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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醫療器材單

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 

<Web 輸入篇/單筆登錄> 

5 步驟 ：輕鬆完成 UDI 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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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理 UDI 產品資料 
若您非醫療器材許可證持有者(輸入或國產)，您無須進行 UDI 產品資料登錄。為了進行

UDI 產品資料登錄，您需要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及 UDI 產品識別碼相關資訊。按一下 [常

見問題 Q&A]，請參見<UDI 產品資料登錄欄位說明>，詳細說明 UDI 產品資料登錄欄位

之格式與定義。 

建議您先準備「UDI 產品資料登錄欄位」中之必填欄位(24 個欄位)，再依照步驟 2~5 完

成 UDI 產品資料審核與發佈。 

本篇說明「單筆登錄」步驟，若您想利用「批次上傳」功能進行 UDI 產品資料登錄，請

參見<資料上傳篇/批次上傳>指引文件(按一下[TUDID 使用說明])。 

UDI 產品資料登錄欄位說明： 

「UDI 產品資料登錄資料」總共包含 65 個欄位(請參見附錄)，其中 24 個屬於必填欄位

(標註*)。只有 24 個必填欄位皆已完成登錄之資料才可進行發佈提供外界查詢。 

 

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醫療器材、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資料庫： 

 

圖一、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醫療器材、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資料庫。 

網址：https://www.fda.gov.tw/MLMS/HList.aspx  

https://www.fda.gov.tw/MLMS/H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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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經濟部工商憑證卡」 
若公司尚未申請「經濟部工商憑證卡」，您可於「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辦「經濟

部工商憑證卡」。 

「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專題網站：https://moeaca.nat.gov.tw/other/index.html 

•諮詢電話：(02)412-1166 

 

圖二、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網址：https://cutt.ly/iggqk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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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入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單一

識別系統資訊平台」 
「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利用「經濟部工商憑證卡」直接進行系統登入，無須

另外提出申請。 

若 貴公司未曾透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進行公司基本資

料建立(醫療器材非登不可說明專區 > 【製造業者專區】)，請先進行公司基本資料建立。

您可於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非登不可說明專區 」取得進一步資訊。 

 

圖三、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非登不可說明專區 」。 

https://cutt.ly/JxjYv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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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非登不可資料庫」。 

https://cutt.ly/QxjYDBD 

  

https://cutt.ly/QxjY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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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登錄」登入步驟： 

在 TUDID 網站中，按一下[憑證登錄](請先完成「經濟部工商憑證卡」插卡) ， TUDID

網站呈現公司名稱。 

 

圖五、「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資料庫首頁。 

 

小提醒：若您僅需要查詢已經登錄且公開之 UDI 產品資料，您不需登入系統，可直接利

用「關鍵字搜尋」及「進階搜尋」功能查詢產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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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 UDI 產品資料登錄 
「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提供「單筆登錄」及「批次上傳」兩種 UDI 產品資

料登錄方式。本篇說明「單筆登錄」步驟，若您想利用「批次上傳」功能進行 UDI 產品

資料登錄，請參見<資料上傳篇/批次上傳>指引文件(按一下[TUDID 使用說明])。 

進行「單筆登錄」畫面有兩種方式： 

方法一 

[1] 在 TUDID 網站中，按一下[UDI 產品資料管理]>[UDI 產品資料登錄] ，按一下[單筆登

錄]以進入[單筆登錄]畫面。 

 

圖六、「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之[單筆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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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單筆登錄]資料畫面後，會出現「醫材許可證資訊」、「器材識別(DI)資訊」、「產品

狀態特性及標示」、「儲存和操作資訊」、「國際 GMDN 及美國管理」、「健保資訊」及

「修改意見」等 7 個資料頁籤，其中前四個頁籤中的資料欄位若標示紅色小點 [ ]為

必填欄位(例如、「許可證字號(License No)」)，未標示紅色小點之資料欄位為非必填欄

位，非必填欄位可自由決定是否填寫。 

 

