後，系統預設『HAI』與 『AR』都會勾選，若該菌僅用於

AR之通報，請取消HAI部分勾選後按「儲存」，以避免造成HAI通報上

之困擾；反之亦然。

菌種維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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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抗生素維護(維護方式同菌種)

63



特殊菌種維護-1

路徑：資料維護作業>通報功能項目維護>特殊菌種維護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

• 使用時機：想要查詢特定藥敏試驗結果組合菌種的感染個案(例如：

CRAB)時，可以在此功能先定義特殊菌種的名稱與條件，以利後

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下載」於之查詢條件使用

• 「通報功能項目維護」項下的各項功能僅感控窗口可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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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種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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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種維護-3

自行命名

選取菌種組合

選取抗生素與
藥敏試驗組合

反向選取功能：

•『否』- 符合設

定條件的菌種

•『是』- 選取菌

種中，藥敏試

驗結果為設定

條件以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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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種維護-4

所有設定條

件都和CRAB

相同，只有

反向選取功

能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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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種維護-4
案例示意圖

*CRAB+CSAB= All AB

68

Imipenem 
I+R

Meropenem
I+R

CRAB
CSAB

*CRAB= AB, AC 或 AB-AC complex中，imipenem 或meropenem任一為 I or R

CSAB= AB, AC 或 AB-AC complex中，imipenem S且meropenem S或

imipenem 與meropenem只檢測其中一項且為S



重點摘要

■ 醫院端需維護的項目：「病房維護」、「菌種維護」、「抗生素維
護」及「特殊菌種維護」。

■ 在THAS系統網頁線上單筆通報HAI個案或批次通報AR資料的醫院，
必須自行在「病房維護」、「菌種維護」和「抗生素維護」建立醫
院的使用清單，以提供相關通報欄位選項。
(以API或交換中心自動上傳方式通報的醫院，可以使用系統中所有的菌種
和抗生素代碼，不限定必須在醫院建立的清單項目中)

■ 請注意確保「病房維護」資料正確性，適時更新。

 以自動上傳或批次上傳方式通報HAI或AR相關資料時，若通報資料中
包含病房維護不存在的病房代碼，將無法成功上傳。

 進行HAI模組各項資料新增通報時(包括感染個案、月維護資料)，該筆
通報資料的病房種類、科別將由系統依病房維護資料內容自動帶入，
且在修改通報資料時也不會更動。

■ 病房如因整修等因素暫時關閉時，無須至系統更動關閉日期，通報
資料請報「0」；若該病房已不再使用，才需維護關閉日期，避免影
響相關報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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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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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項目維護-1
Q：若於菌種代碼表無法找到院內檢出之菌株種類？

A：1.若透過「菌種維護」功能(操作流程可參考簡報p.54-62)

無法找到可通報之菌株種類，建議將待查詢菌種名稱

email至客服信箱 cdcthas@cdc.gov.tw。

2.經查詢後，若待查詢菌種：

(1)於THAS系統無相關代碼亦無別名，將新增該菌種之代

碼，並將相關文件置於系統「檔案下載」區。

(2)於THAS系統已有該菌種別名之代碼，且該菌株有國際

通用之正式學名，系統將改為國際間通用名稱，並以

THAS系統信件通知各醫院以正式代碼通報，相關調整

訊息將以THAS系統群組信件通知。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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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項目維護-2

Q：若收到THAS系統通知某一菌種代碼的菌種名稱修改，或有

其他別名存在，我需要於系統「菌種維護」功能進行調整嗎？

A：醫院反映透過「菌種維護」功能無法找到可通報之菌株種類案

件中，經查部分菌種係因鑑定分類調整等原因，可能擁有多種

別名，本署將統一以國際現行適用之學名接受通報。因此：

1. THAS系統資料庫中若已有國際現行適用學名之菌株代碼存在

時，將以郵件通知大家適用代碼。

2. THAS系統資料庫中若已有1個非國際現行適用學名之其他別名

的菌株代碼存在時，本署將修改菌株名稱，並以郵件通知大家

該代碼適用的菌株名稱。

3. 醫院端無須於「菌株維護」功能頁面或通報上進行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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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項目維護-3
Q：若收到THAS系統通知某一菌株代碼新增、停用或修改的

通知，我如何於系統「菌株維護」功能進行調整？

A：若發現某一細菌擁有多個別名，且不同別名在THAS系統內

有不同代碼時，本署將保留單一代碼，統一以現行適用之學

名接受通報，並停用其他別名之菌種代碼及進行相關調整，

說明如下：

1. 若醫院端的菌種維護資料庫有選取被停用的代碼，系統將同

步進行移除，並自動加入本次保留的代碼

(1)透過線上輸入的醫院可直接以勾選新代碼進行通報，無須於「菌

種維護」功能頁面進行設定。

(2)交換中心/API上傳資料的醫院，請通知院內資訊單位，上傳資料

無法再以舊代碼通報菌種。

2. THAS系統資料庫中，以其他別名之菌種代碼通報的歷史資

料，將於系統端透過程式批次修改為本次保留的代碼。 73



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堂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堂

PART 4
THAS報表
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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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頁面導引

75



系統功能表-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資料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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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通報

HAI通報
首頁

通報功能

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個案

通報

月維護資料
通報

手術個案
通報

資料查詢/修
改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個案資料

查詢及修改

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個案

資料下載

月維護資料
查詢/修改/

下載

手術個案通
報查詢/修改

/下載

統計報表

手術感染
率報表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感染部位
別及導管相關

感染

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通報
資料品質檢

視表

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密度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病原體 -

菌種排名

手術個案通
報資料品質

檢視表

侵入性醫療
裝置相關感

染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病原體 –
多重抗藥性細
菌抗藥性監測

年報問卷
調查

年報問卷
調查匯出

視覺化圖
表

視覺化圖
表

API通報結
果查詢

資料通報品
質報表

醫療照護相
關報表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密度統計
資料檢核報表

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病原體 –
單一菌種抗藥

性監測

侵入性導管
相關標準化
感染比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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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功能群組中所有功能

■ 若要回到大分類圖示請點選首頁

THAS系統進入功能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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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三大區塊：儀表板、說明事項、待辦事項

THAS系統功能群組頁面介紹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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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說明： HAI待辦事項
類別 顯示內容 對象 顯示機制

月維護資料

尚有月維護資料

未通報/通報不成

功

醫院HAI使用者

登入HAI首頁時檢查：

關帳1前：於前一年1月至前1個月內若有尚未通報月

維護資料之月份

關帳後：於當年1月至前1個月內若有尚未通報月維

護資料之月份

HAI個案資料

尚有HAI個案資料

未通報/通報不成

功

醫院HAI使用者

登入HAI首頁時檢查：

關帳前：於前一年1月至前1個月內若無個案通報且

沒有零通報之月份

關帳後：於當年1月至前1個月內若無個案通報且沒

有零通報之月份

年報問卷調查 年報問卷調查 感控窗口 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

1關帳：每年5月1日起不可通報前一年度
資料。

• 若曾通報但未成功，以紅字表示；未

曾通報以黑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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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左至右分為3部分，呈現貴院之：HAI感染部位分布、HAI
感染密度趨勢、加護病房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標準化感染比

■ 資料來源：倉儲系統

■ 分析結果均由貴院通報資料經邏輯檢核通過後，進行分析所
製。沒有通報就沒有圖表。

HAI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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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期間：

(1) 1月份：

呈現感染日期為前一年度之

累計感染人次數。

(2) 2~12月：

呈現感染日期為當年度(計算至

前一月份)之累計感染人次數。

●統計對象：

加護病房及一般病房。

HAI儀表板

HAI感染部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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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統計期間：

感染日期最近13個月(計算至前一月)，

按月計算感染密度。

● 統計對象：
加護病房及一般病房。

● 比較線計算方法：

前3年同期(當月加上前後各1個月)
平均感染密度。

考量新版監測定義於107年正式施
行，故同期平均僅取107年(含)以後
資料納入計算。
即：109年的比較線僅以107-108年2年的同
期平均計算

● 感染密度計算邏輯比照統計報表。

● 跟本院前3年同期平均相比較

HAI儀表板

HAI感染密度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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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統計期間：
按各導管別相關感染分別計算：

