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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修訂紀錄表 

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ersion 1.0 104/11/16 首發 

version 1.2 104/12/24 「藥品健保代碼」後面加「特殊領藥註記」代碼 

version 1.3 105/6/1 新增「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按鈕，取消「同成分總給

藥日數」按鈕 

version 1.4 106/3/29 新增「檢驗(查)結果」、「出院病摘」、「復健醫療」、

「中醫用藥」四項作業 

version 1.5 106/4/23 「雲端藥歷」頁籤增加「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鈕及「ATC3

名稱」之下拉選單。 

version 1.6 106/5/25 
新增「特定檢查(驗)醫令執行項目提示視窗」及於「檢

查檢驗結果」頁籤增加顯示連結至該院所之電子病歷交

換中心平台首頁。 

version 1.7 106/6/14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增加「有無 TAF 認證」欄位。 

version 1.8 106/7/14 調整「來源」欄位之顯示內容。 

version 1.9 106/9/20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增加「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鈕。 

version 2.0 106/9/27 調整「過敏藥」頁籤呈現欄位。 

version 2.1 106/11/20 新增「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提示視窗」。 

version 2.2 106/11/23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增加「圖形化查詢畫面」按

鈕，並調整資料收載區間。 

version 2.3 106/12/25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增加院所上傳影像查詢。 

version 2.4 107/1/2 「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增加院所上傳影像查詢。 

version 2.5 107/1/31 「復健醫療」頁籤增加「診療部位」欄位。 

version 2.6 107/3/7 
調整「檢查檢驗紀錄」、「檢查檢驗結果」、「手術明

細紀錄」、「牙科處置及手術」、「復健醫療」頁籤「來

源」選項之勾選項目。 

version 2.7 107/4/30 「雲端藥歷」頁籤增加「藥品療效不等」欄位。 

version 2.8 107/7/18 新增「病人於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或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

有影像上傳資料」文字提示訊息。 



使用者手冊 

 
3 

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ersion 2.9 107/7/31 「檢查檢驗結果」、「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增加「上

傳影像品質通報」欄位。 

version 3.0 107/9/3 「雲端藥歷」頁籤增加「慢連箋原處方醫事機構代碼」

欄位。 

version 3.1 107/9/18 「檢查檢驗記錄」頁籤增加「就醫／檢查日期」欄位。 

version 3.2 107/10/15 「檢查檢驗結果」、「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院所上

傳影像查詢」增加 JPG 檔案格式之影像調閱。 

version 3.3 107/11/19 增加「CDC 預防接種」頁籤 

version 3.4 108/4/16 「雲端藥歷」頁籤增加「費用年月」欄位 

version 3.5 108/6/28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增加自費健檢上傳資料並新增

「資料來源」欄位 

version 3.6 108/7/18 增加連結至「醫事人員溝通平台」 

version 3.7 108/9/25 
1. 「雲端藥歷」頁籤收載區間調整為六個月資料 

2. 「雲端藥歷」頁籤增加「新增過敏藥」欄位 

3. 「過敏藥」頁籤增加「新增過敏藥紀錄」登錄功能 

version 3.8 108/10/21 
1. 「出院病摘」頁籤增加「附檔檔案開啟」欄位，提供

出院病摘附檔(PDF)調閱 

2. 「摘要」增加器捐中心境外器官移植通報提示 

version 3.9 108/12/2 「雲端藥歷」頁籤預設顯示「全部」資料 

version 4.0 108/12/31 「摘要」增加「慢性腎臟病患者」提示 

version 4.1 109/1/26 「摘要」增加「特定地區入境日期資料」提示 

version 4.2 109/1/28 新增「特定地區入境或與確定個案接觸日期資料」提示

視窗 

version 4.3 109/1/30 

1. 修訂「特定地區入境或與確定個案接觸資料」提示視

窗、「摘要-特定地區入境日期資料」之文字。 

2. 提供醫事機構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下，

以授權方式進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健保

雲端藥歷系統查詢結果」，查詢「特定地區入境或與

確定個案接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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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ersion 4.4 109/2/14 依疫情中心指示，修訂「特定地區入境或與確定個案接

觸資料」提示文字，14 天內具特定地區入境或接觸史

者，將提示相關處置內容；超過 14 天(30 天內)者仍提

示相關旅遊及接觸紀錄，上述文字範例可參考本文件

P.13-14。 

version 4.5 109/2/17 依疫情中心指示，新增特定地區出境資料。 

version 4.6 109/3/5 參照疫情中心公告之「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及「具

