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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帳號使用 

一、 系統網址 

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https://hpdcs.hpa.gov.tw/。 

二、 帳號申請及異動 

1. 平台採單一簽入設計，故帳號申請時須留意帳號權限。 

2. 申請單位如為縣市衛生局、衛生所、醫療院所、學會，則必須有 1位帳

號管理者，負責設定該單位使用者之帳號。請隨時控管帳號使用狀況，

避免影響其他人的權利。 

(1) 1個單位僅有 1位帳號管理者，負責該單位所有使用者及所屬之層

級長期照護推動者之帳號管理（審核開通、異動），最多可設立 19

位一般使用者及 1 位長期照護推動者，目前系統設置有衛生局、

衛生所、醫療院所、學會。 

(2) 衛生局帳號管理者負責所轄衛生局之帳號管理（審核開通、異動），

並協助開通轄區衛生所之 1位帳號管理者帳號權限。 

(3) 學會帳號管理者負責學會之帳號管理（審核開通、異動），並協助

開通醫療院所之 1 位帳號管理者帳號權限。社區醫療群、慢性腎

臟疾病照護系統、低碳醫院申報報表此三系統除外。 

(4) 衛生所帳號管理者負責所轄衛生所之帳號管理（審核開通、異動），

協助開通轄區衛生所之一般使用者帳號權限。 

(5) 醫療院所帳號管理者負責所轄醫療院所之帳號管理（審核開通、異

動），協助開自家院所之一般使用者帳號權限。 

3. 帳號管理者使用之帳號及密碼新申請與異動。 

(1) 帳號新申請： 

A.衛生局、學會帳號管理者:線上申請點選此系統，並選擇角色權

限「管理者」，接著下一步進行帳號申請，由申請人填妥並親簽「健

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郵寄申請表正本

至國健署慢防組專案辦公室，收到申請表後，將審核帳號權限，若

審核通過另以電子郵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 

B.衛生所帳號管理者:由申請人填妥並親簽「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

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郵寄申請表正本至衛生局帳號管理

者，收到申請表後管理者須審核權限，將另以電子郵件回覆通知帳

號密碼。 

C.醫療院所帳號管理者：線上申請點選此系統，選擇角色權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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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接著下一步進行帳號申請，由申請人填妥並親簽「健康促

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郵寄申請表正本至學

會，收到申請表後，學會帳號管理者將審核帳號權限；「社區醫療

群」、「慢性腎臟疾病照護系統」、「低碳醫院申報報表」此三個子系

統醫療院所管理者，線上申請完成後，親簽「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

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郵寄申請表正本至國健署慢防組專

案辦公室，收到申請表後，將審核帳號權限，若審核通過另以電子

郵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 

(2) 帳號管理者異動： 

A.衛生局、學會帳號管理者:新管理者需線上帳號權限申請並下載

列印「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親簽用

印後郵寄申請表正本至國健署慢防組專案辦公室，專辦收到申請表

後，審核通過將以電子郵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而原管理者將自動

調整為一般使用者。 

B.衛生所帳號管理者:新管理者需線上帳號權限申請並下載列印

「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親簽用印後

郵寄申請表正本至衛生局帳號管理者，提出帳號權限申請，衛生局

帳號管理者收到申請表後，審核通過將另以電子郵件回覆通知帳號

密碼，而原管理者將自動調整為一般使用者。 

C.醫療院所帳號管理者：新管理者需線上帳號權限申請並下載列印

「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帳號申請表」，親簽用印後

郵寄申請表正本至學會，學會收到申請表後，審核通過將以電子郵

件回覆通知帳號密碼，而原管理者將自動調整為一般使用者。「社

區醫療群」、「慢性腎臟疾病照護系統」、「低碳醫院申報報表」此三

個子系統醫療院所管理者則郵寄正本至國健署慢防組專案辦公室。 

4. 新申請或異動帳號之使用者請於第一次登入系統時確認基本資料是否

正確。並請務必更改預設密碼，密碼長度至少 8個字元且由大小寫字母、

數字及符號三者組成，避免使用與個人有關資料（如生日、身分證字號、

單位簡稱、電話號碼等）當做密碼，未經更改者如有密碼或帳號外洩情

事，需自行負責。 

5. 使用者接獲帳號密碼後應盡保密責任，並定期每三個月更新密碼。 

6. 登入帳號密碼遺失(忘記密碼)處理方式： 

系統所有使用者如因登入帳號的密碼遺失，請使用系統忘記密碼功能，

系統將會寄送出隨機密碼至您當初註冊的信箱，請至所填信箱收信登入

後修改密碼即可。 

7. 若密碼輸入錯誤 3 次或超過六個月以上未登錄系統，帳號遭鎖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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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線上解鎖，需輸入「帳號」、「e-mail」及「身分證字號」，此三項

