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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原則 

一、緣起 

國內每年因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死亡約 13,000 人，肝癌更是高居

癌症死因第二位。感染 B、C 型肝炎後每 4 人有 1 人會變成肝硬化，肝硬

化後每 20 人有 1 人會併發肝癌，是造成慢性肝病與肝癌死亡的主要原因。

國民健康署自 100 年 8 月起提供 55 年(含)以後出生且滿 45 歲之民眾，搭

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終身接受 1 次 B、C 型肝炎篩檢服務，108 年 6 月 1

日首先放寬年滿 40 至 60 歲原住民。為配合國家消除 C 肝政策，經諮詢專

家意見，自 109 年 9 月 28 日起擴大放寬年滿 45 至 79 歲民眾(40 至 79 歲

原住民)，都可接受終身一次的 B、C 型肝炎篩檢服務，以早期發現、提供

適當治療，避免演變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為利醫療院所經民眾同意於就醫前進行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

炎篩檢資格查詢，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篩檢資格批次查詢

功能，醫療院所於民眾簽署書面同意書之有效期限內，可批次查詢民眾篩

檢資格，且資訊檔資料僅於該民眾就診時，供提供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

需要查詢比對使用，不得另移作其他目的使用。 

二、作業原則 

(一) 醫療院所申請批次查詢功能，應向國民健康署提報「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

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使用同意書(如附件 1)」、「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

系統批次下載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安全查檢表(如附件 2)」

(如附件)等資料，經國健署審核通過後，並取得病人簽署書面同意書，始得

開啟執行權限。如有不當使用或侵害個人隱私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民

法、刑法、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負民事、

刑事及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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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療院所於執行批次查詢作業後，應於每季進行自行查檢作業(如附件 3.「成

健 B、C 型肝炎篩檢系統批次查詢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安全

查檢(核)表)」(查檢表留存單位備查)，每年 12 月向國健署提報 1 次自行查

檢 結 果 【 健 康 促 進 品 質 管 理 考 核 資 訊 整 合 平 台 E-mail ：

hps.pmo@iisigroup.com；電話(02)2559-1855)】。 

(三)醫療院所應配合國健署相關查檢作業及提供相關資料，如有不符合規定，且

經通知改善仍未於期限內改善，得停止該院所批次查詢權限，並應負其他衍

生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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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民眾接受篩檢資格說明 

表 1.成健服務、BC 肝篩檢資格說明 

服務項目 109 年 9 月 28 日上路 修改內容說明 

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每 3

年 1 次。 
未調整 

55 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兒

麻痺且年齡在 35 歲以上者、

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 

未調整 

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 B、C 型肝炎篩

檢 

(可單獨提供服

務) 

45 歲至 79 歲，終身 1 次。 

原「民國 55 年以後(含)出生

且滿 45 歲需搭配成人預防保

健，終身可接受 1 次 B、C 型

肝炎篩檢服務」，刪除民國 55

年以後(含)出生之條件，年齡

擴大至 79 歲。 

 

具原住民身分的民眾：40 歲

至 79 歲，終身 1 次。 

原 40 至 60 歲具原住民身分

的民眾需搭配成人預防保健

終身可接受 1 次 B、C 型肝炎

篩檢服務，年齡擴大至 7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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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篩檢資格批次查詢功能操作流程 

一、 申請批次查詢權限 

(一) 申請單一入口網站帳號 

1. 進入「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簡稱單一入口

網站)。 

 Internet：https://pportal.hpa.gov.tw  

 VPN：https://vportal.hpa.gov.tw 

2. 於「帳號服務」選單點選「帳號申請」，進入「帳號申請」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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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帳號申請」畫面後，填寫帳號與個人資料後即可送出申

請。 

 

4. 若申請時選擇申請「一般使用者」帳號，申請資料將自動送出，待

所申請單位之管理者審核通過後，帳號即完成開通，可登入使用。

若申請時選擇申請「單位業務管理者」，則會跳出「醫事機構卡驗證」

視窗，提供使用者兩種單位管理者帳號之審核方式，說明如下： 

(1) 醫事機構卡驗證： 

申請者於讀卡機插入「醫事機構卡」並輸入「PIN 碼」，點

選「驗證機構卡」按鈕後，待系統驗證完成即可開通帳號（此

功能目前僅限使用 IE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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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本審核： 

若無「醫事機構卡」，申請者可點選「沒有醫事機構卡，選擇紙

本審核」按鈕送出申請資訊，並於頁面下載「預防保健服務系

統單一入口-管理者帳號申請表」進行填寫與蓋機構關防，掃描

回傳至指定信箱後，系統管理人員將在三個工作天內協助審核

與開通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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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入單一入口網站 

