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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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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首頁網址：https://medvpn.nhi.gov.tw/

路徑：醫事機構登入>醫事機構卡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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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登入後路徑：機構代表作業>雲端安全模組申請、下載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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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 108年7月22日起，新申請醫事服務機構與
本保險人特約核定後，本署自動核發 1 組
雲端安全模組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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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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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登入後路徑：機構代表作業>雲端安全模組申請、下載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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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解壓縮下載檔案，檔名是「醫療院所代號」+「安全模組
代號」.SAM

.SAM存放電腦位置 C:/NHI/SAM/COMX1



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p.2~7)

2. 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p.8~20)

3.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p.21~32)

4.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及3.5.3.0版）增修功能 (P.33~37)

5. 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P.38~48)

6. 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P.49~)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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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控制軟體--配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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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雲端安全模組檔控制軟體更新至5.1.5.3版

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

將服務/smartcard/啟動類型，設為自動

啟用醫師卡快速認證功能，只需要1台讀卡機
❖若要使用2台讀卡機，建議選用2台不同型號讀卡機



下載網站 https://www.nhi.gov.tw
❖選單：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

❖「檔案下載」位於上述網頁的最下方

❖安裝壓縮檔內，包含安裝檔、相關說明文件

安裝注意事項
❖請先解除安裝舊版讀卡機控制軟體，再安裝
新版讀卡機控制軟體

健保卡控制檔案下載與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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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https://www.nhi.gov.tw/


雲端安全模組暨控制軟體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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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與下載

2. 雲端安全模組檔控制軟體5.1.5.3安裝包下載與安裝

3. 放置雲端安全模組C:\NHI\SAM\COMX1目錄

4. 檢查Reader.dll於C:\Windows\SysWOW64或

C:\Windows\System32

5. 放置CSHIS.dll於HIS系統目錄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簡易安裝指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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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由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進入
https://www.nhi.gov.tw/

• 讀卡機控制軟體（Windows版）5.1.5.3版下載
（健保署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
健保卡資料下載區＞讀卡機控制軟體（Windows
版）5.1.5版

• 安裝「控制軟體5.1.5.3」
• 注意:支援電腦OS版本：Windows 7和以上版本

(含32位元及64位元)

步驟一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簡易安裝指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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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解除安裝舊版，下載後解開壓縮檔，請以系統管理員身分
執行安裝setup.exe

• 請參考控制軟體5.1安裝指引V2.5之四、正式環境安裝準備

步驟二

• 將未使用之『安全模組檔』解壓縮放置 C:\NHI\SAM\COMX1
路徑下。

步驟三

◆有關醫事服務機構雲端安全模組申請指引已放置於健保
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 網址：
https://medvpn.nhi.gov.tw/
路徑：下載專區/共通作業/服務項目/電腦設定

◆ 108年7月22日起，新申請醫事服務機構與本保險人特約
核定後，本署自動核發 1 組雲端安全模組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https://medvpn.nhi.gov.tw/


Reader.dll 檔案放置
❖為相容於健保讀卡機，使用者須將所使用廠牌的健保讀卡機
Reader.dll 檔，放置到系統目錄下

❖請依據作業系統不同，放在不同目錄
例如：C:\Windows\System32 或 C:\Windows\Syswow64

如使用晶片讀卡機，亦請置入任一廠牌健保讀卡機的
Reader.dll 檔即可
❖請至本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網站使用說明」處下載

檢查Reader.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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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拷貝CSHIS.dll檔案至His系統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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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I\LIB

C:\VISW
*此為範例，請依各家HIS系統位置放置。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簡易安裝指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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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兩台「晶片讀卡機」並插入健保卡、醫
事人員卡(注意:測試卡與正式卡不可混用)

• 建議選擇二台不同型號之讀卡機(❊啟用醫
師卡快速認證功能只需要一台讀卡機)

步驟四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桌面的「雲端安全模
組主控台」或 C:\NHI\BIN\CsFsim.exe

• 選取卡片對應的讀卡機

步驟五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簡易安裝指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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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系統設定」頁面是否有「醫療院所代
號」、「安全模組卡號資料」

• (詳細請參考控制軟體5.1安裝指引V2.5之五、
更版環境使用說明)

