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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入登出 

(一) 申請帳號 

 功能描述 

提供使用者自行申請帳號。 

 功能說明 

 填寫申請人相關資訊，所屬角色如無特殊需求，請選擇「單

位_使用者」。 

 送出申請後，系統會自動寄送申請單 PDF 至電子信箱，請

列印申請單，確認內容，經申請人及主管核章後，將核章

之申請單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回傳疾病管制署。 

 疾病管制署會再回覆申請人帳號是否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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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入 

 功能描述 

提供使用者透過自然人憑證或醫事憑證登入系統。 

 功能說明 

 憑醫事人員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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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苗資料設定 

(一) 疾病名稱設定 

 功能描述 

因應國際傳染性疾病可能有多種不同的預防性藥物可治療，故

設計預防疾病來確認個案是否完成接種。 

 功能說明 

 預設新增後啟用 

 若疾病名稱已有設定批號，則無法刪除 

 修改的疾病中、英文名稱若重複，則提示告知使用者，且

不得儲存 

 

 
 

 

(二) 代號/批號設定 

 功能描述 

讓管理者設定疫苗的代號以及疫苗批號。 



操作手冊 

 5 

 功能說明 

查詢疫苗代號 

 若輸入多個查詢條件，尋找交集符合條件的資料 

 若已有相對應之疫苗批號完成設定，則無法刪除疫苗代號 

 可針對使用方式或疫苗批號查詢 

 

 

新增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不得重複，否則系統會提示且無法儲存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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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疫苗代號 必填，文字欄位，疫苗的代號。 

中文名稱 必填，文字欄位，疫苗的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文字欄位，疫苗的英文名稱。 

使用方式 必填，下拉欄位，包括「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口

服」。「皮下注射」預設，可由代碼資料維護功能修訂。 

管理分類 必填，下拉欄位，包括「一般疫苗」、「瘧疾用藥」。預

設「一般疫苗」，可由代碼資料維護功能修訂。 

異動日期 系統自動帶入時間。 

發證規定 必填，下拉欄位，包括「必須發證」、「可發證」、「不

需發證」。預設「必須發證」。 

限制一劑 必填，下拉欄位，包括「是(只能一劑)」、「否(不限制劑

數)」。預設「是」。 

費用類型 必填，下拉欄位，包括「疫苗基金-徵收收入」、「疫苗基

金-其他收入」、「歲入-供應」。預設。「疫苗基金-徵收

收入」 

預防/治療/檢驗

疾病名稱 

必填，另開視窗選擇相對應的疾病。 

啟用狀態 必填，單選按鈕，預設啟用 

相關資訊 管理者可上傳疫苗代號有關的文件，單檔檔案大小限制

1M。 

順序 數字欄位，排序的順序，數字越小顯示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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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號清單列表 

 列出疫苗的中英文名稱、使用方式、狀態的資訊 

 可針對有效日期、單價、庫存量做升降冪排序 

 

新增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若重複，不得儲存 

 上傳的檔案格式為 JPG 或 GIF，檔案大小 1M 以內 

 可隨時新增公告價格，但新增的公告起日必須小於效期，

且大於該批號最後一次接種日期 

 刪除公告價格：已新增的公告價格可刪除，但如果該適用

區間內已有接種資料，則跳出警示且不可刪除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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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批號 必填，文字欄位，疫苗的批號 。 

包裝劑量 必填，數字欄位，。 

包裝樣式 下拉欄位，藥品的包裝方式，包含「預注充填」、「錠」、

「小瓶」、「AMP」。預設「預注充填」，可由代碼資料

維護修訂。 

疫苗分類 必填，下拉選單庫存疫苗、非庫存疫苗。 

疫苗類別 必填，下拉選單疾管署提供、醫院自行採購。 

圖檔 上傳欄位，藥品的圖檔，單檔檔案大小限制 1M。 

仿單 上傳欄位，藥品的使用方式，單檔檔案大小限制 1M。 

有效日期 日期欄位，格式 YYYＹMMDD。 

採購單價 數字欄位，採購的單價。 

廠牌 必填，文字欄位，製造藥品的廠商名稱。 

代理廠商 文字欄位，代理藥品的廠商名稱。 

公告單價 必填，數字欄位，藥品實際的售價。 

公告日(起) 必填，日期欄位，格式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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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疫苗批號 

 歷史單價顯示該批號所有設定過的價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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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庫存警示設定 

 功能描述 

各單位可自行設定單位內疫苗效期或庫存的提醒。 

 功能說明 

警示設定 

 疫苗代號底下所有效期內的疫苗批號數量相加後小於安全

庫存需警示 

 效期提醒天數預設 91 天，效期小於 91 天的批號需警示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安全庫存 數字欄位，設定疫苗的安全庫存量。 

效期提醒天數 數字欄位，設定疫苗屆效前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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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疫苗資料查詢 

 功能描述 

供各單位查詢所有疫苗的資料及相關的使用方法。 

 功能說明 

資料查詢 

 各單位皆能查詢所有疫苗資料，但只能檢視不能修改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名稱 文字欄位，可同時搜尋疫苗的中英文名稱，採模糊比對。 

使用方式 下拉欄位，包含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口服。 

疫苗名稱 下拉欄位，顯示所有啟用的疫苗代號。 

疫苗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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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苗庫存管理 