(1) 1月份：
感染日期為前一年度之累計感染人次
數、累計預期感染人次數及SIR。

(2) 2~12月：
感染日期為該年度(計算至前一月)之
累計感染人次數、累計預期感染人次
數及SIR。

● 統計對象：加護病房。

● 跟全國前3年的同儕平均相比較。

考量新版監測定義於107年正式施行，
故同儕平均僅取107年(含)以後資料納
入計算。
即：109年的預期感染人次僅依107-108年2年
的同儕平均計算

HAI儀表板
加護病房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標準化感染比-1

• 若SIR 95%信賴區間下限大於1，以紅

字顯示該筆資料；若SIR 95%信賴區

間上限小於1，以藍字顯示該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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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儀表板

加護病房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標準化感染比-2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85

• 可點選「零感染通報」或「單筆個案通報」

• 自109年開始，原則上每年5月1日起不可再通報前一年度之HAI相關資料(包含感

染個案/零通報、月維護資料、手術個案資料)

• 本(109)年因武漢肺炎疫情，延後至11月15日起不可再通報108年之HAI相關資料

建立零通報資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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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通報月份全院零感染或加護病房零感染時，請點選「零感染通報」，

下拉選擇通報類別、通報月份後，點『完成通報』即可完成零感染通報。

• 點選「全院零感染個案通報」即代表同時通報「加護病房零感染個案通報」

之意。

• 若該月份已有通報個案，將無法通報「全院零感染個案通報」，必須將通

報個案全部刪除後才可通報「全院零感染個案通報」；惟若通報感染個案

之感染病房皆非加護病房，則仍可通報「加護病房零感染個案通報」 。

建立零通報資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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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本頁面資料輸入完成(紅色※為必填欄位) 。

感染個案通報

1. 點選『單筆個案通報』

2. 輸入病歷號碼，按下『確定』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感染個案通報-1. 基本資料

若要通報不同住院日期的資料，請點選
『以上情形不適用』，進入「 2.住院資料」
畫面。

• 帶出歷史資料原則：同一位病人(即：「同一醫院+相同病歷號」)，

 相同住院期間再感染：相同住院日期若有多筆感染資料，僅帶出1筆住院日期資料。

 手術個案通報SSI ：「相同手術日期+相同術式代碼」列1筆資料

• 若該病人曾經被通報為感染個案或手術個案，

系統會自動帶出病人基本資料及住院歷史資料。

88

• 若有適用的歷史資料，請點選該筆「歷史資料」後，

點『確定』進入「2.住院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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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通報「相同住院期間再感染」，系統會預設帶出病房轉入日期最近的病房資料

• 系統會在「本次住院之歷次病房轉換資料」區顯示該病人本次住院的歷次病房更換紀錄，

可透過點選其他轉入日期，將所選取的住院資料將帶入輸入頁面。

• 若要通報其他的病房轉入日期資料，可直接於頁面上修改。

• 本頁面資料輸入完成，請點『下一步:3.感染資料』進入感染資料畫面(紅色※為必填欄位) 。

感染個案通報-2. 住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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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3. 輸入該感染部位相關資料
(紅色※為必填欄位) 。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1/8

1

2

4 5

• 本次住院的歷次導管使用資料。

5. 確定資料無誤後點『關閉』
即可完成感染部位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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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2/8

• 畫面上會呈現相同住院期間之歷次感染
資料部位及日期，剛剛通報的感染部位
之感染日期以桃紅色字體呈現。

僅可點選桃紅色字體資料，
進入修改本次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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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 選擇檢體，若未採檢體進行檢驗，則點選「未檢驗」後，即可點選
『預覽通報資訊』。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3/8

僅手術部位感染、肺炎1及其他部位感染，檢體可選擇【未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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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1. 點選「檢體種類」
2. 由下拉選單選取檢體項目
3. 系統開啟檢體通報頁面。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4/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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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 若要通報病原體及藥敏試驗結果，請點選「感染病原體」 。

• 若病原體檢驗結果為『no culture』、『no growth』、『no significant』、

『normal flora』、『mixed flora』等，請點選「無法判定」並選擇結果後，

按下『儲存』，確定資料無誤後按下『關閉』 ，即可完成檢體通報設定。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5/8

輸入採檢日期及病原體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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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 點選「感染病原體」後，下方自動帶出

貴院設定之菌種清單

• 勾選病原體後，按下『儲存』，系統將

自動導至「抗生素感受性」頁面。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6/8

若按下『關閉』或畫面右上角
的 ，系統將在資料未儲存的
情況下，回到「感染資料」通
報頁面。



• 若病原體沒有執行藥敏試驗，請於該病原體下方勾選「未執行」，則各項抗生素的試驗
結果欄位將反灰，無法輸入。

• 若有執行藥敏試驗，則請針對有檢測的抗生素項目逐一下拉選擇試驗結果，所有結果輸

入完後，點選『儲存』，即可回到「感染資料」通報頁面。
• 若沒有完成填報各個病原體的藥敏試驗結果，資料將無法儲存。 96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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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感染個案通報-3. 感染資料8/8

• 回到感染資料頁面後，畫面上會呈現相同住院期間之歷次檢體資料及日期，

桃紅色日期的為此次通報的資訊，可點選進入查看或修改。

• 若有其他檢體需通報，則再次點選檢體種類重複上述檢驗結果通報動作，

直到本次擬新增的檢體皆通報完成。

• 各項資料通報完成後，可點選『預覽通報資訊』進行確認。

• 本次感染若在未來有其他檢體資料需要補通報，可另循「資料查詢/修改」

功能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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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感染個案通報-預覽個案通報

檢視本頁面資料，若有
錯誤，請點至原輸入頁
面進行修正。

若確認無誤請按下
『完成通報』，此時
才算完成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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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通報邏輯說明

分類 欄位名稱 說明 檢核邏輯

基本
資料

病歷號碼 必填

身分證字號 必填 僅限填英數字

姓名 可變動長度200字元

性別 必填 符合『性別代碼表』

出生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住院
資料

住院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住院日期 ≧ 出生日期
住院日期 ≦ 系統日期

出院日期 YYY/MM/DD民國年 出院日期 ≧ 住院日期

就醫科別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科別代碼表』

就醫細分科 下拉式選單 符合『細分科代碼表』

病房轉入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轉入日期 ≧ 住院日期

病房種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病房種類代碼表』

病房別
必填，依病房種類跳出視窗病房別
清單選取

病房科別 依選取病房別自動帶入

病房細分科 依選取病房別自動帶入

1.基本資料、2.住院資料

*日期資料以民國年(yyy/mm/dd)或西元年(yyyy/mm/dd)格式輸入均可，惟相同批次上傳資料之日期
格式必須相同，不可混雜2種不同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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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欄位名稱 說明 檢核邏輯

感染

資料

感染日期 必填，YYY/MM/DD*

1.BSI、PNU、UTI及其他部位感染：

感染日期 ≧ 病房轉入日期

2.重複感染期判定原則：

除手術部位感染外，其他感染部位於14天內(感染日

期2-感染日期1<14)，不可通報相同部位感染

感染部位 必填 符合『感染部位代碼表』

檢體 必填，下拉式選單

1.符合『檢體種類代碼表』

2.僅手術部位感染、肺炎1及其他部位感染，檢體項目

可選擇【未檢驗】

3.通報血流感染時，檢體僅能為【血液】

4.通報泌尿道感染時，檢體僅能為【血液】或【尿液】

5.通報肺炎1以外之肺炎時，檢體僅能填寫【血液】、

【痰液】、【膿或傷口】、【肋膜液】、【支氣管肺

泡灌洗術(BAI)或保護性檢體刷取術(PSB) 】、【氣管

內管抽吸(ETA) 】

3.感染資料

*日期資料以民國年(yyy/mm/dd)或西元年(yyyy/mm/dd)格式輸入均可，惟相同批次上傳資料之日期
格式必須相同，不可混雜2種不同資料格式

HAI通報邏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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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欄位名稱 說明 檢核邏輯

血流
感染

血流感染次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血流感染次分類代碼表』

中心導管相關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侵入性導管代碼表』

中心導管使用起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中心導管，則「使用起日」及「院外
置放」擇一必填，亦可2項皆填寫中心導管院外置放 勾選

中心導管使用迄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中心導管，則「使用迄日」及「使用
中」擇一必填，且僅可填寫其中1項中心導管使用中 勾選

泌尿道
感染

泌尿道感染次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泌尿道感染代碼表』

導尿管相關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侵入性導管代碼表』

導尿管使用起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導尿管，則「使用起日」及「院外置
放」擇一必填，亦可2項皆填寫導尿管院外置放 勾選

導尿管使用迄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導尿導，則「使用迄日」及「使用中」
擇一必填，且僅可填寫其中1項導尿管使用中 勾選