步驟六

• 至「作業檢視」->SAM認證

步驟七

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目錄 說明

1 C:\NHI\SAM\COMX1 安全模組檔放置路徑

2 C:\NHI\LIB 元件安裝路徑

3 C:\NHI\BIN 工具程式安裝路徑

4 C:\NHI\LOG 記錄檔存放位置

5 C:\NHI\INI 系統相關設定檔路徑

6 C:\NHI\sample 測試介面程式

7 C:\NHI\UTILITY 公用程式

8 C:\NHI\VPN VPN網頁使用元件

檔案配置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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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C#程式範例
❖下載連結 https://is.gd/rEtwid

❖ C#範例程式使用說明書 https://is.gd/Ahr4JA

VB程式範例下載連結
❖https://is.gd/P7ZcKJ

Java程式範例下載連結
❖https://is.gd/nLjfGJ

解壓縮密碼：1234

程式開發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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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壓縮檔：
❖//改版申請及安裝文件/
控制軟體5.1安裝指引
V2.5.pdf、附錄一

僅適用健保讀卡機

若要使用新版VPN首
頁及健保醫療資訊雲
端查詢網頁，則不可
使用本項方式，請使
用完整安裝程序。

控制軟體5.1.5.*安裝--不使用「控制軟體之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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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3.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110/2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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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卡快速認證—主控台設定 (方式1)

22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醫師卡

健保卡

雲端安全模
組主控台 實體醫師卡與IDC雲端

安全模組交互認證，
完成醫師卡登入

醫師卡與健保卡認證

晶片讀卡機

1

2

⚫ 超過有效認證時間
8小時需重新認證
醫師卡

◆ 醫師卡快速認證：預設是DISABLE，可將設定為
ENABLE 或修改 C:\NHI\INI\csdll.ini 設定檔



醫師卡快速認證—檔案設定 (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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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修改 C:\NHI\INI\csdll.ini 設定檔，將
HPCFASTAUTH 設定為 ENABLE 

◆選擇使用的讀卡機，請按下【確定】。



醫師卡快速認證—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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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1

2

3



醫師卡快速認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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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 只需一台讀卡機
• 後續在有效期間內執行健保卡作業都不用插醫師卡

◆適用範圍
• 健保卡相關作業系統

◆不適用：
• 非健保作業（必需有實體醫師卡認證，則需二台
讀卡機）

• 如：疾管署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取號時進行民眾在保狀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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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號作業(取就醫序號)

檢查卡片狀態

檢查卡片效期

檢查卡片就醫可用次數

回傳就醫序號及安全簽章

取號作業(取就醫序號)

檢查卡片狀態

檢查卡片效期

檢查卡片就醫可用次數

回傳就醫序號及安全簽章

保險資訊連線查核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模擬健保讀卡機燈號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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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I\INI\csdll.ini

加入：CSWATCH=DISABLE

csdll.ini檔內容 說明 備註

HPCFASTAUTH=DISABLE
醫師卡快速認證功能，只需一台讀
卡機－後續在有效期間內執行健保
卡作業都不用插醫師卡

預設是DISABLE，設定為
ENABLE才能啟用這個功能

CSWATCH=DISABLE 模擬健保讀卡機燈號浮動視窗
預設是DISABLE，設定為
ENABLE才能啟用這個功能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模擬健保讀卡機燈號浮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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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及醫事卡均未置入
狀態皆為0，顏色顯示白色

健保卡及醫事卡已置入
狀態皆為1，其顏色赫色

健保卡及醫事卡均已完
成與安全模組認證，
狀態皆為2，顏色顯示為
綠色及橙色

醫事卡完成PIN驗證，與健保
卡與醫師卡進入醫療模式，狀
態：3，顏色顯示為淡紫色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開始進行讀卡機檢測1

請將健保卡置入讀卡機2

成功載入健保卡，請移除健保卡3

拔

插入健保卡 拔出健保卡

讀卡機檢測程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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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nhi.gov.tw/)
⚫下載路徑：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
⚫下載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
&topn=5FE8C9FEAE863B46

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topn=5FE8C9FEAE863B46


再進行一次讀卡測試，請置入健保卡4 請移除健保卡5

讀卡機檢測程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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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第一階段測試完成，請於置入健保卡6
完成測試，這台讀卡機測試OK，支援使用相
關功能

7

讀卡機檢測程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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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取消「允許電腦關閉這個裝置以節省電源」1 完成設定確認2

讀卡機電源設定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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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確認沒有被勾選

確認沒有被勾選



4.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
及3.5.3.0版）增修功能

(110/12提供)

33



因應就醫資料上傳2.0，為保持安全簽章長度一致，請配合以下事項：

⚫ 請HIS廠商及醫療院所使用以下API：

1.53 hisGetSeqNumber256N1 

(取得就醫序號、安全簽章(256Bytes)

