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標代碼 指標名稱 要素代碼 要素名稱 要素說明 備註

Neo-BSI-01
新生兒中心導管相關之血

流感染率
NeoBsi.E2

新生兒中心導管使

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綜合急性照護

單位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

多條)新生兒人數，逐日加上

當月每天有放置中心導管(一

條或多條)新生兒數

Neo-BSI-01
新生兒中心導管相關之血

流感染率
NeoBsi.E4

新生兒中心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

(CLABSI)次數

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新生兒依台

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發佈侵入

性醫療裝置相關感染判定標準

，認定為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CLABSI)的感染次數

Neo-BSI-02 新生兒中心導管使用率 NeoBsi.E1 新生兒住院人日

每個月第一天住在綜合急性照

護單位的新生兒住院人數，逐

日加上當月每天的住院新生兒

人數。當日進出入院的新生兒

也應算為一個住院人日

Neo-BSI-02 新生兒中心導管使用率 NeoBsi.E2
新生兒中心導管使

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綜合急性照護

單位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

多條)新生兒人數，逐日加上

當月每天有放置中心導管(一

條或多條)新生兒數

Neo-MortD-01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500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1.1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的

入院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以

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1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500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1.2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死

亡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以

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1.1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的

入院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以

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1.2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死

亡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以

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2.1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2.2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3.1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1~03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3.2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2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

≦出生體重≦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2.1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2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

≦出生體重≦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2.2

直接入院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3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

≦出生體重≦9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3.1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3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

≦出生體重≦9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3.2

直接入院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4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2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4.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4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2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4.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4~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4.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4~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4.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4~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5.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4~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5.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25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5.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5

直接入院新生兒(125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5.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6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1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6.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6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1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6.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6.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6.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7.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7.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8.1

直接入院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6~08

直接入院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8.2

直接入院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7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

克≦出生體重≦1999公克)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7.1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7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

克≦出生體重≦1999公克)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7.2

直接入院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8

直接入院新生兒(20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8.1

直接入院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D-08

直接入院新生兒(20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8.2

直接入院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09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2500公克)死亡率(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9.1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2500公克)

入院人次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出生體重≧2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D-09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生體

重≧2500公克)死亡率(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D.E9.2

直接入院新生兒(出

生體重≧2500公克)

死亡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6）

，出生體重≧2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1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500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1.1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的

入院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1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500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1.2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

死亡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1.1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的

入院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1.2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500公克)

死亡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且出生體重＜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2.1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2.2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3.1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1~03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3.2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2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

≦出生體重≦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2.1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2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

≦出生體重≦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2.2

他院轉入新生兒

(500公克≦出生體

重≦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500公克≦出生體重≦74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3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

≦出生體重≦9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3.1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3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

≦出生體重≦9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3.2

他院轉入新生兒

(750公克≦出生體

重≦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750公克≦出生體重≦999公

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

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4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2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4.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4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2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4.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4~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4.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4~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4.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000公克≦出生體

重≦12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000公克≦出生體重≦12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4~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5.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4~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00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5.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25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5.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5

他院轉入新生兒(1250公克

≦出生體重≦1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5.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250公克≦出生體

重≦1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250公克≦出生體重≦1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6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1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6.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6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174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6.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6~08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6.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6~08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6.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500公克≦出生體

重≦174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500公克≦出生體重≦174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6~08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7.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6~08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7.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6~08

他院轉入新生兒(15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8.1

他院轉入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7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

克≦出生體重≦1999公克)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7.1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7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

克≦出生體重≦1999公克)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7.2

他院轉入新生兒

(1750公克≦出生體

重≦19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1750公克≦出生體重≦19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8

他院轉入新生兒(20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8.1

他院轉入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 入院

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入院人

次

Neo-MortT-08

他院轉入新生兒(2000公克

≦出生體重≦2499公克)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8.2

他院轉入新生兒

(2000公克≦出生體

重≦2499公克)死亡

人數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2000公克≦出生體重≦2499

公克的28天以下新生兒在院死

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09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2500公克)死亡率(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9.1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2500公克)

入院人次

符合他院轉入（收案方式7）

，出生體重≧2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入院人次

Neo-MortT-09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生體

重≧2500公克)死亡率(含

病危自動出院)

NeoMortT.E9.2

他院轉入新生兒(出

生體重≧2500公克)

死亡人數

符合直接入院（收案方式7）

，出生體重≧2500公克的28天

以下新生兒在院死亡人數(含

病危自動出院)

