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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篩檢資料管理中心作業系統 
 

一、工作目標 

1. 監偵整體新生兒聽力篩檢系統。 

2. 協調支援各作業系統，於有效期間內，對「拒篩」、「未篩」、「未確認」、

「未接受早期療育」個案完成追蹤衛教、篩檢、確認及治療。 

3. 建立完整聽力篩檢資料庫，以利追蹤及效益評估等。 

 

二、工作成員與職責 

1. 主持人 

督導系統正常運作。 

2. 系統聯絡協調員 

負責相關資料簽收、輸入、建檔，以及與其他系統的聯絡協調。 

3. 系統維護工程人員 

負責維護、更新網路資料庫。 

 

三、作業程序 

1. 「聽力篩檢」監偵作業 

1.1 監偵所有「聽篩單位」接生之新生兒（「拒篩」個案除外），均能在

有效期間內完成篩檢。 

1.2 配合新生兒代謝疾病篩檢作業常規，登入「聽力篩檢資訊管理系統」

（簡稱聽資系統），進行篩檢基本資料與血片檢體勾稽及資料核對。 

1.3 列印出二者間基本資料不一致或有一方沒有資料者之清冊。「聽資中

心」聯絡「聽篩單位」對基本資料不一致者確認正確資料，沒有基

本資料者則請「聽篩單位」盡快輸入篩檢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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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合新生兒代謝疾病篩檢報告作業常規，登入「聽資系統」，勾稽出

該批個案中未完成聽力篩檢的個案，列印「聽篩未完成催促通知單」

( Form HS-02 )，並隨篩檢報告郵寄給「聽篩單位」。 

1.5 定期 (每週一) 列印未完成聽篩名冊及催促通知單 ( Form HS-02 )，

隨篩檢報告郵寄給「聽篩單位」。 

1.6 協助轉介公衛追蹤「未完成」篩檢個案回院篩檢。 

1.6.1 收到聽篩單位回傳 Form HS-02 或 「通知聽資中心轉介追蹤聽

篩函」 ( Form HD-08 )，登入「聽資系統」選擇表單內需轉介

追蹤的個案檔並輸入需轉介原因。 

1.6.2 如個案為轉院至本計畫的聽篩單位，協調員建立該個案基本資

料於該聽篩單位的院外個案檔案，列印「協助院外轉入個案聽

篩通知函 ( Form HS-04 )」。Form HS-02 及 Form HD-08 存檔。 

1.6.3 傳真 Form HS-04 至聽篩單位，收到轉介單回函並登錄於聽資

系統，完成轉介責任。Form HS-04 回函存檔。。 

1.6.4如個案轉院至其他醫療院所或不配合原接生單位回院接受新生

兒聽力篩檢，列印「未篩個案轉公衛通知單」( Form HN-03 )。

Form HS-02 及 Form HD-08 存檔。 

1.6.5 傳真 Form HN-03 至個案居住地所轄之衛生局，且務必確認收

到轉介單回函並登錄於聽資系統，完成轉介責任。Form HN-03

回函存檔。 

1.7 收到公衛系統協調員回覆 Form HN-03 追蹤結案，進入「聽資系統」

輸入追蹤記錄並依內容處理程序如下： 

1.7.1 個案回原接生院所接受篩檢，聯絡聽篩單位協調員查詢該個案

是否已完成篩檢。若已返院完成篩檢，則開放該個案基本資料

檔案，請協調員將篩檢結果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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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個案如尚未報到，則請聽篩單位協調員聯絡個案家長預約返院

