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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權限類 

 

Q1-1：使用本網站， VPN上的機構需準備的事有哪些？(101年3月25日) 

答覆： 機構需準備的事項如下表所示。 

個人電腦 

需準備事項 

機構代表 

需準備事項 

機構管理者 

需準備事項 

機構使用者 

需準備事項 

 健保IC卡讀卡

機或晶片讀卡

機 

 從首頁的常用

服務>下載專區

>下載安裝憑證

相關的元件 

 調整瀏覽器設

定 

 有效的醫事

機構卡 

 機構管理者

名單 

 

 有效的醫事人員卡或

有效的健保卡或自然

人憑證 

 準備醫事機構需申請

的健保服務項目 

 準備機構使用者名單 

 準備機構各使用者能

執行的健保服務項目 

 有效的醫事

人員卡或有

效的健保卡

或自然人憑

證 

 

Q1-2：同一個人是否可為機構管理者及機構使用者？ 

答覆： 可以，需被機構代表指派為機構管理者後，以自己的憑證登入，再指派

自己為機構使用者。 

 

Q1-3：若同一個人是機構管理者也是使用者，請問功能清單會是如何？ 

答覆： 會是機構管理者功能+被授權的作業功能。(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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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機構管理者於本系統的健保卡密碼忘記如何處理? 

答覆： 機構管理者可請機構代表，使用醫事機構卡登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 後，選擇「機構管理者維護」作業，重設此機構管理者於本系統

的健保卡密碼。至於「機構管理者維護」作業的操作方法請參照「健保

資訊網服務系統(VPN)_準備事項說明」之陸、一、(一) 4.。 

 

Q1-5：機構使用者於本系統的健保卡密碼忘記如何處理? 

答覆： 機構使用者可請機構管理者，使用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登入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VPN)後，選擇「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重新設定此機構使

用者於本系統的健保卡密碼。至於「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的操作方法

請參照「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_準備事項說明」之陸、二、(二) 4.。 

 

Q1-6：已在舊的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申請過的健保服務，是否需重新申

請？ 

答覆： 若為100年下半年內有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執行過「醫療費用

申報」作業之機構者，無需重新申請健保服務，若在半年內都未至健保

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執行過「醫療費用申報」作業之機構，則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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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Q1-7：原本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Internet)平台之機構，是否可進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VPN) 平台？原本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Internet)之回饋檔案將

如何整合? 

答覆：原本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Internet) 平台作業之機構是可以改至健保資

訊網服務系統(VPN) 平台作業的，只需重新申請健保服務作業即可。至

於原本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Internet) 之回饋檔案資料可藉由申請作

業將資料移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平台查詢下載。作業方式：由

具機構管理者身分登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選擇「健保服務申

請」作業，勾選「申請讀取Internet資料」後按申請，於隔天再至各回饋

檔案之所屬作業功能查詢下載。 

 

Q1-8：首頁上方的「網站地圖」與機構管理者操作「健保服務申請作業」的功

能項目不同，原因為何？  

答覆： 網站地圖確實可能與健保服務申請作業項目不同，「網站地圖」功能項

目列出所有功能，「健保服務申請作業」則依據登入院所可以申請功能

項目呈現。 

 

Q1-9：機構管理者使用「健保服務申請作業」與「使用者授權管理」功能，為

何看不到「預檢醫療費用申報」的功能呢？  

答覆： 「預檢醫療費用申報」功能之申請與使用者授權，隨著「醫療費用申報」

之功能同步執行。意即：「預檢醫療費用申報」功能之申請與授權，等

同於「醫療費用申報」，不須額外申請與授權即可使用。 

 

Q1-10：院所尚未持有醫事機構卡，機構負責人可否以醫事人員卡登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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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持醫事機構卡登入本系統者為機構代表之身份，機構代表可以自行指派

機構管理者，機構管理者持有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即可登入，進行後續

之機構使用者指派作業。以本問題為例：醫事人員卡持有人，皆需經機

構代表指派為機構管理者，或由機構管理者指派為機構使用者後，才能

登入。 

 

