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癌症登記邏輯偵測手冊 

異動與三年五年追蹤 
 

 

 
 
 
 
    
 
 
 
 
 
 
 
 
 

編著者：台灣癌症登記中心 
 

  

民國 103 年 3 月 初版 

 



  

邏輯待查E/
邏輯提醒W 

邏輯

序號 
欄位名稱 邏輯偵測敘述 細項說明 修改歷程 

E 0-1 異動 vs 追蹤 「異動/追蹤作業失敗」

資料庫無此個案；請確

認或刪除（比對條件為

身分證號及癌症發生順

序號碼） 

若下列任何一項成立，請補申報或

以異動單的方式完成異動，再進行

資料異動/追蹤作業： 

1. 資料庫無此身分證號： 

a. 曾變更身分證號，但未先異動

至癌登中心 

b. 未曾申報 

2. 癌症發生順序與資料庫不一致： 

a. 曾變更癌症發生順序號碼，但

未先異動至癌登中心 

 

E 0-2  「異動/追蹤作業失敗」

資料庫有重複個案，請

以異動單的方式排除重

複個案後，再進行資料

異動（比對條件為身分

證號及癌症發生順序號

碼） 

1. 若下列任何一項成立，請以異動

單的方式完成異動，再進行資料

異動/追蹤作業： 

a. 65 及 95 欄位皆曾申報，查證

為重複申報→刪除其中一筆 

b. 兩筆以上相同癌症部位，查證

為重複申報→刪除其中一筆 

c. 兩筆以上不同癌症部位(ex: 

C187＆C185)，查證為多發癌

症個案應申報兩筆無誤→異動

其中一筆癌症發生順序 

2. 異動/追蹤作業尚未關檔，請勿

同時上傳異動/追蹤資料。 

 

W 0-3  癌症部位不一致，請確

認 

與首次申報資料不一致，若再次確

認資料 

 

W 0-4  組織類型不一致，請確

認。 

與首次申報資料不一致，若再次確

認資料 

 

W 0-5  性態碼不一致，請確

認。 

與首次申報資料不一致，若再次確

認資料 

 

W 0-6  側性不一致，請確認 與首次申報資料不一致，若再次確

認資料 

 

W  0-7  最初診斷日期不一致，

請確認 

與首次申報資料不一致，若再次確

認資料 

 

E 0-9  [異動/追蹤作業失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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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

序號 
欄位名稱 邏輯偵測敘述 細項說明 修改歷程 

動/追蹤的對象目前尚未

關檔。（比對條件為身

分證號及癌症發生順序

號碼） 

E 0-10  [異動/追蹤作業失敗]異

動/追蹤對象的欄位格式

與目前上傳之欄位格式

不符。（比對條件為身

分證號及癌症發生順序

號碼） 

  

E 0-11  [追蹤作業失敗]此個案

不在追蹤清單內。（比

對條件為身分證號及癌

症發生順序號碼） 

下列排除追蹤狀況，無須追蹤： 

1. 「個案分類」非 1 或 2 

2. 「生存狀態」為 0(死亡) 

3. 「最初診斷日」未滿三年/五年 

4. 已完成三年/五年追蹤資料者 

 

E 0-12  [追蹤作業失敗]此個案

已完成追蹤，若需異動

資料請透過異動作業處

理。（比對條件為身分

證號及癌症發生順序號

碼） 

  

E 0-13  [異動作業失敗]此個案

尚未完成追蹤，所以無

法異動追蹤資料。（比

對條件為身分證號及癌

症發生順序號碼） 

  

E 0-14  目前批次為首次申報，

但最初診斷日期與最後

聯絡日期相隔超過三

年，請確認。 

注意事項： 

1. 首次申報異動不包含追蹤 5.1-5.6

欄位異動 (除非有誤，不然不需

異動 5.1-5.6 欄位，請維持首次

申報時資訊。) 

日期需異動案例：經死亡檔案再

次查證，死亡日期早於首次申報

時的最後聯絡日期→首次申報異

動，並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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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癌登中心資料庫為篩選 3/5 年追