圖七、「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之[單筆登錄]畫面包含「醫材許可證資

訊」、「器材識別(DI)資訊」、「產品狀態特性及標示」、「儲存和操作資訊」、「國

際 GMDN 及美國管理」、「健保資訊」及「修改意見」等 7 個資料頁籤。 

 

表一、「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之[單筆登錄]各資料頁籤之資料欄位。標示

紅色小點 [ ]為必填欄位，請優先填寫必填欄位之資料。 

資料頁籤名稱 
資料欄位 

醫材許可證資訊 「*許可證字號 (License No)」、 

「*廠商聯絡電話 (Phone)」、 

「*廠商電子郵件 (Email)」 

器材識別(DI)資訊 「*UDI 發碼機構 (Issuing Agency)」、 

「*基本 DI (Primary DI Number)」、 

「內含數量 (Device Count)」、 

「使用單位層級 DI 識別碼 (Unit of Use DI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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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頁籤名稱 
資料欄位 

「*型號 (Catalog Number)」、 

「*產品描述 (Device description)」、 

「DI 資料發布日(DI Record Publish Date)」、 

「產品流通截止日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End date)」、 

「產品流通狀態 (Device Circulation Status)」、 

「包裝層級之 DI 識別碼 (Package DI Number)」、 

「每個包裝層級之內含量 (Quantity per Package)」、 

「包裝內之 DI 識別碼 (Contains DI Package)」、 

「包裝類型 (Package Type)」、 

「包裝失效日 (Package Discontinue Date)」 

產品狀態特性及

標示 

「本器材是否包含醫療用人體細胞組織物(HCT/P)( Human 

cell,Tissue or Cellular or Tissue-Based Product (HCT/P))」、 

「本器材是否為套組(Kit)」、 

「本器材是否為複合式醫材(Combination Product)」、 

「*是否為單次使用器材 (For Single-Use)」、 

「*是否可重覆使用 (For Multiple-Use)」、 

「*產品標示是否有批號 (Lot or Batch Number)」、 

「*產品標示是否有序號 (Serial Number)」、 

「*產品標示是否有製造日期(Manufacturing Date)」、 

「*產品標示是否有置架期(保存期限) (Expiration Date)」、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天然橡膠(乳膠)成份 (Device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containing natural rubber latex or dry natural 

rubber)」、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 DEHP(塑化劑)成分 (Device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containing DEHP)」 

儲存和操作資訊 「*產品標示尺寸類型 (Size Type)」、 

「*產品標示尺寸大小 (Size)」、 

「*產品標示尺寸單位 (Size Type Unit)」、 

「*產品標示之其他尺寸單位 (Other Size Type)」、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類別 (Storage and Handling)」、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下限 (Low value)」、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上限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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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頁籤名稱 
資料欄位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單位 (Unit of Measure)」、 

「特殊儲存條件 (Special Storage Conditions)」、 

「本器材是否為滅菌包裝 (Device packaged as Sterile)」、 

「本器材是否為使用前滅菌器材 (Requires Sterilization Prior to 

use)」、 

「本器材之滅菌方式 (Sterilization Methods)」 

國際 GMDN 及美

國管理 

「TFDA Term Code/GMDN」、 

「GMDN Term(English)」、 

「GMDN Term Definition(English)」、 

「GMDN Term (Chinese)」、 

「GMDN Term Definition(Chinese)」、 

「產品有無在美國上市 (US Marketing Status)」、 

「FDA GUDID 主要識別碼 (FDA Primary DI Number)」、 

「GUDID 主要識別碼網址 (FDA Primary DI link)」 

健保資訊 「本器材是否為健保給付特材品項 (Reimbursed Item)」、 

「特材代碼 (Reimbursement Code)」、 

「健保品名 (Reimbursement Name)」、 

「健保適應症代碼 (Reimbursement Disease Codes)」、 

「未納入給付之品項代碼 (Non-Reimbursement code)」 

修改意見 「修改意見」 

「修改確認」 

 