續發性血流感染 必填*，是/否

續發性血流感染日期 YYY/MM/DD民國年 續發性血流感染為「是」時，必填

肺炎

肺炎次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肺炎次分類代碼表』

呼吸器相關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侵入性導管代碼表』

呼吸器使用起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呼吸器，則「使用起日」及「院外置
放」擇一必填，亦可2項皆填寫呼吸器院外置放 勾選

呼吸器使用迄日 YYY/MM/DD民國年 有使用呼吸器，則「使用迄日」及「使用中」
擇一必填，且僅可填寫其中1項呼吸器使用中 勾選

續發性血流感染 必填*，是/否

續發性血流感染日期 YYY/MM/DD民國年 續發性血流感染為「是」時，必填

3.感染資料>感染部位-1

*通報該部位感染時必填

HAI通報邏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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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資料>感染部位-2

分類 欄位名稱 說明 檢核邏輯

手術
部位
感染

手術部位感染次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手術部位感染次分類代碼表』

手術部位感染細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外科部位感染之切口代碼表』

手術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感染日期-手術日期)<90天

收案來源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收案來源代碼表』

ICD處置碼 輸入代碼查詢 符合『ICD處置碼代碼表』

ICD處置名稱 依ICD處置碼自動帶入

術式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術式分類代碼表』

續發性血流感染 必填*，是/否

續發性血流感染日期 YYY/MM/DD民國年 續發性血流感染為「是」時，必填

其他
部位
感染

其他部位感染次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其他部位感染次分類代碼表』

續發性血流感染 必填*，是/否

續發性血流感染日期 YYY/MM/DD民國年 續發性血流感染為「是」時，必填

*通報該部位感染時必填

HAI通報邏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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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資料>檢體通報

分類 欄位名稱 說明 檢核邏輯

檢體

採檢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通報血流感染、泌尿道、肺炎時，

(檢驗日期-感染日期)<14天

病原體檢
驗結果

無法判定
下拉式選單
(No culture, mixed flora, normal 
flora, no growth, no significant )

感染病原體 依醫院自訂之「菌種維護」清單呈現 符合『菌種代碼表』

抗生素
依醫院自訂之「抗生素種類維護」清
單呈現

符合『抗生素代碼表』

抗生素感受性 符合『抗生素感受性代碼表』

HAI通報邏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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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類別 提示訊息 排除說明

必填欄位未填入 [OOOOO]不可為空
請先選擇通報項目!
尚未填寫基本資料!
尚未填寫住院資料!
尚未填寫感染部位資料!

請依檢核邏輯說明填入資料

填入日期未符
通報定義

出生日期不可大於目前日期!
出生日期不可大於住院日期!
住院日期不可大於目前日期!
住院日期不可大於出院日期!
住院日期不可大於轉入日期!
住院日期不可大於續發性血流感染日期!
轉入日期不可大於目前日期!
轉入日期不可大於出院日期!
轉入日期不可大於感染日期!
感染日期不可大於目前日期!
感染日期不可小於住院日期!
感染日期不可小於轉入日期!
手術日期不可大於感染日期!

請依檢核邏輯說明填入資料

疑通報資料未符
合通報定義

提醒：請確認感染病房轉入日期或感染日
期或挑選符合病房歸屬原則之正確性。
提醒：該個案為【Present on Admission】

經提示訊息確認後，原資料仍可繼續
鍵入，此為請使用者確認資料之提示
訊息。

通報常見提示訊息與排除說明-1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通報



105

通報常見提示訊息與排除說明-2

通報類別 提示訊息 排除說明

通報期限 已過系統關帳日，故

無法通報此筆資料!

因設定關帳日為每年5月1日，請至遲每年4月30

日前完成前一年度通報資料上傳。

基本資料 修改基本資料會將歷

史資料全數修改

當基本資料修改，將併同先前通報資料修改，惟

病歷號不得修改。

感染資料

/感染日

期

若有新發現的病原體，

則請增列至原來的感

染事件中，請問是否

進行增列？

除手術部位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之外，不得於感

染日期14天內重複通報相同部位感染。

• 若點選「確定」，系統將引導至「資料查詢/

修改頁面」，點該筆感染事件「編」後鍵入新

增檢驗資料。

• 若點選「否」，系統將清空感染資料，請使用

者重新通報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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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常見提示訊息與排除說明-3

通報類別 提示訊息 排除說明

感染資料

/感染部

位

僅手術部位感染、肺炎1及其他

部位感染，檢體項目可選擇

【未檢驗】

依收案原則，感染部位僅SSI、PNU1及其他部

位感染者，可非依檢驗結果收案；若為前述三

者以外感染，請輸入檢驗結果。

通報血流感染時，檢體僅能為

「血液」！

依收案原則，通報血流感染時，檢體僅能為

「血液」

通報泌尿道感染時，檢體僅能

為「血液」或「尿液」！

依收案原則，通報泌尿道感染時，檢體僅能為

「血液」或「尿液」

通報肺炎時，檢體僅能為「血

液」、「痰液」、「膿或傷

口」、「肋膜液」、「支氣管

肺泡灌洗術(BAI)或保護性檢體

刷取術(PSB)」、「氣管內管抽

吸(ETA)」！

依收案原則，通報肺炎時，檢體僅能為「血

液」、「痰液」、「膿或傷口」、「肋膜液」、

「支氣管肺泡灌洗術(BAI)或保護性檢體刷取術

(PSB)」、「氣管內管抽吸(ETA)」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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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常見提示訊息與排除說明-4

通報類別 提示訊息 排除說明

感染資料

/感染部

位

更換感染日期或感染部位會

連同檢體及其抗生素感受性

結果一併刪除，請問是否刪

除此筆感染資料？

當感染資料修改感染日期或感染部位：

•點選「確定」將刪除先前通報資料，重新鍵入通

報感染資料；

•若點選「取消」維持原資料。

勾選未檢驗會連同檢體及其

抗生素感受性結果一併刪除，

請問是否刪除檢體資料？

此為當已鍵入通報個案檢體及抗生素資料，再點

檢體「未檢驗」時將出現之提示：

•點「確定」將刪除該筆資料、改為未檢驗，

•點「取消」維持原通報內容。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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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1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2

109

•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若已過系統關帳日僅提供查看資料，找到欲查看的個案點『詳』可查

看該筆感染個案資料，但不能修正。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3

110

• 若要回到查詢頁面請點『回查詢頁』。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4

111

•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點『編』可檢視及修改該筆個案資料。

 資料填報步驟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通報」。

 若要新增如14天內相同部位再感染或續發性血流感染的檢驗結果，

請由此辦理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5

112

•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點『刪』，系統會詢問是否確定刪除資料，按下『確定』即刪除

該筆通報，『取消』則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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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下載-1

• 設定下載資料條件
• 按匯出下載

各醫院使用者僅能下載
自家醫院個案

• 解壓縮密碼為使用者身分證字號，
第一個英文字母需大寫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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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下載-2

1.基本資料 2.住院資料 3.感染資料

下載資料內容-1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下載-3

3.感染資料
-血流感染相關

3.感染資料
-泌尿道感染相關

3.感染資料
-肺炎相關

3.感染資料-

手術感染相關

3.感染資料-

檢體資料

115

下載資料內容-2



感染個案通報修訂內容

■ 依不同感染部位限制通報檢體：

 通報血流感染時，檢體僅能為「血液」。

 通報泌尿道感染時，檢體僅能為「血液」或「尿液」。

 通報肺炎時：

 檢體僅能填寫「血液」、「痰液」、「膿或傷口」、「肋膜液」、

「支氣管肺泡灌洗術(BAI)或保護性檢體刷取術(PSB)」、「氣管內管

抽吸(ETA)」；

 另，僅通報「肺炎1」時，其檢體可容許填寫「無檢體」。

■ 日期檢核：

 陽性檢體之(檢驗日期-感染日期)若 ≧ 14天，則視為新感染之檢體

 手術部位感染之手術日期必填，且(感染日期-手術日期)應 < 90天

 通報侵入性導管(中心導管/呼吸器/導尿管)使用感染規範：

 (感染日期-導管使用起日)需 ≧ 2天。

 導管使用迄日需 ≧ 感染日期前一天。

116



感染個案通報修訂內容

■ 通報感染個案之預覽畫面增加判斷：

 已通報全院/加護病房零通報，若醫院再通報感染個案，系統會詢問：

「貴院此感染月份已通報全院/加護病房零通報，請確定是否通報此感

染個案？」選『是』則刪除零通報紀錄，選『否』則該筆個案不寫入

系統 （【WebAPI及交換中心通報時，不提示一律後蓋前】）。

 當月份若已上傳過月維護資料，再通報該月之感染個案時，依該筆通

報之感染病房檢核月維護資料是否有通報該病房資料：

 若有資料，系統會提示「此感染月份月維護資料有本次通報個案之病房，若月

維護資料有異動請重新通報月維護資料」。

 若無資料，系統會提示「此感染月份月維護資料無本次通報個案之病房，請重

新通報月維護資料，否則此個案不列入「感染密度」計算」。

■ 其他：

 通報手術部位感染之「收案來源」改為必填。

 身分證號不可通報「待確認」。

 品質檢視表增加判斷：ID第二碼與性別研判邏輯新增8應對應為男性、

9應對應為女性(此為外來人口統一證號邏輯，內政部移民署將於110年

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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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維護資料通報範本下載