篩檢時間，並傳真 Form HN-03 給聽篩單位協調員，必要時可

直接聯絡「健康服務中心」或「衛生所」公衛護士協助追蹤。

追蹤多次個案如仍不願接受聽力篩檢，則視同「拒篩」，「聽篩

單位」通知「聽資中心」轉介公衛護士收案管理結案。 

1.7.3 個案由公衛護士協助安排至其他院所篩檢。依公衛護士於 Form 

HN-03 的追蹤記錄，輸入「篩檢院所」、「聽力篩檢結果」及「篩

檢日期」結案。追蹤多次仍不願接受聽力篩檢，則視同「拒篩」

由公衛護士收案管理結案。 

1.7.4 個案不居住在本計畫的推廣縣市，也不願回原接生院所接受篩

檢，輸入追蹤記錄並結案。 

1.8 協助轉介公衛追蹤「拒篩」個案 

1.8.1 配合新生兒代謝疾病篩檢作業常規，登入 「聽資系統」，列印 

「拒篩個案轉公衛通知單」( Form HN-02 )。 

1.8.2 傳真 Form HN-02 至衛生局，收到轉介單回函登錄後結案。 

Form HN-02 回函存檔。 

2. 篩檢「不通過」個案「確認」監偵作業 

2.1 個案轉介確認作業 

2.1.1 收到轉介單 ( Form HR-01 或 Form HR-01-1 ) 副本時，核對電

腦資料後存檔。將自動轉至「待轉介預約確認個案」資料檔。 

2.1.2 定期 (每日) 列印 2 日前聽力篩檢結果「不通過」個案檔未輸

入「預約轉介醫院」、「確認預約日期及時間」及「報到地點」

之名冊。如發現有個案未被轉介確認，則電話聯絡「聽篩單位」

立即補行轉介確認或補登錄資料。 

2.1.3收到轉介醫院協調員之簽收回函 ( Form HR-01) 或公衛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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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收回函 ( Form HR-01-1 )，登錄回函收到日期及核對資料。

Form HR-01 及 Form HR-01-1 簽收回函存檔。 

2.1.4 定期 (每週一) 自動列印 「確認轉介單回函未收到名冊」 

( Form HD-01)。 

2.1.4.1 個案轉介至「專責轉介醫院」，電話聯絡「轉介醫院」

確認個案預約確認轉介事項，若轉介醫院確已收到轉介

單 ( Form HR-01 )，請再次傳真至聽篩中心。轉介醫院

若未收到轉介單，聯絡聽篩單位再次進行轉介事宜。 

2.1.4.2 個案轉介至「非專責轉介醫院」，電話聯絡「公衛系統

協調員」確認個案已列入追蹤。若公衛系統協調員已收

到轉介單（Form HR-01-1），請再次傳真至聽篩中心。

公衛系統若未收到轉介單，聯絡聽篩單位再次進行轉介

事宜。 

2.2 轉介至專責轉介醫院之個案確認報到作業 

2.2.1 定期 (每 2 週) 核對「已達預約確認日期兩週後之個案」與「已

報到接受確認個案的記錄」( OAE 及 aABR 兩項檢查結果及其

他相關資料之輸入)，自動列印 「確認未報到名冊」( Form 

HD-02 )。電話聯絡轉介醫院，確認個案就診概況（包括是否已

轉介公衛追蹤）。 

2.2.2 如個案更改確認報到日期，登錄變更的「預約確認日期」，再進

入定期核對報到作業。 

2.2.3 收到轉介醫院傳真來的「確認未回轉公衛通知單」 ( Form 

HN-01 ) 副本，登錄收到日期，列入公衛追蹤監偵作業。 

2.3 確認結果報告監偵作業 

2.3.1 收到轉介醫院傳真或公衛系統寄回的 「確認結果報告單」

( Form HR-02 )，登錄收到日期。檢查確認報告資料完整性及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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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腦資料，做必要之處理後存檔；確認異常個案資料則轉至