及就醫識別碼)

⚫ 請HIS廠商及醫療院所停止使用以下API ：

1.9 hisGetSeqNumber (安全簽章長度為128Bytes)

離線時取得就醫識別碼使用：

1.54 hisGetTreatNumNoICCard (取得就醫識別碼)

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

使用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5.1.5.*版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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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



讀卡機控制軟體取就醫序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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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

就醫序號 即時查保 就醫識別碼

方式 1 API 1.37 (舊版) API 1.55 (5.1.5.*) API 1.56 (5.1.5.3)

方式 2 API 1.37 (5.1.5.*) API 1.56 (5.1.5.3)

方式3 API 1.53 (5.1.5.*)

停止使用API 1.9 
(就醫序號)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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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化讀取卡片狀態機制。

2.優化讀卡機占用機制，可與健保VPN內其他系統並用同台設備，例如：疾

管署疫苗平台。

3.增加讀卡機控制軟體重啟程式，並提供函式供HIS系統呼叫介接，重啟讀卡

機控制軟體。

◆ 新增API名稱 csSoftwareReset(0)

◆ 新增 C:\NHI\UTILITY\csResetFsim.exe

4.增加讀卡機控制軟體API 1.56，可配合既有HIS運作，單獨取就醫識別碼。

4.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



5.提供測試卡取就醫識別碼功能。

6.調整讀卡機控制軟體API 1.51回傳版號之功能：

(1)安裝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若使用晶片讀卡機，

回傳版號5153；使用專屬讀卡機，回傳版號5154。

(2)安裝讀卡機控制軟體3.5.3.0版，回傳版號3530。

7. 調整讀卡機控制軟體API 1.54離線取得就醫識別碼回傳

之「電腦日期時間」，呈現正確的年份。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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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版及3.5.3.0版）增修功能



5. 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
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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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1.37 API 1.55 API 1.56 API 1.53 API 1.54

API功能
取得就醫序號
即時查保作業

即時查保作業 單獨取得就醫識別碼 1.取得就醫序號
2.取得就醫識別碼
3.即時查保作業

離線時取得就醫識別碼

API說明

API 1.37可取得就醫序
號，搭配API 1.56取得
就醫識別碼。

為提高HIS系統開發彈性，
故提供API 1.55，可於
取就醫序號前進行即時
查保作業。

為提高HIS系統開發彈性，
故提供API 1.56，可與
API 1.37搭配使用。

完成取得就醫序號、取
得就醫識別碼、並完成
即時查保作業。

若院所沒有停電，但與
健保署無法連線，可以
使用控制軟體API 1.54
函式，取得就醫識別碼。

輸入參數
(不呈現buffer
相關參數)

1.就醫類別
2.新生兒就醫註記
3.補卡註記

就醫類別 就診日期時間
(同API 1.37回傳內容之
1.)

1.就醫類別
2.新生兒就醫註記
3.補卡註記

1.保險對象身分證號
2.醫療院所代號

pBuffer回
傳內容

1.就診日期時間(1-13)
2.就醫序號(14-17)
3.醫療院所代碼(18-27)
4.安全簽章(28-283) 
5. SAM ID(284-295)
6.是否同日就診(296)

(無pBuffer) 就醫識別碼(1-20) 1.就診日期時間(1-13)
2.就醫序號(14-17)
3.醫療院所代碼(18-27)
4.安全簽章(28-283) 
5. SAM ID(284-295)
6.是否同日就診(296)
7.就醫識別碼(297-316)

1.電腦日期時間(1-13) 
2.醫療院所代碼(14-23) 
3.就醫識別碼(24-43)

回傳值

無錯誤情形(0) /環境錯
誤訊息 /業務錯誤訊息 /
即時查保錯誤訊息-投保
身分不一致、停保或退
保、欠費

無錯誤情形(0) /環境錯
誤訊息 /業務錯誤訊息 /
即時查保錯誤訊息-投保
身分不一致、停保或退
保、欠費

無錯誤情形(0) /環境錯
誤訊息 /業務錯誤訊息 /
取就醫識別碼失敗

無錯誤情形(0) /環境錯
誤訊息 /業務錯誤訊息 /
取就醫識別碼失敗 /
即時查保錯誤訊息-投保
身分不一致、停保或退
保、欠費

無錯誤情形(0) /環境錯
誤訊息 /業務錯誤訊息 /
取就醫識別碼失敗

備註
5.1.5.1版API 1.37新增
即時查保作業

5.1.5.1版新增之API 5.1.5.3版新增之API 5.1.5.1版新增之API 5.1.5.1版新增之API

5.1.5.*讀卡機控制軟體取就醫識別碼之相關API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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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就醫掛號/批價情境，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說明