NI-UE-01
新生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

中心導管滑脫事件
NiCE.E4

新生兒加護病房中

心導管使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新生兒加護病

房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多

條)病人數，逐日加上當月每

天新生兒加護病房有放置中心

導管(一條或多條)病人數。

NI-UE-01
新生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

中心導管滑脫事件
NiUe.E1

非計畫性中心導管

滑脫事件數

病人於新生兒加護病房住院期

間，非依照照護計畫，中心導

管自插管部位滑脫的事件數

NI-UE-02
新生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

氣管內管滑脫事件
NiUe.E2

氣管內管留置人日

數

在計算裝置使用日時，一個使

用氣管內管的新生兒加護病房

病人算一個使用日



NI-UE-02
新生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

氣管內管滑脫事件
NiUe.E3

非計畫性氣管內管

滑脫事件數

病人於新生兒加護病房住院期

間，非依照照護計畫，氣管內

管自插管部位滑脫的事件數。

包含病人自行拔除氣管內管，

或者在日常護理或轉送病人時

，意外地滑脫氣管內管。

Ped-ED-01
兒科急診病人留觀大於24

小時比率
PedED.E1 兒科急診留觀人次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

符合留觀定義的病人人次

Ped-ED-01
兒科急診病人留觀大於24

小時比率
PedED.E1.1

兒科急診病人留觀

大於24小時人次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於

急診留觀停留>24小時的人次

Ped-ED-02
兒科急診病人24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2 兒科急診總人次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總

人次（不含掛號後退掛人次）

Ped-ED-02
兒科急診病人24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3

兒科急診病人於急

診死亡的人數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

就診後被診斷為死亡的病人人

數

Ped-ED-02
兒科急診病人24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4

兒科急診病人24小

時（含）急診返診

總人次

前次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急

診病人返診，且其返診距上次

離開急診時間在24小時（含）

內之總人次

Ped-ED-02
兒科急診病人24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4.1

兒科急診病人24小

時（含）內非相關

性急診返診人次

前次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急

診病人，在24小時（含）內因

非相關性急診返診人次

Ped-ED-03
兒科急診病人72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2 兒科急診總人次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總

人次（不含掛號後退掛人次）

Ped-ED-03
兒科急診病人72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3

兒科急診病人於急

診死亡的人數

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病人，

就診後被診斷為死亡的病人人

數

Ped-ED-03
兒科急診病人72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5

兒科急診病人72小

時（含）急診返診

總人次

前次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急

診病人返診，且其返診距上次

離開急診時間在72小時（含）

內之總人次

Ped-ED-03
兒科急診病人72小時內相

關性急診返診
PedED.E5.1

兒科急診病人72小

時（含）內非相關

性急診返診人次

前次急診掛號科別為兒科的急

診病人，在72小時（含）內因

非相關性急診返診人次

Ped-Fall-01 兒童病房跌倒發生率 PedCE.E1 兒童病房住院人日

每個月第一天的兒童病房住院

人數，逐日加上當月每天的住

院人數。當日入住兒童病房後

於同一天直接由兒童病房出院

的病人也應算為一個住院人日

Ped-Fall-01 兒童病房跌倒發生率 PedFall.E1
兒童病房跌倒總事

件數

兒童病房病人監測月份發生跌

倒之總事件數

Ped-Mort-01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
一個月至十七歲死

亡人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1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
一個月至十七歲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人

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往

生人數

Ped-Mort-01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3

一個月至十七歲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病

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人

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01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4

一個月至十七歲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2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不含

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
一個月至十七歲死

亡人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2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不含

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
一個月至十七歲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人

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往

生人數

Ped-Mort-02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不含

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3

一個月至十七歲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病

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人

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02

一個月至十七歲（＜18

歲）住院總死亡率(不含

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4

一個月至十七歲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一個月至十七歲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3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5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死亡人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

病人人數

Ped-Mort-03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6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病危自動出院

人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

臨死亡，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

自動出院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03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7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違反醫囑(AAD)

自動出院總件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

堅持離院的病人人次（如轉院

病人人次）

Ped-Mort-03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8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直接出院

(MBD)的總件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同意出院

(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4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

出院)

PedMort.E5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死亡人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

病人人數

Ped-Mort-04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

出院)

PedMort.E6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病危自動出院

人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

臨死亡，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

自動出院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04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

出院)

PedMort.E7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違反醫囑(AAD)

自動出院總件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

堅持離院的病人人次（如轉院

病人人次）

Ped-Mort-04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兒童住

院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

出院)

PedMort.E8

一個月至一歲以下

兒童直接出院

(MBD)的總件數

29天以上新生兒至1歲以下兒

童住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

監測月份經醫師同意出院

(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5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0

一歲至四歲兒童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

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

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05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1

一歲至四歲兒童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

的病人人次（如轉院病人人

次）

Ped-Mort-05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2

一歲至四歲兒童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同意出院(MBD)的病人

人次



Ped-Mort-05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9

一歲至四歲兒童死

亡人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6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10
一歲至四歲兒童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

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

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06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11