[3] 「醫材許可證資訊」資料頁籤之 [許可證字號(License No)] 可下拉式選單選取擬進行

產品資料登錄之許可證字號，點選[確定 ]按鈕後，系統 5 秒後會自動帶入所

選取許可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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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醫材許可證資訊」資料頁籤畫面。 

 

[4] 完成所有資料填寫後，按一下[草稿]進行草稿儲存(系統不進行必填攔位檢查)。按一下

[儲存]進行登錄資料儲存(系統進行必填攔位檢查)。

 
圖九、完成所有資料填寫後，按一下[草稿]或[儲存]以進行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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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1] 在 TUDID 網站[首頁]畫面下方[醫療器材統計表]區塊會呈現目前資料登錄狀況。按一下

[檢視 DI 資料]以進入[案件清單]畫面。 

 
圖十、TUDID 網站[首頁]畫面下方[醫療器材統計表]區塊呈現目前資料登錄情形。 

 

[2] [案件清單]畫面會呈現所有以登錄產品資料，可利用畫面上方查詢條件(例如「基本 DI

識別碼」)篩選資料。點選各別登錄提供[檢視]、[編輯]及[複製]等功能。點選[編輯]可以

修正更新已登錄資料、點選[複製]可以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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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案件清單]畫面，點選[複製]按鈕可以新增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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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件清單]畫面點選[複製]進入單筆登錄]畫面，並且會自動帶入所複製登錄資料之

許可證資料。

 
圖十二、[案件清單]畫面，點選[複製]按鈕可以新增一筆資料，並將畫面進入[單筆登

錄]畫面。 

 

[4] 完成所有資料填寫後，按一下[草稿]進行草稿儲存(系統不進行必填攔位檢查)。按一下

[儲存]進行登錄資料儲存(系統進行必填攔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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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完成所有資料填寫後，按一下[草稿]或[儲存]以進行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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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行 UDI 產品資料審核與發佈 
為了讓外界可以查詢到登錄之 UDI 產品資料，您須進行「UDI 產品資料審核與發佈」。

資料發佈後 15 天內，您可以自由修正或取消發佈資料；資料發佈完成超過 15 天之後，

若您需要修正或取消發佈資料，請您利用「TUDID 意見回饋」與系統管理人員連繫，系

統管理人員將為您取消發佈資料。 

「UDI 產品資料審核與發佈」進行步驟： 

[1] 在 TUDID 網站中，按一下[UDI 產品資料管理]>[UDI 產品資料審核與發佈]進入[產品

資料登錄作業查詢畫面]。 

[2] 勾選想要進行發佈之資料(可多選)，按一下[進行發佈] 以發佈所勾選之資料。 

 

圖十四、[產品資料登錄作業查詢畫面]可進行資料發布及資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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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開始使用了嗎？ 

我們希望您能享受在「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 中

工作的樂趣！ 

若您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隨時歡迎利用「意見回饋」功能取

得即時協助！ 

您亦可透過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諮詢平

台」提出法規諮詢。 

聯絡窗口:吳先生 

聯絡電話: 03-5732043/ 03-5743868 

諮詢 Email：jywu6@itri.org.tw 

網址：https://cutt.ly/ojMuAtl  

深入瞭解 
想要進一步了解「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各項功能及多種 UDI 產品資料上傳

方式。請查看我們線上的 「TUDID 使用說明」頁面，以深入瞭解各項內容。 

「TUDID 使用說明」 

https://cutt.ly/ojMuAtl
https://udid.fda.gov.tw/news.aspx?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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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 

「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測試版)」連結網址： 

https://cutt.ly/mgdXGJW 

「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資訊平台(正式版)」請參閱 「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單一識別

系統(UDI)專區」最新發布資訊(網址：https://cutt.ly/vgf4UwX)。 

 

「食品藥物管理署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UDI)專區」 

 

網址：https://cutt.ly/vgf4UwX 

 

 

  

https://cutt.ly/mgdXGJW
https://cutt.ly/vgf4UwX
https://cutt.ly/vgf4U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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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UDI 產品資料登錄欄位 