資訊均必須為當初申請或目前記錄於系統中的完全相同，填寫完成後

送出，系統會自動解鎖及寄發密碼信至使用者信箱。 

8. 本系統之各使用者，應依電腦處理個資法及相關法令規章恪遵保密規定，

並應簽署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 

(1) 縣市衛生局： 

A.帳號管理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正本由衛生局留存），連同帳號

權限申請單正本一併郵寄(因為資安切結書有身分證等機敏資

料)至慢防組專案辦公室；遇參與人員(一般使用者或長期照護

推動者)異動時，請定期更新資通安全列冊名單副本傳真或 e-

mail至慢防組專案辦公室備查。 

B.一般使用者及長期照護推動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則交由貴單

位帳號管理者留存。 

(2) 縣市衛生所： 

A.帳號管理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正本由衛生所留存），連同帳

號權限申請單正本一併郵寄(因為資安切結書有身分證等機敏

資料)至所轄衛生局；遇參與人員(一般使用者或長期照護推

動者)異動時，請定期更新資通安全列冊名單副本傳真或 e-

mail至衛生局備查。 

B.一般使用者及長期照護推動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則交由貴

單位帳號管理者留存。 

(3) 學會： 

A.帳號管理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連同帳號權限申請單正本一

併郵寄(因為資安切結書有身分證等機敏資料)至慢防組專案

辦公室；遇參與人員異動時，請定期更新資通安全列冊名單

副本傳真或 e-mail至慢防組專案辦公室備查。 

B.一般使用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則交由貴單位帳號管理者留

存。 

(4) 醫療院所： 

A.帳號管理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連同帳號權限申請單正本一

併郵寄(因為資安切結書有身分證等機敏資料)至學會；遇參

與人員異動時，請定期更新資通安全列冊名單副本傳真或 e-

mail至學會備查。 

B.一般使用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則交由貴單位帳號管理者留

存。 

C.「社區醫療群」、「慢性腎臟疾病照護系統」、「低碳醫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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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此三個子系統醫療院所管理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連

同帳號權限申請單正本一併郵寄(因為資安切結書有身分證等

機敏資料)至慢防組專案辦公室；遇參與人員異動時，請定期

更新資通安全列冊名單副本傳真或 e-mail至慢防組專案辦公

室備查。一般使用者之資安切結書副本，則交由貴單位帳號

管理者留存。 

★特別注意★凡副本均必須確認與正本相符後核章。 

9. 聯絡資訊 

客服電話：(02)2559-1969#608，(02)2559-1969#609 

上班時間：08:30-17:30；午休時間:12:30-13:30  

傳    真：(02)2559-0586 

地    址：10341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號五樓 

收 信 人：慢防組專案辦公室 

電子信箱：hps.pmo@iisigroup.com(行政)或 hpdcs.pmo@gmail.com(系統) 

  

mailto:hps.pmo@iisigroup.com
mailto:hpdcs.pm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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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帳號安全性規範 

1. 本系統放置衛生福利部全國醫療資訊網服務中心管理。 

2. 系統使用皆須申請帳號並使用複雜之密碼始能登入。密碼強度要求

必須是：8-16 個字元，包括英數字（有分大小寫）及必須擇一以下

符號（&、$、@、*）組成。（例如：Ac27@wH9） 

3. 新帳號第一次登入時，皆會強制要求使用者變更密碼。 

4. 使用者密碼連續三次輸入錯誤，系統將鎖住該帳號無法使用。 

5. 連續六個月未登入系統，帳號將被鎖住。 

6. 三個月內未修改密碼，將無法登入系統。 

7. 登入系統 15分鐘內未有任何操作，將被系統強制登出。(注意！如於

系統建檔個案資料時，請隨時存檔，以防閒置 15 分鐘時被系統登

出，未儲存到已建檔資料。) 