• 在民眾未宣稱具備榮/福民身分時
應僅需讀取基本資料即可

*基本資料：
1.卡片號碼
2.姓名
3.身分證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
4.出生日期
5.性別
6.發卡日期
7.卡片註銷註記 8.
緊急聯絡電話

正確使用方式

1.1hisGetBasicData
*基本資料

1.38hisGetRegisterBasic2：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1.2 hisGetRegisterBasic：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保險人代碼、保險對象身分註記、新生兒依附註記之新生兒

出生日期、新生兒依附註記之胞胎註記

(受健保卡設定密碼限制)

民眾說明欲使用榮/福民身份減免部分負擔時

一般流程

詢問PIN碼，代民眾進行
輸入，或到診間較為方便
的地方再由民眾自行輸入
PIN碼

須查驗保險對象身分註記時

1.36 csISSetPIN：
檢查健保 IC 卡是否設定密碼

• 直接使用 API 1.2 來串接掛號、批
價，同時又無法進行 PIN 碼輸入

*基本資料：
1.卡片號碼
2.姓名
3.身分證號或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
4.出生日期
5.性別
6.發卡日期
7.卡片註銷註記
8.保險人代碼
9.身分註記
10.卡片有效期限
11.就醫可用次數
12.新生兒依附出生日期
13.新生兒依附胞胎註記

1.2 hisGetRegisterBasic：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保險人代碼、保險對象身份註記、新生兒依附註記之

新生兒出生日期、新生兒依附註記之胞胎註記

(受健保卡設定密碼限制)

直接使用

常見錯誤樣態

• 當遇到有設 PIN 碼之民眾，HIS系
統或空間無法讓民眾進行PIN碼輸入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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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就醫掛號/批價情境，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說明

• 在民眾未宣稱具備榮/福民身分時
應僅需讀取基本資料即可

*基本資料：
1.卡片號碼
2.姓名
3.身分證號
4.出生日期
5.性別
6.發卡日期
7.卡片註銷註記
8.緊急聯絡電話

正確使用方式

1.1hisGetBasicData
*基本資料

1.38hisGetRegisterBasic2：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1.2 hisGetRegisterBasic：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保險人代碼、保險對象身分註記、新生兒依附註記之新生兒

出生日期、新生兒依附註記之胞胎註記

(受健保卡設定密碼限制)

民眾說明欲使用榮/福民身份減免部分負擔時

一般流程

詢問PIN碼，代民眾進行
輸入，或到診間較為方便
的地方再由民眾自行輸入
PIN碼

須查驗保險對象身分註記時

1.36 csISSetPIN：
檢查健保 IC 卡是否設定密碼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健保卡資料上傳2.0欄位
M02:卡片號碼
M03:身分證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M04:出生日期
M08:新生兒出生日期
M09:新生兒胞胎註記
M10:新生兒就醫註記

卡片號碼、姓名、身分證號
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出生
日期、性別、新生兒依附註
記之新生兒出生日期(新生
兒依附就醫)、新生兒依附
註記之新生兒胞胎註記(新
生兒依附就醫)

HIS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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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傳：就診日期時間，就醫序號，
醫療院所代碼，安全簽章，

SAM ID，是否同日就診

1.37 取就醫序號

hisGetSeqNumber256

取安全簽章

寫入：主次診斷碼

1.16就醫診療資料寫入作業

hisWriteTreatmentCode

1.1hisGetBasicData
*基本資料

1.38hisGetRegisterBasic2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一般流程

回傳：就醫識別碼

單獨取就醫識別碼

1.56 單獨取就醫識別碼

hisGetTreatNumICCard

就診日期時間

身分證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就診日期時間
主次診斷碼
醫師身分證號

就醫診療資料寫入作業

1.55查詢在保狀態

hisQuickInsurence

查詢在保狀態

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說明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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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徑

回傳：就診日期時間，就醫序號，
醫療院所代碼，安全簽章，
SAM ID，是否同日就診，

就醫識別碼

1.53  取得就醫序號-就醫識別碼

isGetSeqNumber256N1 

寫入：主次診斷碼

1.16就醫診療資料寫入作業

hisWriteTreatmentCode

1.1hisGetBasicData
*基本資料

1.38hisGetRegisterBasic2
卡片有效期限、就醫可用次數

一般流程

身分證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就診日期時間
主次診斷碼
醫師身分證號

就醫診療資料寫入作業

取得就醫序號新版-就醫識別碼

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說明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例外就醫、無卡時，取就醫識別碼，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說明

