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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拔牙牙位更正作業說明 

一、 本署自費用年月 106年 4月份起，於醫療院所完成費用申報及受理作業後，

即啟動拔牙牙位比對勾稽作業，如發現所申報之拔牙牙位註資料已存在於本

署拔牙牙位資料庫，將以電子郵件通知醫療院所，並請於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以下簡稱 VPN)進行相關更正作業，且最後更正期限為該費用年月之申

報類別為送核案件之受理日期 +60日。 

 

二、 醫療院所向本署完成申報及受理作業後之相關費用申報資料，為本署據以核

付之依據，因此於本系統進行更正之牙位資料，不會變動原費用申報資料。 

三、 醫療院所收到本署 e-mail通知後，其處理步驟如下： 

1. 下載「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請參閱 p.3)。 

2. 依上述清單所列之重複牙位進行單筆更正(請參閱 p.6)或整批上傳更

正(請參閱 p.9)。 

提醒：欲於 VPN線上執行單筆或整批更正前，請先安裝「電子化專業審

查元件(請參閱 p.14)」，如無法於 VPN線上檢附病歷及相關舉證

資料，請向所屬分區業務組提出申請，俟表單上傳後，再由貴院

所至 VPN列印「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請參閱 p.3)」，並請

逐案書寫理由及檢附相關舉證資料以書面方式申請更正事宜。 

3. 查詢更正作業目前流程及狀態(請參閱 p.6)。 

4. 收到本署核定 e-mail通知後，可至 VPN查詢核定結果(請參閱 p.8)。 

 

 

費用
申報 

受理
作業 

拔牙牙位
資料比對 

有重複資料者，本署將以 e-mail通知 

(mail 內容及通知時程請參閱 p.13) 

註：僅針對恆牙(排除不明牙位 19、29、39、49 及 99)，且申報 92013C~92016C 及 92063C 之處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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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作業畫面操作步驟介紹 

一、 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 

【路徑】我的首頁 > 服務項目 > 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作業 

【操作說明】 

步驟一、點選「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後，即顯示如下查詢畫面： 

 

步驟二、依所需選擇「提供下載日期」之條件後，按查詢鍵，即顯示欲查詢之

資料，再針對所需資料點選「下載」鍵，即可完成。 

 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樣張請參閱 p21) 

 

 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書面申請專用，樣張請參閱 p22) 

 

 

 

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3501200000-13-10504-1-1050520_REA4100.REA.TXT 

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院所代號-醫事類別-費用年月-送核-申報日期_REA4100.REA.TXT 

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3501200000-13-10504-1-1050520_REA4101.REA.TXT 

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院所代號-醫事類別-費用年月-送核-申報日期_REA4101.REA.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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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下載備註說明： 

      為確保資訊安全，檔案於 VPN只保留兩週，超過兩週系統依保留日期出  

現不同的按鍵，若是兩週內的檔案，會出現「下載」或「加密下載」的按鈕 ，

若是超過兩週的檔案，會出現「申請」的按鈕。關於下載 、加密下載及申

請三種功能鍵鍵，分列說明如下： 

(1) 下載：系統會出現如下畫面，可選擇儲存此檔案的 ZIP 檔案於指定目

錄，也可選擇開啟 ZIP 檔案。  

 

 

 

 

 

(2) 加密下載：系統會出現如下畫面，可選擇儲存此檔案的 ZIP 檔案於指

定目錄，也可選擇開啟 ZIP 檔案，當要打開 ZIP 檔案時，系統會出現

如下之畫面，要求輸入當時加密的密碼，此密碼為當時下載檔案的使

用者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首碼英文一律使用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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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表示此檔案已進入系統申請程序，系統會提示如下訊息後，請

於次日至我的首頁的「下載捷徑專區」下載。 

 

 

 

(4) 登入後我的首頁的「下載捷徑專區」如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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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拔牙牙位單筆更正上傳及結果查詢 

【路徑】我的首頁 > 服務項目 > 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單筆更正上傳及結

果查詢 

【操作說明】 

步驟一、點選「拔牙牙位單筆更正上傳及結果查詢」後，即顯示如下查詢畫面： 

 

步驟二、輸入「費用年月起迄」(必填)、「身分證號」按查詢鍵，系統顯示查

詢結果，如下畫面。 

 

 

 

 

 