8. 遇臨時性系統維護或其他因素需重新啟動，將於系統首頁訊息公告

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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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登入 

一、 登入畫面說明： 

依註冊之帳號、密碼及輸入驗證碼進行驗證後，登入系統。 

入口處可檢視最新消息公告，惟部分最新消息須登入後才可瀏覽。 

圖 1系統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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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帳號權限申請 

1. 第一次使用系統者，可參照帳號權限申請線上流程圖，如圖 2。 

圖 2線上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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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首頁，點選申請帳號權限，如圖 3。 

 

圖 3帳號權限申請 

3. 點擊申請帳號權限後出現選擇帳號權限申請，依照自身機構組別選

擇，如圖 4。 

圖 4選擇機構組別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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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帳號允許一次申請多個系統，依角色權限進行區分，依照單位

不同能選擇之子系統權限亦不同。以醫療院所為例，如圖 5 系統權

限帳號申請單 1。 

圖 5系統權限帳號申請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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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角色權限申請留意，機構資訊填入方式，為鍵入關鍵字，系統會自

動跳出相關機構代碼供點選，選擇本身的機構代碼即可填入，如圖

6。 

圖 6機構資訊輸入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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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鍵字查詢，因系統設定輸入的關鍵字僅顯示最多 5 筆關鍵字查詢

如圖 7，僅輸入『診所』，跑出前 5 筆，故愈獨特的關鍵字愈容易快

速查詢，如圖 8，輸入『童綜合』可快速找尋童綜合醫院。 

圖 7 機構資訊輸入診所查詢跑出畫面 

圖 8 機構資訊輸入童綜合查詢可快速尋找童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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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到下一步，需填入申請帳號、姓名、部門、職稱、聯絡電話、E-

mail、管理者帳號姓名，若有一欄位未填，送出申請時系統會出現小

視窗提醒。帳號權限申請以申請霧峰澄清醫院管理者為範例，如圖

9。 

圖 9 系統權限帳號申請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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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框請留意此欄位需填入原先管理者姓名帳號，若原子系統尚無

管理可不填，如圖 10。 

 

圖 10系統權限帳號申請單 3 

8. 不同子系統因業務不同，帳號管理者也不相同，因此會針對不同子

系統分別寄送帳號申請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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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已有整合平台帳號，因系統可自動代入相關資訊，建議先登入帳

號再進行帳號權限異動，登入後申請權限步驟如圖 11、圖 12。 

圖 11登入後系統權限帳號申請 

圖 12自動代入管理者帳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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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送出申請完成後，系統會出現提醒小視窗，如圖 13，且會發送 E-

mail 至申請者註冊信箱，到信箱將帳號權限申請單下載列印，用印

親簽後，將申請單正本連同資安切結書影本寄至所屬上級單位，依

照申請權限不同，上方欄位亦有所差異，可參照申請單上方欄位黃

底說明，如圖 14 醫療院所管理者帳號申請表上方欄位，若為管理者

依照不同子系統須將紙本寄至國民健康署慢性疾病防治組專案辦公

室或學會，若為一般使用者紙本交由單位之帳號管理者。 

 

圖 13 系統權限帳號申請完成提醒小視窗 

 

圖 14 醫療院所管理者帳號申請表上方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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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忘記密碼 

若忘記密碼，則先輸入系統帳號後使用忘記密碼功能，鍵入 Email

後，系統將重發密碼通知信於所填信箱，如圖 15，以新密碼登入後

再至個人資料維護修改密碼即可。 

圖 15 忘記密碼頁面 

四、 線上解鎖 

若密碼輸入錯誤 3 次或超過六個月以上未登錄系統，帳號遭鎖定，

可申請線上解鎖，會跳出小視窗需「帳號」、「e-mail」及「身分證字

號」，如圖 16，此三項資訊均必須為當初申請或目前記錄於系統中的

完全相同，填寫完成後送出，系統會自動解鎖及寄發密碼信至使用

者信箱。 

 

圖 16 申請線上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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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帳號管理者權限 

一、 帳號管理(以長者衰弱評估子系統為例) 

圖 17點選帳號管理功能 

 