(一) 採購登錄 

 功能描述 

提供採購新疫苗的功能。 

 功能說明 

採購列表 

 設定時採購區間，列出查詢結果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採購日期 設定採購的起迄日期。 

疫苗 可選擇指定的疫苗。 

 

新增採購 

 須先建立批號才能採購 

 須點選確定採購才會完成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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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採購日期 設定採購的日期。 

備註 採購備註。 

疫苗資料 用連動的方式選擇批號。 

 

  



操作手冊 

 14 

(二) 撥入登錄 

 功能描述 

若有其他單位已經將疫苗撥出到單位內，可使用此功能將疫苗

撥入。 

 功能說明 

撥入列表 

 資料狀態共分為 

待審核:主管單位尚未通過確認。 

未撥入:不需要經過主管單位確認或主管單位已經確認，但

本單位尚未撥入。 

已撥入:已經經過本單位的確認。 

已退回:已點選退回撥出單位。 

 查詢結果依據待審核、未撥入列出，其餘依撥出日期降冪

排序。 

 已點選「確認撥入」、「退回撥出單位」的紀錄，可刪除

撥入、退回資料，資料狀態恢復為「未撥入」之狀態，但

已結算、該批號藥品數量不足、對方單位已點選退回確認

者，跳出警示並無法刪除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狀態 下拉欄位，包含未撥入、已撥入、待審核、已退回、所有

撥入資料。預設未撥入。選擇未撥入、審核中時，查詢欄

位的撥入日期不可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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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入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須注意起迄時間的合理性。 

撥出單位 以另開視窗方式選擇單位。 

疫苗 下拉欄位，顯示已經建檔的疫苗代號。 

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撥出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顯示撥出日期。 

撥出單位 顯示撥出單位。 

審核單位 顯示審核單位。 

資料狀態 顯示該筆撥入資料狀態，包含「待審核」、「未撥入」、

「已撥入」、「已退回」。 

撥入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顯示撥入日期，未撥入、

待審核之資料為空值。 

工作人員 顯示點選撥入者之使用者姓名，未撥入、待審核之資料為

空值。 

 

撥入確認 

 撥入狀態包含待審核、未撥入、已撥入、退回，待審核的

項目只能檢視資料，無法點選確認撥入或退回撥出單位 

 待撥入的項目，總金額為 0，完成撥入後會顯示正確的金

額。 

 點選待撥入資料之「序號」，進入該筆資料之撥入登錄頁

面。 

 輸入冷凍片及監視片指數，可輸入備註，選擇「確定撥入」。 

 特殊情況時，輸入備註，選擇「退回」。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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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確定撥入 確認撥入該筆疫苗，須填寫相關疫苗紀錄。 

退回 退回該筆疫苗，須填寫退回原因。 

撥入日期 必填，時間欄位，預設系統時間，可修改。 

原監視片指數 撥出時的監視片指數。 

備註 備註資料。 

退回原因 必填，文字欄位，退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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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撥出登錄 

 功能描述 

將疫苗撥出到其他單位。 

 功能說明 

撥出列表 

 依照撥出日期降冪排序 

 資料狀態分為: 

未撥出:資料處於暫存狀態，尚未撥出。 

待審核:已經撥出，但須主管單位同意。 

已撥出:已經或不需經過主管單位同意且已經撥出。 

退回:被撥入單位退回 

 查詢功能的疫苗選單內容為目前所有疫苗，包含啟用及停

用的疫苗，非必填，未填寫表示查詢所有疫苗資料。 

 「未撥出」、「待審核」及不需審核的「已撥出」資料可

修改/刪除，但已結算者跳出警示並無法修改/刪除，已被

審核、撥入的資料無法修改/刪除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狀態 下拉欄位，包含所有撥出資料、尚未撥出、待審核、待撥

入、退回。預設所有撥出資料。 

撥出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須注意起迄時間的合理性。 

撥出對象 以另開視窗方式選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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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下拉欄位，顯示單位內有的疫苗代號。 

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撥出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顯示撥出日期。 

撥出對象 顯示撥出單位。 

審核單位 顯示審核單位。 

疫苗名稱 顯示撥出的疫苗名稱。 

數量 顯示撥出的疫苗數量。 

資料狀態 顯示該筆撥入資料狀態，包含「待審核」、「未撥入」、

「已撥入」、「已退回」。 

工作人員 顯示點選撥入者之使用者姓名，未撥入、待審核之資料為

空值。 

 

 

新增/修改撥出 

 須先填寫撥入單位，才可選擇其他項目 

 撥出日期預設今天，可自行修改 

 備註分為「調度疫苗」(應疾管署需求調回疫苗；若將疫苗

調至其他單位須經疾管署審核)、「非屆效毀損調回」(因

疫苗毀損須調回疾管署)及「其他」，可自行增加備註內容 

 透過撥出的疫苗及單位資訊，列印出相關的寄件單及簽收

單。 

 寄件單右上方為本單位的疫苗負責人聯絡資訊，左下方為

接收單位的疫苗負責人資訊。 

 簽收單為撥出疫苗的資訊，簽收單位為欲撥入的單位，最

下方為撥出單位的疫苗負責人資訊。 

 撥出資料不可修正但在撥入單位尚未撥入前可以刪除，在

撥入單位撥入後則不可刪除 

 暫存狀態的疫苗列表按照疫苗名稱升冪排序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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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撥出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預設當日，可修改。 