蹤名單，故需保留首次申報資料

的追蹤原始檔以供比對，若不慎

異動到追蹤欄位，則會變成不需

追蹤名單也會影響該院追蹤費。 

E 0-15  目前批次為三年追蹤，

但最初診斷日期與最後

聯絡日期相隔超過五

年，請確認。 

  

W 0-16  目前批次為三年追蹤，

且個案存活，但最初診

斷日期與最後聯絡日期

相隔在一年內，請確

認。 

  

W 0-17  目前批次為五年追蹤，

且個案存活，但最初診

斷日期與最後聯絡日期

相隔在三年內，請確

認。 

  

E 0-18  欄位不一致，請確認 首次申報 v.s.三/五年追蹤欄位不一

致，情況如下： 

1. 經查證若為首次申報內容須修

正，請先進行首次申報異動，再

進行資料追蹤作業。 

2. 經查證若為首次申報無須異動，

則請修正三/五年追蹤檔內容。 

 

W 0-19  目前批次為首次申報的

異動，您要異動的欄位

包含了追蹤的部分，請

確認。(除非有誤，不然

不需異動) 

追蹤欄位系指 5.1「首次復發日

期」、5.2「首次復發型式」、5.3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期」、5.4

「生存狀態」、5.5「癌症狀

態」、5.6「死亡原因」僅此六個

欄位。 

 

E 0-131 首次申報 vs

三年追蹤 

「首次復發日期」不一

致，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三年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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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邏輯偵測敘述 細項說明 修改歷程 

E 0-132  「首次復發型式」不一

致，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三年追蹤） 

若下列狀況，請先進行「首次申報

異動」，再進行資料三年追蹤作

業： 

若首次申報時申報「首次復發型

式」=00 (disease-free)，但經三年

追蹤查證應為 70(從未 disease-free) 

 

E 0-133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

期」不一致或有誤，請

確認（首次申報 vs 三年

追蹤） 

若下列狀況，請先進行「首次申報

異動」，再進行資料三年追蹤作

業： 

1.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期」三年追

蹤早於首次申報。 

2. 若首次申報時申報為存活個案，

但經三年追蹤查證應為死亡且含

第 1 點之情況，代表首次申報時

此個案已經死亡，請改為首次申

報異動進行資料異動。 

 

E 0-134  「生存狀態」從死亡變

成存活，請確認（首次

申報 vs 三年追蹤） 

  

E 0-136  「死亡原因」不一致，

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三

年追蹤） 

  

E 0-151 首次申報 vs

五年追蹤 

首次復發日期」不一

致，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五年追蹤） 

  

E 0-152  「首次復發型式」不一

致，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五年追蹤） 

若下列狀況，請先進行「首次申報

異動」，再進行資料五年追蹤作

業： 

1. 若首次申報時申報「首次復

發型式」=00 (disease-free)，

但經五年追蹤查證應為 70(從

未 disease-free) 

 

E 0-153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

期」不一致或有誤，請

確認（首次申報 vs 五年

若下列狀況，請先進行「首次申報

異動」，再進行資料五年追蹤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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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1.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期」五年追

蹤早於首次申報。 

2. 若首次申報時申報為存活個案，

但經五年追蹤查證應為死亡且含

第 1 點之情況，代表首次申報時

此個案已經死亡，請改為首次申

報異動進行資料異動。 

E 0-154  「生存狀態」從死亡變

成存活，請確認（首次

申報 vs 五年追蹤） 

  

E 0-156  「死亡原因」不一致，

請確認（首次申報 vs 五

年追蹤） 

  

E 0-351 三年追蹤 vs

五年追蹤 

「首次復發日期」不一

致，請確認（三年追蹤

vs 五年追蹤） 

  

E 0-352  「首次復發型式」不一

致，請確認（三年追蹤

vs 五年追蹤） 

  

E 0-353  「最後聯絡或死亡日

期」不一致或有誤，請

確認（三年追蹤 vs 五年

追蹤） 

  

E 0-354  「生存狀態」從死亡變

成存活，請確認（三年

追蹤 vs 五年追蹤） 

  

E 0-356  「死亡原因」不一致，

請確認（三年追蹤 vs 五

年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