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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式操作說明 

一、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 

(一) 新增醫院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 

 

B. 若需新增醫院照顧服務員，點擊上方的[新增]鍵，即跳出

新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醫院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醫院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資

料增刪修的功能。 

(c-1)先填寫身份證欄位，依序照其相對應的欄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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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料。 

 

(c-2)選擇[證照資料]分頁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

頁，至少要填寫一張證照資料，填寫相對應的欄位，最後

的任用方式一定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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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填寫執業資料(新增)： 

(1)選擇執業狀態。 

(2)填寫核准日期。 

(3)點擊[新增]鍵即可將該筆執業資料加入暫存檔並

呈現於下方表格中。 

 

(c-4)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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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改醫院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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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需修改/刪除醫院照顧服務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

詢的條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

下方。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

下圖： 

 

C. 醫院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醫院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

覽及資料刪修的功能 

(c-1)會先帶出先前的資料於相對應的欄位。依序照其

相對應的欄位修改或瀏覽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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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仍需修改證照資料，則直接選擇[證照資料]分頁

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頁，修改內容。 

 

(c-3)欲修改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

即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修改執業資料： 

(1)由下方表格中選取一筆欲修改資料並點擊[選取]

鍵。 

(2)選取的資料會被帶到上方相對應欄位。 

(3)適當的修改其欄位資料後點擊[儲存]鍵後，該筆

資料會被更新並呈現於下方表格，顯示[儲存成功]的系

統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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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完成修改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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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刪除醫院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 

 

B. 若需刪除醫院照顧服務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

條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下

方。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下

圖： 

 

C. 醫院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醫院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

覽及資料刪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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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跳出頁面點擊[刪除]鍵，會跳出提示訊息[是否要刪

除??]，如果按[是]，則將目前顯示的資料由資料庫中刪

除並關閉跳出視窗，如果按否，則不作任何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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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批匯入醫院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醫院照顧服務員]。 

 

B.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先點擊

[範本下載]，請將下載之 EXCEL 檔儲存於適當位置，並

開啟該檔案開始增修。 

 

C. 於 EXCEL 檔案依序填寫照顧服務員資料如下圖紅色區

域，填寫後請存檔(另外注意:1.藍色區域不可修改或刪

除，以避免程式匯入出錯。2.EXCEL 後方之執業機構代

碼請記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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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 

1.先點擊[瀏覽]，指向剛剛存檔之 EXCEL 路徑。 

2.再點擊[上傳]，填寫之服務員資料會呈現於下方列

表。系統會檢核匯入資料，如有錯誤則呈現於備註欄位。 

3.最後點擊[轉入]，會將驗證通過之資料匯入該機構

中。 

 

 

 

(五) 整批匯出醫院照顧服務員 

點擊 [整批匯出 ]，即可將所有照顧服務員資料匯出成

EXCEL。該檔案經適當修改可以當成整批匯入的來源 EXCEL 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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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ㄧ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一) 新增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B. 若需新增照顧服務員，點擊上方的[新增]鍵，即跳出

新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

資料增刪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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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先填寫身份證欄位，若為醫事人員則點擊[醫事人

員查詢]鍵，則直接於相對應的欄位顯示其個人基本資料。

若不是醫事人員，則省略該步驟，依序照其相對應的欄位

填寫其資料。 

 

(c-2)仍需填寫證照資料，則直接選擇[證照資料]分頁

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頁，填寫開訓結訓日期、時數、

核發機關文號和日期。 

 

(c-3)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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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執業資料(新增)： 

(1)選擇執業狀態。 

(2)填寫核准日期。 

(3)點擊[新增]鍵即可將該筆執業資料加入暫存檔並

呈現於下方表格中。 

 

 (c-4)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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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改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B. 若需修改/刪除照顧服務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

條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下

方。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下

圖： 

 

C. 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

資料刪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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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會先帶出先前的資料於相對應的欄位。依序照其

相對應的欄位修改或瀏覽其資料。 

 

(c-2)仍需修改證照資料，則直接選擇[證照資料]分頁

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頁，修改開訓結訓日期、時數、

核發機關文號和日期。 

 

 

(c-3)欲修改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

即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修改執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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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下方表格中選取一筆欲修改資料並點擊[選取]

鍵。 

(2)選取的資料會被帶到上方相對應欄位。 

(3)適當的修改其欄位資料後點擊[儲存]鍵後，該筆

資料會被更新並呈現於下方表格，顯示[儲存成功]的系

統訊息。 

 

(c-4)完成修改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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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刪除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B. 若需刪除照顧服務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條件

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下方。點

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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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照顧服務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

資料刪修的功能 

 

D. 於跳出頁面點擊[刪除]鍵，會跳出提示訊息[是否要刪

除??]，如果按[是]，則將目前顯示的資料由資料庫中刪除

並關閉跳出視窗，如果按否，則不作任何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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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批匯入照顧服務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 

 