審核單位 下拉欄位，包含無、有，選擇有則需選擇審核單位。預設

無。 

撥出對象 以另開視窗方式選擇撥入單位，與審核單位連動，若審核

單位選無，只能選同轄區的單位。若審核單位選有才可看

到審核單位轄下的所有單位。 

備註 下拉選單的字會到備註欄位，可再自行增減。 

工作人員 登入者的帳號。 

總金額 自動計算撥出疫苗的總公告單價。 

疫苗名稱 下拉欄位，顯示單位內尚有庫存的疫苗代號。 

疫苗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庫存量 顯示該批號目前的庫存量。 

公告單價 顯示該批號的公告單價。 

包裝樣式 顯示該批號的包裝樣式。 

包裝劑量 顯示該批號的包裝劑量。 

撥入數量 必填，數字欄位，欲撥入的數量。 

冷凍片指數 下拉欄位，包含未破裂、破裂、無，預設無，可由代碼資

料維護功能修訂。 

監視片指數 下拉欄位，包含預設未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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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毀損登錄 

 功能描述 

疫苗若有毀損不能再被使用的情形，可使用此功能回報給疾管

署。 

功能說明 

毀損列表 

 列表按照申報日期降冪排序。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申報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須檢驗起迄日期的合理性。 

疫苗名稱 下拉欄位，顯示單位內有的疫苗代號。 

疫苗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申報日期 顯示申報日期，格式 YYYYMMDD。 

疫苗名稱 顯示申報毀損的疫苗名稱。 

數量 顯示申報毀損量。 

工作人員 顯示登錄人員。 

 

新增/修改毀損 

 申報日期預設為當日，可修改 

 若毀損原因非「疫苗/藥品屆效」，請聯繫疾管署確認是否

可自行毀損，再進行登錄，毀損原因可依實際狀況更改 

 毀損疫苗只能選擇屆效之疫苗批號 

 已申報但尚未結算的項目可被刪除，如該月份已結算則跳

出警示且無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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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確定申報」，該筆疫苗即從庫存扣除 

 毀損資料不可修正；不可刪除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申報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預設當日，可修改。 

毀損原因 文字欄位，註記相關資料。 

工作人員 登入者的帳號。 

申報單位 登入者所屬的單位。 

疫苗名稱 下拉欄位，顯示單位內尚有庫存的疫苗代號。 

疫苗批號 下拉欄位，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包裝樣式 疫苗的包裝樣式，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包裝劑量 疫苗的包裝劑量，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公告價格 疫苗的公告價格，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庫存量 單位的庫存量，與疫苗代號作連動。 

毀損數量 必填，數字欄位，申報毀損的數量，不得超過庫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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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撥出審核 

 功能描述 

此功能是給主管單位進行疫苗審調撥審核，不同主管的單位，

若有疫苗調撥的需求，則需撥出單位的轄區主管同意才能調

撥。 

 功能說明 

撥出審核 

 主管單位可選擇同意，雙方就可進行疫苗調撥，疫苗數量

歸在途量，若不同意則退回給撥出單位 

 主管單位確認後，在撥入單位尚未撥入時都可取消確認，

退回給撥出單位，若撥入單位已經確認後則無法取消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撥出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須檢查起迄日期的合理性。 

撥出單位 從快顯示窗選擇撥出單位。 

狀態 下拉選單，顯示疫苗調撥的狀態，包含已確認、未確認、

所有確認資料，預設未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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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庫存量查詢 

 功能描述 

查詢使用者所屬單位或轄下單位的疫苗庫存量及相關資訊。 

 功能說明 

庫存量列表 

 顯示所選擇單位內所有的疫苗庫存量 

 以顏色區分「效期提醒+安全庫存量提醒」或「效期提醒」

或「安全庫存量提醒」或「已屆效」 

 相關疫苗警示須用顏色特殊標記，各項排序優先度「已屆

效」>「效期提醒」>「安全庫存量提醒」 

 列表內同一種疫苗批號會自動加總於庫存量(劑)欄位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單位 必填，下拉選單，以另開視窗方式選擇單位，預設自己單

位，可選擇轄下單位。 

疫苗 下拉選單，目前尚有庫存的疫苗。 

疫苗名稱 顯示值。 

疫苗批號 顯示值。 

庫存量 顯示值。 

有效日期 顯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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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天數 顯示值，顯示距離效期尚餘天數。 

庫存量小計(劑) 顯示相同疫苗名稱的庫存量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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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庫存結算 

 功能描述 

月結算該單位的疫苗資料。 

 功能說明 

試算/結算 

 結算月份有尚未確認的疫苗調撥，不可結算且跳出警示訊

息 

 以月為單位，僅能結算尚未關帳的月份，已關帳的月份不

能結算 

 統計該月份的所有疫苗使用情形，並按照疫苗的公告價格

計算所有的費用 

 按下「試算」，才會有「本月總收入金額」及「使用量」

出現。庫存數量為查詢當日的數量，使用量為查詢月份的

使用量 

 確認「本月總收入金額」和「使用量」正確後，按下「結

算」，完成結算才可以列印該月份之繳款書 

 如結算後發現錯誤而有重新結算的需求，請單位_管理者至

系統管理開關帳設定首頁，點選「設定」重新開帳重算 

 列表按照疫苗名稱升冪排序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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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計算期間 下拉選單，顯示該單位尚未關帳的年月。 