Q1-11：進行憑證登入時，出現「所持身分尚未經所在院所指派，無法登入本系

統」訊息，請問是什麼原因呢？(101年3月25日) 

答覆：會收到這樣的訊息，通常表示系統無法根據您所持卡片於所屬院所查到

機構管理者或機構使用者資料。最常發生此訊息的情況列舉如下： 

1. 使用健保讀卡機：於該讀卡機內SAM卡之醫事機構，尚未將持卡人

設定為機構管理者或使用者。 

2. 使用晶片讀卡機：尚無任何機構將持卡人設定為機構管理者或使用

者。 

 

Q1-12：業務負責人處理2家以上醫事機構之業務，以「自然人憑證」+「晶片謮

卡機」於憑證登入時，畫面上可自行選擇要代表那一家醫事機構進行處

理。但以「健保卡」+「健保讀卡機」登入時卻沒有可以選擇的畫面或選

項嗎？(103年4月18日) 

答覆：以「健保卡」+「健保讀卡機」登入時，因健保讀卡機中SAM卡已儲存了

所代表的某家醫事機構代號，因此登入時將以該醫事機構代號所代表的

院所進行登入，但若是合併申報的醫事機構，則為例外，詳細說明請參

閱Q1-13。 

 

Q1-13：合併申報醫療費用之醫事機構進行「憑證登入」時，有那些注意事項？

(10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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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若是「A醫事機構」與「B醫事機構」採醫療費用合併申報，以「A醫事

機構」為申報的醫事機構。假設「B醫事機構」的「甲君」要以「A醫

事機構」的身分登入，則「A醫事機構」管理者需將「甲君」設定為「使

用者」並予以授權服務項目。「甲君」登入情境如下： 

1. 使用「健保卡」＋「健保讀卡機」且健保讀卡機之SAM卡為「A醫事

機構」時：「甲君」認證後直接登入網站。 

2. 使用「健保卡」＋「健保讀卡機」且健保讀卡機之SAM卡為「B醫事

機構」時： 若「甲君」僅為「A醫事機構」的使用者，則認證後直接

登入網站。若「甲君」為「A醫事機構」及「B醫事機構」的使用者，

「甲君」認證後會出現「醫事機構」下拉選單，可點選「A醫事機構」

後登入網站。選單會顯示「甲君」具有使用者權限之合併申報醫療費用

醫事機構清單；若「甲君」亦為「C醫事機構」的使用者，但因「C醫

事機構」非「B醫事機構」的主要申報醫事機構，在下拉選單不會顯示

「C醫事機構」。 

3. 使用「醫事人員卡或自然人憑證」＋「晶片讀卡機」：若「甲君」僅

為「A醫事機構」的使用者，則認證後直接登入網站；「甲君」為多家醫

事機構使用者，則會顯示「醫事機構」下拉選單供選取。 

 

 

Q2：電子憑證卡類 

 

Q2-1：醫事機構卡無法使用時，該與誰聯絡? 

答覆： 請參照「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_電子憑證元件安裝說明」之肆、章

節說明。 

 

Q2-2：醫事人員卡無法使用時，該與誰聯絡? 



常見問題說明(2014-04-29) 

9 
 

答覆： 請參照「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_電子憑證元件安裝說明」之肆、章

節說明。 

 

Q2-3：請問第一次登入VPN平台，系統會不會要求登入者更改密碼? 