詳步驟三 

詳步驟四 

詳步驟七 

案件狀態說明: 

1.空白:表示尚未更正。 

2.檢核錯誤: 所上傳更正資料，經系統

檢核錯誤，請至「拔牙牙位相關檔案

下載」下載檢核錯誤報表(操作步驟

詳 p.3、樣張請參閱 p23)。 

3.處理中：已上傳更正資料，資料處理

中，尚未送審 

4.已送審:已送審未專審核定，此狀態

無法再進行更正上傳。 

5.補件：經專業審查後通知需再補送缺

漏之舉證資料，請於更正欄中按「更

正上傳」，重新檢附舉證資料(包含

原已檢附及缺漏之舉證資料) 

6.同意更正:專審核定同意。 

7.不同意更正:專審核定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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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點選「重複」，可查詢牙位重複明細資料： 

 

步驟四、針對欲更正之資料，於查詢結果畫面點選更正欄位之更正上傳進入該

筆更正上傳畫面，如下 

 

步驟五、選擇更正類別並輸入更正牙位及更正說明後，再加入舉證資料，於上

傳畫面加入附件檔案，請按瀏覽鍵，選取上傳之檔案。按加入鍵。下

拉選取「檔案類型」、「文件分類」。 

如需再加入其他附件檔案，請重複上述步驟；若要將已加入之檔案移除，

按刪除鍵刪除該筆檔案資料。 

步驟六、最後按上傳鍵，完成牙位相關更正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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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查詢更正資料上傳後之處理流程及核定結果： 

請重複步驟二，即可查詢每筆個案之處理階段，點選案件狀態中「已

送審」、「同意更正」或「不同意更正」，即出現對話方塊顯示該筆

個案之送審日期、核定日期及不同意更正理由等資訊。 

 

 

 

 

 

 

 

 

 

不同意更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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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拔牙牙位批次更正上傳 

【路徑】我的首頁 > 服務項目 > 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批次更正上傳 

【操作說明】 

步驟一、點選「拔牙牙位批次更正上傳作業」後，即顯示如下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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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附加檔案檔案類別不可重複，檔案類別必須包含 XML及 ATT，新增附

加檔案畫面如下： 

 

步驟三、按上傳功能鍵，將資料送出。 

若要清除已輸入資料時，請按清除功能鍵，畫面中服務機構所填載全部欄

位內容將全數清除，並重新帶出各欄位之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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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拔牙牙位更正案件上傳紀錄查詢 

【路徑】我的首頁 > 服務項目 > 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更正案件上傳紀錄

查詢 

【操作說明】 

針對拔牙牙位單筆更正上傳或拔牙牙位批次更正上傳之資料，系統將進行初步處

理與解析，其處理結果可至「拔牙牙位更正案件上傳紀錄查詢」進行查詢。 

步驟一、點選「拔牙牙位更正案件上傳紀錄查詢」後，即顯示如下查詢畫面： 

 

查詢鍵值(鍵值一~三)必須擇一選取。所選查詢鍵值之查詢條件皆為必填。 

鍵值一: 上傳日期起、上傳日期迄。 

鍵值二: 費用年月起、費用年月迄。 

鍵值三: 身分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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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輸入查詢條件按查詢鍵，顯示查詢結果如下 

 

 

步驟三、若院所上傳之更正資料經系統初步處理與解析錯誤者，案件狀態則會

呈現檢核錯誤，院所可至「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下載檢核錯誤報

表(操作步驟詳 p.3、樣張請參閱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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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mail通知院所時間及內容 

經比對後，如發現所申報之拔牙牙位資料已存在於本署拔牙牙位資料庫，將

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mail寄發時程及訊息內容如下 ： 

 第 1次通知：於醫療院所完成費用申報及受理作業後，即啟動拔牙牙位重

複勾稽作業，有重複者 

 第 2次稽催時間：第 7天(考量院所準備相關病歷資料所需時間) 

 第 3次稽催時間：第 14天(比照費用抽樣資料準備時間) 

 第 15天以後為每日稽催，截至該費用完成核定時。 

 核定結果通知 

Mail類別 Mail內容 
第1次通
知 

一、 貴院  年  月份之拔牙牙位申報資料，經與本署資料庫比對後，
發現所申報之牙位已拔除，本署業於  年  月  日將上述明細資
料，傳送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請貴院所儘速登錄後，
下載「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路徑：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並於「拔牙牙位單筆更正及結果查
詢」作業畫面中，逐案鍵入說明理由及提供相關舉證資料。 

