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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操作描述 

一、基本操作說明 

(一) 查詢列表頁 

 

圖1 報備支援管理執行畫面 

說明: 

至少填入一個查詢條件，增加查詢條件。 

註:系統預設支援日期為當月開始至操作日期，申請類別為

登錄，申請進度為審核中。 

 

(二) 新增頁 

 

圖2 報備支援單筆申請操作畫面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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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報備支援整批申請操作畫面 

說明: 

系統提供二個範例檔案: 

1.為上傳格式說明檔，針對每個欄位說明及限制。 

2.sample.xls 檔，為格式範本檔，直接下載後，修改完成後，

將檔案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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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程式操作說明 

一、報備支援登錄 

(一) 登錄流程說明 

1、點選【單筆申請】鈕
2、輸入身分證/統一證號:10碼(支援人員)
3、輸入被支援機構:機構代碼，10碼
4、點選【新增】鈕

1、點選【時間輸入】鈕
2、點選支援科別(為下拉式選單)
3、點選支援目的(請勾選)
4、填入開始及結束時間
5、點選【新增】鈕
6、系統提示訊『新增時段成功!若不增加
時段，請按頁面下方「確定(回上一
頁)」，點選訊息的【確定】鈕
7、若支援地點為非醫事機構，請上傳附
明
8、點選【確定(回上一頁)】

1、點選【送審】
2、系統提示訊息【新增成功】
3、點選【列印同案申請書】

新案件申請 時間輸入範例說明

開始及結束時間
持續規則說明:適用於支援期間為連續的
方式，無中斷時間。
範例：99年1月1日9:30至99年1月2日12:00
輸入方式：0990101 9:30~0990102 12:00

間斷規則說明：適用於有固定規則前往
支援的方式，系統提供5種常用的重複樣
式。
範例：99年1月1日至99年6月30日，每星
期一，09:30~12:00
輸入方式：0990101~0990630 09:30~12:00 
重複樣式【請勾選】☉每週的星期一

選擇規則說明：適用於無固定規則前往
支援的方式。例：1/3、1/19、1/24上午
1000~1200前往支援。
範例：99年1月1日、99年1月20日，每星
期一，09:30~12:00
輸入方式：09:30~12:00月曆日期【請勾
選】0990101 

 

圖4 報備支援登錄流程說明圖 

(二)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登錄 」，即顯示登錄畫面，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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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報備支援登錄功能畫面 

 

圖6 報備支援查詢功能畫面 

說明: 

輸入查詢條件，可避免查詢回應過慢。如查詢條件輸入越

多，則查詢案件越精準。 

申請機構系統預設使用者執業登記機構。 

註:畫面查詢條件為申請類別:登錄，申請進度:審核中 

 

圖7 報備支援新增操作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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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身分證/統一證號:輸入支援醫師身份證。被支援機構:輸入

被支援機構代碼。 

註 1: 若為雙重執登之人員，點選身分證右方查詢，選擇證

書時，以主要證書作為報備支援依據。 

註 2:已開放藥事人員報備支援。 

 

若不知被支援機構代碼，可點選右邊查詢鍵，查詢畫面如下

圖所示: 

 

圖8 報備支援機構查詢畫面 

說明: 

如查詢條件輸入越多，則查詢機構越精準。 

註:如被支援機構為非醫事機構，點選機構查詢畫面右邊新

增鈕，如下圖所示: 

 

圖9 報備支援新增非醫事機構操作畫面 

說明: 

點選查詢畫面底下的新增，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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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報備支援新增非醫事機構操作畫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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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在此畫面可以輸入機構名稱及地址，機構代碼則由系統自動

輸入。資料輸入無誤，點下新增鈕，會出現新增成功訊息，如下

圖所示: 

 

圖11 新增非醫事機構成功圖 

 

圖12 報備支援新增操作功能圖 

說明: 

輸入身分證/統一證號及被支援機構代碼，點選右邊新增鈕。 

 

圖13 報備支援新增操作功能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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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點選時間輸入可進行支援時間輸入。如支援人員有兩位或兩

位以上可以再輸入人員點新增，如下圖: 

 

圖14 報備支援新增兩位支援人員操作 

 

圖15 報備支援時間輸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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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支援時間輸入規則可依紅色字體說明進行輸入即可。 

支援目的可分為醫事人員及藥事人員，系統自動判斷。 

 

圖16 報備支援時間輸入操作 

說明: 

只限麻醉科才可做定期，不定時登入，若為其他科別，則不

容許使用＂不定時＂登入。 

 