B.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先點擊

[範本下載]，請將下載之 EXCEL 檔儲存於適當位置，並

開啟該檔案開始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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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EXCEL 檔案依序填寫照顧服務員資料如下圖紅色區

域，填寫後請存檔(另外注意:1.藍色區域不可修改或刪

除，以避免程式匯入出錯。2.EXCEL 後方之執業機構代

碼請記得修改) 

 

D.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 

1.先點擊[瀏覽]，指向剛剛存檔之 EXCEL 路徑。 

2.再點擊[上傳]，填寫之服務員資料會呈現於下方列

表。系統會檢核匯入資料，如有錯誤則呈現於備註欄位。 

3.最後點擊[轉入]，會將驗證通過之資料匯入該機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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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整批匯出照顧服務員 

點擊 [整批匯出 ]，即可將所有照顧服務員資料匯出成

EXCEL。該檔案經適當修改可以當成整批匯入的來源 EXCEL 檔

案。 

 

(六) 送審(未送審) 

完成當月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管理資料建置/修改後，點

擊[送審(未送審) ]將當月修改的資料送至衛生局進行審核。 

 

(七) 送審(審核中) 

資料送出後會呈現[送審(審核中) ]，此時不可在編輯資料只

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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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送審(退回) 

若狀態呈現送審(退回)，請點擊[送審(退回) ]查看審核歷程頁

籤的說明欄位，修改完資料再次送審。 

 

(九) 送審(已核准) 

若狀態呈現送審(已核准)表示當月份照服員資料已完成審

核，須等下個月 1 號才可再次編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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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一) 新增嬰兒照顧人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B. 若需新增嬰兒照顧人員，點擊上方的[新增]鍵，即跳出新

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嬰兒照顧人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嬰兒照顧人員基本資料、專業訓練或證照及執

業資料瀏覽及資料增刪修的功能 

(c-1)先填寫身份證欄位，依序照其相對應的欄位填寫

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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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仍需填寫證照資料，則直接選擇[證照資料]分頁

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頁，填寫開訓結訓日期、時數、

核發機關文號和日期。 

 

(c-3)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填寫執業資料(新增)： 

(1)選擇執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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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核准日期。 

(3)點擊[新增]鍵即可將該筆執業資料加入暫存檔並

呈現於下方表格中。 

 

(c-4)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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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改嬰兒照顧人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B. 若需修改嬰兒照顧人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條

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下方。

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下圖： 

 

C. 嬰兒照顧人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

資料刪修的功能 

(c-1)會先帶出先前的資料於相對應的欄位。依序照其

相對應的欄位修改或瀏覽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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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仍需填寫證照資料，則直接選擇[證照資料]分頁

後即可切換至[證照資料]分頁，填寫開訓結訓日期、時數、

核發機關文號和日期。 

 

(c-3)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修改執業資料： 

(1)選擇執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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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核准日期。 

(3)點擊[新增]鍵即可將該筆執業資料加入暫存檔並

呈現於下方表格中。 

 

(c-4)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將異動

的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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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刪除嬰兒照顧人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B. 若需刪除嬰兒照顧人員，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

條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

下方。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

面如下圖： 

 

C. 嬰兒照顧人員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照顧管理員基本資料、證照及執業資料瀏覽及

資料刪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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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跳出頁面點擊[刪除]鍵，會跳出提示訊息[是否要刪

除??]，如果按[是]，則將目前顯示的資料由資料庫中

刪除並關閉跳出視窗，如果按否，則不作任何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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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批匯入嬰兒照顧人員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嬰兒照顧人員管理]。 

 

B.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先點擊

[範本下載]，請將下載之 EXCEL 檔儲存於適當位置，並

開啟該檔案開始增修。 

 

C. 於 EXCEL 檔案依序填寫照顧服務員資料如下圖紅色區

域，填寫後請存檔(另外注意:1.藍色區域不可修改或刪

除，以避免程式匯入出錯。2.EXCEL 後方之執業機構代

碼請記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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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 

1.先點擊[瀏覽]，指向剛剛存檔之 EXCEL 路徑。 

2.再點擊[上傳]，填寫之服務員資料會呈現於下方列

表。系統會檢核匯入資料，如有錯誤則呈現於備註欄位。 

3.最後點擊[轉入]，會將驗證通過之資料匯入該機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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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整批匯出嬰兒照顧人員 

點擊 [整批匯出 ]，即可將所有嬰兒照顧人員資料匯出成

EXCEL。該檔案經適當修改可以當成整批匯入的來源 EXCEL 檔

案。 

 

(六) 送審(未送審) 

完成當月嬰兒照顧人員管理資料建置/修改後，點擊[送審(未

送審) ]將當月修改的資料送至衛生局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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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送審(審核中) 

資料送出後會呈現[送審(審核中) ]，此時不可在編輯資料只

可瀏覽。 

 

(八) 送審(退回) 

若狀態呈現送審(退回)，請點擊[送審(退回) ]查看審核歷程頁

籤的說明欄位，修改完資料再次送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頁次:38 

(九) 送審(已核准) 