一歲至四歲兒童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

的病人人次（如轉院病人人

次）

Ped-Mort-06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12

一歲至四歲兒童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同意出院(MBD)的病人

人次

Ped-Mort-06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院

死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

院)

PedMort.E9
一歲至四歲兒童死

亡人數

一歲（含）至四歲兒童住在綜

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

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7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3

五歲至九歲兒童死

亡人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7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4

五歲至九歲兒童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人

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往

生人數

Ped-Mort-07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5

五歲至九歲兒童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病

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人

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07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6

五歲至九歲兒童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8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3

五歲至九歲兒童死

亡人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8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4

五歲至九歲兒童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人

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往

生人數

Ped-Mort-08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5

五歲至九歲兒童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病

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人

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08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院死亡

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6

五歲至九歲兒童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五歲至九歲兒童住在綜合急性

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師

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0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7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死亡人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0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8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病危自動出院人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

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

往生人數



Ped-Mort-0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違反醫囑(AAD)自動

出院總件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

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

人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0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直接出院(MBD)的

總件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1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7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死亡人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人數

Ped-Mort-1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8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病危自動出院人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亡，由病

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出院返家

往生人數

Ped-Mort-1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19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違反醫囑(AAD)自動

出院總件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病人

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離院的病

人人次（如轉院病人人次）

Ped-Mort-1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院死

亡率(不含病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0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

直接出院(MBD)的

總件數

十歲至十四歲兒童住在綜合急

性照護單位，於監測月份經醫

師同意出院(MBD)的病人人次

Ped-Mort-11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含病危

自動出院)

PedMort.E21
十五歲至十七歲死

亡人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

人數

Ped-Mort-11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含病危

自動出院)

PedMort.E22
十五歲至十七歲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

亡，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

出院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11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含病危

自動出院)

PedMort.E23

十五歲至十七歲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

離院的病人人次（如轉院病人

人次）

Ped-Mort-11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含病危

自動出院)

PedMort.E24

十五歲至十七歲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同意出院(MBD)的

病人人次

Ped-Mort-12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不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1
十五歲至十七歲死

亡人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判定為死亡之病人

人數

Ped-Mort-12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不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2
十五歲至十七歲病

危自動出院人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判定為病危瀕臨死

亡，由病人家屬要求辦理自動

出院返家往生人數

Ped-Mort-12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不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3

十五歲至十七歲違

反醫囑(AAD)自動出

院總件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病人病情尚未穩定但堅持

離院的病人人次（如轉院病人

人次）

Ped-Mort-12

十五歲至十七歲（＜18

歲）住院死亡率(不含病

危自動出院)

PedMort.E24

十五歲至十七歲直

接出院(MBD)的總

件數

十五歲至十七歲（＜18歲）住

在綜合急性照護單位，於監測

月份經醫師同意出院(MBD)的

病人人次



PI-BSI-01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CLABSI)
PiBsi.E2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件數

兒童加護病房病人依台灣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公佈侵入性醫療

裝置相關感染判定標準，認定

為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件

數。

PI-BSI-01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CLABSI)
PiCE.E4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

導管使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兒童加護病房

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多條)

病人數，逐日加上當月每天兒

童加護病房有放置中心導管

(一條或多條)病人數。

PI-BSI-02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導管使

用
PiCE.E1

兒童加護病房住院

人日

每個月第一天的住院人數，逐

日加上當月每天的住院人數。

病人當日直接入住外兒童加護

病房後又出院，也應算為一個

住院人日

PI-BSI-02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導管使

用
PiCE.E4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

導管使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兒童加護病房

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多條)

病人數，逐日加上當月每天兒

童加護病房有放置中心導管

(一條或多條)病人數。

PI-UE-01
兒童加護病房非計畫性中

心導管滑脫事件
PiCE.E4

兒童加護病房中心

導管使用人日數

監測月份第一天兒童加護病房

有放置中心導管(一條或多條)

病人數，逐日加上當月每天兒

童加護病房有放置中心導管

(一條或多條)病人數。

PI-UE-01
兒童加護病房非計畫性中

心導管滑脫事件
PiUe.E1

非計畫性中心導管

滑脫事件數

病人於兒童加護病房住院期間

，非依照照護計畫，中心導管

自插管部位滑脫的事件數

PI-UE-02
兒童加護病房非計畫性氣

管內管滑脫事件
PiUe.E2

氣管內管留置人日

數

在計算裝置使用日時，一個使

用氣管內管的兒童加護病房病

人算一個使用日

PI-UE-02
兒童加護病房非計畫性氣

管內管滑脫事件
PiUe.E3

非計畫性氣管內管

滑脫事件數

病人於兒童加護病房住院期間

，非依照照護計畫，氣管內管

自插管部位滑脫的事件數。包

含病人自行拔除氣管內管，或

者在日常護理或轉送病人時，

意外地滑脫氣管內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