44

就醫識別碼

1.54  離線時取得就醫識別碼

hisGetTreatNumNoICCard

取得就醫識別碼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輸入參數>
1.保險對象身分
證號

2.醫事機構代號



取就醫序號、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適用診間、批價、藥局調劑

45

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停止使用 API 1.9 
(就醫序號)

健保卡資料上傳2.0欄位
M01:安全模組代號
M05:醫療院所代號
Ｍ07:就醫類別
M11:就診日期時間
M12:補卡註記
M13:就醫序號
M14:安全簽章
M15:就醫識別碼

就診日期時間、就醫序號、
醫療院所代碼、安全簽章、
安全模組卡號、就醫識別碼

HIS 資料庫



單獨取得就醫識別碼：適用診間、批價、無特定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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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就醫識別碼

1.56 單獨取得就醫識別碼

hisGetTreatNumICCard

取得就醫識別碼<輸入參數>
就診日期時間

(與API 1.37回傳
值相同)

健保卡資料上傳2.0欄位

M15:就醫識別碼

就醫識別碼

HIS 資料庫



寫入診斷與費用資料：適用診間、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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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1.16 就醫診療資料寫入作業
hisWriteTreatmentCode

步驟一

1.17 就醫費用資料寫入作業
hisWriteTreatmentFee

步驟二

方案一 方案二

二擇一

1.47就醫診療資料及費用
寫入作業

hisWriteTreatmentData

健保卡資料上傳2.0欄位
M11:就診日期時間
M12:補卡註記
M35-M40:主次診斷

就診日期時間、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補卡註記、主次
診斷碼、醫師身分證號、門
住診醫療費用及部分負擔

HIS 資料庫



寫入處方資料：適用診間、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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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方案一 方案二

二擇一

健保卡資料上傳2.0欄位
D02:醫令類別
D06:診療項目代號
D07:診療部位
D08:用法(藥品使用頻率)
D09:天數
D10:總量
D11:處方簽章

就診日期時間、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醫令類別、診療
項目代號、診療部位、用法、
天數

HIS 資料庫

1.48  處方箋寫入作業
hisWritePrescriptionSign

1.49 多筆處方箋寫入作業
hisWriteMultiPrescriptSign

單筆 多筆



1. 雲端安全模組申請 (p.2~7)

2. 健保卡控制軟體檔案下載與安裝 (p.8~20)

3.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1版) 重點功能 (p.21~32)

4. 讀卡機控制軟體（5.1.5.3及3.5.3.0版）增修功能 (P.33~37)

5. 取安全簽章、就醫識別碼之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P.38~48)

6. 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P.49~)

報告大綱

49



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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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安裝新版

控制軟體

(5.1.5.3+)

就醫識別碼+ 

上傳格式2.0

VPN網頁

預檢

WEB API

介接測試(ZZ)

WEB API

+ 預檢

WEB API

+ 正式

1 2 3

4 5 6



請參閱本文件項次2~5

決定機構使用新版控制軟體的場域
❖與現行HIS整合方式
就醫序號、即時查保、就醫識別碼

❖可不使用「控制軟體之控制台」(p.20) ，
但使用健保資訊網VPN及健保醫療資訊雲
端查詢系統，務必要安裝5.1.5.3+

❖掛號須符合控制軟體API使用方式 (p.39)

安裝新版控制軟體(5.1.5.3+)

51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進行「就醫識別碼」的取得驗測
(p.34)
❖測試SAM+測試醫事人員卡+測試
健保卡

上傳格式2.0 (草案)
❖本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卡
申請與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就
醫識別碼專區_下載

❖https://www.nhi.gov.tw

就醫識別碼 + 上傳格式2.0

52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https://medvpn.nhi.gov.tw
❖網站首頁右上方
新舊站切換

網站使用說明 / 電腦設定

❖登入後
健保卡就醫上傳檢核結果查詢 /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預檢資料上傳

VPN網頁預檢

53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上傳健保署方式

54

上傳格式1.0 上傳格式2.0

預檢 正式 預檢 正式

VPN網頁
✓ ✓

使用控制軟體函式
✓

使用Web API
✓ ✓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現行就醫資料上傳—使用格式1.0