「UDI 產品資料登錄資料」總共包含 65 個欄位，其中 24 個屬於必填欄位(標註*)。 

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1* 許可證字號(License No)[必

填欄位] 

TXT 

(自動帶

入) 

許可證字號 TFDA License 

No 

衛署醫器製 

2* 許可證字號(類型)(License 

Type) [必填欄位] 

TXT 

(自動帶

入) 

許可證字號(類型) TFDA 

License Type(6 位數字) 

008888 

3 中文品名 Brand 

Name(Chinese) 

TXT 

(自動帶

入) 

中文品名 Brand 

Name(Chinese) 

(自動帶入) 

4 英文品名 Brand 

Name(English) 

TXT 

(自動帶

入) 

英文品名 Brand 

Name(English) 

(自動帶入) 

5 醫療器材級數 

(Classification) 

TXT 

(自動帶

入) 

醫療器材級數 Device 

Class 

(自動帶入) 

6 醫器主類別一 (Device 

Classification/Category) 

TXT 

(自動帶

入) 

醫器主類別一 Device 

Classification/Category 

(自動帶入) 

7 醫器次類別一 (Device 

Classification 1) 

TXT 

(自動帶

入) 

醫器次類別一 Device 

Classification 

(自動帶入) 

8 醫器次類別二 (Device 

Classification 2) 

TXT 

(自動帶

入) 

醫器次類別二 Device 

Classification 

(自動帶入) 

9 廠商名稱(Company 

Name) 

TXT 

(自動帶

入) 

廠商名稱 Compan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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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10 廠商地址 (Company 

Address) 

TXT 

(自動帶

入) 

廠商地址 Company 

Address 

(自動帶入) 

11 許可證有效日期(License 

Expiration Date) 

Date 

(自動帶

入) 

許可證有效日期 License 

Expiration Date 

(自動帶入) 

12 許可證註銷日期(License 

Revoked Date) 

Date 

(自動帶

入) 

許可證註銷日期 License 

Revoked Date 

(自動帶入) 

13 產地 (Country of origin) TXT 

(自動帶

入) 

產地 Country of origin (自動帶入) 

14* UDI 發碼機構 (Issuing 

Agency) [必填欄位] 

選單 

(GS1, 

HIBCC, 

ICCBBA) 

UDI 發碼機構 Issuing 

Agency 

GS1 

15* 基本 DI 

(PrimaryDINumber) [必填

欄位] 

Num 基本 DI Primary DI is the 

DI assigned to an 

individual me dical 

device. Primary 

DINumber can be Unit of 

Use DI or thesmallest 

package DI. 

 Ex  

GS1 DI 碼  

(GS1 標準："(01)"後 14 位

數字) 

HIBCC DI 碼 

(HIBCC 標準：”+”後 6 ~ 

23 位文數字) 

ICCBBA DI 碼 

00827002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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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ICCBBA 標準：” =/”後 16

位文數字) 

16 內含數量(Device Count) Num 基本 DI 內含器材數量 The 

number of items 

(packages or devices) 

within apackage. 

 

17 使用單位層級 DI 識別碼

(Unit of Use DI Number) 

Num 使用單位層級 DI 識別碼

Unit of Use DI is the DI 

associate the use of a 

device to/on a patient. 

Unit of Use DI can be the 

PrimaryDI. 

 

18* 型號 (Catalog Number)[必

填欄位] 

TXT 型號 The catalogue, 

reference, or product 

number found on the 

device label or 

accompanying 

packaging to identify a 

particular product. 

MIT-Shield-T1 

(亦可填寫產品 REF

編碼) 

19* 產品描述(Device 

description)[必填欄位] 

TXT 產品描述 Text providing 

further explanation 

about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device. It should 

possibly contain 

elements other than 

those described in the 

corresponding 

nomenclature 

用防護衣符合感染

控制防護服規範，

具有良好的液體阻

隔特性，可降低疾

病傳播、交叉感染

及醫療照顧相關感

染等風險。 

20 DI 資料發布日(DI Record 

Publish Date) 

Date DI 資料發布日 DI Record 

Publish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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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21 產品流通截止日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End date) 

Date 產品流通截止日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End date 

 

22 產品流通狀態 (Device 

Circulation Status) 

T/F 產品流通狀態 Indication 

of the device circulation 

statuson the market (T/F) 

 

23 包裝層級之 DI 識別碼

(Package DI Number) 

Num 包裝層級之 DI 識別碼 

Package DI Number is 

the DI associat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packags 

 

24 每個包裝層級之內含量

(Quantity per Package) 

Num 每個包裝層級之內含量 

The number of 

items(packages or 

devices) within apackage. 