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調整提示文字（僅顯示

30 天內優先序最高之內容）。 

version 4.7 109/3/17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增加「電腦斷層、磁振造影、超

音波、X 光、鏡檢」檢查之摘要表。 

version 4.8 109/3/20 新增「社區採檢對象」轉診提示文字 

version 4.9 109/3/27 新增「特定職業別或群聚史」提示文字 

version 5.0 109/4/10 依疫情中心指示： 

1. 新增「加強武漢肺炎通報及採檢」提醒文字及參考資

料連結 

2. 調整 109 年 4 月 5 日以後解除隔離(檢疫)者，需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version 5.1 109/8/3 摘要區新增「電子轉診平台」轉出及接受轉診提示文字 

version 5.2 109/10/29 1. 新增「流感抗病毒藥劑」提示文字 

2. 更新本文件「參、 網頁程式回傳值：網頁元素

(Element)說明」 

Version 5.3 109/12/15 1. 更新「流感抗病毒藥劑」提示文字 

2. 更新「加強武漢肺炎通報及採檢」提醒文字及參考資

料連結 

Version 5.4 110/1/22 依疫情中心指示，新增「部桃專案名單-自主健康管理」

提示文字。 

Version 5.5 110/2/8 1. 更新「摘要」之「慢性腎臟病患者」提示 

2.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預防保健專區」 

Version 5.6 110/3/31 「摘要」區新增「查詢保險個案最近 1 次 B、C 型肝炎

就醫紀錄」提示 

Version 5.7 110/4/1 依疫情中心指示，新增「臺帛旅遊泡泡-加強自主健康管

理」提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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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ersion 5.8 110/4/14 依疫情中心指示，調整「臺帛旅遊泡泡-自主健康管理」

提示文字。 

Version 5.9 110/5/12 1. 新增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登入方式。 

2. 新增測試個案之網頁查詢方式。 

Version 6.0 110/5/23 新增「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專區。 

Version 6.1 110/6/8 1. 延長「檢查檢驗結果」頁籤資料提供區間。 

2.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畫面備註訊息。 

3.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以紅字顯示結果值異常資料。 

Version 6.2 110/7/15 1. 延長「出院病歷摘要」頁籤資料提供區間。 

2. 延長「中醫用藥」頁籤資料提供區間。 

Version 6.3 110/8/25 修改 VPN 首頁「醫事機構登入」項目登入之適用對象。 

Version 6.4 110/9/30 延長「手術明細紀錄」頁籤資料提供區間。 

Version 6.5 110/11/30 於「摘要」區新增「B、C 型肝炎公費篩檢資格」提示。 

Version 6.6 110/12/9 1. 延長「檢驗檢查紀錄」頁籤資料提供區間。 

2.「檢查檢驗紀錄」、「檢查檢驗結果」新增「新生兒

依附註記」欄位。 

Version 6.7 111/1/19 1. 調整「摘要」區「慢性腎臟病患者」提示訊息。 

2.「過敏藥」頁籤新增「發生日期」欄位。 

Version 6.8 111/4/14 依疫情中心指示，調整「查無旅遊史或接觸史」提示文

字。 

Version 6.9 111/4/21 依疫情中心指示，新增「COVID-19 治療口服抗病毒藥

物交互作用」提示文字。 

Version 7.0 111/5/12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居家自行快篩陽性」檢驗

結果資料。 

Version 7.1 111/5/25 「雲端藥歷」、「中醫用藥」頁籤新增「藥品交互作用

查詢」。 

Version 7.2 111/6/24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COVID-19 確診紀錄」資

料。 

Version 7.3 111/7/7 「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家用核酸檢驗」及「重複

感染」檢驗結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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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目的及功能 

一、 作業目的 

提供民眾就醫時，診間醫師可透過健保資訊服務系統(VPN)，即時查詢

到病人近期之就醫資訊，避免醫師重複處方及病人重複用藥，以提升用藥

安全及品質。 

二、 作業功能 

作業 收載區間 

雲端藥歷  最近 6 個月門、住診  

(5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 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  最近 7 個月門、住診  

 (6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 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檢查檢驗紀錄 最近 12 個月門、住診  

 (11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手術明細紀錄  最近 12 個月門、住診  

 (11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牙科處置及手術作業  最近 24 個月門、住診  

 (23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過敏藥  所有過敏藥紀錄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最近 24 個月門、住診  

