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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銷案作業檢核表 
 
完成治療銷案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個案已確診 □是 □否  
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資料完整且登錄 □是 □否  
DOTS 個案資料完整，並已完成都治中斷作業（未加入都治者仍
應維護是否加入 DOT 及核定日） 

□是 □否  

個案已停止抗結核藥物治療 □是 □否  
智慧關懷卡、治療結果調查表之親自診療醫師簽註「完治」或健
保品質支付專案宣告「完治」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錄，
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追蹤複查痰液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不適用 
治療處方符合「結核病診治指引」之標準處方 □是 □否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3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其他完治/其他（視同結果失落）銷案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個案已確診 □是 □否 
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資料完整且登錄 □是 □否 
DOTS 個案資料完整，並已完成都治中斷作業（未加入都治者仍
應維護是否加入 DOT 及核定日） 

□是 □否 

個案已停止抗結核藥物治療 □是 □否 
智慧關懷卡治療結果調查表之親自診療醫師簽註「完治；可停止
抗結核藥物」或健保品質支付專案宣告「其他完治」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
錄，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追蹤複查痰液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經諮詢委員會病例討論，確認個案無須繼續醫療、管理，回復單
上傳 TB系統 

□是 □否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3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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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診斷銷案-醫師診療排除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DOTS 個案資料完整，並已完成都治中斷作業（未加入都治者應
維護是否加入 DOT 及核定日） 

□是 □否  

個案已停止抗結核治療 □是 □否  
1. 智慧關懷卡或治療結果調查表之親自診療醫師簽章，簽註「排

除診斷」或健保品質支付專案宣告「排除」或 
2. 經診療醫師或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病例討論，確認個案無須繼

續醫療、管理，其回復單已上傳 TB系統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
錄，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各類檢驗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9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排除診斷銷案-NTM/BCG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DOTS 個案資料完整，並已完成都治中斷作業（未加入都治者應仍
維護是否加入 DOT 及核定日） 

□是 □否  

個案已停止抗結核治療 □是 □否  
以 NTM 排除診斷 
1. 菌株鑑定為 NTM 
2. 智慧關懷卡或治療結果調查表之親自診療醫師簽章，簽註

「NTM 排除診斷」或健保品質支付專案宣告「排除」或 
3. 經診療醫師及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病例討論，確認個案無須繼

續醫療、管理結核病，其回復單已上傳系統 

□是 □否  

以 BCG 排除診斷 
1. 菌株經疾管署鑑定為「M. bovis BCG」 
2. 雖無 BCG 鑑定結果但臨床醫師仍高度懷疑屬 BCG 疫苗不良反

應（同側腋下淋巴結腫大或接種部位局部病兆），於智慧關懷卡
或治療結果調查表之親自診療醫師簽章，簽註「BCG 排除診斷」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錄，
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其他各類檢驗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9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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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銷案-管理過程中死亡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資料完整且登錄 □是 □否 
DOTS 個案資料完整，並已完成都治中斷作業（未加入都治者應
仍維護是否加入 DOT 及核定日）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
錄，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追蹤複查痰液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不適用 
TB系統已有「衛生福利部死因登錄系統」之死亡原因資料或 TB
系統已上傳死亡診斷書  □是 □否 

未確診死亡個案提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討論，回復單上傳 TB系統 □是 □否 □不適用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9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死亡銷案-通報後即死亡 / 死亡補通報 是否符合 
個案管理訪視記錄完整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資料完整且登錄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
錄，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TB系統已有「衛生福利部死因登錄系統」之死亡原因資料或 TB
系統已上傳死亡診斷書  □是 □否 

未確診者已提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討論，回復單亦上傳 TB系統 □是 □否 □不適用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9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轉出銷案 是否符合 
已完成系統收案訪視調查表 □是 □否 
管理之訪視/副作用評估記錄完整（每月至少一筆） □是 □否 
就醫日誌完整 □是 □否 