二、 本系統之操作手冊，請於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下載專區 (服
務項目：拔牙牙位更正作業、檔名：拔牙牙位更正作業使用者手
冊)下載參閱。 

第2次
(含)以後
通知 

一、 貴院   年  月份之拔牙牙位申報資料，經與本署資料庫比對
後，發現所申報之牙位已拔除，本署業於  年  月  日將上述明
細資料，傳送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請貴院所儘速登錄
後，下載「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路徑：拔牙牙位更正系
統 > 拔牙牙位相關檔案下載)」，並於「拔牙牙位單筆更正及結
果查詢」作業畫面中，逐案鍵入說明理由及提供相關舉證資料。 

二、 本系統之操作手冊，請於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下載專區 (服
務項目：拔牙牙位更正作業、檔名：拔牙牙位更正作業使用者手
冊)下載參閱。 

三、 本次為第     次再次通知。 
核定通知 貴院     年     月份之申請拔牙牙位更正資料，業

於      年     月     日傳送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路徑：
拔牙牙位更正系統 > 拔牙牙位單筆更正即結果查詢)，請登錄後查詢
核定結果。 

通知需再
提供個案
相關舉證
資料 

貴院於     年     月     日檢送     年     月份(費用年月)之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經專業審查後通知，需請貴院所於10日內再補提
供如下個案之資料。 
醫事

類別 

費用年

月 

申報

類別 
申報日期 

案件

分類 

流水

號 

身分

證號 

醫令

序號 

牙

位 
需再補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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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如何檢查是否已安裝「電子化專業審查系統」及安裝元件說

明 

院所端若已有使用電子化專業審查系統「事前審查」與「醫療費用申報之

費用抽審案件送審作業」新版網頁作業項目，則不須重新安裝新版醫療資料傳

輸共通介面 API(UI版)及 IE瀏覽器設定；若不曾使用上述作業項目，請先參閱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入口網站 https://medvpn.nhi.gov.tw/)首頁左

側「下載專區」服務項目「電子化專業審查系統」新版相關操作手冊，安裝新

版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 API(UI版)及執行相關 IE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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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拔牙牙位更正批次上傳檔案格式(XML)說明 

1. 批次檔案類型格式為 XML 檔(副檔名為.xml)。 

2. 批次檔案名稱不支援中文、不可包含特殊符 

3. 英文字母、數字、底線皆為半型。 

4. 批次檔案內容需採用健保署提供之 XML格式。 

 

 單一附件檔 DICOM影像檔命名方式為： 

  請填 DICOMDIR，請參考[表-3牙位更正上傳資料欄位說明]之備註說明填寫。 

  (DICOM影像需要符合 DICOM V3.0 規範，檔案打包需符合 DICOMDIR格式。) 

 

 單一附件檔一般檔案命名方式為： 

  案件編號(16碼)_檔案序號(2碼).附檔名 

  範例:2016092300000001_01.pdf 

 

 

批次檔之檔案命名規則：檔案類別(3碼)醫事機構代號(10碼)_案件編號(16碼).副檔名。  

說明如下：  

檔案類別：XML、ATT、DCF、EMR。  

XML＝申請主檔，XML格式檔案。 

DCF＝DICOMDIR，以 MSCAB 或 7zip壓縮成一個檔案。 

ATT＝非 DICOM的其他附件，以 MSCAB或 7zip壓縮成一個檔案。 

EMR＝電子病歷，以 MSCAB 或 7zip壓縮成一個檔案。 

醫事機構代號：登入之帳號。  

案件編號：系統日期(YYYYMMDD)+流水號(8)。  

副檔名：.XML或.CAB(壓縮檔)或.7z(壓縮檔)。  

 

範例： 

1.XML(申請主檔)，檔名範例。 

   XML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XML 

    

 2. DCF(dicom影像檔)，壓縮檔檔名範例。 

   DCF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CAB  

   DCF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7z 

    

 3.ATT(附件檔)，壓縮檔檔名範例。 

   ATT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CAB 

   ATT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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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MR(電子病歷檔)，壓縮檔檔名範例。 

   EMR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CAB 

   EMR3501200000_2016101000000001.7z 

    

 