 (23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檢查檢驗結果 最近 12 個月門、住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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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月申報上傳資料+6 個月內影像資料) 

備註： 

1.檢驗資料已收載至 12 個月。 

2.報告資料自上線起逐步收載至 12 個月。 

出院病歷摘要 最近 12 個月門、住診  

(12 個月申報上傳資料) 

備註： 

檔案自上線起逐步收載至 12 個月。 

復健醫療 最近 1 年門、住診  

(11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 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中醫用藥 最近 12 個月門診  

(11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 個月的健保卡上傳資料) 

CDC預防接種 以 URL連結方式介接 CDC全國性預防接種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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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操作說明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入口方式有以下三種：「以 VPN 首

頁左側服務項目登入方式」、「以 VPN 首頁右側服務登入方式」及「URL

登入方式」，其三種登入方式說明分別如下： 

一、 以 VPN 首頁「醫事人員專區」項目登入： 

服務機構進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後，點選進入「醫事人

員專區」後，點選「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首頁版）」項目後即

可立即進入作業流程。 

 

圖-0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首頁 

 

連結後此系統即自動讀取醫師卡／醫事人員卡及 SAM 卡，確定該醫師為

該院專、兼任醫師(藥師為專任或聯合診所藥師)後，即直接讀取健保 IC

卡資料進行查詢。 

 

使用者：醫師(醫師卡)／藥師（醫事人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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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1. 醫療院所必須具有登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權限。 

2. 醫師必須為該醫療院所的專、兼任醫師。 

3. 藥師必須為專任藥師或聯合診所藥師。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下列「六、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結果」之畫面。 

2. 醫師非此醫療院所專任或兼任醫師或藥師非為專任或聯合診所藥

師，無法使用本作業時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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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 VPN 首頁「醫事機構登入」項目登入： 

服務機構進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後，點選進入「醫事機

構登入」後，將電子憑證插入讀卡機，選擇憑證種類及輸入憑證相關資

料，按登入鍵，進入如下畫面的「我的首頁」(圖-2)，左邊「服務項目」

將顯示該登入人員個人所屬權限的作業清單。 

 

圖-1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首頁 

 

圖-2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我的首頁 

 

 

從我的首頁之「服務項目」的作業選單中，有以下兩種進入方式，分述

如下： 

1. 直接點選「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如圖-3），進入「現行作

業區」（如圖-4），系統將自動將屬於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

相關公告事項，按公告日期由近至遠排序，顯示於網頁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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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無法點選「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時，請院所或診所的機

構管理者協助進入「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內勾選可使用「健保醫

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人員，此人員須為醫事人員如：診間醫師、

藥局藥師等等…。 

 

圖-3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我的首頁 

 

圖-4 現行作業區業務公告 

3. 當游標移至「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作業時，會將屬於此

業務的相關作業向右展開，當點選任一作業，系統即進入「現行作

業區」，並執行所點選的作業選項。 

4. 以此方式登入查詢，只會顯示雲端藥歷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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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作業區」選項右邊有二個小按鈕（如圖-4），功能分述如下： 

1. 點選  顯示此作業之聯絡窗口。 

2. 點選  顯示此作業之公告事項及下載專區，例如：使用手冊…等。 

 

三、 URL 登入方式 

醫事機構可利用院內資訊系統(HIS)，連結「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URL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連結後

此系統即自動讀取醫師卡／醫事人員卡及 SAM 卡，確定該醫師為該院

專、兼任醫師(藥師為專任或聯合診所藥師)後，即直接讀取健保 IC 卡資

料進行查詢。 

使用者：醫師(醫師卡)／藥師（醫事人員卡）。 

條件： 

1. 醫療院所必須具有登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權限。 

2. 醫師必須為該醫療院所的專、兼任醫師。 

3. 藥師必須為專任藥師或聯合診所藥師。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下列「六、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結果」之畫面。 

2. 醫師非此醫療院所專任或兼任醫師或藥師非為專任或聯合診所藥

師，無法使用本作業時畫面如下： 

 

 

3. 本作業若權限不足無法使用，畫面如下：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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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登入方式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查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可透過網

址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7.aspx)，進入後此

系統即自動讀取醫事人員卡(使用晶片讀卡機)及雲端 SAM 卡，由畫面輸

入 PIN 碼後，確定該醫事人員為該院專、兼任之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

師後，即直接讀取健保 IC 卡資料進行查詢。 

使用者：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醫事人員卡）。 

條件： 

1. 醫療院所必須具有登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權限。 

2. 必須為該醫療院所的專、兼任之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 

3. 使用一般行讀卡機及雲端SAM卡。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查詢結果」之畫面。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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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此方式登入之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只會顯示檢驗檢查結果