1. 於網頁右側點選「服務登入」按鈕，並選擇「一般登入」頁籤。 

2. 輸入帳號、密碼與驗證碼並驗證通過後，即可成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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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載批次查詢同意書 

於「新手指南」選單點選「下載專區」，進入「下載專區」功能畫

面，選擇欲下載之批次查詢同意書（如「附件」）檔案即可下載。 

 

(四) 上傳批次查詢同意書 

登入系統後，點選頁面右側「個人資料」，進入個人資料頁面後，

於「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批次查詢權限」區塊，可上傳申請書。

於「選擇檔案」選取填寫完畢之申請書後，點選「點我上傳」按鈕即

可送出批次查詢權限申請，待系統管理者審核通過後，即可使用批次

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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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視批次查詢權限 

登入系統後，點選頁面右側「個人資料」，進入個人資料頁面後，

於「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批次查詢權限」區塊，可檢視個人批

次查詢權限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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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批次查詢作業（限 VPN 環境） 

提供「網頁批次查詢」及「API 介接批次查詢」二種方式，請依擇一

使用。 

(一) 網頁批次查詢 

1、 上傳批次查詢名單 

須於 VPN 環境方可執行，建議以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操作以

達最佳檢視效果。 

登入系統後，於頁面右側點選「BC 肝篩檢資格批次查詢」，進入

功能畫面後，點選「選擇檔案」選取欲上傳之批次查詢名單並點選「上

傳」按鈕，上傳成功後，系統將跳出提示訊息，通知使用者可下載查

詢結果之時間。批次查詢名單上傳之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使用者須擁有批次查詢權限才能夠使用此功能。 

 醫事服務機構於取得個案書面同意後，於個案就醫前 2 日內彙整

個案資料上傳。 

 上傳之檔案需依照系統提供之範例格式，範例檔可於「BC 肝篩檢

資格批次查詢」頁面中下載。格式說明如下表： 

欄位名稱 長度 說明 

個案身份證字號 10 碼  

個案出生日期 8 碼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個案就醫日期 8 碼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個案簽署書面同意書

有效日期起日 
8 碼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個案簽署書面同意書

有效日期訖日 
8 碼 西元年月日(YYYYMMDD 

 每個檔案資料筆數之上限為 500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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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醫事服務機構自行初步篩選年齡符合篩檢資格者再上傳，避

免影響系統效能。 

 每日 20:00 前上傳之檔案，可於次日 7:00 後下載查詢結果，超過

上述時間上傳檔案之查詢結果，將於再隔日方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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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批次查詢結果 

登入系統後，於頁面右側點選「BC 肝篩檢資格批次查詢」，進入

功能畫面後，可於頁面下方檢視過去曾上傳過的檔案，若該檔案已開

放查詢結果下載，可於「查詢結果下載」區域點選「下載」按鈕下載

查詢結果。批次查詢結果下載之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使用者須擁有批次查詢權限才能夠使用此功能。 

 每日 20:00 前上傳之檔案，可於次日 7:00 後下載查詢結果，超過

上述時間上傳檔案之查詢結果，將於再隔日方可下載（使用者可於

「BC 肝篩檢資格批次查詢」頁面確認可下載查詢結果之時間）。 

 下載之檔案格式說明如下表： 

欄位名稱 長度 說明 

個案身份證字號 10 碼 為遮蔽第 4到 6碼之身分證號， 

篩檢資格查詢結果 1 碼 
Y：具篩檢資格 

N：不具篩檢資格 

 

 本查詢資料僅供醫事服務機構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肝炎

篩檢使用，不得將該項資料另移作其他目的使用，且於個案完成看

診後，即應將該下載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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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PI 介接批次查詢 

1、 介接程式清單 

 API/WS 網域名稱(測試機)：

http://60.251.1.233/BCLiverAPI/BulkQuery.asmx 

 API/WS 網域名稱(正式機)：

https://apcvpn.hpa.gov.tw/BCLiverApi/BulkQuery.asmx  

 下述 API/WS 路徑將省略網域名稱 

類型 API/WS 路徑 描述 

POST Query 批次查詢 

POST Sample 取得參數範例字串 

 

2、 Query 批次查詢 

API/WS 路徑 POST Query 

描述 BC 肝炎批次查詢功能 

輸入資料類型 x-www-form-urlencoded 

輸入參數 參數類型 必填 說明 

str String Y Json 字串 

輸入範例 

{ 

 "Acc":"account", 

 "Pwd":"password", 

 "PatientDatas": 