圖 18帳號管理頁面 

管理者依需求輸入查詢條件後點選查詢鍵，結果顯示於下方，並可依

需求點選(修改)。範例示意圖為衛生局管理者故可查詢旗下使用者。

各子系統，介面功能皆雷同，僅背景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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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帳號編輯 

圖 19帳號管理編輯頁面 

1. 使用者點選「帳號管理」即可進入「帳號管理」畫面，如圖 19，依

使用者需求編輯修改帳號資料，並於依序填入相關欄位後，點選

【修改使用者資訊】可將填寫資料儲存或點選【回上一頁】可回到

帳號管理列表頁面。 

2. 圖 19 紅色框為【停用權限】，若有使用者因離職或職位輪調無須再

使用此系統，管理者可在此進行使用者帳號停權，若他日使用者欲

再度使用系統，需再次權限申請。 

3. 圖 19 綠色框為【系統產生新密碼】可協助使用者更改密碼，新密碼

寄到使用者信箱後，請使用者再自行更改密碼。 

4. 圖 19 紫色框為【授權/停權記錄】管理者可在此瀏覽使用者帳號的權

限記錄，亦可瀏覽停權原因，以防使用者不明停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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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衛生局管理者的權限可審核衛生局一般使用者、長期照護推動者及

衛生所管理者。 

6. 衛生所管理者權限可審核衛生所一般使用者及長期照護推動者。 

7. 學會管理者的權限可審核學會一般使用者、醫療院所管理者。 

8. 醫療院所管理者的權限可審核醫療院所一般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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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帳號管理者帳號權限申請單管理功能介紹 

一、 帳號權限申請單管理操作說明 

(以長者衰弱正評估申報系統為例) 

圖 20於系統頁面點選帳號申請單管理 

1. 帳號權限申請單管理各個子系統操作介面皆雷同，若有其他子系統管

理者亦可參考。 

2. 以長者衰弱症評估申報系統為參考範例，進入長者衰弱評估申報系

統，管理者選擇左方功能選項作業，帳號權限申請單管理如圖 20 紅

色框，進行申請單管理審核作業如圖 21。 

圖 21帳號申請單管理頁面 

 



25 

 

3. 點選編輯可查看修改權限申請單，在待審核單號中點選欲審核的單

號，點擊可進行帳號權限申請單審核作業，如圖 22。 

圖 22帳號申請單管理審核紐 

圖 23帳號申請單管理審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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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入審核畫面，最下方審核區塊，管理者依照資訊安全保密原則進行

審核作業，申請單需與紙本相符且為正本方能點選【審核通過，紙本

內容與系統上資料一致】再點【收到正本】並點擊審核，審核通過會

出現小視窗，若他日需要停用帳號權限及修改帳號資訊可至帳號管理

作業，如圖 24。 

圖 24審核通過提醒 

5. 若管理者僅收到影本或傳真，確認收到影本資料無誤，可暫時開通帳

號，點【審核通過，紙本內容與系統上資料一致】並選擇【僅收到影

本】，點審核，即出現審核通過提醒小視窗，七天內若未勾選【收到

正本】，使用者該子系統權限將被停權，收到正本確認後請勾選【收

到正本】以正式啟用使用者該子系統權限，如圖 25。 

圖 25點選收到影本審核提醒 

6. 7 天後若未收到正本，系統會將此帳號停權，若已經停權，申請者才

補正本，仍可進行審核作業，故管理者若收到正本，可在申請帳號權

限申請單管理，查詢輸入單號，進行審核作業勾選【收到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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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有紙本不符或其他問題導致審核不通過，可於不受理說明區塊填寫

不受理原因，並點選不受理，如圖 26，若無填選說明原因，系統則

會跳出提醒小視窗，如圖 27。 

圖 26審核不受理成功 

圖 27輸入不受理原因提醒 

8. 一般使用者權限之帳號權限申請管理畫面，僅能看到自己當初申請的

申請單，但若為 106 年長者衰弱症評估申報子系統原使用者則無申請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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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帳號審核完成後，系統會將通過與或不通過通知信寄至申請者信箱。

第一次申請帳號且多個子系統權限者，密碼會在第一封信，登入後至

專區連結→個人資料維護→自訂密碼，如圖 28、圖 29。 

 

圖 28登入後選擇個人資料維護 

 

 

圖 29帳號資訊頁面自訂修改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