 

25 包裝內之 DI 識別碼

(Contains DI Package) 

Num 包裝內之 DI 識別碼 The 

primary DI inside the 

package. 

 

26 包裝類型(Package Type) TXT 包裝類型(Package Type) 
 

27 包裝失效日 (Package 

Discontinue Date) 

Date 包裝失效日(Package 

Discontinue Date) 

 

28 包裝狀態(Package Status) TXT 包裝狀態(Package Status) 
 

29* 廠商聯絡電話(Phone) TXT 

(自動帶

入) 

廠商聯絡電話(Phone) 02-11520520 

30* 廠商電子郵件(Email) [必填

欄位] 

TXT 

(自動帶

入) 

廠商電子郵件(Email) service@MIT-

Shield.com 

31 器材是否包含醫療用人體細

胞組織物(HCT/P) (Human 

cell,Tissue or Cellular or 

T/F 器材是否包含醫療用人體

細胞組織物 (HCT/P)(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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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Tissue-Based Product 

(HCT/P)) 

32 本器材是否為套組(Kit) T/F 本器材是否為套組(Kit) 

(T/F) 

 

33 本器材是否為複合式醫材 

(Combination Product) 

T/F 本器材是否為複合式醫材 

Combination 

Product(T/F) 

 

34 產品有無在美國上市(US 

Marketing Status) 

T/F 產品有無在美國上市(US 

Marketing Status)(T/F) 

 

35 FDA GUDID 主要識別碼 

(FDA PrimaryDI Number) 

Num FDA GUDID 主要識別碼

FDA PrimaryDI Number 

 

36 GUDID 主要識別碼網址

(FDA PrimaryDI link) 

TXT GUDID 主要識別碼網址 

FDA PrimaryDI link 

 

37 TFDA Term Code/GMDN 

Term (English) 

TXT TFDA 代碼 TFDA Term 

Code/GMDN Term 

(English) 

 

38 GMDN Term 

Definition(English) 

TXT 

(自動帶

入) 

GMDN 品項定義 GMDN 

Term Definition(English) 

 

39 GMDN Term (Chinese) TXT 

(自動帶

入) 

GMDN 品項定義 GMDN 

Term Definition(Chinese) 

 

40 GMDN Term 

Definition(Chinese) 

TXT 

(自動帶

入) 

GMDN 品項定義 GMDN 

Term Definition(Chinese) 

 

41* 是否為單次使用器材(For 

Single-Use)[必填欄位] 

T/F 是否為單次使用器材 

Indicates whether the 

device is labelled as 

labelled as"single –

use"(T/F) 

否 

42* 是否可重覆使用器材(For 

Multiple-Use) [必填欄位] 

T/F 是否可重覆使用 Indicates 

whether the device i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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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labelled as labelled as 

"single –use"(T/F) 

43* 產品標示是否有批號(Lot or 

Batch Number) [必填欄位] 

T/F 產品標示是否有批號 

Indicates whether a 

device is labelled with an 

Indication of"Lot or 

Batch Number"(T/F) 

否 

44* 產品標示是否有製造日期

(Manufacturing Date) [必

填欄位] 

T/F 產品標示是否有製造日期 

Indicates whether a 

device is labelled with an 

Ind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Date"(T/F) 

是 

45* 產品標示是否有序號(Serial 

Number)[必填欄位] 

T/F 產品標示是否有序號 

Indicates whether a 

device is labelled with an 

Indication of "Serial 

Number"(T/F) 