頁籤。 

 
3. 醫事人員非此醫療院所專任或兼任之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無

法使用本作業時畫面如下： 

 
 

五、 測試個案之網頁查詢方式 

醫療院所於新進人員學習期間，連結「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測

試）」URL(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5.aspx)，

連結後此系統即自動讀取健保 IC 卡(請插入使用者之健保 IC 卡)及 SAM

卡，確定電腦環境設定(含讀卡)正確後，即可查詢測試個案(Z299999992)

之資料。 

使用者：醫療院所之使用者（健保 IC 卡）。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下列「六、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結果」之畫面。 

2. 以此方式登入之使用者，只會顯示測試個案之各頁籤資料。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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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點選此選項後隨即進入作業流程；系統先行讀取 IC 卡片資料後，隨即進

入查詢。新申辦之健保卡需於 1 小時後方能進行查詢。 

 

依指揮中心指示，顯示病人於追蹤管理期間內入(出)境紀錄或曾與確診個

案接觸情形之提示視窗；該提示相關範例可參考 VPN 下載專區之「旅遊

及接觸史提示範例及參考資料」文件。 

※ 如該病人於 10 天內曾經開立「流感抗病毒藥劑」，亦會於該視窗提

示。 

 

※ 請依疫情中心公告之注意事項加強通報及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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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病人最近 6 個月有執行特定檢查(驗)紀錄，則會出現「特定檢查(驗)醫

令執行項目提示視窗」。 

 

 

若病人有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紀錄，則會顯示「效期內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提示視窗」。 

 

請換卡再按我： 

使用者欲使用另一病人 IC 卡查詢時，請先換另一病人 IC 卡片後再點選

右手邊「查詢其他保險對象健保卡資料：請換卡再按我」，隨即進入另

一病人 IC 卡查詢流程並顯示畫面。（使用者不需要回到首頁之「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再做另一病人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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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 

 

1. COVID-19 治療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用藥提醒，以紅字顯示。 

2. 病人為管制用藥名單時會以紅字顯示。 

3. 病人有特定凝血因子用藥時以紅字顯示。 

4. 病人該項頁籤有資料時，頁籤才會顯示；最多顯示 11 個頁籤。 

5. 病人於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有影像資料時以黑色粗體顯示。 

6. 病人於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有影像資料時以黑色粗體顯示。 

7. 病人於境外進行器官移植有通報資料時以紅字顯示；游標移至此行

可點擊開啟醫事司及器捐中心聯絡窗口資訊。 

 

8. 病人可能為中重度與重度慢性腎臟病患者時以紅字顯示。 

9. 病人於指揮中心追蹤管理期間內具入(出)境紀錄或曾與確定個案接

觸時以黃底紅字提示。 

10. 該醫師近 6 個月曾透過本署電子轉診平台協助病人轉診，其轉診

單處理狀態以黑色粗體提示。 

11. 病人由其他院所透過本署電子轉診平台轉診予該醫師，且該轉診單

尚未回復時，以黑色粗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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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詢病人 B、C 型肝炎就醫紀錄及公費篩檢資格。 

(1) 病人有最近一次 B、C 型肝炎「用藥紀錄」或「檢驗紀錄」時以

紅字顯示，其餘情況以黑字顯示。 

(2) 點選該字串連結可開啟明細資料視窗，查看該個案公費篩檢資

格、最近一次用藥紀錄、檢驗紀錄、檢驗結果、成人健檢-B/C型

肝炎檢查及就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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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籤顯示說明： 

1. 保險對象對該項頁籤有資料時，頁籤才會顯示。 

2. 查詢之醫事機構類別會影響頁籤的顯示與否。 

3. 以 VPN 首頁右側服務登入，只會顯示雲端藥歷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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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藥歷」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ATC3 名稱」、「ATC5 名稱」、「成分名稱」、

「就醫區間」、「餘藥」、「藥品名稱」等下拉式選單條件，選

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ATC3 名稱」、「ATC5 名稱」、「成分名稱」、「藥品

名稱」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字搜尋；且只會有一個下拉式選單被

查詢，當有一個下拉式選單異動時，另二個下拉式選單自動變回「全

部」。 

 

 

