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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環境說明 

系統最低配備 

 作業平台：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 等 

 CPU：1.4 GHz 

 RAM：256MB 

 磁碟空間：至少 620MB 

 Cable/DSL 網路 

 支援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8 以上、Firefox 3以上、Google Chrome4

以上 



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系統                                系統使用操作手冊 

                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 功能作業清單 

作業類別 功能名稱 

衛教指導記錄管理 

衛教指導記錄維護 

衛教指導批次資料上傳 

功能測試資料回饋 

單機版系統及相關元件下載 

 

  「衛教指導記錄管理」提供醫事機構進行衛教指導資料上傳、登錄、查詢與

修改作業，其中「衛教指導維護」為單筆衛教指導資料登錄，填入個案基本資料

與衛教指導內容，「衛教指導批次資料上傳」為使用既定上傳（excel）格式，進

行大批資料匯入處理，同時可以確認匯入、成功與失敗筆數，「功能測試資料回

饋」則為使用者功能測試完畢後，填寫問卷資料並回饋，做為系統改善參考依據；

「單機版系統及相關元件下載」，提供系統相關元件下載及單機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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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操作說明 

3.1. 登入系統 

 

 「訊息公告」標題，登入後才可觀看完整內容。 1.

 上方顯示「客服諮詢專線」與「電子郵件信箱」資訊。 2.

 初次使用系統請參考「帳號申請說明」進行帳號申請，或請參閱操作手冊「3.1.2.3.

帳號申請」一節。 

 點選『一般登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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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一般登入 

 

 輸入「機構代碼」、「密碼」與「驗證碼」。 1.

 「密碼」，請注意大小寫之英文字母，初次登入建議「複製」密碼信上的密碼2.

「貼上」即可。 

 若忘記密碼請點選『忘記密碼』，或請參閱操作手冊「3.1.1.1忘記密碼」一節。 3.

 若看不清楚「驗證碼」，可直接點選『更新』即會出現新的一組驗證碼。 4.

 點選『登入』，即可進入。 5.

 欲回到上一頁，點選『回首頁』即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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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時，點選一般登入畫面之『忘記密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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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機構代碼」與申請時所填寫的「E-mail」信箱，點選『送出』，即可從信2.

箱收取密碼信，將信中提供的密碼填入即可登入；若填入非當初申請時之信箱，

則會出現錯誤訊息。 

 欲回到系統首頁，點選『首頁』即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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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帳號申請 

 

 第一次使用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系統之衛教單位，須點選『帳號申請』1.

並完成系統線上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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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申請」需填寫完整資料，其中標示「*」之欄位為必填：「機構代碼」、「機2.

構名稱」、「使用者姓名」、「電話 1」、「電話 2」、「E-mail」和「機構地址」等資

料也請務必填寫完整。 

 點選『送出』即完成帳號申請。 3.

 欲回到上一頁，點選『返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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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完成需等待國民健康署進行人工審核約 2～3天。 5.

 核准通過後，系統會寄送一封申請核准通知信至申請之信箱，使用者再將信中6.

所提供的帳號密碼填入系統登入頁面即可登入。（申請信箱請勿填寫hinet信箱，

易擋信件。若填寫 yahoo 信箱，容易送至垃圾信件夾，請至垃圾信件夾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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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核准通知信中提供的預設密碼即可登入系統。 7.

 第一次登入系統，系統會自動出現「密碼變更」畫面，請使用者立即進行密8.

碼修改：輸入欲修改的「新密碼」並確認後點選『送出』即可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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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功能操作 

3.2.1. 登入後畫面 

 

 登入後，即顯示各項相關「訊息公告」，點選「訊息公告」之標題可看到公告1.

詳細資料並可下載附件檔案，或請參閱操作手冊「4.2.5.1.訊息公告」一節。 

 右上方會顯示「登入帳號」、「登入 IP」、「登入時間」與「上次登入時間」。 2.

 點選『登出』，即登出此系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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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衛教指導記錄管理 

3.2.2.1. 衛教指導記錄維護 

 

 點選上方「衛教指導記錄管理」項下之『衛教指導記錄維護』，可進行衛教指1.

導記錄之查詢、登錄等相關作業。 

 

 第一次執行，會顯示要求執行附加元件訊息，點選此訊息列，再點選「執行附2.

加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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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是否執行 ActivX元件視窗，點選「執行」。 3.

 

 進入「衛教指導記錄」後，可直接輸入孕婦身分證或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及4.

出生日期做查詢，或插入健保卡直接讀取健保卡資料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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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入「孕婦身分證或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及「出生日期」點選『查詢』，5.