118

• 注意事項：

1. 月維護資料在系統網頁僅提供批次上傳方式通報，不再提供線上輸

入方式通報

2. 匯入的檔案需一次上傳整個月的所有資料，因此若需要新增或修正

部分通報資料，需將整個月份的資料(包含已傳的部分)一起重傳。

3. 匯入檔案的檔名不限，但欄位不可任意更動，匯入時若欄位不一致

會被系統剔退。

4. 該月份除手術部位感染外之感染個案應全數通報完畢後，才可上傳

月維護資料

• 提供XLS格式範本供鍵入資料



• 注意事項：請勿編輯欄位名稱及調換欄位順序

建立月維護通報資料

119

1. 類別(C欄)=3時，必須為空白

2. 類別(C欄)=2時，必填：

1) 資料內容必須符合「病房維護」的『病房代碼』

2) 必須包含病房維護資料中所有當月份有開的加護病房及有通報感染個案之其餘種

類病房(只開1天也須通報)

1. 必須和資料上傳頁面的年度月份一致

2. 年度填寫民國年

1. 只能填入2或3；類別=3的資料一定要有，

且只能有1列

2.類別=3只可填J~L欄

1. 類別=2時，住院人日數(E欄)、導尿管使用人日數(G欄)、中心導管使用人日數(H欄)、

呼吸器使用人日數(I欄)必填



通報欄位 說明 檢核邏輯

年度 民國年 必須與通報畫面中的年度一致

月份 必須與通報畫面中的年度一致

類型
2：病房
3：全院

類型為「全院」之資料必須通報且只能有1筆

病房別

1.系統自動帶入病房種類、科別、細分科及病床數存放於月維護資料表。
2.類型為「2」時：
1) 此欄必填；
2) 符合醫院自訂的病房維護資料；
3) 必須包含病房維護資料中所有當月份有開的加護病房及有通報感染個案之

其餘種類病房(只開1天也須通報)
3.類型為「3」時，此欄需空白

月維
護項
目

住院人日數 1.符合『月維護項目代碼表』
2.類型為「2」時：住院人日數、導尿管使用人日數、中心導管使用人日數、

呼吸器使用人日數必填
3.月維護項目數值檢核：

1) 住院人日數 ≧ 住院人次數
2) 住院人日數 ≧ 導尿管使用人日數
3) 住院人日數 ≧ 中心導管使用人日數
4) 住院人日數 ≧ 呼吸器使用人日數

住院人次數

導尿管使用人日數

中心導管使用人日數

呼吸器使用人日數

全院住院手術人次數 1.符合『月維護項目代碼表』
2.類型為「3」時，【全院住院手術人次數】必填
3.全院住院人日數≧全院住院人次數
4.「類型3之全院住院人日數」須 >「類型2之病房住院人日數總和」，除非貴

院病房維護檔包含全院所有病房且全數通報時，全院住院人日數才會等於病
房住院人日數總和

全院住院人日數

全院住院人次數

月維護資料通報欄位邏輯說明

120



月維護資料通報-1

121

• 輸入本次通報的年月並選擇需上傳
的檔案後，點『匯入檔案』系統將
進行資料檢核。



月維護資料通報-2

122

• 匯入後系統會進行檢核，若有錯誤會逐筆

顯示錯誤原因，請依錯誤訊息修正匯入檔

案後再重新上傳。

•只要有1筆檢核錯誤，或有開的加護病房

及有通報感染個案之其餘種類病房未進行

通報，則本次資料皆不匯入。



月維護資料通報-3

123

• 匯入檢核後，若資料無誤，會出現彈跳視窗，

呈現通報成功訊息並顯示成功筆數。

匯入結果

檢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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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維護資料查詢/修改/下載-1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月維護資料查詢/修改/下載-2

125

•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A. 若資料年月仍在可通報期限內，按下『重新通報』，系統將導至月維護

資料通報頁面；可依「月維護資料通報」步驟重新上傳該月份資料。

B. 若已過系統關帳日僅提供查看資料，找到欲查看的個案點『詳』可查看

該筆月維護通報詳細資料。

A

B



月維護資料查詢/修改/下載-3

126

病房別(類型2)

輸入

全院(類型3)

輸入



月維護通報修訂內容

■ 通報月維護資料時，請先確認是否有尚未通報之感染個案通報
(含零通報)，除手術部位感染外之感染個案應全數通報完畢後，
才可上傳月維護資料。
 若尚無感染個案通報資料（含零通報）時，系統會提示「此月份尚未通報

感染個案或零通報，請先通報完成後，再上傳月維護資料。」。

 若已有感染個案通報資料（含加護病房零通報）時，系統會提示「此月份

除手術部位感染外之感染個案應全數通報完畢後，才可上傳月維護資料；

是否繼續上傳月維護資料?」。

■ 「類型3之全院住院人日數」須 >「類型2之病房住院人日數總
和」，除非貴院病房維護檔包含全院所有病房且全數通報時，全
院住院人日數才會等於病房住院人日數總和。

■ 當「類別」為病房時：
 資料內容必須符合「病房維護」的『病房代碼』

 所有當月份有開放的加護病房及有通報感染個案之其餘病房種類病房，皆

須通報月維護資料(只開放1天也需要通報)

 住院人日數(E欄)、住院人次數(F欄) 、導尿管使用人日數(G欄)、中心導管

使用人日數(H欄)、呼吸器使用人日數(I欄)必填
127



手術個案通報單筆新增-1

128

• 輸入病歷號碼後點「確定」可進入新增頁面

若該病人資料已存在，系統會自動帶出基本資料



手術個案通報單筆新增-2

129

• 輸入病歷號碼若該病人資料已存在，系統會自動帶出基本資料；若不存在則請將本頁面資料輸入
完成(紅色※為必填欄位)。

• 若需補報SSI個案通報手術感染資料，請點選需補報的個案資料後點『確定』進入「2.手術資料」
維護畫面；若要通報全新的資料，請點『以上情形不適用』進入「2.手術資料」維護畫面。

• 歷史資料帶出「SSI個案補通報手術資料」原則：同一醫院+相同病歷號+已通報手術感染且尚未
登打手術個案通報

未來視政策規範



手術個案通報單筆新增-３

130

• 本頁面資料輸入完成(紅色※為必填欄位) ，請點『預覽通報資訊』

進入預覽通報資訊畫面。



手術個案通報單筆新增-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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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本頁面資料，若有誤請點至原輸入頁面修正，若確認無誤，

請點『完成手術個案通報』才算完成通報。



手術個案範本下載

132

• 提供XLS格式範本供鍵入資料

■ 匯入的檔案限每次只能上傳手術日期在相同月份的資料，若通報的手術年

月為108年10月，若匯入檔案中有非10月份的手術資料，匯入時會被剔退。

■ 系統會比對匯入資料中是否有重複個案*，重複者以最新匯入的資料取代，

未曾通報過的個案資料若通過檢核則存入資料庫。因此透過批次匯入檔案

的方式可以進行手術個案的新增通報與修改，但無法刪除已通報個案，若

需刪除個案，請至「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刪除(詳見p.143)。

*比對原則：同一醫院+相同病歷號+相同手術日期+相同術式+相同手術執行時間



• 注意事項：匯入檔案的檔名不限，但欄位不可任意更動，請勿編輯欄位名稱及
調換欄位順序，匯入時若欄位不一致會被系統剔退。

建立手術個案通報資料

133

• 欄位紅色字體為必填

• 下載範本檔另有工作表2提供通報欄位的下拉選項參照清單及術式分類代碼說明，

請勿編輯更動



手術個案批次通報欄位邏輯說明

134

分類 通報欄位 說明 檢核邏輯

基本
資料

病歷號碼 必填

身分證字號 必填 僅限填英數字

姓名 可變動長度200字元

出生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性別 必填 符合『性別代碼表』

手術
資料

手術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1. 手術日期 ≧ 門診/住院日期
2. 選擇批次上傳時，年月須與通報