      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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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他院」、「本院」及「藥局」選項；資料

可複選且最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4.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就醫日期皆為▼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色

區塊以利閱讀。(畫面預設排序功能為：單筆餘藥日數試算(由大到

小)+就醫(調劑)日期(由大到小)+藥品代碼(由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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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者選擇上方「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按鍵時會出

現另一子視窗畫面顯示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資料(下方[圖一] )；在子

視窗畫面上點選「欄位說明」出現各欄位之名稱及說明，點選「回

前畫面」按鍵，即可關閉顯示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子視窗畫面，回

到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結果畫面。 

 

 

[圖一] 

6. 使用者選擇上方「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鍵（如下方[圖二]），可查詢

以圖形化呈現之用藥資訊（如下方[圖三]）。於圖形化查詢畫面，選

擇上方「用藥紀錄明細」按鍵，可返回用藥紀錄明細頁面。若無法

正常顯示圖形，請關閉或取消勾選瀏覽器之相容性檢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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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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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者選擇上方「顯示設定」按鍵時會出現以下畫面，使用者可以

利用以下畫面□方框勾選想要顯示的圖型。選好欄位後按確定即可

完成設定各圖形的顯示情形。 

 

 

 

8. 藥品健保代碼後面加「特殊領藥註記」代碼。當特殊領藥註記有值

時，滑鼠滑過「特殊領藥註記」代碼，會顯示其中文說明。 

 

 

 

9. 保險對象年齡>=65 歲時，藥歷畫面自動新增「65 歲以上病人宜注意

用藥品項」欄位。另該保險對象所領取之用藥品項符合宜注意用藥

品項範圍，該欄位顯示「Y」並以紅字顯示。保險對象年齡未超過

65 歲時，此欄位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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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者選擇「療效不等」按鈕（如下方[圖四]），可登打藥品療效不

等相關資訊（如下方[圖五]）。登打完畢後請按下「確認」按鈕離開

登打畫面。 

 

[圖四]  

 

** 



使用者手冊 

 
26 

 

[圖五] 

 

11. 複方註記為「Y」者，表該藥品為複方且最多列出 4 項，每個成分名

稱以「；」相隔，超過 5 個複方資料時，成分名稱則只列出主成分；

複方註記為「空白」者，表該藥品為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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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詢條件「就醫區間」下拉式選單提供依不同區間查詢資料；預設

為「全部」。 

 

 

13. 使用者選擇「過敏資料」按鈕，可登打保險對象過敏藥及症狀相關

資訊（如下圖）。 

 

 

i. 點選所欲新增之用藥紀錄的過敏資料，畫面將帶入藥品成分資料至

登打畫面，以方便使用者往後輸入此藥品成分之過敏症狀等資料（如

下圖）。 

ii. 在登打完畢後請按下「儲存」按鈕，新增完畢，按下「離開」按鈕

後離開登打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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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用者選擇上方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專區」按鈕，可查詢「效

期內處方箋」、「已逾期處方箋」與相關「資料說明」。 

 

「效期內處方箋」可查詢「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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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選擇上方之「藥品交互作用查詢」按鈕，可與病人刻正使用之藥

品進行交互作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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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說明 

 

1. 當登入者為醫師時，系統會先檢查此病患是否為用藥關懷名單？ 

[是]：畫面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會出現； 

[否]：畫面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不會出現。 

2. 當醫師按下「管制藥品用藥資訊」頁籤隨即進入「管制藥品用藥資

訊」的查詢流程。使用者不需要回到首頁之「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平台再做「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查詢作業」查詢；相

關「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查詢作業」的使用問題，請至「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之下載專區下載「保險對象特定醫療

資訊查詢作業」之使用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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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檢驗紀錄」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檢查項目」、「醫令名稱」、「就醫區間」等下

拉式選單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預設查詢之「就醫區間」為「近六個月內」。 

3. 查詢條件「檢查項目」、「醫令名稱」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字搜

尋；且只會有一個下拉式選單被查詢，當有一個下拉式選單異動時，

另二個下拉式選單自動變回「全部」。 

4.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他院」、「本院」及「他所」選項；資料

可複選且最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5.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執行時間-起皆為▼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

色區塊以利閱讀。 

6. 「診療部位」欄位顯示為代碼，當游標移至該代碼上時立即顯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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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名稱」。 

7. 檢查檢驗檢查項目(支付標準前二碼)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06 尿液檢查 07 糞便檢查  08 血液學檢查  

