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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修訂紀錄表 

版本 日期 修改摘要 

version 1.0 107/7/20 初版 

version 1.1 107/8/20 增加測試個案之範例格式 

version 1.2 107/12/18 修改回傳訊息 

version 1.3 108/4/25 
1.新增資料類別 1，並調整下載檔案為 ATC7 碼。 

 (預計 108 年 6 月 3 日開放測試) 

2.新增資料類別 3 (預計 108 年 6 月底上線) 



使用者手冊 

 
3 

壹、 作業目的及功能 

一、 作業目的 

為落實健保資源合理使用，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並即時提示醫師了解保險

對象最近特定檢查檢驗醫令執行情形及藥物使用情形，於健保醫療資訊雲

端查詢系統建置「跨院重複開立醫囑提示功能」。 

二、 作業功能 

院所醫師在登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完成 SAM 卡、醫師人員

卡、民眾健保卡之認證後，提供院所端資訊系統(HIS) 以 web service 傳送

查詢醫令與接收回饋訊息，以輔助醫師臨床開立處置及藥物之參考，提升

診療效率並降低特定檢查(驗)重複處方。 

為確保資訊系統安全、以及資料正確且合法地使用，醫事人員使用本作

業期間，執行登入以及資料查詢時，系統皆會自動即時記錄相關動作，以

維護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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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環境及使用說明 

一、 執行環境需求 

網路環境需開放連線至 medcloud.nhi.gov.tw（10.253.253.247）之 443 

port、medcloudws.nhi.gov.tw（10.253.253.235）之 7008 port 。 

二、 前置作業 

需先連結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讀取醫師卡／醫事人員卡、SAM

卡及健保 IC 卡資料，完成驗證查詢後進行後續作業。 

 

三、 Web service 使用說明 

(一)  介接說明及格式 

1. 位址：

https://medcloudws.nhi.gov.tw:7008/imie0000/NHIIMI01.asmx 

2. 服務：NHIIMI01 

3. 作業函式：GetMedPrtData 

4. 資料輸入、出格式皆以 JSON 格式。 

(1)若無資料，則傳回空值 []。 

(2)本文件中輸出 JSON 格式值，僅為範例參考。 

 

 

https://medcloudws.nhi.gov.tw:7008/imie0000/NHIIMI01.as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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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傳資料定義 

 

層級 資料名稱 欄位 格式 備註 

L1 基本資料    

 sHospId 醫事機構代

碼 

X(10) 必填。 

 sHcaId  醫師身分證

號 

X(10) 必填。 

 sPatId 病患身分證

號 

X(10) 必填。 

L2 sType 資料類別 X(1) 必填。 

用藥資料請填 0、1 

檢驗檢查請填 2、3。 

L3 sOrder 醫令代碼   X(12) 必填。(建議至多 5 筆)。

請參考項次参、適用之

ATC 碼/醫令代碼，其中

用藥資料請將 ATC 碼轉

換為要查詢之醫令代

碼。 

 

(三)  回傳資料定義 

 

層級 資料名稱 欄位 格式 備註 

L1 RtnCode 回傳值 X(2) 00:表示 webservice 呼

叫成功。 

其他:請參考肆、異常碼

對應 

L2 oType 資料類別 X(1) 0、1：用藥資料 

2、3：檢驗檢查 

 RtnNum 回覆資料筆

數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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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oOrder 醫令代碼

/ATC5 代碼 

X(12) 資料類別 0、1：用藥資

料，此欄位為 ATC5 代

碼。 

資料類別 2、3：檢驗檢

查，此欄位為醫令代碼。 

 oMsg 回傳訊息   

 

(四)  上傳、回傳資料範例 

1. 上傳資料 JSON 範例 

JSON 格式(Input) 

範例一: 

{ 

"sHospId":"0000000000", 

"sHcaId":"X999999999", 

"sPatId":"Z999999999", 

"sub": 

  [{"sType":"0","sub": 

                [{"sOrder":"KC00875221"}, 

                 {"sOrder":"AC24751221"}, 

     {"sOrder":"AC33757238"} 

              ]}, 

  {"sType":"2","sub": 

                [{"sOrder":"12184C"},  

      ]} 

  ] 

} 

 

範例二: 

{ 

"sHospId":"0000000000", 

"sHcaId":"X999999999", 

"sPatId":"Z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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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sType":"1","sub": 

                [{"sOrder":"BC25887100"}, 

              {"sOrder":"BC25413100"} 

              ]}, 

{"sType":"3","sub": 

                [{"sOrder":"33084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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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傳資料 JSON 範例 

JSON 格式(Output) 

範例一: 

{ 

"RtnCode":"00", 

"sub": 

  [{"oType":"0", 

"RtnNum":"3", 

"sub": 

    [{"oOrder":" G04CA", 

      "oMsg":"該病人領用 Alpha-Adrenoreceptor Antagonists 之（TAMSULOSIN , 緩釋

錠劑膠囊劑）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166 天，可用藥至 108/05/31。此成分藥

品為馬偕台北於 107/11/21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

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4 開了 56 日

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0 開了 56 日藥品。"}, 

     {"oOrder":" A02BC", 

      "oMsg":"該病人領用 PROTON PUMP INHIBITORS 之（DEXLANSOPRAZOLE , 

一般錠劑膠囊劑），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166 天，可用藥至 108/05/31。此成分藥