畫面中的手術年月一致

手術執行時間 必填，hh:mm

術式分類代碼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術式分類代碼表』

ICD處置碼 輸入代碼查詢 符合「ICD處置代碼表」

門診手術 必填，是/否

門診/住院日期 必填，YYY/MM/DD民國年

傷口分類 必填，下拉式選單 符合『傷口分類代碼表』

全身麻醉 必填，是/否

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分類代碼 下拉式選單
1. 符合『麻醉分類』
2. 全身麻醉欄位為「是」時必填

緊急手術 必填，是/否

外傷 必填，是/否

微創手術/內視鏡 必填，是/否

縫合方式 必填，下拉式選單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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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常見提示訊息與排除說明

手術個案通報

通報
類別

提示訊息 排除說明

手術
資料

ICD處置碼不存在! 請重新輸入符合「ICD處置代碼表」內容。

如果[門診手術]選擇否，則[美國麻醉
醫師協會分類]不可為空

若非門診手術，則需提供ASA代碼(必填欄位)，請於下拉
式選單中擇一填入。

此筆手術個案已存在，如需修改資料
請至查詢頁面修改

請查明是否為同手術個案已通報，若需修改內容請至資
料查詢>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修改資料。

※部分項目與HAI通報相同，請參見HAI通報部分說明。



手術個案批次通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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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本次通報的手術日期年月，
並選擇需上傳的檔案後，點『匯
入檔案』系統將進行資料檢核。

1

2

3



手術個案批次通報-3

137

• 匯入後系統會進行檢核，
若有錯誤會逐筆顯示錯誤
原因，請依錯誤訊息修正
匯入檔案後再重新上傳。

• 若有1筆檢核錯誤則本次資
料皆不匯入。



手術個案批次通報-4

138

• 匯入檢核後，若資料無誤，會出現彈跳視窗，

呈現通報成功訊息並顯示成功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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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1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 解壓縮密碼為使用者身分證

字號，英文需大寫



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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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若已過系統關帳日僅提供查看資料，找到欲查看的個案點『詳』

可查看該筆手術個案資料，但不能修正。



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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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回到查詢頁面請點『回上頁』。



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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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點『編』可檢視及修改該筆個案資料。

 資料填報步驟同「手術個案通報單筆新增」。



手術個案通報查詢/修改/下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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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點『刪』，系統會詢問是否確定刪除資料，按下『確定』即刪除

該筆通報，『取消』則不刪除。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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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個案資料-1

Q：要如何修改個案資料？

A：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資料通報」/「資料查詢／修改」/「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資料查詢及修改」功能中，輸入病歷號
碼查詢，點選「編」鈕。

Q：病人若住院期間第2次感染轉換病房，要如何登打通報資料？

A：1.依單筆新增通報中的「同次住院再感染方式」通報。

2.於『2.住院資料』中登打轉換病房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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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HAI資料完成通報之後，系統是不是立即可以檢索到相
關資料及查詢分析結果?

A：

通報方式 通報資料

統計檢索

統計報表

查詢

交換中心上傳結果回報

THAS網站 即時 隔天早上

8點後
-

交換中心 隔日凌晨

5點後

後天早上

8點後

隔日凌晨5點後即可查閱上傳結果【防疫資

訊交換平台監控網站】

http://edi.cdc.gov.tw/CDC/WebMonitor

/login4in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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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個案資料-2

http://edi.cdc.gov.tw/CDC/WebMonitor/login4in1.aspx


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堂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堂

PART 4
THAS報表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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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報項目-1

通報項目 備註

Escherichia spp.

1. 需通報左列項目菌屬下之所有菌種資料，

如Escherichia spp.包括E. coli、E. 

vulneris…等；Klebsiella spp.包括K. 

pneumoniae、K. ozaenae、K. 

rhinoscleromatics…等。

2. 需為THAS中已定義之菌株種類

3. 若醫院欲通報之菌種不包含在THAS菌株清

單，請通知本署THAS窗口進行增修。

Klebsiella spp.

Enterobacter spp.

Proteus spp.

Salmonella spp.

Shigella spp.

Citrobacter spp.

Morganella spp.

Providencia spp.

Serratia spp.

Yersinia spp.

Campylobacter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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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項目 備註

Enterococcus spp.

1.需通報左列項目菌屬下之所有菌種資料，如：E. 

faecalis、E. faecium、E. avium…等

2.需為THAS中已定義之菌株種類

3.若醫院欲通報之菌種不包含在THAS菌株清單，請通

知本署THAS窗口進行增修

4.無法分型之醫院，可通報Enterococcus spp.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omplex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Neisseria gonorrhoeae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Helicobacter pylori
Haemophilus influen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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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報項目-2



欄位邏輯說明-1

分子資料

基本資料

入院採檢資料

150

欄位名稱 檢核邏輯
必填
性

身分證字
號

1.文字 ，可輸入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

必填

2.無身分證時才可輸入居留證號；無身分證或居留證時才可輸入
護照號碼

3.新生兒的出生日期至採檢日，小於6個月時，得以「AA」輸入

4.本國人無身分證時，得以「BB」輸入

5.外國人無居留證或護照號碼，得以「CC」輸入

病歷號 文字 必填

性別 文字，M或F 必填

出生年月yyyy/mm 必填

前次出院
日期

1.yyyy/mm/dd，「前次出院日期」不可晚於「入院或就診日期」

必填2.此日期為本次通報住院期間之前一次出院日期

3.若無住院史，請固定填1900/01/01

入院或就
診日期

1.yyyy/mm/dd，當入院或就診型態為1：Inpatient或3：
Emergency，「入院或就診日期」不可晚於「採檢日期」 必填

2.「入院或就診日期」不可早於「前次出院日期」



欄位邏輯說明-2

分子資料

入院採檢資料

151

欄位名稱 檢核邏輯 必填性

入院或就診型態

1：Inpatient，2：Outpatient，3：Emergency

入院或就診型態之歸類取決於採檢行為發生於何處，如：病
人經由急診入院，若於急診處採檢，即視為急診病人；於病
房處採檢則為住院病人。

必填

採檢病房別

1.需在THAS病房維護檔中有資料

條件式必填

2.該病房需開啟或採檢日期位於該病房開設期間內

3.此欄位為醫院在THAS中各自維護之病房別資料

4.「入院或就診型態」為Inpatient時，「採檢病房別」必填。
入院或就診型態」為Outpatient及Emergency時，「採檢病
房別」不可填寫任何資料及空白鍵。

採檢科別

1.需在THAS科別代碼檔中有資料

必填2.此欄位為THAS中定義之科別資料，與健保大科別分類相同
(非細分科)

採檢日期

1. yyyy/mm/dd

2. 當入院或就診型態為1：Inpatient或3：Emergency，「採
檢日期」不可早於「入院或就診日期」

3. 「採檢日期」應以病人實際採檢日為主，例如:某醫院門診
1/1開採檢單(註明1/2抽血)給民眾，1/2即為採檢日期。若
無法得知實際採檢日，也可以「檢體簽收日」代之。

必填

檢體代碼 此欄位為THAS中已定義之檢體種類代碼 必填

菌株代碼 此欄位為THAS中已定義之菌株種類代碼 必填



欄位邏輯說明-3

分子資料

入院採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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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檢核邏輯 必填性

藥敏試驗抗
生素代碼

1.需在THAS抗生素代碼檔（ANTI）中有資料
條件式
必填2.此欄位為通報THAS中使用之抗生素代碼

3.當「試驗方式」為MIC、Etest、Disk時，此欄位必填

試驗方式
1.藥敏試驗：MIC、Etest、Disk；

必填
2.毒性檢測：CCNA、EIA、NAAT

試驗結果

1.藥敏試驗：

條件式
必填

1) 當「試驗方式」為Disk時，此欄位必填

2) 「試驗方式」為MIC、Etest、Disk時，「試驗結果」
僅可填R、I、S、SDD、NS

2.毒性檢測：

1) 當「試驗方式」為CCNA、EIA、NAAT時，此欄位必填

2) 「試驗方式」為CCNA、EIA、NAAT時，「試驗結果」
僅可填non、toxinA、toxinB、toxinA+B、other；若檢
測出之毒素無法區分toxinA、toxinB及toxinA+B，但為
陽性，請填報other