09 生化學檢查  10 微量元素測定  11 輸血前檢查  

12 免疫學檢查 13 細菌學與黴菌檢查 14 病毒學檢查  

15 細胞學檢查  16 穿刺液採取液檢查  17 呼吸機能檢查 

18 循環機能檢查  19 超音波檢查 20 神經系統檢查  

21 泌尿系統檢查 22 耳鼻喉系統檢查 23 眼部檢查 

24 負荷試驗 25 病理組織檢查 26 核子醫學檢查 

27 試管 28 內視鏡檢查 29 診斷穿剌 

30 過敏免疫檢查/

其他檢查 

32 放射線診療普通檢

查 

33 特殊造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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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明細紀錄」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手術明細名稱」、「就醫區間」等下拉式選單

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預設查詢之「就醫區間」為「近六個月內」。 

3. 查詢條件「手術明細名稱」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字搜尋。 

4.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本院」及「他院」選項；資料可複選且最

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5.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執行時間-起皆為▼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

色區塊以利閱讀。 

6. 「診療部位」欄位顯示為代碼，當游標移至該代碼上時立即顯示「代

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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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牙醫處置名稱」、「就醫區間」等下拉式選單

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牙醫處置名稱」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字搜尋。 

3.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本院」及「他院」選項；資料可複選且最

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4.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執行時間-起皆為▼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

色區塊以利閱讀。 

5. 「診療部位」欄位顯示為代碼，當游標移至該代碼上時立即顯示「代

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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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者選擇上方「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鍵（如下方[圖六]），可查詢

以圖形化呈現之用藥資訊（如下方[圖七]）。於圖形化查詢畫面，選

擇「明細資料」按鍵，可返回明細頁面。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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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資料有院所上傳影像，則於「院所上傳影像查詢」欄位顯示影像

連結。 

影像開啟及操作請參考「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影像調閱瀏覽

器操作說明」。 

 

8. 使用者點選「影像品質通報」按鈕（如下圖八），可登打院所上傳

影像品質通報相關資訊（如下圖九），在登打完畢後請按下「確定」

按鈕，按下「確定」後離開登打畫面。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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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過敏藥」頁籤說明 

 

        依據資料來源不同分為 2 個區塊呈現： 

1. 顯示透過本系統登打之過敏藥資料 

(1) 欄位「上傳註記」： 

新增：表示有此過敏藥狀況。 

註銷：表示已無此過敏藥狀況。 

(2) 欄位「過敏藥品成分或類別」，顯示各醫療院所登入之紀錄。 

(3) 預設排序欄位「過敏藥品成分或類別(遞增)」、「上傳日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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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並依「上傳日期」、「上傳註記」、「過敏藥品成分或

類別」欄位提供排序功能：使用者可點選相對應之抬頭進行排

序。 

(4) 使用者點選「新增過敏藥紀錄」按鈕，可登打保險對象過敏藥及

症狀相關資訊（如下圖）。 

 

i. 可依輸入之藥品代碼、藥品英文名稱、ATC 藥品分類碼 7 等欄位

之部分字元做模糊比對，將符合之藥品成分名稱顯示於其下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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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提供點選（如下圖）。 

 

ii. 藥品成分、藥品類別擇一必填，若要點選類別，請將藥品成分欄

位清空。 

 

iii. 在登打完畢後請按下「儲存」按鈕，新增完畢，按下「離開」按

鈕後離開登打畫面。 

 

2. 顯示透過健保卡之上傳資料 

(1) 欄位「過敏藥物」，顯示各醫療院所原始上傳紀錄(未列入檢核)。 

(2) 欄位「上傳註記」： 

新增：表示有此過敏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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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銷：表示已無此過敏藥狀況。 

(3) 「上傳日期」、「上傳註記」、「過敏藥物」欄位提供排序功能：

使用者可點選相對應之抬頭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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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說明 

 

1. 就醫區間下拉選單： 

使用者可選擇呈現六個月或一年或兩年內之資料。 

2. 用藥彙整資料區： 

⚫ 依選定之就醫區間顯示「凝血因子醫令點數總計」。 

⚫ 點選「就醫年月」即可連結至該就醫年月的「用藥就醫明細」資

料。 

3. 用藥就醫明細區： 

⚫ 顯示近期健保卡上傳資料。 

⚫ 顯示申報資料各就醫年月用藥明細。 

4. 點選畫面右方的「TOP」圖示即可回到「用藥彙整資料區」。 

5. 使用者選擇上方「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鍵（如下方[圖十]），可查詢

以圖形化呈現之用藥資訊（如下方[圖十一]）。於圖形化查詢畫面，

選擇「明細資料」按鍵，可返回明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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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 