起算日期 帳務結算起始日，該月月初。 

結算日期 帳務結算終始日，該月月底。 

本月總收入金額 該月份所有的收入。 

異動日期 試算過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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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防接種資訊 

(一) 接種領藥登錄 

 功能描述 

登錄國際預防接種紀錄。 

 功能說明 

個案查詢 

 須輸入證號及生日，生日可用民國年或西元年格式 

 輸入時檢查身分證號及居留證號格式，若輸入的證號不符

合規則，跳出訊息告知 

 查詢到該個案資料，直接帶到新增接種紀錄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身分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居留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護照號碼 文字欄位 。 

 

個案資料 

 證號可選擇「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

選擇「身分證字號」者，基本資料會自戶政系統帶出；選

擇「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 者，須自行輸入基本資料 

 欄位說明如下 

 



操作手冊 

 29 

 

欄位 說明 

身分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居留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護照號碼 文字欄位 。 

姓名 文字欄位。 

性別 下拉欄位。 

出生日期 日期欄位，格式西元年 YYYYMMDD,民國年 YYYMMDD。 

原屬國籍 下拉欄位，選擇國籍。 

 

 
 

新增/修改接種紀錄 

 登錄接種領藥者相關資訊 

 新增接種紀錄，同時可進行過往接種紀錄之補證；單純補

證請選擇「接種領藥查詢」 

 點選「新增接種紀錄」，跳出新增視窗，疫苗/藥品類別，

預設為「庫存疫苗」，僅可選擇系統內之疫苗批號，且會

扣庫存；選單另有「非庫存疫苗」，可自行輸入相關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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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會扣庫存 

 可新增多筆接種疫苗資料 

 新增接種紀錄同時有補證需求時，點選「補證」書籤，勾

選補證疫苗項目，輸入證書編號 

 接種領藥相關資訊完成登錄後，按下「存檔」，完成接種

領藥登錄。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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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出國目的 必填，下拉欄位，包含旅遊、留學、經商、商展、志工活

動、朝聖、外交派駐、工作、探險、其他。預設旅遊。 

出國地點 必填，下拉欄位，出國地點採用連動式表單，先選洲別在

選相關國家，可新增最多五組出國地點。 

出國日期 日期欄位，格式 YYYYMMDD。 

返國日期 日期欄位，格式 YYYYMMDD。 

備註 文字欄位，備註事項。 

接種日期 必填，日期欄位，預設今日，可修改但日期須大於該單位

最後一次結算日期以及該個案的出生日期，否則跳出警示

視窗且不可存檔。 

疫苗類別 必填，下拉欄位，包含疾管署提供、醫院自行採購。預設

疾管署提供。 

疫苗名稱 必填，下拉欄位，選擇疾管署提供時，顯示目前該院有庫

存、未屆效期的疫苗(代號-中文名稱)；選擇醫院自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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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顯示另一疫苗下拉選單，選單內容於代碼資料維護下

設定。 

疫苗批號 必填，下拉欄位，選單內容連動疫苗類別和疫苗名稱欄位，

選擇疾管署提供時，顯示該藥品目前該院有庫存、且未屆

效期的批號；選擇醫院自行採購 時，顯示文字框，自動把

全形英數符號轉為半形。 

數量 必填，數字欄位，連動「疫苗管理>疫苗代號/批號設定」

中，[限制一劑]欄位。如限制 1 劑則欄位為 1，且不可更改；

如非限制 1 劑則顯示文字框；選擇[醫院自行採購] 時，預

設為 1 但可修改，選擇[疾管署提供]時，使用的藥品會自系

統庫存扣除，如自行輸入數量大於現有庫存，跳出警示視

窗且不可存檔。 

收費類別 必填，下拉欄位，包含自費、公費。預設自費，疫苗類別

選擇[醫院自行採購] 時，不可填寫。 

公告價格 與疫苗批號連動，單價連動[收費情形]欄位，如選[自費]依

據選擇的批號及數量自動算出單價，如選[公費]則為 0，不

可更改，非疾管署提供藥物則不可填寫。 

發證規定 下拉選單，與疫苗批號連動 

必須發證：證書狀態可選擇「新證」(需自行輸入證書編號)、

「加簽」(系統自動帶出前次證書編號 

) 

可發證：證書狀態可選擇「未發證」(不需填證書編號)、「新

證」、「加簽」。 

不需發證：無證書狀態。 

證書編號 文字欄位，連動[證書狀態]欄位，選擇[新證]時為必填；選

擇[加簽]時自動帶出旅客最近一次證書編號，但可修改；選

擇免證則不可填寫。 

證明書類別 下拉欄位，須連動疫苗資料設定內的證書設定內容。 

設定為必須發證者僅顯示新證、加簽供選擇。 

設定為可發證者顯示免證、新證、加簽供選擇。 

設定為不需發證者顯示免證。 

預設值為各情況第一個選項。 

費用 統計總費用，根據公告單價、數量及申請證明書份數自動

判斷總費用，不可更改，疫苗類別選醫院自行採購則不可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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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種領藥查詢 