  [ 

   { 

    "PId":"A123000009", 

    "Birthday":"19000101", 

    "HospDate":"20210325", 

    "AgreementSDate":"20210324", 

    "AgreementEDate":"202103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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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A123000000", 

    "Birthday":"19000102", 

    "HospDate":"20210325", 

    "AgreementSDate":"20210324", 

    "AgreementEDate":"20210331" 

   } 

  ] 

} 

回傳資料類型 Application/json 

回傳格式範例 

(成功) 

{ 

 "Succ":true, 

 "Code":"00", 

 "Message":null, 

 "DataTime":"2021-03-

25T16:53:14.3839469+08:00", 

 "Data": 

  [ 

   { 

    "PId":"A123000009", 

    "Result":"N" 

   }, 

   { 

    "PId":"A123000000", 

    "Result":"N" 

   } 

  ] 

} 

回傳格式範例 

(失敗) 

{"Succ":false,"Code":"01","Message":"參數不能為

空值","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2","Message":"帳號或密碼

錯誤","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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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false,"Code":"03","Message":"個案資料不

能為空值","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4","Message":"個案資料上

限為 500 筆","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5","Message":"資料檢覈錯

誤訊息","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6","Message":"取得帳號權

限錯誤訊息","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7","Message":"此帳號無批

次查詢權限","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08","Message":"現在並非開

放查詢時間","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Succ":false,"Code":"99","Message":"系統異常錯

誤訊息","DataTime":"2021-03-

25T16:58:06.4284435+08:00","Data":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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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諮詢窗口 

本項作業諮詢服務窗口（週一到週五上班期間）：09：00-18：00 

 

【健康促進品質管理考核資訊整合平台】 

電話：健促專案團隊(02)2559-1855 

E-mail：hps.pmo@iisigroup.com 

 

【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單一入口系統】 

電話： 

   周小姐(02)2559-1971 分機：5 

   張先生(02)2559-1971 分機：4 

E-mail：hpa.ppor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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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附件 1、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使用同意書 

_____________(醫事服務機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使用同意書  

本醫事服務機構為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篩檢(以下簡稱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需要，於民眾簽署書面同意書之有效期限內，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以下稱國健署)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建

置之成健 B、C型肝炎篩檢系統下載民眾成健 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並同意

恪遵下列各事項： 

一、 本醫事服務機構同意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本醫事服務機構已於機構內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符合資安查檢表各

項標準。 

三、 資訊檔資料僅於該民眾就診時，供提供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需要查詢比

對使用，絕不將該項資料另移作其他目的使用。且負責監督其遵守本同意

書應遵守事項，本醫事服務機構並願意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使用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時，不因任何理由侵犯個人隱私權。 

五、下載之資訊於民眾完成篩檢後，應即將該下載資訊銷毀。但下載之資訊，已

列入病歷者，不在此限。 

六、如違反本同意書應遵守事項，除應將該成健 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資

料銷毀，且絕不保留備份資料外，國健署並得停止本醫事服務機構申請批次

下載民眾成健 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檔之權利。 

七、因使用人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民法、刑法等規定所致一切後果，由

本醫事服務機構連帶負全部賠償責任。 

 

本醫事服務機構確認已詳細閱讀相關規定，完全瞭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 

    此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醫事服務機構地址:               

代表人(公立醫事服務機構適用) 

負責醫事人員姓名:          (簽章) 

身分證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 

 

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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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系統批次查詢作業資訊安全查檢表(申請權限併同

提供) 

 

機構名稱  查檢人員  查檢日期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大印 

 

查檢項目 查檢結果  

 

 

 

 

 

 

 

 

 

 

 

小印 

 

 

 

一、資料儲存機制 

1 指定資訊系統負責人，並定期執行維護作業。 □符合□不符合 

2 
批次下載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儲存媒體或系統設備，符合

機構內資訊安全管理規定執行安全保護。 
□符合□不符合 

3 

儲存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之電腦無可攜式儲存設備（如隨身

碟、外接式硬碟、燒錄機等）。若有，則使用者均已經提出授權申請，並

執行資訊安全管控措施。 

□符合□不符合 

4 
存放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之電腦已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