早期療育監偵系統。 

2.3.2 定期 (每 2 週) 列印個案 2 個月大「確認結果報告單未收到名

冊」( Form HD-03 )。 

2.3.3 列印上述名冊的「確認結果報告單未收到催促通知單」( Form 

HR-03 )，傳真通知轉介醫院。或「轉介非專責轉介醫院確認結

果報告單未收到催促通知單」( Form HN-04 ) 傳真通知公衛系

統協調員。 

2.3.4 收到轉介醫院協調員之簽收回函 ( Form HR-03 ) 或公衛協調

員簽收回函 ( Form HN-04 )，登錄回函收到日期，再進入定期 

(每 2 週) 確認結果監偵作業。Form HR-03 及 Form HN-04 簽收

回函存檔。 

3. 公衛追蹤監偵作業 

3.1 監偵「未篩個案轉公衛通知單」( Form HN-03 ) 簽收及登錄追蹤結果。 

3.2 監偵「拒篩個案轉公衛通知單」( Form HN-02 ) 簽收。 

3.3 監偵「聽篩不通過個案轉介其他醫院轉介單」( Form HR-01-1 ) 簽收

及登錄「確認結果報告單」( Form HR-02 )。 

3.4 監偵「確認未回轉公衛通知單」 ( Form HN-01 ) 簽收及登錄追蹤結

果。 

3.5 監偵「轉介非專責轉介醫院確認結果報告單未收到催促通知單」

( Form HN-04 ) 簽收及登錄「確認結果報告單」( Form HR-02 )。 

4. 早期療育轉介監偵作業 

4.1 定期檢查確認異常結果個案資料已輸入「早期療育機構」、「預約日

期及時間」、「聯絡人」及其他相關資料。如發現有個案未被轉介早

療，則電話聯絡「專責轉介醫院」立即補行轉介早療或補登錄資料。 

4.2 收到早療通報單位簽收回函 ( Form HT-01 )，登錄回函收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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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HT-01 簽收回函存檔。 

4.3 定期檢查個案「開始早療日期」，列印個案預約早期療育日期 2 週後

「早療未報到名冊」( Form HD-04 )，並列印 「早療未報到通知單」

( Form HT-02 )，傳真通知「早期療育通報單位」。 

4.4 收到早療通報單位簽收回函 ( Form HT-02 )，登錄回函收到日期，再進

入定期 (每 2 週) 早療轉介監偵作業，Form HT-02 簽收回函存檔。 

4.5 定時監偵早期療育個案各階段評估結果 

4.5.1 於個案年齡 9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2 歲、3 歲、4 歲、5

歲及 6 歲後一個月 ，列印 「早療未報到名冊」( Form HD-04 ) 

及「早療未報到通知單」( Form HT-02 )，傳真通知「早期療育

通報單位」。 

4.5.2 收到早療通報單位簽收回函 ( Form HT-02 )，登錄回函收到日

期，再進入定期早療監偵作業，Form HT-02 簽收回函存檔。 

 

四、統計作業 

1. 每月初製作上個月「新生兒聽力篩檢人數統計明細表」 ( Form HD-11 ) 及

「新生兒聽力篩檢作業時效統計表 ( Form HD-06-1 )」，提供相關單位結

算及評估篩檢作業時效。 

2. 定時 (至少每一季) 製作「新生兒聽力篩檢轉介個案確認結果統計表 

( Form HD-07 )」、「新生兒聽力篩檢確認診斷時效統計表 ( Form 

HD-06-2 )」及「新生兒篩檢聽損確認個案早期療育時效統計表 ( Form 

HD-06-3 )」，提供相關單位評估篩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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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庫安全維護 

1. 帳號及密碼的核發與維護 

2. 各級網路使用權限設定 

 

六、新生兒聽力篩檢資料管理中心作業流程（見下一頁） 



新生兒基本資料及
聽力篩檢結果

(聽篩單位)

每日資料勾稽
(聽資管理中心)

完成篩檢 拒篩
否

是

是否

1. 篩檢結果存檔
2. 不通過個案轉介

單建檔

確認及早療轉介
監偵系統

Ver. 1.3;  2012/02/22  PMF

催促通知單

轉介公衛
通知單

收到預約確認
轉介單回函

定期列印未收到
回函名冊

否

是

收到確認結果
報告單

是

資料存查

定期列印未完成
確認名冊

催促通知

聽篩單位
安排篩檢

接受篩檢

是

否

不通過個案

確認轉介醫院
收到轉介單

轉介醫院回
傳簽收回函

是

否

通知聽篩單位
確認預約確認

轉介事項
專責轉介醫院

確認作業

資料輸入並存查

否

確認報告
統計資料

確認異常
個案資料

1. 衛生局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 預防醫學基金會

個案如期
就診

定期列印未
就診名冊

已轉介公衛

確認公衛轉介單
及簽收回函

是

否

轉介公衛
通知單

是

否

公衛追
蹤系統

1.衛生局
2.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預防醫學基金會
4.聽篩單位

月結作業

Flow-6.2

個案早療開
始及各階段
評估結果

確認早療通報
單位收案管理

新生兒代謝異
常疾病篩檢檢
體登錄資料

轉至本計畫
其他醫院

通知本計畫其他
醫院執行聽篩

收到轉院
通知

否

是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