 功能描述 

查詢個案的資料及相關的接種紀錄。 

 功能說明 

個案查詢 

 須輸入證號及生日，生日可用民國年或西元年格式 

 輸入時檢查身分證號及居留證號格式，若輸入的證號不符

合規則，跳出訊息告知 

 若輸入的證號不符合規則，跳出訊息告知 

 之前沒有旅醫接種領藥登錄紀錄者，結果顯示「查無資料」 

 之前有旅醫接種領藥登錄紀錄者查詢列表依照出生日期降

冪排序 

 列表個人資訊需隱碼，規則如下 

姓名: 李*明=>遮蔽中間 

證號: A1234*****=>固定遮蔽後五碼 

出生日期: 1900-**-** => 遮蔽月、日 

 選擇序號後可顯示相關資訊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身分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居留證號 文字欄位，需檢驗是否符合規則。 

護照號碼 文字欄位。 

 

個案資料/國際預防接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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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資料不需隱碼 

 國際預防接種資料只有同單位且尚未結算的月份資料才能

刪除、修改接種資料，，其餘單位能新增接種資料、補證、

檢視、列印接種紀錄 

 列印接種紀錄需將國際預防接種資料以及一般疫苗接種資

料印出 

 可進行單純「補證」(點選任何一筆資料，進入補證頁面後，

再點選實際補證資料) 

 可進行「新增接種資料」(系統會導向接種領藥登錄頁面) 

 只有單位建立且尚未結算的資料可以由該單位修改 

 接種資料依據接種日期降冪排序 

 

欄位 說明 

身分證號 個案的身分證號。 

居留證號 外籍者個案的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個案的護照號碼。 

姓名 個案的姓名。 

性別 個案的性別。 

出生日期 個案的出生日期。 

原屬國籍 個案的國籍。 

疫苗名稱 接種的疫苗名稱。 

疫苗批號 接種的疫苗批號。 

接種日期 接種的日期，依照降冪排序。 

接種單位 接種的單位。 

數量 該次接種的數量。 

證書編號 若有申請證明書，該證明書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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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資料/一般疫苗接種資料 

 個案資料不需隱碼 

 一般疫苗接種資料為從 NIIS 介接該個案的接種資料，只能

瀏覽不能修改 

 列印接種紀錄需將國際預防接種資料以及一般疫苗接種資

料印出 

 接種資料依據接種日期降冪排序 

 

 

 

欄位 說明 

身分證號 個案的身分證號。 

居留證號 外籍者個案的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個案的護照號碼。 

姓名 個案的姓名。 

性別 個案的性別。 

出生日期 個案的出生日期。 

原屬國籍 個案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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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名稱 NIIS 接種的疫苗名稱。 

劑別代號 NIIS 接種的疫苗批號。 

接種日期 NIIS 接種的日期，依照降冪排序。 

接種單位 NIIS 接種的單位。 

 

列印接種紀錄 

 資料列依照 國際預防接種、一般疫苗接種資料排序 

 
欄位 說明 

姓名 個案的姓名。 

出生日期 個案的出生日期。 

疫苗種類 接種的疫苗名稱。 

接種日期 接種日期，依照降冪排序。 

醫院(診所)名稱 開證明書的單位名稱。 

醫院(診所)印信 開證明書的單位印信。 

發證醫師簽章 開證明書的醫生簽章。 

發證日期 開證明書的日期，系統自動帶入列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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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表 

(一) 單位別結存月報表 

 功能描述 

查詢各單位的結存月報表。 

 功能說明 

結存月報表 

 帶出該單位結算的資料，主管單位可查轄下所屬單位的資

料，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的資料 

 已結算的月份才可查詢，若尚未結算，跳出警示資訊 

 可將查詢結果下載成 csv 格式的報表資料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機關 單位名稱。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批號 疫苗批號。 

上月結存 上一個月，該疫苗在單位內的結存量。 

採購 該月份該單位的疫苗採購量。 

撥入 該月份該單位的疫苗撥入量。 

撥出量 該月份該單位的疫苗撥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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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量 該月份該單位的疫苗損毀量。 

接種 該月份該單位的疫苗使用量。 

本月結存 該疫苗在單位內的結存量。 

小計(有效) 加總未過期相同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小計(屆效) 加總已過期相同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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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苗別結存日報表 

 功能描述 

查詢各疫苗在指定區間內，單位的使用情況。 

 功能說明 

結存日報表 

 選擇資料年月(直接點選「2017」，可以更快速選擇以前年

度) ，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的資料 

 按下「產生報表」，查詢結果可下載 

 進行庫存結算後才可以產生該月份月報表 

 統計該區間內該疫苗的 起始庫存、耗損量、撥入量、撥出

量、在途量、接種量、結存等資訊。 

 可將查詢結果下載成 csv 格式的報表資料。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機關 單位名稱。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疫苗效期 疫苗的效期。 

劑型 疫苗劑型。 

採購 採購數量。 



操作手冊 

 42 

撥入 該單位的疫苗撥入量。 

撥出 該單位的疫苗撥出量。 

在途 已撥出但尚未被撥入的疫苗數量，加計於待撥入單位。 

毀損 該單位的疫苗損毀量。 

接種 該單位的疫苗使用量。 

結存 該疫苗在單位內的結存量。 

小計(有效) 加總未過期相同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小計(屆效) 加總已過期相同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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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種明細表 