.CAB 壓縮方式說明： 

   請採用 Microsoft Cabinet Software(MSCAB)進行壓縮包檔。 

.7z 壓縮方式說明：請以 7zip 進行壓縮包檔。 

 

備註 1：為減少讀卡機認證加簽次數，本署已新增接收處理.zip壓縮檔，醫療院所可將欲上傳之檔

案依檔名格式打包成.zip 壓縮檔(僅適用批次上傳作業方式)。 

檔名格式: (醫事機構代碼)_(系統日期)_(序號).zip 

例 : 3501200000_1050101_001.zip 

 

備註 2: 可上傳之單一附檔種類如下 

檔案格式 說明 

EMR 電子病歷檔案 

DICOM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數位醫學影像資料 

TEXT(RTF) Format Text data 

GIF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 image file 

JPEG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image file 

PICT PICT format image file 

TIFF TIFF image file 

BMP Bitmap image file 

PDF PDF document format file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file 

TXT Text Format file 

DOC/DOCX Document File for Microsoft-Word 

MPEG 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 media file 

 

備註 3：檔案類別對應之檔案格式如下 

檔案纇別 檔案格式 

XML XML 

DCF DICOM 

ATT 
TEXT(RTF)、GIF、JPEG、PICT、TIFF、BMP、PDF、HTML、TXT、DOC/DOCX、

MPEG、 

EMR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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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資料格式架構說明 

(1) XML申報格式 

宣告語法 

共同宣告標籤必須寫在檔案最前面，不論上傳資料的筆數，只需填寫一次，其代表以下全

部為上傳內容，不可省略，上傳版本為 1.0，採 BIG5 字集的中文編碼，宣告寫法如下表。 

XML共同宣告語法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申報基本標籤 

上傳 XML格式必要填寫的基本標籤如下表： 

 XML申報格式必填的標籤 

須依拔牙牙位更正對應申報類型標籤，如下表，使用此標籤包含申報所有資料。 

 
表-1 拔牙牙位更正根元素之語法 

申報類型 個別宣告 

拔牙牙位更正 <dentalrec> 
 

 申報拔牙牙位更正個案資料標籤：拔牙牙位更正資料標籤，透過<cdata>區隔。 

 申報拔牙牙位更正附件檔資料標籤：拔牙牙位更正附件檔資料標籤，透過

<fdata>區隔。 

 申報基本標籤：上傳 XML格式必要填寫的基本標籤如下表。 

 
表-2 拔牙牙位更正申報格式必填的標籤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共同宣告語法 

<dentalrec> 拔牙牙位更正申報類型開始標籤 

 <cdata>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開始標籤 

   <c循序號></c循序號>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標籤 

 </cdata>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結束標籤 

 <fdata> 第 n筆附件檔資料開始標籤 

     <f循序號></f循序號> 附件檔資料標籤 

 </fdata> 第 n筆附件檔資料結束標籤 

</dentalrec> 拔牙牙位更正申報類型結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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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牙位更正上傳資料欄位說明 

項

次 

必要

性 
欄位 ID 資料名稱 格式 說明 

1.  ＊ c1 醫事機構代碼 X（10） 文數字 

2.  ＊ c2 費用年月 X（5） 民國年月（YYYMM） 

3.  ＊ c3 申報類別 X（1） 1:送核 2:補報 

4.  ＊ c4 申請/申報日期 X（8） 西元年（YYYYMMDD） 

5.  ＊ c5 案件分類 X（2） 文數字 

6.  ＊ c6 流水號 9（6） 數字 

7.  ＊ c7 醫令序號 9（3） 數字 

8.  ＊ c8 牙位 X ( 2 ) 文數字 

9.  ＊ 
c9 更正牙位 9（2） 數字(若更正類別填 2、3時，則此欄位填原

申報牙位) 

10.  ＊ c10 

更正類別 X( 1 ) 1:原申報資料有誤 

2:原申報資料無誤 

3:處置誤報。 

11.   c11 更正說明 X(2000) 更正類別填 1時，此欄位必填。 

12.   f1 檔案名稱 X（40） 單一附件檔案名稱(含副檔名) 

13.   f2 

檔案類型 X（3） ATT:非影像之附件檔 

DCF:影像檔 

EMR:電子病歷檔 

14.   f3 

文件分類 X ( 1 ) A：病歷本文(含基本資料、醫護診斷及圖檔

等)  

