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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匯整

◆讀卡機

✓啟用控制台就出現錯誤訊息PCSC 啟動失敗 SCard no service --> 
請啟動 Smart Card Service(智慧卡服務) 

✓USB Port抓錯讀卡機 --> 此問題應為電腦啟動時讀取之COM 
port序號與前次設定時不同，由於Windows啟動COM port時並
非序列進行，難以使同一台讀卡機使用固定port，建議使用兩台
不同廠牌讀卡機。

✓COMPORT路徑錯誤或找不到安全模組檔或數量超過一個以上-->
更新控制軟體 5.1.3.0版或重新放置未使用SAM檔。

✓PCSC 找讀卡機功能卡住了！！。--> 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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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修正說明

✓新增VPN認卡簽驗章服務功能。
✓修正主控台的醫師卡PIN 驗證。(需先認證，才能驗

PIN 成功)
✓強化讀取健保卡偶而會出現4043(健保卡讀取/寫入作
業異常)錯誤代碼。
✓強化偶而出現5057(過敏藥物寫入失敗)錯誤代碼。
✓修正3.2csUploadDataPrec()每日就醫上傳功能出現-1
錯誤代碼。
✓修正9開頭測試環境會出現 "卡片配對錯誤，正式卡與
測試卡不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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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性

✓雲端安全模組檔控制軟體更新至5.1.3.0版

✓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

✓將服務/ smartcard/啟動類型設為自動

✓建議選擇二台不同型號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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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安全模組檔控制軟體5.1.3.0安裝包下載
讀卡機控制軟體 5.1.3.0連結請由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進入 https://www.nhi.gov.tw/

(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讀卡機控制軟體（Windows版）
5.1.3版(108.05.30更新)「雲端安全模組版控制軟體公告」

查看下載版本雲端安全模組檔
5.1.3.0版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
px?n=B0D8FD2859388103&topn=5FE8
C9FEAE863B46

全球資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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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
00/IWSE0030S02.aspx?bc=CMS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網址：

健保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進入
https://medvpn.nhi.gov.tw/
(下載專區/共通作業/服務項目/電腦設定)  

https://www.nhi.gov.tw/
https://www.nhi.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5FE8C9FEAE863B46&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754088630420C98&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B0D8FD2859388103&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B0D8FD2859388103&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B0D8FD2859388103&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00/IWSE0030S02.aspx?bc=CMS
https://medvpn.nhi.gov.tw/


簡易安裝指引-1

• 請由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進入
https://www.nhi.gov.tw/

• 讀卡機控制軟體（Windows版）5.1.3版下載
（健保署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
＞健保卡資料下載區＞讀卡機控制軟體
（Windows版）5.1.3版(108.05.30更新)「雲端
安全模組版控制軟體公告」

• 安裝「控制軟體5.1.3.0」

• 注意:支援電腦OS版本：Windows 7和以上版本
(含32位元及64位元)

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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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安裝指引-2

• 下載後解開壓縮檔，請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安裝setup.exe

• (若已安裝過，不需解除安裝，直接執行
setup.exe。)

• （詳細請參考控制軟體5.1安裝指引V2.2之三、
正式環境安裝準備)

步驟二

• 將未使用之『安全模組檔』解壓縮放置
C:\NHI\SAM\COMX1路徑下。

步驟三

◆ 有關醫事服務機構雲端安全模組申請指引已放置於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 (VPN) 網址：https://medvpn.nhi.gov.tw/
路徑:下載專區/共通作業/服務項目/電腦設定)  

◆ 108年7月22日，新申請醫事服務機構與本保險人特約核定
後，本署自動核發 1 組雲端安全模組 9

https://medvpn.nhi.gov.tw/


簡易安裝指引-3

• 準備兩台「晶片讀卡機」並插入健保卡、醫事
人員卡(注意:測試卡與正式卡不可混用)

• 建議選擇二台不同型號之讀卡機

步驟四

•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桌面的「雲端安全模組
主控台」或 C:\NHI\BIN\CsFsim.exe

• 選取卡片對應的讀卡機

步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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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安裝指引-4

• 確認「系統設定」頁面是否有「醫療院所代
號」、「安全模組卡號資料」

• (詳細請參考控制軟體5.1安裝指引V2.2之四、
更版環境使用說明)

步驟六

• 至「作業檢視」->SAM認證

步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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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說明

1 C:\NHI\SAM\COMX1 安全模組檔放置路徑

2 C:\NHI\LIB 元件安裝路徑

3 C:\NHI\BIN 工具程式安裝路徑

4 C:\NHI\LOG 記錄檔存放位置

5 C:\NHI\INI 系統相關設定檔路徑

6 C:\NHI\sample 測試介面程式

7 C:\NHI\VPN VPN網頁使用元件

檔案配置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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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開發相關資源

C# 範例程式https://is.gd/rEtwid

C#範例程式使用說明書https://is.gd/Ahr4JA

VB.net 範例程式https://is.gd/P7ZcKJ
解壓縮 password 1234

Java 範例程式https://is.gd/nLjf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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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安全申請使用統計
業務組別 家數

台北業務組 2170

北區業務組 1022

中區業務組 1161

南區業務組 742

高屏業務組 1026

東區業務組 141

合計 6262

特約類別 家數
不詳 6

醫學中心 26

區域醫院 82

地區醫院 289

診所 4232

藥局 1339

居家護理 222

康復之家 45

檢驗所 12

物理治療所 5

特約醫事放射機構 1

呼吸照護所 3

合計 62622170

1022 1161

742
1026

141

6 26 82 289

4232

1339 222 45 12 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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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8.10.4