 功能描述 

查詢指定區間內，指定單位全部的藥品使用及補證紀錄。 

 功能說明 

接種明細表 

 查詢區間格式 YYYYMMDD。 

 選擇接種區間(直接點選「月份」，可以更快速選擇以前日

期)及疫苗名稱；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的接種資料 

 按下「產生報表」，即可產生「接種明細表」，查詢結果

可下載 

 可將查詢結果下載成csv格式的報表資料，須有疫苗名稱、

批號、數量、價格、證書類別、備註、證明書號碼、出國

目的、出國目的地等資料，欄位同匯入格式。 

 依照接種日期降冪排序 

 欄位說明如下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接種日期 接種日期。 

姓名 姓名。 

身分證號 個案的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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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證號 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年齡 年齡。 

國籍 國籍。 

證書號碼 該次登錄的證書號碼。 

出國日期 出國日期。 

返國日期 返國日期。 

疫苗名稱 疫苗名稱。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數量 接種的數量，若為補證則數量為 0。 

費用類型 費用類型，分成公費、自費。 

應繳費用 應繳費用。 

證書類別 有發證書的列別，分成 新證 補證、加簽。 

接種單位 接種單位。 

目的地 1 區域 目的地 1 區域。 

目的地 1 國家 目的地 1 國家。 

目的地 2 區域 目的地 2 區域。 

目的地 2 國家 目的地 2 國家。 

目的地 3 區域 目的地 3 區域。 

目的地 3 國家 目的地 3 國家。 

出國目的 出國目的。 

接種年 接種年。 

接種月 接種月。 

通訊縣市 通訊縣市。 

通訊鄉鎮市區 通訊鄉鎮市區。 

週別 接種日為該年度第幾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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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疫苗撥入明細表 

 功能描述 

查詢指定區間內，全部的撥入紀錄。 

 功能說明 

撥入明細表 

 查詢區間格式 YYYYMMDD。 

 選擇撥入區間(直接點選「月份」，可以更快速選擇以前日

期)及疫苗名稱；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的撥入資料 

 只顯示已點確認撥入的資料，未撥入、待審核、退回的資

料不顯示 

 按下「產生報表」，即可產生「疫苗撥入明細表」，查詢

結果可下載 

 依照撥入日期降冪排序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撥入單位 撥入單位。 

撥出單位 撥出單位。 

撥入日期 撥入日期。 

登錄人員 登錄人員。 

登錄日期 登錄日期。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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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廠牌 疫苗廠牌。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疫苗效期 疫苗效期。 

公告單價 公告單價。 

撥入數量 撥入數量。 

小計 加總相同批號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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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疫苗撥出明細表 

 功能描述 

查詢指定區間內，全部的撥出紀錄。 

 功能說明 

撥出明細表 

 查詢區間格式 YYYYMMDD。 

 選擇撥出區間(直接點選「月份」，可以更快速選擇以前日

期)及疫苗名稱；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撥出的資料 

 按下「產生報表」，即可產生「疫苗撥出明細表」，查詢

結果可下載 

 依照撥出日期降冪排序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撥出單位 撥出單位。 

撥入單位 撥入單位。 

撥出日期 撥出日期。 

登錄人員 登錄人員。 

登錄日期 登錄日期。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疫苗廠牌 疫苗廠牌。 



操作手冊 

 48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疫苗效期 疫苗效期。 

備註 備註。 

備註說明 備註說明。 

公告單價 公告單價。 

撥出數量 撥出數量。 

小計 加總相同批號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操作手冊 

 49 

(六) 疫苗毀損明細表 

 功能描述 

查詢指定區間內，全部的毀損申報紀錄。 

 功能說明 

疫苗毀損明細表 

 查詢區間格式 YYYYMMDD。 

 選擇申報區間(直接點選「月份」，可以更快速選擇以前日

期)及疫苗名稱；合約醫院只能查詢到本院的毀損資料 

 按下「產生報表」，即可產生「疫苗毀損明細表」，查詢

結果可下載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申報日期 申報日期。 

毀損日期 毀損日期。 

申報人員 申報人員。 

申報單位 申報單位。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疫苗名稱 疫苗名稱。 

疫苗廠牌 疫苗廠牌。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疫苗效期 疫苗效期。 

公告單價 公告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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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數量 毀損數量。 

小計 加總相同批號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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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疫苗採購明細表 

 功能描述 

查詢指定區間內，全部的採購申報紀錄。 

 功能說明 

疫苗採購明細表 

 查詢區間格式 YYYYMMDD。 

 可將查詢結果下載成 csv 格式的報表資料。 

 報表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採購日期 採購日期。 

採購人員 採購人員。 

採購單位 採購單位。 

疫苗代號 疫苗代號。 

疫苗名稱 疫苗名稱。 

疫苗廠牌 疫苗廠牌。 

疫苗批號 疫苗批號。 

疫苗效期 疫苗效期。 

公告單價 公告單價。 

採購數量 採購數量。 

小計 加總相同批號疫苗項目的藥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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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 該批採購疫苗的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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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費 