 

 

[圖十一] 

6. 使用者選擇上方「就醫軌跡圖」按鍵（如下方[圖十二]），可查詢就

醫紀錄軌跡資訊（如下方[圖十三]）。於就醫軌跡圖查詢畫面，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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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資料」按鍵，可返回明細頁面。 

 

[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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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檢驗結果」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檢查檢驗類別」、「特殊檢查檢驗分類項目」

「檢查檢驗項目」、「醫令名稱」、「就醫區間」等下拉式選單

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檢查檢驗類別」、「特殊檢查檢驗分類項目」、「檢查

檢驗項目」、「醫令名稱」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字搜尋；且只會

有一個下拉式選單被查詢，當有一個下拉式選單異動時，另二個下

拉式選單自動變回「全部」。 

3. 預設查詢之「就醫區間」為「近六個月內」。 

4.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本院」、「他院」及「他所」選項；資料

可複選且最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5.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色區塊以利閱讀。 

6. 點選「摘要表」中任一「項目類別」，可將所選類別資料置頂，並

依「採驗/實際檢查日期」排序資料(新→舊)。 

7. 「診療部位」欄位顯示為代碼，當游標移至該代碼上時立即顯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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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名稱」。 

8. 使用者點選畫面上「CT/MRI/PET 專區」、「DM/血脂專區」、「慢

性腎臟病專區」、「腫瘤標記專區」按鍵時會出現另一子視窗畫面

顯示資料(下方[圖十四] )。 

 

[圖十四] 

9. 若醫事機構為電子病歷執行特定檢查(驗)紀錄，則會出現「連結電子

病歷交換中心首頁之提示視窗」。 

 

10. 若該筆資料來源之檢查檢驗醫事機構於該項目有 TAF 認證，則於

「有無 TAF 認證」欄位呈現「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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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該筆資料來源之檢查檢驗醫事機構有標註其為結果值異常資

料，則整筆資料以紅字呈現。 

 

12. 若該筆資料有院所上傳影像，則於「院所上傳影像查詢」欄位顯

示影像連結。 

影像開啟及操作請參考「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影像調閱瀏

覽器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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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者點選「影像品質通報」按鈕（如下圖十五），可登打院所

上傳影像品質通報相關資訊（如下圖十六），在登打完畢後請按

下「確定」按鈕，按下「確定」後離開登打畫面。 

 

[圖十五] 



使用者手冊 

 
48 

 

[圖十六] 

14. 使用者點選畫面上「預防保健專區」，可查詢預防保健相關資訊

（如下圖）。 

 

(1) 按鍵後會出現另一子視窗畫面，分為『成人預防保健』及『四癌篩檢』

兩頁籤顯示相關資料；保險對象於該項頁籤有資料時，頁籤才會顯

示，若皆有資料則預設停在『成人預防保健』頁籤（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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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四癌篩檢』頁籤可顯示相關資料；保險對象對該項有資料時，

才會顯示其資料表格（如下圖）。 

 

15. 其餘使用本頁籤之相關注意事項，請參考畫面下方備註： 



使用者手冊 

 
50 

「出院病歷摘要」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出院日期區間」、「就醫科別」等下拉式選單

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出院日期區間」、「就醫科別」下拉式選單提供輸入文

字搜尋；且只會有一個下拉式選單被查詢，當有一個下拉式選單異

動時，另一個下拉式選單自動變回「全部」。 

3.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

來源，使用者可以選擇「本院」、「他院」選項；資料可複選且最

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4.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色區塊以利閱讀。 

5. 點「檔案開啟」欄位中之「開啟此筆出院病摘」之連結調閱出院病

摘 XML 格式資料檔；「附檔檔案開啟」欄位中之「開啟此筆出院病

摘附檔」之連結調閱出院病摘附檔 PDF 格式資料檔。 

6. 出院病摘附檔 PDF 檔案調閱，不支援瀏覽器 IE10(含)以下版本，若

檢核瀏覽器版本不符，將顯示訊息「此瀏覽器版本不支援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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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醫療」頁籤說明 

 

 

1. 使用者可以利用資料結果上方的篩選條件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結

果；使用者選擇「就醫區間」下拉式選單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

詢」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使用資料結果上方的來源選項點選查詢想要看到的資料來源，使用