是 

46* 產品標示是否有置架期(保

存期

限)(ExpirationDate)[必填

欄位] 

T/F 產品標示是否有置架期(保

存期限)Indicates whether 

a device is labelled 

withan Indication of 

"Expiration Date"(T/F) 

否 

47*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天然橡膠

(乳膠)成份(Device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containing natural rubber 

latex or dry natural 

rubber)[必填欄位] 

T/F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天然橡

膠(乳膠)成份 Device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containing natural 

rubber latex or dry 

natural rubber(T/F) 

否 

48*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 

DEHP(塑化劑)成分 (Device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T/F 產品標示是否含有 

DEHP(塑化劑)成分 Device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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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containing DEHP) [必填欄

位] 

required to be labeled as 

containing DEHP (T/F) 

49* 產品標示尺寸類型(Size 

Type)[必填欄位] 

TXT 產品標示尺寸類型 

Clinically relevant size 

measurement of the 

medical device 

asindicated on the label. 

重量 

50* 產品標示尺寸大小 (Size)[必

填欄位] 

TXT 產品標示尺寸大小 

Clinically relevant size 

measurement of the 

medical device as 

indicated on the label. 

L 

51* 產品標示尺寸單位(Size 

Type Unit)[必填欄位] 

TXT 產品標示尺寸單位 

Clinically relevant size 

measurement of the 

medical device as 

indicated on the label. 

穿著尺寸 

52* 產品標示之其他尺寸單位

(Other Size Type)[必填欄

位] 

TXT 產品標示之其他尺寸單位

Clinically relevant size 

measurement of the 

medical device as 

indicated on the label. 

無 

53*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類

別(Storage and 

Handling)[必填欄位] 

TXT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類

別 Indicates storage and 

handling requirements 

(Storage and Handling) 

使用溫度 

54*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下限(Low value)[必填欄位] 

TXT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下限 Indicates storage 

and handling 

requirement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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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55*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上限(High value)[必填欄

位] 

TXT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上限 Indicates storage 

and 

handlingrequirements 

(High value) 

40 

56*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單位 (Unit of Measure)[必

填欄位] 

TXT 器材儲存/使用環境要求之

單位 Indicates storage 

and handling 

requirements. 

攝氏 

57 特殊儲存條件(Special 

Storage Conditions) 

TXT 說明產品的任何特殊儲存

條件 Indicates storage 

and handling 

requirements. 

 

58 本器材是否為滅菌包裝

(Device packaged as 

Sterile) 

T/F 醫療器材出廠前是否已經

過滅菌製程 Indicates 

whether the medical 

device is labelled as 

sterile meaning it is 

sterile and in a sterilised 

packaging. (T/F) 

 

59 本器材是否為使用前滅菌器

材(Requires Sterilization 

Prior to use) 

T/F 醫療器材需要在使用前滅

菌 Indicates whether the 

device requires 

sterilization prior to use. 

(T/F) 

 

60 本器材之滅菌方式 

(Sterilization Methods) 

TXT 說明醫療器材所採用的滅

菌方式。Sterilization 

methods 

 

61 本器材是否為健保給付特材

品項(Reimbursed Item) 

T/F 醫療器材是否為健保給付

特採品項 Reimbursed 

Item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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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TUDID 欄位名稱 

TUDID 欄

位資料格

式 

TUDID 欄位定義 舉例 

62 特材代碼(Reimbursement 

Code) 

TXT 醫療器材申請健保給付

時，健保署所配置的號碼

請輸入該產品已經核可的

健保品項代碼

Reimbursement Code 

 

63 健保品名(Reimbursement 

Name) 

TXT 

(自動帶

入) 

該健保品項代碼所連結之

健保品名 Reimbursement 

Name 

 

64 健保適應症代碼

(Reimbursement Disease 

Codes) 

TXT 

(自動帶

入) 

健保適應症代碼

Reimbursement Disease 

Codes 

 

65 未納入給付之品項代碼

(Non-Reimbursement 

code) 

TXT 請輸入該產品未納入給付

之品項代碼 Non-

Reimbursement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