(一) 繳款書 

 功能描述 

自動產生應繳金額的繳款書。 

 功能說明 

繳款書 

 進行庫存結算後才可以產生該月份月繳款書 

 月繳單自動計算指定年月的應繳金額。應繳金額= (當月份

內每日藥品使用量*使用日公告價格) + (當月新證數*200) 

+ (當月補證數*200) + (當月加簽數*150)。 

 所有單位均可產生自己單位的繳款書 

 月繳單僅可列印已結算之月份，且繳款金額不為 0。如當

月未結算，跳出「該月份尚未結算，請先結算」警示視窗；

如當月應繳款金額為 0，跳出「該月份無須繳款」警示視

窗。 

 新分頁的繳款書共四聯，可直接列印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繳款年月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自動代入該單位最後

一次的結算年月，但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 

繳款金額 若選擇產生繳款單，必填，數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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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位繳款書 

 功能描述 

疾病管制署可手動輸入單位應繳金額的繳款書。 

 功能說明 

繳款書 

 產生指定單位及金額的繳款書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繳款年月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自動代入該單位最後

一次的結算年月，但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 

繳款單位 指定繳款的單位。 

繳款金額 若選擇產生繳款單，必填，數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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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遞送清單 

 功能描述 

產生各項費用類型的金額。 

 功能說明 

遞送清單 

 所有單位都可列印自己單位的遞送清單 

 起始年度月份、終止年度月份自動帶出該單位最後一次結

算年月 

 遞送清單自動計算指定時間區間內，各項藥品使用數量、

證明書發證數，並加計各項金額總合，計算區間內未使用

之藥品不列出 

 各項藥品依「疫苗管理>疫苗代號/批號設定」功能中，[收

入科目]欄位所選類別，分別歸類為[徵收收入]、[其他收入]、

[供應費]，另新證、加簽、補證費用獨立歸類為[證照費] 

 僅可列印已結算月份之遞送清單，如當月未結算，跳出「指

定區間內有月份尚未結算，請先結算」警示視窗 

 按下「產生遞送清單」，即可產生「遞送清單」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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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起始年度月份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自動代入該單位最後

一次的結算年月，但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 

終止年度月份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自動代入該單位最後

一次的結算年月，但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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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遞送清單查詢 

 功能描述 

可自行選擇單位，產生各項費用類型的金額。 

 功能說明 

各單位遞送清單 

 所有單位都可列印自己及所屬下級單位的遞送清單 

 接種單位：依照所選類別，顯示該類別下的所有接種單位

名稱，接種單位可複選。接種單位依名稱遞增排序(優先次

序：特殊符號>數字>英文字>中文字) 

 遞送清單自動計算指定時間區間、指定單位(可複選)、指

定藥品或證照費類別(可複選)，之使用數量、發證數，並

加計各項金額總合 

 同時選擇多個單位時，於遞送清單之[單位]項全數列出，

並以半形逗號分隔 

 若選擇合併報表，統計所有一般接種單位的資料，合併成

一張報表 

 僅可列印已結算月份之遞送清單，如當月未結算，跳出

「OO(單位名稱)指定區間內有月份尚未結算，請先結算」

警示視窗，如多於 1 個單位未結算，顯示「OO(單位名稱

1), OO(單位名稱 2), OO(單位名稱 3)指定區間內有月份尚

未結算，請先結算」 

 其餘邏輯同「遞送清單」功能 

 欄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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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起始年度月份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自動代入該單位最後

一次的結算年月，但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 

終止年度月份 必填，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 

接種單位 以另開視窗選擇單位，可複選，可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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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電子公佈欄 

(一) 訊息維護 

(1) 發布訊息 

 功能描述 

提供使用者針對轄下所屬單位發布訊息。 

 功能說明 

新增/修改訊息 

 每個訊息皆須有主旨、內容、上架時間 

 可選擇獨立單位發送電子郵件 

 上架時間內的訊息，皆會顯示在各使用者的訊息檢視 

 訊息起迄的時間點為凌晨 00:00 

 可選擇轄下的單位發送通知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發佈日期 建立公告的時間，系統時間，不得修改。 

發佈單位 建立公告的單位，不得修改。 

主旨 必填，公告主旨。 

內容 必填，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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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時間 該公告顯示的期間，須檢驗起迄日期的合理性。 

通知單位 可選擇轄下單位發送通知，單位可複選，並可選擇發送電

子郵件到該單位所有的使用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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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訊息檢視 

 功能描述 

提供使用者檢視各項系統公告訊息。 

 功能說明 

檢視訊息 

 訊息可篩選 近 10 天訊息、近 30 天訊息、全部訊息，預設

為近 10 天訊息 

 訊息檢視首頁會顯示最近 10 筆訊息，點選主旨可檢視詳細

內容 

 

 

  



操作手冊 

 63 

八、 系統管理 

(一) 基本資料維護 

 功能描述 

提供系統使用者維護個人資料。 

 功能說明 

基本資料維護 

 使用者只能自己修改電話、手機、傳真、職稱，其餘項目

由系統自動帶入，若需要異動則需帳號管理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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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管理 