答覆： 以健保卡登入系統如果不曾變過密碼，每次登入系統都會要求更改密

碼，直到實際變更密碼為止。另外，醫事機構、醫事人員與自然人憑證

卡之PIN碼不在本系統中變更。 

 

Q2-4：請問「醫師備用卡」是否可以登入？(101年3月25日) 

答覆： 無法以醫師備用卡登入，係因醫師備用卡內無憑證資料，原本僅規劃作

為醫師未攜帶醫師卡時，作為讀寫健保IC卡內醫療專區使用，無法作為

辨識個人身分之憑證卡使用。 

   

Q2-5：請問是否可以使用一代「醫事機構憑證卡」與「醫事人員憑證卡」登入？ 

答覆： 一代醫事機構憑證卡與醫事人員憑證卡皆可登入。若使用一代憑證卡有

問題，經101年2月17日 詢問醫事憑證管理中心回應：一代醫事機構與

醫事人員憑證卡目前99%皆已換卡，剩餘1%也會在102~103年到期，若

有一代醫事機構憑證卡問題，皆建議換為二代卡片，換二代卡片視同第

一次申辦，目前皆是免費。 

 

 

Q3：登入認證—綜合類 

 

Q3-1：執行憑證登入時出現訊息：「未安裝憑證元件，請至下載專區下載安裝」，

請問什麼原因呢？(101年4月19日) 

答覆： 請確認已至下載專區下載2份文件：「健保資訊網憑證元件」、「使用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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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瀏覽器設定」，關閉所有執行中之程式，並依據前述文件之步驟進

行元件安裝與瀏覽器設定，完成後關閉所有瀏覽器並重新開啟，即可正

常使用。另，憑證元件須執行於32位元之作業系統環境，電腦作業系統

為64位元之環境者，請以32位元模式執行IE瀏覽器，始可正常讀取並執

行憑證元件。以下圖示將示範如何以Windows 7 64位元作業系統，並以

32位元模式執行IE瀏覽器，請參考紅色圈選處：

 

 

Q3-2： IE瀏覽器，目前支援那些版本呢？(101年5月28日) 

答覆：目前支援版本IE6 ~ IE10。 

 

Q3-3：於首頁下載文件時出現「Internet Explorer無法開啟這個網際網路網站。

可能是因為要求的網站無法使用或找不到。請稍後再試。」的訊息，請問

是什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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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請檢查IE瀏覽器之設定「網際網路選項」「進階」「安全性」「不

要將加密的網頁存到磁碟機」，請勿勾選此選項，應該可解決此問題。

 

 

Q3-4：請問同一台電腦可同時裝健保讀卡機跟晶片讀卡機嗎？(10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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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可以。但無法同時安裝2台以上健保讀卡機或2台以上晶片讀卡機。 

 

Q3-5：請問健保卡為何不能用在晶片讀卡機？(101年3月25日) 

答覆：因健保卡非正式憑證卡，目前僅可使用在已通過安全模組認證的健保讀

卡機。 

 

Q3-6：進行憑證登入時，IE瀏覽器就自動關閉了，並沒有登入成功，請問要如

何解決？(101年4月20日) 

答覆：此情況較常發生在「Windows XP Home的作業系統」+「IE6瀏覽器」。請

確認作業系統版本已更新至SP3版本後，應可排除此問題。 

 

Q3-7：憑證元件安裝時出現提示訊息「Windows Installer服務無法更動系統檔

案…，因為已被Windows所保護。您可能要…」請問要如何處理呢？(101

年4月11日) 

 

答覆： 此情況發生於安裝適用健保讀卡機之「健保資訊網憑證元件(適WinXP

或Win7) 」，安裝過程中出現以下畫面提示「Windows Installer服務無法

更動系統檔案…，因為已被Windows所保護。您可能要…」。因本安裝程

式包含之系統檔案已存在電腦中，此訊息僅是提示訊息，請按「確定」

後繼續安裝，安裝完成後仍可正常使用。 

 

Q3-8：進行憑證登入時，網頁出現「網站還原錯誤」，請問要如何處理呢？(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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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9日) 

 

答覆： 此情況通常發生於使用IE7瀏覽器。請開啟瀏覽器設定「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確認「啟用記憶體保護以協助避免網路攻擊」沒有被勾選

後，應可正常使用。 

 

 

Q3-9：如何將電腦中的晶片讀卡機，改為僅有一台？(104年4月29日) 

答覆：  

1. 請如下圖開啓「電腦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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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於「裝置管理員」檢視「智慧卡讀卡機」只有一台讀卡機之圖示。 