 

圖17 報備支援時間新增成功訊息 

說明: 

當時間新增成功時，會出現上圖訊息，如欲增加支援時段，

可再輸入時間進行新增。若支援時間輸入錯誤，可點選開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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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 ，再點選【刪除選擇的資料】，即可刪除錯誤時間。 

 

圖18 報備支援新增時段成功圖 

說明: 

如有附件可點選檔案上傳右邊的瀏覽，將檔案上傳後，點選

新增附件，上傳成功如下圖: 

 

圖19 報備支援新增附件成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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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報備支援路確認送審圖 

說明: 

點下送審鈕時，會出現下圖: 

 

圖21 報備支援送審成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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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備支援變更 

(一) 變更操作流程說明 

1、輸入案件編號或身分證/統一證號
2、點選【新增】

1、點選【新增】進入修改畫面
2、輸入欲修改資料

註、如欲修改多筆資料，點選全選下方
欲修改資料後方的正方形，再按下【整
批變更】

1、點選【確定】
2、系統提示訊息【新增成功】
註、案件則會送到當地衛生局審核。

變更申請

 

圖22 報備支援變更流程說明圖 

(二)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變更 」，即顯示變更畫面，如

下圖所示 

 

圖23 報備支援變更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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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報備支援變更查詢功能圖 

說明: 

點選欲變更案件，點選新增後就會出現下圖: 

 

圖25 報備支援變更操作圖 

 

圖26 報備支援變更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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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輸入欲變更資料，按下確定，系統出現訊息，新增成功。 

三、報備支援註銷 

(一) 註銷操作流程說明 

 

圖27 報備支援註銷操作流程 

 

(二)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註銷 」，即顯示註銷畫面，如

下圖所示: 

 

圖28 報備支援程式註銷執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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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報備支援註銷查詢功能 

說明: 

點選欲註銷案件，則會出現如下圖所示: 

 

圖30 報備支援註銷操作 

說明: 

勾選欲註銷案件，再按整批註銷鈕，系統會再次詢問是否註

銷，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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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報備支援註銷確定 

說明: 

點下確定時，則案件送審成功，系統出現送審成功，如下圖

所示: 

 

圖32 報備支援註銷送審成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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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備支援查詢_他院支援本院 

(一)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查詢_他院支援本院 」，即顯示

他院支援本院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33 報備支援他院支援本院功能畫面 

 

圖34 報備支援他院支援本院查詢畫面 

說明: 

至少填入一個查詢條件，增加查詢條件。 

註:點選瀏覽可檢視相關報備資料。按下匯出查詢資料，可

將資料匯出成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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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備支援查詢_本院支援他院 

(一)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查詢_本院支援他院 」，即顯示

本院支援他院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35 報備支援本院支援他院功能畫面 

 

圖36 報備支援本院支援他院查詢畫面 

說明: 

至少填入一個查詢條件，增加查詢條件。 

註:點選瀏覽可檢視相關報備資料。按下匯出查詢資料，可

將資料匯出成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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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報備支援查詢_報備支援額度限制 

(一)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查詢_報備支援額度限制 」，即

顯示本院支援他院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37 查詢_報備支援額度限制功能畫面 

 

圖38 查詢_報備支援額度限制查詢畫面 

說明: 

輸入機構代碼和支援時間，查詢額度是否超過。超過時間以

紅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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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備支援歷史資料查詢 

(一) 功能說明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歷史資料查詢 」，即顯示歷史資

料查詢登錄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39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登錄程式畫面 

 

圖40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登錄查詢畫面 

說明: 

可依查詢條件，查詢之前申請案件。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歷史資料查詢 」，即顯示歷史資

料查詢變更畫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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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變更程式畫面 

 

圖42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變更查詢畫面 

說明: 

可依查詢條件，查詢之前申請案件。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歷史資料查詢 」，即顯示歷史資

料查詢註銷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43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註銷程式畫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貿網路股份有限公司                                                      頁次: 26 

 

圖44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註銷查詢畫面 

說明: 

可依查詢條件，查詢之前申請案件。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歷史資料查詢 」，即顯示歷史資

料查詢友院支援查詢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45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友院支援查詢程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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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友院支援查詢畫面 

說明: 

可依查詢條件，查詢之前申請案件。 

點選「報備支援管理(新) >歷史資料查詢 」，即顯示歷史資

料查詢對外支援查詢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47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對外支援程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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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報備支援歷史資料對外支援查詢畫面 

說明: 

可依查詢條件，查詢之前申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