 功能描述 

提供 CDC 人員管理組織架構。 

 功能說明 

新增組織 

 以樹狀結構呈現組織單位 

 點選各節點即可編輯詳細資訊 

 最上層單位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點選[新增下層單位]時該單位即為上層組織 

 組織代碼採用自訂編碼 

 請管理者維護組織資訊，設定聯絡人、藥局聯絡人及帳務

聯絡人 

 須先建立組織代碼後才能從使用者管理建立該單位的帳號 

 狀態預設啟用 

 維護時寫入修改紀錄 

 
欄位 說明 

上層組織名稱 點選[新增下層單位]時該單位即為上層組織。 

組織代碼 必備，採用自訂編碼。 

組織中文名稱 必備，文字欄位，可從介接的醫療機構選擇。 

組織英文名稱 文字欄位，可自訂名稱。 

組織簡稱 文字欄位，可自訂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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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層級 必備，單選，該組織的類型層級，固定為中央、區管中心、

局、所、院。 

狀態 必備，包含啟用、停用，預設為啟用。 

顯示順序 必備，預設為該層單位中最後順序，依照順序生冪排序。 

IP 範圍 該單位電腦使用的 IP 範圍。 

地址 自行填寫資料。 

電話 自行填寫資料。 

可施打的疫苗 帶出目前啟用的所有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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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者管理 

 功能描述 

提供 CDC 人員管理系統使用者。 

 功能說明 

帳號列表 

 可篩選 

 依據帳號升冪排序 

 新建立的帳號為預設為啟用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帳號或姓名 文字欄位，以模糊比對方式比對帳號及姓名。 

單位 以另開視窗選擇單位。 

角色 下拉欄位，包含全部、管理者、區管中心人員、衛生局人

員、衛生所人員、醫院人員。預設全部。 

啟用狀態 下拉欄位，包含全部、啟用、停用、未啟用、鎖住。預設

全部。 

審核狀態 下拉欄位，包含全部、未審核、審核通過、審核不通過。

預設全部。 

未登入時間 下拉欄位，包含全部、達 3 個月、達 6 個月、達 12 個月。

預設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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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新增/修改 

 帳號管理者才能建立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帳號 使用者帳號，預設為身分證號。 

姓名 使用者姓名。 

身分證號 該使用者身分證號，主要認證項目，建立後使用者不得更

改，需帳號管理者修改。 

電話 使用者單位內的電話。 

手機 使用者的手機號碼。 

傳真 使用者單位的傳真。 

電子信箱 使用者的信箱，主要認證項目，建立後使用者不得更改，

需帳號管理者修改。 

單位 使用者的單位，建立後使用者不得更改建立後使用者不得

更改，需帳號管理者修改。 

職稱 使用者的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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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使用者所屬部門，建立後使用者不得更改，需帳號管理者

修改。 

所屬角色 帳號所屬的角色，與其權限相關，需帳號管理者修改。 

備註 備註資料。 

申請單 可上傳申請單以供備查。 

啟用狀態 帳號的狀態，包含未啟用、啟用、停用、鎖住，鎖住為該

帳號暫時無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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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限管理 

 功能描述 

提供 CDC 人員維護系統角色所屬權限。 

 功能說明 

新增/修改角色 

 角色名稱不得重複，並可設定不同的層級 

 可針對各頁面賦予不同的動作，包含新增、修改、刪除、

檢視、列印、匯出 

 可修改欄位：名稱、說明及所屬層級 

 若該角色已可帳號關連，則不可刪除 

 刪除時需連同功能權限一同刪除 

 修改時寫入更新紀錄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角色名稱 必備，文字欄位，不得重複。 

角色說明 文字欄位。 

所屬層級 必備，可複選。 

功能權限 使用者可複選各功能的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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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統提醒 

 功能描述 

顯示疫苗調撥、低庫存警示、效期警示、結算提醒。 

 功能說明 

系統提醒 

 依照日期降冪排序 

 可篩選近 10 天提醒、近 30 天提醒、全部日期，預設為近

10 天提醒 

 各項警示皆以文字顯示待處理的項目，疫苗撥入及疫苗審

核需自動帶到該功能 

 同單位內的使用者都會接收到一樣的訊息，使用者可刪除

自己的提醒項目，下次登入後不會再看見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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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修改歷程記錄 

 功能描述 

提供 CDC 人員查詢疫苗庫存及接種資料異動的情形。 

 功能說明 

查詢列表 

 接種資料每項異動過程都要記錄 log 

 疫苗各項調撥都要記錄 log 

 顯示各項異動都是由哪一個單位的使用者做的調整 

 欄位說明如下 

 

欄位 說明 

使用者帳號 文字欄位，以模糊比對方式查詢帳號。 

日期 時間欄位，格式 YYYYMMDD，須檢驗起迄日期的合理

性。 

類別 單選欄位，查詢疫苗或接種資料異動紀錄。 

排序方式 必備，數字欄位，最小的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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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開關帳設定 

 功能描述 

提供各單位重新計算帳務。 

 功能說明 

開關帳設定 

 各層級主管單位可選擇轄下單位的開關帳設定 

 合約院所可自行開關帳 

 顯示年度的開關帳設定，當某月份開帳後，其往後的每個

月份至最近一次結帳紀錄都可被修改，待該單位重新結帳

後，系統會自動關帳 

 可上傳轄下單位的開帳申請單，檔案大小限制 3M 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