藥敏試驗數
值

1.當「試驗方式」為MIC、Etest必填
條件式
必填2.「試驗方式」為Disk方式，且此欄位有資料時，需為正整

數或零



欄位邏輯說明-4

分子資料

侵入性醫療
處置使用資料

欄位名稱 檢核邏輯 必填性

是否使用中心導管 文字，Y、N

非必填

中心導管使用日期
yyyy/mm/dd，中心導管使用日期不可晚於中心導管
移除日期

中心導管移除日期
yyyy/mm/dd，中心導管移除日期不可早於中心導管
置入日期

是否使用呼吸器 文字，Y、N

呼吸器使用日期
yyyy/mm/dd，呼吸器使用日期不可晚於呼吸器移除
日期

呼吸器移除日期
yyyy/mm/dd，呼吸器移除日期不可早於呼吸器置入
日期

是否使用導尿管 文字，Y、N

導尿管使用日期
yyyy/mm/dd，導尿管使用日期不可晚於導尿管移除
日期

導尿管移除日期
yyyy/mm/dd，導尿管移除日期不可早於導尿管置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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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邏輯說明-5

分母資料

欄位名稱 檢核邏輯 必填性

類型
1：科別，2：病房別，3：全院，須同時通報類型為2及3之資料，且類型為
3之資料僅能有一筆。

必填

病房別

1.需在THAS病房維護檔中有資料
2.該病房需開啟或採檢日期位於該病房開設期間內
3.此欄位為醫院在THAS中各自維護之病房別資料
4.「類型」為2時，此欄位必填，有通報的病房別須至少包含分子通報的所
有病房別。

條件式
必填

科別
1.需在THAS科別代碼檔中有資料
2.此欄位為THAS中定義之科別資料，與健保大分科別分類相同
3.「類型」為1時，此欄位必填

條件式
必填

住院人日數

1.需為正整數或零
2.「類型」為2或3時，此欄位必填
3. 各病房人日數之加總或各科別人日數之加總均不可大於全院人日數
4. 當醫院病房維護檔包含全院所有病房且全數通報時，全院住院人日數才
會等於病房住院人日數總和

條件式
必填

住院人次數
1.需為正整數或零
2.「類型」為3時，此欄位必填
3.住院人次數不可大於住院人日數

條件式
必填

中心導管使用
人日數

需為正整數或零 非必填

呼吸器使用人
日數

需為正整數或零 非必填

導尿管使用人
日數

需為正整數或零 非必填

154



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1

• 若有2筆以上資料為同ㄧ醫院、年、月、採檢日、身分證字
號、檢體種類、菌種、抗生素、試驗方式、採檢病房別時，
請依照以下去重複檢核邏輯進行研判

• 藥敏試驗
1. 當「試驗結果」或「藥敏試驗數值」相同時，僅可提供1筆資料

進行通報，其研判邏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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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2

• 藥敏試驗
2. 當「試驗結果」不同時，依照 NS > R > I > SDD > S 順序為原

則，僅可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報

2. 當「試驗方式」為MIC或Etest，無「試驗結果」，且「藥敏試
驗數值」不同時，以「藥敏試驗數值」較大者優先為原則，僅可
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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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去重複檢核邏輯-3

• 毒性檢測
1. 毒性檢測之「試驗結果」不同時，以toxinA+B > toxinA/B > 

other > non順序為原則，僅可提供1筆資料進行通報

2.    同時檢出toxinA及toxinB時，「試驗結果」需以toxinA+B進行通報

3.    若檢驗試劑為陽性，因無法區辨為何種毒素，「試驗結果」需以
other進行通報；若為陰性，則以non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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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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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表-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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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抗藥
性管理通報

AUR首頁 通報功能

抗藥性監
測通報

代碼對應
設定

抗藥性監
測通報

實驗室菌
株通報

資料查詢

抗藥性監
測查詢

實驗室菌株
通報資料查

詢/修改

統計報表

抗藥性監
測報表

抗生素抗
藥性通報
統計表

菌種抗藥
性百分比

多重抗藥性
細菌感染密

度報表

抗生素抗藥
性通報資料
品質檢視表

多重抗藥
性細菌百

分比

抗藥性圖
譜

實驗室菌
株報表

實驗室菌株
之抗生素感
受性統計表

實驗室菌
株通報完

整率

抗生素使
用報表

住院抗生
素耗用量

報表

全國抗生
素耗用量

報表

抗生素相
對耗用量

報表

視覺化圖
表

視覺化圖
表

下載通報
匯入範本

API通報
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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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首頁

若貴院無通報資料則不會有趨勢圖，下圖為有通報數值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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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說明：

AUR待辦事項

類別 顯示時機

未通報/通報
不成功之年
月清單

1. 自初次通報月至前
月未通報月份(黑字)
及通報未成功年月
(紅字)
2. 每月25日清查

資料品質待
確認清單

醫院資料成功存入資
料庫後，資料品質內
容有誤時



• 監測項目：23項菌種或菌屬包含之任一菌種

• 通報方式：

• 通報範圍：實驗室檢驗資料(含住院、門急診)

• 通報頻率：以採檢日期年月為基準，每月20日前通報前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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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介

批次上傳
批次驗證

(THAS)



抗藥性監測通報流程(人工批次上傳)

步驟：

•菌種、抗生素、病房代碼檔維護

•下載通報資料範本及建立通報資料

•代碼對應設定

•通報流程(含零通報)

•通報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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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監測通報下載通報資料範本

通報步驟：
1.下載通報資料範本
2.代碼對應設定
3.抗藥性監測通報

• 提供CSV及XLS格式2種範本供鍵入資料，分子及分母需使用同一格式範本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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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檔案

• 分母檔案

• 注意事項：
請勿編輯欄位名稱及調換欄位順序

建立抗藥性監測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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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對應設定

通報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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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或就診型態
• 性別
• 菌株代碼
• 檢體代碼
• 藥敏試驗抗生素代碼

• 初始「資料完整性」欄位會顯示不完整
• 點選「編」進入設定畫面

設定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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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對應設定



設定步驟2

方法1-使用醫院院內代碼進行轉換

• 於「輸入醫院使用代碼」一欄內輸
入醫院使用代碼以進行代碼對應

• 點選「儲存」將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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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使用THAS代碼進行對應

• 若院內代碼與THAS
完全相同，可直接點
選「複製THAS代碼」

• 若有部分不同，可單
獨編輯該項

• 點選「儲存」將資料
存檔

1

2 3

1

2 3

4

5

• 狀況1：
院內代碼
與THAS
完全相同

• 狀況2：
院內代碼
與THAS
部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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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代碼對應

• 顯示「完整」字樣表示該
項目已完成代碼對應

• 請逐項完成代碼對應



• 所有設定顯示「完整」字樣
後，即完成所有代碼之對應，
可開始進行通報

完成所有代碼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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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監測通報流程(含零通報)

通報功能頁面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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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檔案

• 分母檔案

已建立完成之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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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設定採檢年月(資料
內採檢日之年月)

• 上傳分子分母檔(需
一併上傳)

• 匯入資料
• 分子及分母檔案格

式需一致

匯入分子及分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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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狀況1-代碼轉換失敗

• 代表意涵：通報資料裡面含
有未存在貴院菌種維護清單
之代碼

• 解決方式：若不是資料錯誤，
則須至菌種維護功能新增該
菌資料，再至代碼對應設定
完成該菌代碼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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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步驟1-進行菌種維護，步驟如P.54-P.62
步驟2-進行代碼對應設定，步驟如P.166-P.170

• 若院內代碼與
THAS代碼相同，
勾選該菌，按「複
製THAS代碼」後
儲存即可

• 若院內代碼與
THAS代碼不相同，
輸入貴院代碼後儲
存



失敗狀況2-檢核失敗

• 通報資料概況資訊
• 依訊息修正錯誤資料
• 只要匯入失敗，分子分母全不會進入

資料庫，須全數重傳

• 資料錯誤所
在列數

• 邏輯錯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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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資料

分子資料

修正錯誤資料後再上傳



上傳成功

• 請務必下載此檔
案檢視通報資料
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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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分子資料，可
點選「零通報」，
但分母仍需上傳。1

2

• 若為「零通報」，
不提供「資料品
質檢視表」。

零分子資料通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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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再次通報可能遇到之問題
A. 資料內含未維護之菌種或抗生素：以菌種為例，需進行：