下方便會呈現依條件進行查詢之資料列表，並顯示可「新增一次衛教」或「新

增二次衛教」按鈕。 

 使用讀卡機並插入孕婦健保卡，需先安裝『讀卡元件』及『安全憑證』，安裝6.

文字可至單機版系統下載區下載；步驗請參考【HealthCardReader 元件安

裝步驟.docx】及【HealthCard憑證安裝步驟.docx】。 

 點選『讀取健保卡資料』，會將健保卡之身分證號及出生日期帶入查詢欄位，7.

並自動執行查詢功能於下方便呈現結果資料列表。 

 點選『新增第一次衛教』可直接進行第一次衛教資料之資料新增。或點選『新8.

增第二次衛教』可直接進行第二次衛教資料之資料新增。 

 

 若已有過去個案衛教資料，則會自動帶入基本資料及健康行為，並依每次衛教9.

實際狀況修正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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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孕婦基本資料』、『健康行為』、『孕產醫療史』、『衛教主題』等資料。 10.

 「孕婦身分證或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及「出生日期」欄位為查詢條件自11.

動帶入，無法作修改。 

 各日期欄位可選擇以系統欄位中提供的小日曆做點選，亦可自行輸入，格式為12.

YYY/MM/DD。 

 填寫完成後點選『儲存』，彈出「新增成功」之訊息視窗，該筆衛教紀錄即新13.

增完畢。 

 點選『返回』則返回上一頁「衛教紀錄指導」頁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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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資料欄位缺漏或格式有誤，則會彈跳出新增失敗訊息視窗，提醒使用者除15.

錯。 

 

 查詢結果列表，點選修改，則會帶入此筆衛教指導記錄資料，可進行資料修改、16.

刪除、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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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修正完成後點選『儲存』，彈出「更新成功」之訊息視窗，即完成該筆衛17.

教紀錄修正。 

 點選刪除則可將該筆衛教指導記錄刪除(注意：資料一經刪除則無法復原)。 18.

 點選「列印」則直接從印表機印出此張衛教指導記錄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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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衛教指導批次資料上傳 

 

 點選上方「衛教指導記錄管理」項下之『衛教指導批次資料上傳』，可查看院1.

所所有批次衛教指導資料之匯入資訊。此功能主要提供使用單機版院所，將單

機版登錄之衛教指導記錄資料匯出後，使用此功能批次匯入系統。 

 

 進入此功能即顯示院所所有批次衛教指導資料之匯入資訊，包含「匯入時間」、2.

「匯入者」、「成功筆數」、「失敗筆數」、「匯入失敗資料檔」等資訊；並以「匯

入時間」作降冪排序，最近一次匯入資料的紀錄會顯示於列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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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有失敗筆數的紀錄，點選其欄位中的『檔案下載』則可下載當次匯入資料3.

後系統回饋的失敗訊息。 

 

 點選『瀏覽』選擇欲上傳之 excel 檔，找到電腦中欲上傳之檔案，選取欲上傳4.

之檔案後，點選『開啟舊檔』。 

 於「檔案名稱」內顯示檔案路徑來源，點選『上傳』。 5.

 點選『上傳』後，即顯示上傳資料筆數，以及成功或失敗筆數，若上傳失敗則6.

會顯示錯誤訊息說明，修正資料後重新上傳即可。。 

 

3.2.2.3. 功能測試資料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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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上方「衛教指導記錄管理」項下之『功能測試資料回饋』，進行功能測試1.

滿意度及相關建議訊息回傳。 

 

 功能測試完畢後，可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按下『儲存』即可儲存滿意度資料。 2.

 姓名、聯絡電話、e-mail 欄位為必填。 3.

 



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系統                                系統使用操作手冊 

                2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3.2.2.4. 單機版系統及相關元件下載 

 

 點選上方「衛教指導記錄管理」項下之『單機版系統下載』，下載單機版系統1.

及健保卡讀取元件檔案。 

 

 下載單機版系統(含操作手冊)，可點選單機版系統「下載」連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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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健保卡讀卡元件及安裝手冊，可點選健保卡讀卡元件「下載」連結。 3.

 

 

4. 客服聯絡資訊 

 客服專線：(02)2311-9100 分機 1561 

 傳真號碼：(02)2311-7353 

 客服信箱：gbs@ms2.iisigroup.com 

 客服地址：10043台北市衡陽路 102 號七樓 

         「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系統」收。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30 

                     下午 1:30～6:00 

 

mailto:gbs@ms2.iisi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