品為新光醫院於 107/11/21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

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4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0 開了 56 日

藥品。"} 

    ]}, 

   {"oType":"2", 

"RtnNum":"1", 

"sub": 

    [{"oOrder":" 12184C", 

"oMsg":"HbA1c 台大醫院已於 107/02/01 開立，建議間隔 3 個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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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  

{ 

"RtnCode":"00", 

"sub": 

  [{"oType":"1", 

"RtnNum":"3", 

"sub": 

    [{"oOrder":" G04CA", 

      "oMsg":"該病人領用 Alpha-Adrenoreceptor Antagonists 之（TAMSULOSIN , 緩釋

錠劑膠囊劑）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166 天，可用藥至 108/05/31。此成分藥

品為馬偕台北於 107/11/21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

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4 開了 56 日

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0 開了 56 日藥品。"}, 

     {"oOrder":" A02BC", 

      "oMsg":"該病人領用 PROTON PUMP INHIBITORS 之（DEXLANSOPRAZOLE , 

一般錠劑膠囊劑），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166 天，可用藥至 108/05/31。此成分藥

品為新光醫院於 107/11/21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7 開了 56 日藥

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4 開了 56 日藥品。高雄醫學大於 107/10/20 開了 56 日

藥品。"} 

    ]}, 

   {"oType":"3", 

"RtnNum":"1", 

"sub": 

    [{"oOrder":" 33084B", 

"oMsg":""磁振造影－有造影劑台大醫院已於 107/04/01 開立，[H:頭部]建

議間隔 28天。距前次檢查(驗) 16天"} 

     ]} 

]} 

 

(五)  測試個案 

    院所端程式開發作業進行期間，可使用提供測試病患身分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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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99999992)，無須進入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進行登入

查詢作業(即不需三卡認證)，惟輸入之院所代號及醫師代號請務必填

正確資料。 

             JSON 範例一:              

{ 

"sHospId":"0000000000", 

"sHcaId":"A123456789", 

"sPatId":"Z299999992", 

"sub": 

  [{"sType":"0","sub": 

                [{"sOrder":"BC25887100"}, 

                 {"sOrder":"BC25413100"} 

              ]}, 

  {"sType":"2","sub": 

                [{"sOrder":"27026B"},  

      ]} 

  ] 

} 

 

             JSON 範例二:             

{ 

"sHospId":"0000000000", 

"sHcaId":"A123456789", 

"sPatId":"Z299999992", 

"sub": 

  [{"sType":"1","sub": 

                [{"sOrder":"BC25887100"}, 

                 {"sOrder":"BC25413100"} 

              ]}, 

  {"sType":"3","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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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der":"33084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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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適用之 ATC 碼/醫令代碼下載說明 

(一)  適用 ATC 碼/醫令代碼相關檔案會定期更新，各醫療院所請自行

下載定期更新。 

(二)  請至 VPN 首頁(https://medvpn.nhi.gov.tw)之下載專區，選擇服務

項目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點選 CSV 下載。 

 

1.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跨院重複開立醫囑提示功能適用

ATC5 碼/醫令代碼資料(全檔)。檔案內容格式如圖一。 

 

 

圖一 

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00/IWSE0001S01.aspx
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00/IWSE0030S02.aspx?bc=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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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A 為資料類別，欄位 B 為對應之資料。如圖一呈現：欄位 A

為 0 之資料其 B 欄表示用藥資料之 ATC5 碼，欄位 A 為 2 之資料

其 B 欄表示檢驗檢查之醫令碼。其中資料類別 0，請自行轉換為對

應之醫令代碼。 

2.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跨院重複開立醫囑提示功能適用

ATC7 碼/醫令代碼資料(1080603 起適用)」。檔案內容格式如圖

二。(預計 108 年 6 月 3 日開放測試）。 

 

 

 圖二 

 欄位 A 為資料類別，欄位 B 為對應之資料。如圖二呈現：欄位 A

為 1 之資料其 B 欄表示用藥資料之 ATC7 碼，欄位 A 為 3 之資料

其 B 欄表示檢驗檢查之醫令碼。其中資料類別 1，請自行轉換為對

應之醫令代碼。 

(三)  表列之適用 ATC 碼/醫令代碼方提供 web service 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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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異常碼對應說明 

 

 

 

 

 

 

 

 

 

 

 

 

 

錯誤代碼 訊息內容 說明 

01 參數解析失敗                                 院所端傳入參數拆解失敗。 

02 無驗證查詢資料                             未完成驗證查詢作業。 

請務必登入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 

完成查詢作業。 

03 連線數過多，請稍

候再試                       

系統忙碌，已逹設定之最大連線

數。 

04 系統發生異常                                  

05 非適用之 ATC 碼/

醫令之範圍  

內含1項(含)以上非適用特定醫囑

代碼之醫令範圍則整筆不處理 

06 資料類別錯誤 填入之資料類別錯誤 

07 回傳資料長度過

長 

回傳資料長度過長，請調整查詢

筆數 

99 系統暫停服務                                 系統暫停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