1)菌種維護：步驟如P.54-P.62
2)代碼對應設定：步驟如P.166-P.170

• 通報資料含有未存在
於貴院建立之菌種及
抗生素表單之菌種或
抗生素

• 可由提示訊息瞭解尚
須維護何種菌種或抗
生素，經維護後，並
完成代碼對應設定，
即可再次上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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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碼對應未完成即通報：以菌株為例，
需進行代碼對應設定，步驟如P.166-P.170

• 雖已維護新菌種或新
抗生素，但未完成代
碼對應設定下即進行
通報，系統將導回代
碼對應功能設定畫面，
完成設定後即可上傳
資料

182



抗藥性監測查詢

183

1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 解壓縮密碼為使用者PID，

英文需大寫



抗藥性監測通報修訂內容

■ AR分母邏輯新增：各病房人日數之加總或各科別人日數之

加總均不可大於全院人日數。

■ 除非貴院病房維護檔包含全院所有病房且全數通報時，全院住院人日數才

會等於病房住院人日數總和。

■ 品質檢視表增加判斷：ID第二碼與性別研判邏輯新增8應對

應為男性、9應對應為女性(此為外來人口統一證號邏輯，

內政部移民署將於110年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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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菌株通報-1

185

• 設定新增資料區間及條
件後點新增可進入新增
頁面

• 若設定的新增資料區間
及條件已於系統有資料，
請至「實驗室菌株通報
資料查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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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菌株通報-2

186

• 輸入欲新增的資料後點
儲存即可完成新增



實驗室菌株通報資料查詢/修改-1

187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實驗室菌株通報資料查詢/修改-2

188

• 設定查詢資料區間
• 於要修改的資料前點

「編」可進入修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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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菌株通報資料查詢/修改-3

189

• 輸入欲修改的資料後點
儲存即可完成修改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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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通報應注意事項-1

Q：病房維護問題。
A：資料上傳前，請務必確認欲通報資料中之病房代碼已於THAS病房

維護設定，且其採檢日期範圍需於病房開設期間內；科別的部分，

若為細分科，請對應至健保就醫科別通報（Table 9128）。

(本系統所需所有代碼相關表格可於THAS首頁左側檔案下載區取得)。

Q：需填報試驗結果為何之資料？
A：所有資料（包含NS、R、I、SDD及S）均需通報。

Q：發現資料少傳要補傳，是否僅需再上傳漏傳的部分？
A：相同採檢年月之分子及分母資料需全數(包含已傳的部分)一起

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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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通報應注意事項-2

Q：「入院或就診型態」填報原則。

A：1.「入院或就診型態」之歸類取決於採檢行為發生於何處，如：

病人經由急診入院，若於急診處採檢，即視為急診病人；於

病房處採檢則為住院病人。

2.「入院或就診型態」 為1（Inpatient），則「採檢病房別」

必填，若「入院或就診型態」為2（Outpatient）及3

（Emergency），則「採檢病房別不可填寫任何資料及空白鍵」。

Q： 所使用之Clostridioides difficile毒素檢測試劑，無法區

分為何種毒素，怎通報資料？

A： 若檢測為陽性，但無法區分ToxinA、ToxinB或ToxinA+B等毒素，請

填報「Other」

192



AR通報應注意事項-3

Q：「檢體代碼」、「菌株代碼」及「藥敏試驗抗生素代碼」填報原

則。

A：抗生素抗藥性通報結果應有具體檢體、菌株名稱、藥敏試驗抗生

素結果，故應有確切對應之檢體、菌株、抗生素代碼。

•舉例說明：

1. 檢體代碼：不可設定為SP08(為無檢體)、SP98(為未分類)等；

2. 菌株代碼：不可設定為ZP00001(為No growth)等；

3. 藥敏試驗抗生素代碼：不可設定為Z-001(為Non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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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通報應注意事項-4

Q：「試驗方式」與「藥敏試驗數值」填報原則。

A：1. 應按實際試驗方式上傳資料，如：原試驗方式為「MIC」，但因無

法取得 可信結果而改採Disk之方法進行試驗，於通報資料前需將

試驗方法修正為「Disk」再上傳。

2. 當「試驗方式」為「MIC或Etest」時，「藥敏試驗數值」為必填，

其內容值需符合國際公認之標準指引（如：CLSI）及醫院檢驗方式。

3.若為複方之抗生素，其「藥敏試驗數值」請以「/」合併呈現（如：

2/38）。

4.若有特殊情形，如：腸球菌對Gentamicin High (G-004)及

Streptomycin High (S-002)，因部分自動化微生物分析儀於此項

「藥敏試驗數值」註記為「SYN-R」或「SYN-S」，無法通報數值

時，藥敏試驗數值可通報「SYN-R」或「SY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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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通報應注意事項-5
Q：分子資料填報原則。

A：1. 實驗室檢驗資料有試驗結果之資料，不論住院、門急診皆須通報。

2. 需與分母同時上傳。

3.所有抗生素抗藥性檢驗資料均應確實上傳，以避免統計數值有誤。

以感染密度為例說明：A病人在2/1、2/10、2/20各有一筆血液檢體檢驗

陽性資料，若2/10資料未通報，2/1、2/20皆會被收案，分子為2；但若

3次檢驗皆有通報，因收案邏輯為「採檢日期-上次陽性採檢日期+1>14

天」，而2/10及2/20距離前一次陽性採檢日期+1皆<=14天，故僅2/1資

料會被收案，分子為1。

Q：分母資料填報原則。

A：1.「類型」分「1」（科別）、「2」（病房別）及「3」（全院），不論有

否檢驗、試驗結果如何，所有住院病人均納入計算。

2. 需與分子同時上傳。

3. 住院人日數之計算為算進不算出；住院人次數之計算，若出院後再次入院，

住院人次數另計1人次；跨科借床時，科別請以就醫之科別作計算，非借床

單位之科別。

4. 同一年月，「類型」為3（全院）只能有1筆資料，且分母通報的病房別須

至少包含分子通報的所有病房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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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工批次上傳」於資料上傳完成可立即看到上傳是否成功及檢核訊

息，若採「自動交換平台」方式傳輸，怎麼獲得相關資訊？

A：請申請疾管署「防疫資訊平台-監控網站」使用權限，並開通「抗生

素抗藥性管理」模組權限，即可由網站得知上傳資料之筆數及系統檢

核資訊或設定以電子郵件傳送檢核信件，操作流程如下頁。

● 另提醒您：有關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系統新增系統功能、相關通報

注意事項以及工作說明書，相關文件已置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

>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抗生素抗藥性管理>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系

統>資訊開發作業文件)或THAS首頁之檔案下載區下載。

196

AR通報應注意事項-6

• 提醒：自109年起，醫院資料若使用自動上傳，僅能採用WebAPI方式，不可
再申請透過Gateway方式上傳。



第一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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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場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場

PART 4
THAS報表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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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制式報表
歸件原則及計算邏輯說明



醫療機構、衛生局、區管中心

儀表板通報概況資料計算邏輯

 通報完整率公式

=實際通報年月數/應通報年月數×100

 資料品質不良率公式(品質檢視表)

=有註記欄位數值異常之年月數/有通報年月數×100

 數值異常定義：任一*註記欄位數值>0 或 #註記欄位數值=0 (p.185)

*身分證編碼格式中身分證第2碼與性別一致性檢視不一致(%)

*年齡層分布(%)<0

*入院或就診日期小於出生年月之比率(%)

*前次出院日期小於出生年月之比率(%)

*檢體類別(%)為未檢驗

#抗藥性檢測(S)(%)
200

儀表板通報概況資料計算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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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醫院家數統計資料



202

歸件原則及計算邏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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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報表種類一覽-1

203



制式報表種類一覽-2

204
204



查詢頁面

205

抗生素抗藥性通報統計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06

查詢結果

未接受補助：
• 每月均須持續通報

有接受補助：
• 每月均須持續通報
• 每月通報項數>=10項



查詢頁面

抗生素抗藥性通報資料品質檢視表

207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查詢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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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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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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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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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查詢結果-5(零通報)

• 若查詢當月為零通報，則不提供品質檢視表



查詢頁面

213

菌種抗藥性百分比報表

• 選取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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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抗藥性百分比報表
選取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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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抗藥性百分比報表



216

菌種抗藥性百分比報表
選取抗生素



查詢頁面

217

菌種抗藥性百分比報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18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19

多重抗藥性細菌百分比報表

• 選取查詢條件



選取菌種

220

多重抗藥性細菌百分比報表



221

多重抗藥性細菌百分比報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22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23

