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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簡介 
– 系統建置原由 

– 系統架構與功能 

 

 申請帳號 
– 機構申請帳號(http://nm.mohw.gov.tw/) 

 

 系統登入 
– 登入 

– 忘記密碼 

– 個人資料修改 

 系統操作 
–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醫院登錄) 

– 護理機構照顧服務員管理(一般護理之家) 

– 護理機構嬰兒照顧人員管理(產後護理機構) 
 

 專科護理師訓練(訓練醫院) 
–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 

 
 

 

 

 

大綱 



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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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置原由 

1. 醫事系統僅管理醫事人員及機構之開執業相
關資料，無法滿足護產動態資源管理需求 

2. 醫事系統設備建置時，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及積分
辦法尚未實施。其機容無法滿足護理人員每六年
一次的執業執照更新之及時監控管理需求。 

3. 加強專科護理師造冊、訓練醫院、醫院及
護理機構照顧服務員之資訊化管理功能。 



系統架構與功能1/2 

醫
事
入
口
網 

醫事管理系統 

衛生福利部 

及所屬機關 

各類 

醫事人員 

公學會 

醫療院所 

衛生局所 

HTTPS 

HTTPS 

護產機構及人
員管理系統 護產資料庫 

醫事資料庫 

醫事資料 

交換平台 

  SFTP 每日 

(護產機構及人員資料) 積分管理系統 

Web Service 

(換照積分) 



系統架構與功能2/2 

機構管理 

人員管理 

清冊及統計 

查詢 

專科護理師訓練 

護產機構管理 

護產人員管理 

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訓練醫院造冊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訓練醫院造冊管考 

維護佔床率、督考記錄、輔導記錄、評鑑結果 

外部系統資料介接機制建立、交易及流量監控 

機構查詢 

人員查詢 

資料交換平台 

維護執業動態（專科別）、專科護理師訓練記錄 



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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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申請帳號 
(系統網址：http://nm.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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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申請機構帳號。 



機構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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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帳號格式長度至少4個字元、最多30個
字元，可輸入英文及數字。 



機構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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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輸入申請人員姓名及身分證(送出前請確認身分證是否正確) 



機構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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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構驗證 

方式1:可插入醫事機構憑證卡驗證，驗證成功會自動帶入機構資料，送出後即可使用帳號密碼
登入無須審核。 

方式2:若無法使用醫事機構卡驗證，可自行輸入機構代碼，需等候中央端審核帳號才可登入。 



機構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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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輸入連絡電話及人員E-mail，送出前請確認mail是否正確。 



系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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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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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帳號密碼，按下“登入” 



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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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忘記密碼(圖1) 

2.填寫帳號及註冊設定的信箱
(圖2) 

3.至信箱收取密碼複製登入 



個人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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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個人資料修改(圖1) 

2.藍色底不能修改；其餘可修
改 



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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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照顧服務員管理(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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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1 

(名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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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醫院照顧服務員,按下新增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1 

(基本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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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可直接輸入人員身分證字號或點選醫事人員查詢，輸入查詢條件點
查詢，在查詢的結果管理點選，系統會自動帶入人員資料。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1 

(證照資料登錄) 

21 

證照資料欄位為必填需填寫完成。(圖3)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1 

(執業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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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狀態需選擇是否執業及核准日期，選擇執業需點選醫事機構查詢，查詢服務機構在管理
點選擇，系統自動帶出機構資料後，點新增。 

三個頁簽完成後記得儲存。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2 

(匯入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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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匯入則點選”整批匯入”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2 

(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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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點選”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匯入、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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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範本輸入資料、使用瀏覽、上傳 匯入資料。 

勾:代表成功 

減:代表重複可刪 

警示:己匯入過，可複蓋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2 

(匯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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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轉入，將資料整批匯入 



護理機構 

照顧服務員管理 

(一般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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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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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按下新增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基本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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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可直接輸入人員身分證字號或點選醫事人員查詢，輸入查詢條件點查詢，在查
詢的結果管理點選，系統會自動帶入人員資料。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證照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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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資料欄位為必填需填寫完成。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執業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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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狀態需選擇是否執業及核准日期，選擇執業需點選醫事機構查詢，查詢服務機構
在管理點選擇，系統自動帶出機構資料後，點新增。 

三個頁簽完成後記得儲存。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匯入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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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筆匯出匯入請點選”

整批匯出”或”整批匯入” 

PS:匯出的資料亦可直接匯入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2 

(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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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點選”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匯入、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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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照範本輸入資料、使用瀏覽、上傳 匯入資料。 

4.勾:代表成功 

   減:代表重複可刪 

   警示:己匯入過，可複蓋 

5.按下轉入，將資料整批匯入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護理機構 

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產後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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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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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嬰兒照顧服務人員管理,按下新增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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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可直接輸入人員身分證字號或點選醫事人員查詢，輸入查詢條
件點查詢，在查詢的結果管理點選，系統會自動帶入人員資料。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1 

(單筆新增-專業訓練或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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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訓練或證照欄位為必填需填寫完成。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1 

(執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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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狀態需選擇是否執業及核准日期，選擇執業需點選醫事機構查詢，查詢服務機構在
管理點選擇，系統自動帶出機構資料後，點新增。三個頁簽完成後記得儲存。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資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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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要匯入則點選”整批匯入”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2 

(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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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點選”範本下載”、”格式說明”。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匯入、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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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照範本輸入資料、使用瀏覽、上傳 匯入資料。 

勾:代表成功 

減:代表重複可刪 

警示:己匯入過，可複蓋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嬰兒照顧服務員管理-2 

(多筆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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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下轉入，將資料整批匯入 

PS:匯出的資料可當做匯入 



專科護理師訓練 

(訓練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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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 

資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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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申請案件) 

46 

1.點選訓練醫院資格申請,按下申請案件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登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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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序輸入相關資料(基本資料)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登錄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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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序輸入相關資料(申請資料)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上傳自評表、訪視資料表及年度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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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上傳自評表、訪視資料表及年度訓練計畫三
種檔案資料 (圖3) 

4.填寫完成後請點申請或暫存 

PS:暫存指暫時儲存、資料
不齊全，待日後再申請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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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1 

(訓練醫院造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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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訓練醫院造冊登錄,按下申請案件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1 

(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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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訓資料登錄依序輸入填寫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1 

(多筆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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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訓練專科護理師名冊登錄，有兩種方式可以登錄資料，方式1登錄單筆資料，填寫完成
點選新增；方式2第一次登錄名單可點選匯入整批匯入，匯入成功後點選轉入 (圖3) 

※只有第一次可整批匯入，爾後須單筆新增(方式1)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1 

(名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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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寫完成後請點儲存 

5.如爾後有需更正之前上傳的資料，點選查詢後按管理重新上傳覆蓋資料即可 



專科護理師訓練名單造冊登錄-2 

(上傳資料、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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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代表成功 

減:代表重複可刪 

警示:己匯入過，可複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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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