確診個案接觸者追蹤資料完整且登錄 □是 □否 
初次胸部 CXR 檢查、痰塗片及培養、鑑定與藥敏結果皆已登錄 □是 □否 □不適用 
肺外結核個案已完成肺外註記，並將肺外病理檢驗結果確實登錄，
病理報告亦完成 TB系統上傳 

□是 □否 □不適用 

追蹤複查痰液結果皆已完成維護 □是 □否 □不適用 
尚未確定診斷者已提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討論，回復單亦上傳 TB
系統 □是 □否 □不適用 

完成跨國轉介作業 □是 □否 □不適用 
移民/遣送檢附出境證明，或遠洋漁船出國者衛生局疾管科股長以
上核准簽章證明 □是 □否 

銷案作業時間符合 90 日曆天期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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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案項目/證明文件 「結束治療日」 
應登錄日期 銷案 期限 銷案作業處理說明 

一、完治銷案 

醫囑先停藥後，親自診療醫師
簽署「完治」於智慧關懷卡或
治療結果調查表 

個案依醫囑停止用藥日 
結束治療日
後 30 日曆
天 

醫囑停藥後儘速取得醫師簽署
證明，若有特殊情況，如：等待
檢驗報告時間，致使超過 30 日
曆天，應書面註明於護理紀錄
上，並不予納入延遲銷案 

親自診療醫師先簽署「完治」
於智慧關懷卡或治療結果調查
表，之後醫囑停藥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後，由親
自診療醫師簽署回覆單同意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會議後應
儘速取得醫師同意證明 

二、排除診斷銷案－醫師診療判定 
醫囑先停藥後，親自診療醫師
簽署「排除診斷」於智慧關懷
卡或治療結果調查表 診療醫師簽署「排除診斷」

日期 

結束治療日
後 90 日曆
天 

應書面註明於護理紀錄上 

親自診療醫師先簽署「排除診
斷」於智慧關懷卡或治療結果
調查表，之後醫囑停藥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後，由親
自診療醫師簽署回覆單同意 

1. 親自診療醫師簽署同意
病例討論「排除診斷」日 

2. 病例討論會議決議「排除
診斷」日：於病人無主要
診治醫師（如：原診治醫
師只通報並未持續診治
之情形）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會議後應
儘速取得醫師同意證明 

三、排除診斷銷案－NTM（含「BCG」） 
醫囑先停藥後，親自診療醫師
簽署「排除診斷」於智慧關懷
卡或治療結果調查表 

診療醫師簽署「排除診斷」
日期 

結束治療日
後 90 日曆

天 

 

親自診療醫師先簽署「排除診
斷」於智慧關懷卡或治療結果
調查表，之後醫囑停藥 

診療醫師簽署「排除診斷」
日期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後，由親
自診療醫師簽署回覆單同意 

3. 親自診療醫師簽署同意
病例討論「排除診斷」日
期 

4. 病例討論會議決議「排除
診斷」日：於病人無主要
診治醫師，如：原診治醫
師只通報並未持續診治
之情形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會議後應
儘速取得醫師同意證明 

四、死亡銷案 （管理過程中死亡、通報即死亡、死亡後補通報） 

死亡診斷書 
個案死亡日 

結束治療日
後 90 日曆

天 

個案死亡後若尚未能確診，因等
待檢驗報告時間，致使超過 90
日曆天，應書面註明於護理紀錄
上，並不予納入延遲銷案 系統已有死亡註記 

五、轉出銷案  
移民、遣送、遠洋漁船出國，
檢附衛生局疾管科股長以上核
准簽章證明 個案出境日期 

結束治療日
後 90 日曆

天 

 

出境證明  
六、其他完治、其他原因銷案 

病例討論回復單 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判定
日 

結束治療日
後 30 日曆

天 
  

註：1.醫師簽署回復單之取得應於諮詢委員病例討論會後 14 日曆天內完成。 
    2.診療醫師不同意病例討論結果時，循「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病例討論作業執行。 
    3.移民個案出境後 14 日曆天內應告知疾病管制署，以利通知移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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