 

3. 如超過一台，請「停用」或將讀卡機自電腦拔除至剩下1台「智慧卡

讀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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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登入認證—使用「健保讀卡機」類 

 

Q4-1：請問使用健保讀卡機進行憑證登入前，是否須執行健保讀卡機之SAM卡

認證呢？(101年3月7日) 

答覆：是，使用健保讀卡機前仍需進行原來認證SAM卡之程序。 

 

Q4-2：使用「健保讀卡機」登入時出現「非特約醫事機構，無法登入」請問什

麼原因呢？ 

答覆： 請檢查是否使用正確之憑證卡登入，例如：欲使用「醫事機構卡」登入，

請將「醫事機構憑證卡」插入健保讀卡機之「醫事卡」的插槽後登入即

可。 

 

Q4-3：使用「健保讀卡機」登入時出現「健保讀卡機未備妥，請再確認」，請問

是什麼原因呢？(10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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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請確認所用健保讀卡機已正確安裝於所使用之電腦。另外，當健保讀卡

機正被其它應用程式使用中而佔用讀卡之COM Port通訊，亦會出現此訊

息，請嘗試關閉該應用程式應可排除此問題。 

   

Q4-4：進行憑證登入時，出現「醫事機構代號與讀卡機晶片所載不符」訊息，

請問是什麼原因呢？(101年3月25日) 

答覆： 此情況發生於使用「醫事機構卡」 + 「健保讀卡機」，表示健保讀卡機

中SAM卡之醫事機構代號，與所置入之醫事機構卡之醫事機構代號不

符。請確認健保讀卡機內的SAM卡與醫事機構卡是相同醫事機構，或者

可以改使用晶片讀卡機。 

 

 

Q5：登入認證—使用「晶片讀卡機」類 

 

Q5-1：使用「晶片讀卡機」登入時出現「讀卡機未備妥，請再確認」，請問是什

麼原因呢？(101年3月7日) 

答覆： 請確認所用晶片讀卡機已正確安裝於所使用之電腦。較有可能原因為讀

卡機驅動程式未正確安裝，或讀卡機未正確插入電腦。 

   

Q5-2：按憑證登入時出現「建立卡片物件失敗」，請問是什麼原因呢？(101年4

月20日) 

答覆：此情況目前較常發生於使用「晶片讀卡機」 + 「醫事人員卡或醫事機構

卡」進行憑證登入。若已確認非卡片本身故障，其可能的原因在於電腦

中裝了2台以上晶片讀卡機，憑證API無法正確判斷所用讀卡機造成此問

題。為避免此情況，請拔除晶片讀卡機至1台或停用晶片讀卡機至1台的

作業環境。以下圖示於Windows XP作業系統的「裝置管理員」，示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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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停用晶片讀卡機（智慧卡讀取裝置），請參考紅色圈選處：

 

 

Q5-3：使用晶片讀卡機進行憑證登入時，出現「憑證卡驗證失敗…」訊息，請

問是什麼原因呢？(101年3月25日) 

答覆：會收到這樣的訊息，通常表示所持非有效之憑證卡片，無法通過系統針

對卡片進行的有效性檢查。由於晶片讀卡機並不像健保讀卡機已通過安

全模組認證，因此會有更嚴謹的檢查。最常發生此訊息的情況列舉如下： 

1. 已持有二代醫事機構卡，但以被註銷之一代醫事機構卡登入。 

2. 已持有二代醫事人員卡，但以被註銷之一代醫事人員卡登入。 

3. 所持非有效之醫事機構或人員卡，如未開卡、已註銷、效期已過…等

原因。 

 

Q5-4：進行憑證登入時，系統回覆「找不到卡片中的任何憑證」，請問是什麼原

因呢？(101年4月20日) 

答覆：此情況較常發生在使用「晶片讀卡機」。若為憑證元件安裝完成時，進行

憑證登入而收到此提示訊息，請嘗試將電腦重新開機，應可排除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