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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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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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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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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檔
資料內容舉例
1.醫事機構基本資料檔
2.醫事人員基本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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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樣檔

特定主題分檔

承保抽樣歸人檔

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
檔（DD）
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清單
明細檔（DO）
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CD）
門診處方醫令明細檔
（OO）
承保資料檔（ID）
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明
細檔（GD）
特約藥局處方及調劑醫

令檔（GO）

資料內容舉例
1.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
2.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清單明細檔
3.承保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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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系統抽樣檔/特定主題分檔
/承保抽樣歸人檔之母檔種類

3 G58,061,7931362ID
4 G62,450,7921175GO
1 G15,306,86522130GD

126 G1,420,730,7441395OO
61 G288,549,89737209CD
11 G151,833,8681379DO
1 G2,814,98670424DD

檔案大小紀錄數變項數目資料寬度
(byte)

檔案名稱

ID之紀錄數與檔案大小為民國89年資料，
其餘檔案為民國90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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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OO

CD
DO

GDGO

各類母檔種類圖示：
寬度代表變項數的數目
長度代表紀錄數的多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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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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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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樣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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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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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樣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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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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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抽樣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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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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OO

抽樣比率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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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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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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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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保資料檔•精神疾病住院病患歸人檔

DD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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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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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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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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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_CD1996
˜R01_CD2002CD抽樣歸人檔

DD

OO

DO

ID 

GD

GO

從2,000年所有被保險人中
隨機抽樣50,000人

ID2000
R01_OO1996
˜R01_OO2002

R01_DD1996
˜R01_DD2002

R01_DO1996
˜R01_DO2002

R01_GD1996
˜R01_GD2002

R01_GO1996
˜R01_GO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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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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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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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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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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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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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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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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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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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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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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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申請

凡申請特殊需求所製成之資料檔，國衛院
得於該資料檔完成兩年後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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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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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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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申請

審查程序：申請案經申請人依申請程序向本院提
出，由本院業務權責單位進行申請資格及程序之
行政審查。行政審查通過後再由本院專家諮詢審
查工作小組進行專家審查。

審查重點：申請案之審查重點為預期機器使用時
間（包含資料讀量及擷取條件之複雜程度），其
他考量事項包括研究目的及主題、資料擷取條件
說明之詳細程度、該研究計畫是否得到相關機構
支助、預期貢獻及是否願意在日後由本院提供給
其他研究者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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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資料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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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要點
收費要點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文獻收集

活動資料

申請流程
申請資料

非學術研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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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術研究類收費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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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申請假想範例

擷取民國86－90年台灣地區所有先天畸形新生兒
（congenital anomalies， ICD-9=740-759）住院醫
療費用清單明細以及相對應之住院醫療費用醫令
清單明細。

此擷取條件必須利用民國86-90年之DD檔與DO
檔，其中DD檔共有5G ，而DO檔共有51G。

學術研究類費用：(5+51)G× NT200/G=NT 11,200
非學術研究類費用：(5+5+51)G× NT800/G =NT 
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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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全民健康保險學術研究資料庫網站提供了
自2001年以來使用該資料庫的研究題目、報
告與期刊論文。
(http://www.nhri.org.tw/nhird/talk_05.htm)。
使用現行所提供的各類資料庫內容都有些
細微的技巧性問題，建議使用者應該深入
了解各類資料庫擷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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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疾病住院病患歸人檔（PIMC ）
(一套4片)」為例
自1996年至2001年之「全民健保住院醫療費用清
單明細檔，簡稱DD檔」)中擷取出符合以下2條件
之每一筆住院資料：

1.「就醫科別」為精神科（代碼為13）
2.「診斷代碼」之ICD_9CM前三碼為290至319之任
一項或A-code為A210至A219之任一項
就上述之每一筆住院資料中擷取其已轉碼之身份
證統一編號，共得91,104個不同的ID。
再將這91,104個ID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保
研究資料庫」1996年至2002年所有之就醫資料擷
取出來，得到P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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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神疾病住院病患歸人檔（PIMC ）
(一套4片)」為例（續）

根據1996-2001的住院資料，假設一個人在
2001年因為精神疾病而「首次」住院，則此
人將被包括於此資料庫之91,104名精神疾病
病患之中。以下2個問題值得討論：

1.此病人是否為新發生個案？
2.此病人在「首次」住院前（1996-2000）的所
有門住診資料，包括用藥等醫令資料是否
可視為精神疾病病患之醫療利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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