55

❶上傳資料符合健保卡資料上傳格式
❷透過呼叫讀卡機控制軟體相關函式上傳

❶VPN「IPA健保卡就醫上傳檢核結果查詢」
❷檢核結果，若有錯誤，提供檔案下載

❶執行檢核
❷產出結果

VPN

院所

院所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未來就醫資料上傳—使用格式2.0

56

❶讀卡機控制軟體5.1.5取得簽章
❷上傳資料符合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
❸資料以Base64編碼上傳

VPN「IPA健保卡就醫上傳檢核結果查詢」

❶使用資料上傳所回傳之執行編號
❷以簽章及執行編號進行查詢作業

❶執行檢核
❷產出結果

VPN

院所

取得簽章

院所

VNHI_Upload (Web API)

取得「執行編號」

健保卡服務

驗
證
簽
章

VNHI_Download (Web API)

取得「檢核結果」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57

醫療資訊傳輸服務介面(Web API)-就醫資料上傳
取得簽章

使用讀卡機控制軟體依序取得亂數及簽章，簽章時效僅維持1小時，
相關函式如下：
 VPNGetRandomX
 VPNH_SignX（卡別：3「安全模組卡」；服務代號：30「醫
療資料傳輸服務」）

上傳檔案VNHI_Upload

➢ 上傳內容包含基本資料段（右方紅框處）及其他與本次上傳檔
案相關之資料

➢ 作業類別代碼於測試階段可使用ZZ上傳，不執行後續檢核作業
➢ 欲上傳就醫資料須先以Base64進行編碼，並符合健保卡資料上
傳格式2.0規定格式上傳

回傳執行編號

就醫資訊上傳後，經驗簽章正確，API將回傳執行編號，供院所後
續檢核結果下載作業

備註：
1. 讀卡機控制軟體：可參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使用說明書」

（下載位置：VPN首頁→下載專區→電腦設定）
2. API使用說明：可參閱「醫療資料傳輸服務應用介面格式(Web API)介接說明書」（新增）

（VPN首頁→下載專區→醫療資料傳輸共通介面API）

項次 資料名稱 欄位 格式 備註
1 sSamid SAM 卡編號 X(12)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2 sHospid 醫事機構代碼 X(10) 必填。

3 sClientran
dom

亂數 X(20)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4 sSignature 簽章 X(512)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5 sType 作業類別代號 X(2) A1：健保卡就醫資料上
傳（正式）
A2：健保卡就醫資料上
傳（預檢）
ZZ：介接測試

6 sMrecs 上傳就醫資料筆
數

X(3) 僅sType A1必填。

7 sPrecs 上傳醫令資料筆
數

X(3) 僅sType A1必填。

8 sPatData 就醫資料 X

(上限
10MB)

1. 請將欲上傳就醫資料
先經Base64Encode編
碼後，再進行上傳。

2. sType A1:上傳資料
格式，請參考「健保卡
資料上傳作業說明」文
件。

9 sUploadD
T

上傳時間 X(17) 西元年月日時分秒毫秒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WEB API

介接測試(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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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傳輸服務介面(Web API)-檢核結果查詢
下載檢核結果-VNHI_Download

◆上傳內容包含基本資料段（右方紅框處）、作業類別代
號及透過VNHI_Upload取得之執行編碼

回傳檢核結果

◆依院所端送出之執行編號，先驗證簽章是否有效，並查
詢已交付檔案上傳檢核狀態

項次 資料名稱 欄位 格式 備註
1 sSamid SAM 卡編號 X(12)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2 sHospid 醫事機構代碼 X(10) 必填。

3 sClientran
dom

亂數 X(20)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4 sSignatur
e

簽章 X(51
2)

必填，請參考「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登入服務加值應用元件
使用說明書」。

5 sType 作業類別代號 X(2) A1：健保卡就醫資料上
傳（正式）
A2：健保卡就醫資料上
傳（預檢）
ZZ：介接測試

6 sOpcod
e

執行編號 X(2

56)

為呼叫VNHI_Upload

服務之回傳值，可參考

「肆、一

VNHI_Upload規格」。

呼叫API範例

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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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醫資料上傳格式2.0—資訊面驗測

安裝新版

控制軟體

(5.1.5.3+)

就醫識別碼+ 

上傳格式2.0

VPN網頁

預檢

WEB API

介接測試(ZZ)

WEB API

+ 預檢

WEB API

+ 正式

1 2 3

4 5 6

推動上線模式：依醫管組規劃期程，由單家醫事機構自行決定單軌上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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