B：檢查檢驗報告(影像類)  

C：檢查檢驗報告(非影像類)  

D：其他書類(附件類) 

【備註說明】 

＊：代表必填欄位。 

X：文字格式。 

9：數字格式。 

 

單一附件檔 填寫範例如下。 

其中藍色標示部分為 DICOM 檔案填寫方式，「附件檔名」標籤<f1>必需填入" DICOMDIR"、「檔

案型態」標籤<f2>為" DICOM"、「檔案所屬分類」標籤<f3>為"DCF"。： 

 

<fdata> 

<f1>2016092300000001_01.pdf</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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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必要

性 
欄位 ID 資料名稱 格式 說明 

<f2>ATT</f2> 

<f3>D</f3> 

        </fdata> 

<fdata> 

<f1>2016092300000001_02.txt</f1> 

<f2>ATT</f2> 

<f3>D</f3> 

</fdata> 

<fdata> 

<f1>2016092300000001_03.xml</f1> 

<f2>EMR</f2> 

<f3>A</f3> 

</fdata> 

<fdata> 

<f1>DICOMDIR</f1> 

<f2>DCF</f2> 

<f3>B</f3> 

        </f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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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上傳資料格式說明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宣告格式 

<dentalrec> 拔牙牙位更正申報類型開始標籤 

 <cdata>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開始標籤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內容(c1~c11)  

 </cdata> 拔牙牙位更正資料結束標籤 

  <fdata> 第 1筆附件檔開始標籤 

    ＊附件檔資料內容(f1~f3)  

   </fdata> 第 1筆附件檔結束標籤 

︰ ︰ 
︰ ︰ 
︰ ︰ 

   <fdata> 第 n筆附件檔開始標籤 

    ＊附件檔資料內容(f1~f3)  

   </fdata> 第 n筆附件檔結束標籤 

</dentalrec> 拔牙牙位更正申報類型結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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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1) 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拔牙牙位輸入錯誤更正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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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 

 

 

 

 

 

 

 

 

 

 

 

 

 

 

 

 

 

 

 

 

 

 

 

 

 

 

 

 

                                  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                                        

院所代號:XXXXXXXXX   院所名稱:XXXX 診所   費用年月:105/08   申報類別:1 送核   申報日期:105/09/06  件數序號/總顆數 :1/5  

====================================================================================================================== 

  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前次申報資料                               本次申報資料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醫令代碼  牙位   案件分類  流水號  就醫日期   醫令序號  醫令代號  牙位    

---------------------   -----------------------------------   -------------------------------------------------------- 

Y120##****  049/12/21   他院      104/01/12  92013C    26     19        000469  105/08/11     00002  92013C    26      

 

                          更正資料說明                                                  健保署核定                     

更正類別代碼        理由                                檢附資料                        審查結果                       

------------------- ---------------------------------------------------- --------------------------------------------- 

□１，請填入正確牙位                                      □病歷           □同意                                      

□２                                                      □X 光            □不同意，理由：                            

□３                                                      □其他：                                                     

 

 

---------------------------------------------------------------------------------------------------------------------  

※更正類別代碼：1：本次申報牙位資料有誤（例如：此次申報非該牙位等） 2：本次申報牙位資料無誤 3：本次申報牙位資料處置    

                誤報(例如：此次申報之該牙位處置誤報)，請務必另行函文給所屬分區業務組，以利後續處理。                   

※注意事項：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暨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等規定應檢送資料   

            ，所送病歷或診療相關證明文件以複製本或電子資料送審者，應與正本相符，且檢送審查資料與病歷內容應清晰、詳實   

            、完整。                                                                                                   

            (1)審查所需之 X 光片及病歷資料，其病歷首頁複製本應含牙醫門診初診日期及至少 6 個月之病歷複製本，6 個月內無看診   

               紀錄者，需接續上次看診紀錄，不論半年內是否有就診紀錄，一律附足該筆病歷回推半年前的最後一筆資料，並請將  

               同ㄧ個案集中裝訂。                                                                                      

            (2)每筆個案資料裝訂順序為拔牙牙位資料更正清單、病歷首頁、病歷影本及相關資料。                              

 

 

 

 

 

醫事機構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１７號８樓                                                 複核        初核        審查委員            

負責醫師：   XXX                                                                                                          

 

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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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核錯誤報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