更新病毒碼。 
□符合□不符合 

5 

儲存媒體在不使用或不在班時皆有安全保護措施及完整監控紀錄，具機密

性、敏感性資訊且於機構內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明確規範加密保存方法並落

實執行。 

□符合□不符合 

6 資料存放區需使用帳號密碼登錄。 □符合□不符合 

7 
如有建置臨時帳號查詢機制，均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機構內資訊安全管

理規定進行資安管控，並保留查詢紀錄檔。 
□符合□不符合 

二、資料傳輸及使用者監控 

1 機構內資訊系統保存批次下載民眾篩檢資料之使用者或傳送者使用紀錄。 □符合□不符合 

2 
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傳送或資料應用中使用適當防護

（如：加密保護），並設定使用期限，逾期則刪除。 □符合□不符合 
備註(醫事服務機構補

充說明) 
3 

涉及個人隱私資料，禁止使用電子郵件傳送。若因業務需求，以電子郵件

傳送時採加密處理並安全送達密碼。 
□符合□不符合 

4 
重要電腦資料媒體(含報表)交換或運送，符合資訊安全保護措施及完整監

控記錄。 
□符合□不符合 

5 

如列印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時，影印機、傳真機及印表機

有專人定時巡視、管理，且列印之機敏資料或涉及個人隱私資料均即時取

走。 

□符合□不符合 

三、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刪除 

1 
批次下載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除已列入病歷資料者，均於

當次看診完畢立即刪除所屬檔案，並同時清除資源回收筒資料。 
□符合□不符合 

2 
設備報廢前均將機密性、敏感性資料及授權軟體予以移除或實施安全性覆

寫。 
□符合□不符合 

3 

使用完畢之下載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如何刪除？ 請說明： 

 

 

 

四、批次查詢作業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請自行加頁) 

請詳細說明計畫執行單位、資料運用科別、資料處理方式及資安管理作業含當次查詢完資料銷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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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系統批次查詢民眾成健 B、C 型肝炎篩檢紀錄資訊安全查檢(核)表 
機構名稱  查檢人員  查檢日期 年 月 日  

醫事服務機構大印 

 

 

 

 

 

 

 

 

 

 

 

 

小印 

國健署查檢 

查檢項目 自行查檢結果 查檢結果 擬辦 

一、民眾簽署書面同意書   

1 執行批次下載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作業皆已請民眾簽署書面同意書。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2 非民眾本人親自簽署之書面同意書均依照代理人相關法規辦理。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3 完整保存民眾書面同意書上所有文字。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4 在民眾書面同意書有效期限內執行批次下載民眾就醫紀錄與結果資料。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5 批次下載民眾就醫紀錄與結果資料係用於診療需要參考。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二、資料儲存機制   

1 指定資訊系統負責人，並定期執行維護作業。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2 批次下載資料為系統直接匯入。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3 
批次下載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儲存媒體或系統設備，符合機構內資訊安全

管理規定執行安全保護。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4 
儲存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之電腦無可攜式儲存設備（如隨身碟、外接式硬碟、

燒錄機等）。若有，則使用者均已經提出授權申請，並執行資訊安全管控措施。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5 存放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之電腦已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碼。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6 
儲存媒體在不使用或不在班時皆有安全保護措施及完整監控紀錄，具機密性、敏感性資

訊且於機構內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明確規範加密保存方法並落實執行。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7 資料存放區需使用帳號密碼登錄。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資安查檢日期 

年 月 日 
8 

如有建置臨時帳號查詢機制，均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機構內資訊安全管理規定進行資

安管控，並保留查詢紀錄檔。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三、資料傳輸及使用者監控  查核人員 

1 機構內資訊系統保存批次下載民眾篩檢資料之使用者或傳送者使用紀錄。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2 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傳送或資料應用中使用適當防護（如：加密保護），

並設定使用期限，逾期則刪除。 

□符合□不符合 備註(醫事服務機構補

充說明)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3 涉及個人隱私資料，禁止使用電子郵件傳送。若因業務需求，以電子郵件傳送時採加密

處理並安全送達密碼。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覆核 

4 重要電腦資料媒體(含報表)交換或運送，符合資訊安全保護措施及完整監控記錄。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5 如列印民眾成健B、C型肝炎篩檢紀錄資料時，影印機、傳真機及印表機有專人定時巡

視、管理，且列印之機敏資料或涉及個人隱私資料均即時取走。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四、民眾就醫紀錄與結果資料刪除   單位主管 

1 批次下載民眾就醫紀錄與結果資料除已列入病歷資料者，均於當次看診完畢立即刪除所

屬檔案，並同時清除資源回收筒資料。如有備份資料，亦應一併刪除。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2 設備報廢前均將機密性、敏感性資料及授權軟體予以移除或實施安全性覆寫。 □符合□不符合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3 使用完畢之下載民眾就醫紀錄與結果資料如何刪除？ 請說明：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