者可以選擇「本院」、「他院」及「他所」選項；資料可複選且最

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3.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色區塊以利閱讀。 

4. 使用者選擇畫面上「管理參考指標」按鍵時，會切換至以下畫面並

顯示資料(下方[圖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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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5. 使用者選擇畫面上「功能恢復狀況」按鍵時，若該保險對象屬於急

性後期照護計畫收案名單，會切換至以下畫面並顯示資料(下方[圖十

八] )。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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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用藥」頁籤說明 

1. 分為上下兩區域，依使用者於上面區域點選之就醫（調劑）日期，

會將該就醫（調劑）日期之明細用藥資料顯示於下面區域。 

 

2. 預設查詢之「就醫區間」為「近六個月內」。 

3. 點選資料內容上方的抬頭可以依該欄位排序（▲表由小到大；▼表

由大到小）；並依該欄位資料區分顏色區塊以利閱讀。 

4. 使用者點選畫面上「餘藥查詢」按鍵時，會切換至以下畫面並顯示

餘藥資料。(下方[圖十九] )。 

 

[圖十九] 

5. 使用者點選畫面上「圖形化查詢畫面」按鍵時，會切換至以下畫面

並以時間軸顯示用藥資料 (下方[圖二十] ) ，游標移至橫線處會顯示

該筆用藥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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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6. 使用者點選上方之「藥品交互作用查詢」按鈕，可與病人刻正使用

之藥品進行交互作用查詢。 

 

「CDC 預防接種」頁籤說明 

 

1. 點選前往「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即可開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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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顯示下圖憑證問題，選擇「繼續瀏覽此網站」。 

 

3. 顯示「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4. 相關操作請參考「醫療院所使用『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

統』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操作手冊」。 

「顯示欄位設定」說明 

1. 「雲端藥歷」頁籤、「檢查檢驗紀錄」頁籤、「檢查檢驗結果」頁

籤、「手術明細紀錄」頁籤、「牙科處置及手術」頁籤、「出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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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摘要」頁籤、「復健醫療」頁籤、「中醫用藥」頁籤皆有「顯示

欄位設定」之功能。 

2. 使用者選擇上方「顯示欄位設定」按鍵時會出現以下畫面，使用者

可以利用以下畫面□方框勾選想要顯示的欄位。選好欄位後按「確

定」即可完成顯示欄位設定。 

 

3. 使用者選擇上方「顯示欄位設定」按鍵時會出現以下畫面，使用者

可以利用以下畫面○重新排序想要顯示的欄位；請圈選想要移動的

欄位，按「上移」或「下移」變更欄位順序。設定好欄位順序後按

「確定」即可得到設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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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示欄位設定功能使用「上移」或「下移」變更欄位順序設定後如

想要恢復預設值，請點選「還原為預設值」按鍵，畫面即可回復最

原始的欄位順序，再點選「確定」按鍵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查詢結果畫面欄位順序即回復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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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欲回到「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執行其他業務，請

按上方的「回首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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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網頁程式回傳值：網頁元素(Element)說明 

⚫ 網頁元素(一)說明：rtnCode 

1. 用途：目前程式執行的狀態。 

2. 元素值(value) 

元素值

(value) 

內容說明 

0 醫事機構端（client）點選「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連

結時程式啟動時的狀態。 

1 醫事機構端（client）讀取 SAM 卡、醫事人員卡及健保 IC 卡

資料完成，並準備將卡片資訊送至健保署主機端（server）的

狀態。 

2 健保署主機端（server）接收到卡片資訊並完成「健保醫療資

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正準備將查詢結果送至醫事機構端

（client）的狀態。 

3 醫事機構端（client）接收到結果資料後由程式自動回傳訊息

至主機端（server）表示成功。 

⚫ 網頁元素(二)說明：GetMsg 

1. 用途：目前程式執行狀態的訊息。 

2. 元素值(value)：顯示目前程式執行狀態的訊息。 

 

⚫ 主機端（server）流程需至元素值(value)為 3 才算完全成功。 

如主機端（server）流程完成時，會回傳「資料查詢成功」，此時：rtnCode

的元素值(value)為 3；GetMsg 的元素值(value)為「資料查詢成功」。 

※ 例外說明：點選「CDC 預防接種」頁籤時，rtnCode 的元素值(value)

為 1，再點選「前往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時，rtnCode 的元素

值(value)為 2，該頁籤無 rtnCode 的元素值(value)為 3 之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