最近30天認證家數
業務組別

最近30天連線
電腦數

台北業務組 2492

北區業務組 1617

中區業務組 2035

南區業務組 1148

高屏業務組 1482

東區業務組 363

總計 9137

2492

1617
2035

1148 1482 363

特約類別
最近30天連線

電腦數

地區醫院 1682

呼吸照護所 3

居家護理 164

物理治療所 4

區域醫院 1544

康復之家 23

診所 3601

檢驗所 4

醫學中心 1283

藥局 829

總計 9137

128315441682

3601

829 164 23 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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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8.10.4



雲端安全模組暨控制軟體改
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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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卡快速認證

醫師卡

健保卡
|

安全模組檔
雲端安全模
組主控台

實體醫師卡與IDC雲端
安全模組交互認證，
完成醫師卡登入

醫師卡與健保卡認證
晶片讀卡機

2

3

醫療院所雲端安全模
組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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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有效認證時
間8小時需重新認
證醫師卡



醫師卡快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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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 只需一台讀卡機
• 後續在有效期間內執行健保卡作業都不用插醫師卡

◆適用範圍
• 健保卡相關作業系統

◆不適用：
• 非健保作業（必需有實體醫師卡認證，則需二台讀卡機）
• 疾管署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AD自動部署說明-1
控制軟體AD (Active Directory)自動部署，初始安裝建議使用完整安裝，若
只有局部更新程式，則使用Batch程式來更版。

1.使用部署MSI安裝檔軟體

C:\TEMP\deploy\gCIE_Setup.msi：要派送MSI安裝檔案。 19



AD自動部署說明-2

2.異動安裝-小改版使用Batch程式來更新

依據要更新檔案清單來更新程式

20



讀卡機檢測程式-1

開始進行讀卡機檢測1

請將健保卡置入讀卡機2

成功載入健保卡，請移除健保卡3

拔

插入健保卡拔 拔出健保卡 21

全球資訊網下載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

A58&topn=5FE8C9FEAE863B46

全球資訊網進入 https://www.nhi.gov.tw/

(首頁>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topn=5FE8C9FEAE863B46


再進行一次讀卡測試，請置入健保卡4

讀卡機檢測程式-2
請移除健保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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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測試完成，請於置入健保卡6

讀卡機檢測程式-3
完成測試，這台讀卡機測試OK相
關功能支援使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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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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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機讀不到-1
1.安裝智慧卡機讀卡機驅動程式

若智慧卡讀卡機有出現 ，請重新安裝
2.智慧卡

若有讀取到卡片，將會出現兩個智慧卡裝置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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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機讀不到-2

服務/smartcard/啟動類型為自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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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Port抓錯讀卡機-1

電腦開機時，晶片讀卡機的USB PORT會抓錯，導致順序錯誤
建議將讀卡機區分健保卡及醫事人員卡讀卡機或使用兩台不同型號晶片讀
卡機記得安裝晶片讀卡機驅動程式，減少USB PORT 抓錯的機率發生

尚未插入卡片，HC、HPC仍是上一次使用紀錄 27

SAM(安全模組檔)

0：檔案未置入。

1：安全模組尚未與健保署IDC認證。

2：安全模組與健保署IDC認證成功。

9：所置入非安全模組檔。

HC(健保卡)

0：卡片未置入。

1：健保IC卡尚未與安全模組認證。

2：健保IC卡與安全模組認證成功。

3：健保IC卡與醫事人員卡認證成功

9：所置入非健保IC卡。

HPC(醫事人員卡)

0：卡片未置入。

1：醫事人員卡尚未與安全模組認證。

2：醫事人員卡與安全模組認證成功(PIN尚未認證)。

3：醫事人員卡PIN認證成功。

9：所置入非醫事人員卡。



聯合門診使用情境(雲端安全模組)-1

醫師卡

醫師卡

上午診

下午診

健保卡

|

選擇A院所安全模組檔

選擇B院所安全模組檔

同一台電腦安裝不同院所的安全模組檔
做為不同醫療院所之區分
安裝A院所安全模組檔
選擇B院所安全模組檔

安全模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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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門診使用情境(雲端安全模組)-2

安裝方式：放置於c:\NHI\SAM\COMXn\XXXXXX.SAM

如：c:\NHI\SAM\COMX1\AAAXXX.SAM

如：c:\NHI\SAM\COMX2\BBBXXX.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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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卡解鎖作業-1
由衛生福利部醫事憑證管理中心進入 https://hca.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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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ca.nat.gov.tw/


醫事人員卡解鎖作業-2

請確認通過
檢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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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安全模組轉換作業及控制軟體諮詢窗口

（週一到週五上班期間）：09:00-12:00，13:30-18:00

電話:(02) 2706-5866 分機 6188、6189、6190

Email：nhi.vpn.iisi@gmail.com

諮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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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
雲端安全模組 LINE 客服好友 ?

掃描QRCoad
分享連結

分享好友

https://line.me/
R/ti/p/%40ehk8
512h

加入ID @ehk85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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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e.me/R/ti/p/@ehk8512h


加入好友的歡迎訊息
當用戶將本帳號加為好友時自動傳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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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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