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密度報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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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25

抗藥性圖譜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26

固定報表抗生素內容



227

查詢結果-固定報表 (以第1頁為例)



查詢頁面

228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匯出下載(非固定報表不提供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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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非固定報表



查詢頁面

230

實驗室菌株之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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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1



232

查詢結果-2



查詢頁面

233

實驗室菌株通報完整率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34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35

住院抗生素耗用量報表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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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抗生素耗用量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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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抗生素耗用量報表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238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39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全國抗生素耗用量報表



240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41

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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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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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分母資料

分子資料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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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 按列印或匯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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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查詢結果



247

抗生素相對耗用量報表
查詢結果



視覺化呈現資料

248

• 具THAS帳號權限者，可由THAS「視覺化圖表」連結至「傳染病統計資料
查詢系統(NIDSS)」查看「抗藥性百分比」、「抗生素耗用量」視覺化資料



視覺化呈現資料

249

可由左上方選擇以「趨勢圖」、「動態地圖」及「比較圖」不同呈現介面觀看資料



NIDSS-趨勢圖-1

250

查詢條件：
• 資料期間：2016Q1-2017Q4
• 多重抗藥性細菌種類：MRSA



NIDSS-趨勢圖-2

251

查詢條件：
• 資料期間：2016Q1-2017Q4
• 多重抗藥性細菌種類：MRSA



252

查詢條件：
• 資料期間：2016-2019
• 多重抗藥性細菌種類：MRSA

NIDSS-動態地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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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SS-動態地圖-2
查詢條件：
• 資料期間：2016-2019
• 多重抗藥性細菌種類：MRSA



254

查詢條件
資料期間：2016Q1-2016Q2
地區選項：分區
分區選項：全國、台北區
多重抗藥性細菌種類：CRAB、CRE、MRSA、VRE
資料呈現依據：地區/時間

NIDSS-比較圖-1



255

NIDSS-比較圖-2



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堂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堂

PART 4
THAS報表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256



制式報表種類一覽

257



查詢頁面

258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通報資料品質檢視表



259

查詢結果-1



260

查詢結果-2



261

查詢結果-3



查詢頁面

262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密度統計資料檢核報表



263

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

264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手術個案通報資料品質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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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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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2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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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密度監測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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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百分位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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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趨勢報表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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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醫療裝置相關感染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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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百分位報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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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百分位報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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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趨勢報表



查詢頁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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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部位別及導管相關感染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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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部位別感染分率報表



查詢頁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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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部位別及導管相關感染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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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部位別導管相關感染率百分位報表



278

查詢結果-部位別導管相關感染率趨勢報表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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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菌種排名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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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



查詢頁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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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單一菌種抗藥性監測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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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抗藥性比率報表



查詢頁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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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單一菌種抗藥性監測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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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抗藥性固定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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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抗藥性非固定圖譜



查詢頁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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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多重抗藥性細菌抗藥性監測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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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多重抗藥性細菌抗藥性比率報表



查詢頁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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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多重抗藥性細菌抗藥性監測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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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多重抗藥性細菌對其他特定抗生素之
抗藥性比率報表



查詢頁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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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原體-多重抗藥性細菌抗藥性監測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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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密度報表



查詢頁面1

292

手術感染率報表

• 可查看各項定義說明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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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全院住院手術感染率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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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全院住院手術感染率趨勢報表



查詢頁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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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感染率報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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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全院住院術式別手術感染率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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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全院住院術式別手術感染率趨勢報表



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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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標準化感染比報表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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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依範圍子類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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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依日期格式查詢區間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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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問卷調查

•僅可由待辦事項點選「年報問卷調查」。

• 於開放期間內輸入完年報問卷後點『儲存』：

預計為每年2月1日至4月30日開放填寫。

• 於開放填寫期間，可隨時透過點選待辦事項

連結，進入修改內容。



年報問卷調查匯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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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查詢，系統會依照查詢條件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

各醫院僅可檢視自身
醫院填寫情形。



303

年報問卷調查匯出-2

• 設定下載資料區間
• 按匯出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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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



視覺化呈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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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THAS帳號權限者，可由THAS「視覺化圖表」連結
至「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NIDSS)」觀看「HAI」
視覺化資料



視覺化呈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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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307

可由左側選擇以「趨勢圖」、「動態地圖」及「比較圖」不同呈現介面觀看資料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血流感染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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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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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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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動態地圖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血流感染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
• 資料期間：2019Q1-2019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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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動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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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病房比較圖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血流感染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一般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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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相關感染監測-部位別感染密度比較圖
查詢條件：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314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中心導管
• 分析項目：感染密度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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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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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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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動態地圖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中心導管
• 分析項目：感染密度
• 病房種類別：全院
• 資料期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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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動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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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病房比較圖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中心導管
• 分析項目：感染密度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一般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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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性導管相關感染監測-感染密度與導管使用率比較圖

查詢條件：
• 監測項目：中心導管
• 分析項目：感染密度
• 病房種類別：加護病房
• 資料期間：2017-2019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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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操作

Q：我們醫院是透過交換中心傳送感染資料，是否仍然可以
使用線上版院感系統提供的報表 ？

A：1.可以，您可以使用院感系統線上版的任何一個功能

2.若要修改感染個案資料時，請由自己醫院端的系統修
改再重新上傳資料，以保持資料的一致性

Q：下載統計資料後，不知道解壓縮密碼？

A：解壓縮密碼為使用者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部分需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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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課程內容

第
一
場

PART 1
系統管理及維護

1.帳號相關(含帳號申請、權限變更、帳號清查…)
2.通報項目維護(含病房維護、菌種維護等…)

PART 2
HAI通報及查詢

含個案、月維護、手術個案等通報查詢及品質檢視

PART 3
AR通報及查詢

AR通報查詢功能及通報品質檢視

第
二
場

PART 4
THAS報表操作說明

1.AUR報表查詢
2.HAI報表查詢

PART 5
宣導事項

WebAPI概述等其他注意事項

PART 6
測驗

課後測驗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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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上傳通報
• 過去–防疫資訊交換平台

• 新增– API



醫院自動上傳通報資料

●防疫資訊交換平台(gateway)
●自109年起新增Web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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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自動上傳通報資料
● 通報機制

 請以WebAPI通報方式進行程式開發(停止以Gateway測試)

現行採用防疫資訊交換平台進行資料上傳之醫院，建議規劃期程進行

Web API程式開發

● 通報項目

 HAI通報模組：包含HAI感染個案、月維護及手術個案，開發

時需三項一起開發

 AUR通報模組：抗生素抗藥性管理

● WebAPI工作說明書

 HAI及AUR：已置於THAS系統登入頁之檔案下載區

 AUR：同步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傳染病與防疫專題>

抗生素抗藥性管理>抗生素抗藥性管理通報系統>資訊開發作

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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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ebAPI正式上線後，僅能於線上通報零通報，不能
再進行單筆或批次通報



HAI-API通報結果查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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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看各模組上傳資料狀態，若要查看該批號的錯誤資訊請點『詳』。

以下拉選單選擇要查看的通報項目



HAI-API通報結果查詢-2

328

• 系統會查出該批號所有的上傳資料，若要看詳細的錯誤資訊請點『詳』。



AR-API通報結果查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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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看上傳資料狀態，若要查看該批號的錯誤資訊請點『詳』。



AR-API通報結果查詢-2

330

• 系統會查出該批號所有的上傳資料，若要看詳細的錯誤資訊請點『詳』。



THAS系統及WebAPI-問題諮詢聯繫方式

問題諮詢窗口

1.可於【檔案下載區】中下載操作手冊。

2.建議將問題email至客服信箱
cdcthas@cdc.gov.tw 。

3.請於周一至五上班時間連絡系統服務窗口
(02)2784-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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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諮詢窗口

若有使用防疫資訊交換平台-監控網站相關問

題，請於周一至五上班時間連絡系統服務窗口

(02)2395-9825#3952 。

防疫資訊交換平台-問題諮詢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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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測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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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y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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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個案通報方式及機制

通報方式

通報項目
人工(Web端)

自動上傳

API Gateway

HAI個案 單筆通報
批次通報
(後蓋前)

批次通報
(重複取代)

月維護
批次通報
(後蓋前)

批次通報
(後蓋前)

批次通報
(重複取代)

110年1/4起：後蓋前

手術個案
(1)單筆通報
(2)批次通報

(重複取代)

批次通報
(後蓋前)

批次通報
(重複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