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10624 修改版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TOCC提示視窗 

【修訂歷程】 

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1.0 109.3.05 首發。 

V1.1 109.3.07 
增加「出境至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但非由第三級旅

遊警示地區入境」情境。 

V1.2 109.3.11 修改「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V1.3 109.4.10 

1. 依疫情中心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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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增「社區採檢對象」轉診提示文字。 

3. 修改「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增加「COVID-

19 病例暨採檢送驗注意事項」。 

V1.4 109.4.27 調整時間(原超過 14 天改為 21 天)。 

V1.5 109.12.16 
1. 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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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6 110.1.22 新增「部桃專案名單-自主健康管理」提示文字。 

V1.7 110.1.26 新增「部桃專案名單」第 15 至 21 天提示文字。 

V1.8 110.4.1 新增「臺帛旅遊泡泡-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提示文字。 

V1.9 110.4.14 調整「臺帛旅遊泡泡-自主健康管理」提示文字。 

V2.0 110.5.16 

1. 新增「經疫調列為自主健康管理」提示文字。 

2. 新增「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自主健康管理」提示

文字。 

V2.1 110.8.10 

1. 新增「指定處所隔離之確診個案—居家隔離」提示

文字。 

2. 新增「指定處所隔離之確診個案—於醫院/集中檢

疫所解除隔離治療後返家居家隔離」提示文字。 

3. 新增「抗原快篩陽性個案」提示文字。 

V2.2 110.12.20 
新增「春節 7+7+7 檢疫專案同住家人─加強自主健康

管理」提示文字。 

V2.3 111.3.7 調整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時間(原 14 天改為 10 天)。 

V2.4 111.4.14 
1. 移除期滿後之延長提示。 

2. 調整「查無旅遊史或接觸史」提示文字。 

V2.5 111.5.12 
調整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時間並增加「自主防疫」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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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2.6 111.5.17 
新增完成 3 劑疫苗接種之免居家隔離者「自主防疫」

提示。 

V2.7 111.5.23 新增 PCR 檢驗陽性提示。 

V2.8 111.6.1 調整「指定處所隔離之確診」提示。 

V2.9 111.6.15 

1. 新增抗原快篩陽性提示。 

2. 新增「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條件」參考資料。 

3. 調整居家檢疫時間(原 7+7 改為 3+4) 

V3.0 111.6.24 新增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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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優先次序顯示提示 

一、 指定處所隔離(指定處所隔離之確診名單，7天內) 

 

 

 

二、 居家隔離(抗原快篩陽性名單，7天內) 

 

 

指定處所隔離之確診個案 
※抗原快篩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8/09、PCR 檢驗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8/09 

 

※採檢日期：110/08/09 

 

病人如仍於隔離期間，請確認其是否經衛生單位安排就醫，如係違反隔離規定自行前來就醫，應儘速通知個案隔離

地所在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如有疑問請電洽

防疫專線 1922。 

抗原快篩陽性個案 
※抗原快篩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8/09、PCR 檢驗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8/09 

 

 

 

病人如仍於隔離期間，請確認其是否經衛生單位安排就醫，如係違反隔離規定自行前來就醫，應儘速通知個案隔離

地所在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如有疑問請電洽

防疫專線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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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居家隔離(疾管署居家隔離名單，3天內) 

 

 

四、 居家檢疫(移民署出入境名單，3天內) 

 

居家隔離個案，請通知當地衛生局！ 

※抗原快篩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8/09 

 

※接觸日期：110/05/15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如有疑問請電洽

防疫專線 1922。 

居家檢疫個案，請通知當地衛生局！ 

 

 

【旅遊史參考】 

110/05/15 由美國入境。 

110/04/30 出境至美國。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對入出境資料有疑問，請

洽移民署客服電話：(02)23889393 分機 5600)；如有其他疑問

請洽防疫專線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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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僅有 1筆出境紀錄，無入境紀錄：超過 3天，7天內 

 

 

六、 自主防疫(疾管署完成第 3劑疫苗接種者免居家隔離名單， 7天內) 

 

請詢問民眾離開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日期，如仍在 3 天內，個案應配合居家檢疫，請通知當地衛生局！ 

 

 

【旅遊史參考】 

110/04/30 出境至美國。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

仍認為需進行 SARS-CoV-2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

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對入出境資料有疑問，請

洽移民署客服電話：(02)23889393 分機 5600)；如有其他疑問

請洽防疫專線 1922。 

自主防疫個案 

 

※PCR 檢驗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5/01 

 

※接觸日期：110/04/30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如有疑問請電洽

防疫專線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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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主防疫(疾管署居家隔離名單，4至 7天內) 

 

 

 

八、 自主防疫(移民署出入境名單，4至 7天內) 

 

 

自主防疫個案 

 

※PCR 檢驗陽性(臺北虛擬診)：110/05/01 

 

※接觸日期：110/04/30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如有疑問請電洽

防疫專線 1922。 

自主防疫個案 

 

 

【旅遊史參考】 

110/04/30 由美國入境。 

110/04/25 出境至美國。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對入出境資料有疑問，請

洽移民署客服電話：(02)23889393 分機 5600)；如有其他疑問

請洽防疫專線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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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查無指揮中心追蹤管理期間內旅遊或接觸史資料 

 
※ 以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查：查無此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之旅遊史或接觸史資料！ 

※ 以許可證號查：查無此中華民國入出境許可證號之旅遊史或接觸史資料！ 

※ 以護照號碼查：查無此護照號碼之旅遊史或接觸史資料！ 

 
※查無此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之旅遊史或接觸史資料！ 

 

※PCR 檢驗陽性(臺北虛擬診)：111/05/23 
 

病人如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症狀，請注意： 

如符合「發病前 14日內有國外旅遊史」，或其他通報條件，應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採檢！不符合上述條件，醫師仍

認為需進行 SARS-CoV-2 檢驗，請進行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如需轉診採檢，請開立電子轉診單並通知當地衛生局)。 

(參考資料請按我：法定傳染病通報定義、社區監測通報定義、COVID-19病人風險評估表、口服抗病毒藥物適用

條件) 

 

此個案已於 110/09/23(AZ)、111/01/26(Medigen)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本查詢作業資料由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對入出境資料有疑問，請

洽移民署客服電話：(02)23889393 分機 5600)；如有其他疑問

請洽防疫專線 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