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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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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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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門、住診  

   (2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 IC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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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卡資料)  

檢查檢驗  最近 6個月門、住診  

   (5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 IC卡資料)  

手術明細記錄  最近 6個月門、住診  

   (5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 IC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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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卡資料)  

過敏藥  所有過敏藥記錄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最近 7個月門、住診  

   (6 個月申報資料+最新 1~2個月的 IC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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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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左側服務項目登入方式： 

(一) 服務機構進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後，點選左邊「服務

項目」之「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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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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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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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者：醫師(醫師卡)／藥師（醫事人員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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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下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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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右側服務登入方式：(圖-1) 

(一) 服務機構進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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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憑證登入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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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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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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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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自動將屬於醫療費用申報的相關公告事

項，按公告日期由近至遠排序，顯示於網頁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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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員暫定可為診間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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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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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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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URL登入方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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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使用者：醫師(醫師卡)／藥師（醫事人員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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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畫面： 

1. 讀取卡片資訊並通過條件認證後，即進入下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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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業試辦期間，請向各分區承辦人員申請權限，權限申請通過後

即可使用本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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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結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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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進入查詢後顯示資料結果畫面如下(圖-5)。 

 

 

圖-5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結果之 1 

(二) 請換卡再按我： 

使用者欲使用另一病患 IC卡查詢時，請先換另一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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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另一病患 IC卡查詢流程並顯示畫面。（使用者不需要回到首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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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平台再做另一病患之查詢） 

(三) 摘要說明： 

 

1. 保險對象為管制用藥名單時會以紅字顯示。 

2. 保險對象有特定凝血因子用藥時以紅字顯示。 

3. 保險對象對該項頁籤有資料時，頁籤才會顯示；最多顯示七個頁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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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雲端藥歷」頁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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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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C5名稱」、「成份名稱」、「就醫區間」、「餘

藥」、「藥品名稱」等下拉式選單條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後即可

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ATC5名稱」、「成份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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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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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藥局）」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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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餘藥日數試算(由大到

小)。 

5. 使用者選擇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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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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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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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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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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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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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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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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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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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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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檢查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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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後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檢查項目」、「醫令名稱」、「就醫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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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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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藥局）」及「全部」

選項；資料可複選且最少必須選擇一項；預設為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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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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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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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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手術明細紀錄」頁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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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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明細項目」、「就醫區間」等下拉式選單條

件，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後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手術明細項目」、「就醫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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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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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藥局）」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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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牙科處置」頁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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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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好條件後按查詢後即可得到篩選的結果。 

2. 查詢條件「牙醫處置名稱」、「就醫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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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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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藥局）」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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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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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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過敏藥」頁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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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銷：表示已無此過敏藥狀況。 

(十一)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頁籤說明 

 



使用者手冊 

 
20 

1. 用藥彙整資料區： 

A. 顯示「近六個月凝血因子醫令點數總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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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藥就醫明細區： 

A. 顯示近期健保卡上傳資料。 

B. 顯示申報資料各就醫年月用藥明細。 

3. 點選畫面右方的「TOP」圖示即可回到「用藥彙整資料區」。 

(十二) 「顯示欄位設定」說明 

1. 其「雲端藥歷」頁籤、「檢查檢驗」頁籤、「手術明細記錄」頁籤、

「牙科處置及手術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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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篩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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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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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可得到設定的結果。 

 

4. 顯示欄位設定功能變更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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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查無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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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病患近三個月內無任何藥歷資料時，則顯示 「近期內無資料」。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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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