若狀態呈現送審(已核准)表示當月份照服員資料已完成審

核，須等下個月 1 號才可再次編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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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 

(一) 新增專科護理師資料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 

 

B. 若需新增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點擊上方的[新增]

鍵，即跳出新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專科護理師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專科護理師基本資料、專業證書資料及執業資

料瀏覽及資料增刪修的功能 

(c-1)先點選醫事人員查詢已在機構執業的人員資料

後，選擇學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頁次:40 

 

(c-2)選擇[專科證書資料]分頁後即可看到系統自動帶

入的資料。 

 

(c-3)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填寫執業資料(新增)： 

(1)填寫專科護理師執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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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選實執單位科別。 

(3)點選儲存。 

 

 

 

(二) 修改專科護理師資料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 

 

B. 若需修改專科護理師資料，於查詢條件區輸入欲查詢的

條件後，點擊[查詢]鍵後，顯示查詢資料結果列表於下

方。點擊該筆紀錄前方之[管理]鍵跳出資料維護介面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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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科護理師資料維護介面 

該介面提供該專科護理師基本資料、專科證書資料及執業資

料瀏覽及資料刪修的功能 

(c-1)會先帶出先前的資料於相對應的欄位。依序照其

相對應的欄位修改或瀏覽其資料。 

 

(c-2) 填寫執業資料，則直接點擊[執業資料]分頁後即

可切換至[執業資料]分頁。 

▓ 修改執業資料： 

(1)選擇專科護理師執業日期。 

(2)勾選實執單位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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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儲存。 

 

 

 

(三) 整批匯入專科護理師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 

 

B.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先點擊

[範本下載]，請將下載之 EXCEL 檔儲存於適當位置，並

開啟該檔案開始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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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 EXCEL 檔案依序填寫專科護理師資料如下圖紅色區

域，填寫後請存檔(另外注意:1.藍色區域不可修改或刪

除，以避免程式匯入出錯。) 

 

D. 點擊[整批匯入]鍵後，顯示整批匯入介面如下圖。 

1.先點擊[瀏覽]，指向剛剛存檔之 EXCEL 路徑。 

2.再點擊[上傳]，填寫之專科護理師資料會呈現於下方

列表。系統會檢核匯入資料，如有錯誤則呈現於備註欄位。 

3.最後點擊[轉入]，會將驗證通過之資料匯入該機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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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批匯出專科護理師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專科護理師執業現況管理]。 

 

B. 點擊[整批匯出]，即可將所有專科護理師資料匯出成

EXCEL。該檔案經適當修改可以當成整批匯入的來源

EXCE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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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送審(未送審) 

完成專科護理師管理資料建置/修改後，點擊[送審(未送審) ]

將當月修改的資料送至衛生局進行審核。 

 

(六) 送審(審核中) 

資料送出後會呈現[送審(審核中) ]，此時不可在編輯資料只

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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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送審(退回) 

若狀態呈現送審(退回)，請點擊[送審(退回) ]查看審核歷程頁

籤的說明欄位，修改完資料再次送審。 

 

(八) 送審(已核准) 

若狀態呈現送審(已核准)表示當月份專科護理師資料已完成

審核，須等下個月 1 號才可再次編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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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帳號管理 

(一) 個人資料修改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個人資料修改] 

 

B. 修改完個人資料內容後，請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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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科護理師訓練(訓練醫院登錄) 

(一) 訓練醫院申請相關作業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訓練醫院申請相關作業]，查看相關作

業內容 

 

(二) 訓練醫院資格申請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訓練醫院申請] 

 

B. 若需訓練醫院申請，點擊上方的[申請案件]鍵，即跳出新

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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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序輸入相關資料，需上傳自評表、訪視資料表及年度

訓練計畫三種檔案資料 

 

D. 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申請]或[暫存]將的資

料儲存於資料庫中，等候衛福部中央審核，若資料填寫

錯誤已送出，請洽中央退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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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醫院造冊登錄 

A. 通過衛福部中央審核後，從左方導覽列點擊[訓練醫院造

冊登錄] 

 

B. 若需醫院造冊登錄，點擊上方的[申請案件]鍵，即跳出新

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依序輸入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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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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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第一次可整批匯入，爾後須單筆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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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成新增三個分頁的資料後，選擇[儲存] 。如爾後有需

更正之前上傳的資料，點選查詢後按管理重新修改內容

即可。 

 

 

(四) 104 年 11 月 5 日修法前完訓，提報補充臨床訓練造冊登錄 

A. 從左方導覽列點擊[104 年 11 月 5 日修法前完訓，提報補

充臨床訓練造冊登錄] 

請點”訓練醫院提報補充臨床訓練造冊登錄”下載表單匯

入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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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需補登 104 年 11 月 5 日前資料，點擊上方的[補充

訓練造冊登錄]鍵，即跳出新增資料視窗如下圖： 

 

C. 下載表單匯入儲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