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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相關之 SMIS操作說明 

111 年 9 月 28 日版 

一、 帳號管理 

(一) 新帳號申請 

1. 進入智慧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下稱：SMIS）首頁

（https://smis.cdc.gov.tw/SMIS/Default.aspx），於登入頁面點

選「新帳號申請」。 

2. 於新帳號申請頁面，「使用者身分」、「單位/醫事機構代碼」

填寫完成後，後續請依系統欄位填寫相關資料，每單位必須

申請一位系統權限為「業務主管/管理者」之人員，送出申請

待審核通過。 

3.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9 說明 

(二) 已具系統帳號欲/增加帳號權限者 

1. 「基本資料→使用者資料維護」項下，點選「業務權限變更」，

勾選欲新增之子系統項目名稱，送出申請待審核通過。 

2.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10 說明。 

 

二、 交易管理作業-藥物入庫 

點驗：藥品入庫之點驗流程，包含進貨點驗、調撥申請點驗、主

動移撥點驗及退貨點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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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點驗」功能，進入點驗查詢頁面，選

擇「申請日期」區間、「物資分類大項名稱」、「物資分類細

項名稱」、「物資品項」、「交易類別」、「交易狀態」、「倉庫別

名稱」等欄位進行查詢作業。 

2. 選擇進貨點驗/調撥申請點驗/主動移撥點驗/退貨點驗點驗

清單，點驗項目中點選「編輯」，登錄「點驗數量」後完成

「點驗」作業。 

3.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11 說明。 

 

三、 交易管理作業-藥物出庫 

(一) 調撥： 

由疾管署將藥品移撥至配賦點、或配賦點移撥藥品至存放點

等，屬藥品存放地點之間的移轉，後續藥品實際耗用情形由

「藥品接收端」至 SMIS 系統登錄，完成實際「耗用」紀錄。 

1. 配賦點與存放點雙方，均須具有 SMIS 帳號之「防疫藥品器

材」權限。 

2. 情境一： 

由疾管署倉庫將藥品主動移撥至各配賦點；由各區管制中心、

衛生局與轄區藥品配賦點或存放點之間的藥物主動移撥；核

心藥局與該縣市衛星藥局/分區藥局之間的藥物主動移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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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新增主動移撥」功能。 

(2) 主動移撥藥品之單位，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

品器材」子系統之「交易管理→出貨→新增主動移撥」

功能項下，紀錄「受撥單位」、「受撥倉庫」、「物資分類

大項」、「物資分類細項」、「物資品項」、「批號」、「有效

日期」與「移撥數量」等欄位。 

(3) 接受藥品移撥之單位，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

品器材」子系統之「交易管理→點驗」主動移撥清單，

登錄「點驗數量」等資料。接受藥品移撥之單位，後續

如有受理處方箋釋出藥物時，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

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功能項下，

紀錄「領用數量」、「領用方式選擇耗用」，並於「備註」

填入「使用病人姓名及其身分證字號」，以利庫存管理及

相關統計。 

(4)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14 說明。 

3. 情境二： 

各配賦點因藥品存量不足向轄屬區管制中心、衛生局申請

調撥；各存放點因藥品存量不足向轄屬衛生局申請調撥藥

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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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調撥申請」功能。 

(2) 申請調撥之機構應於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

「交易管理→進貨/調撥→調撥申請」功能項下，紀錄「被

申請單位」、「物資品項」、「物資庫存量」、「申請調撥數

量」等欄位。 

(3) 受申請單位(地方政府衛生局、醫療機構、核心藥局) 應

依據申領機構之藥物使用情形與管理，妥善核估申領數

量是否合理，適度調撥。並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

系統之「交易管理→出貨」功能項下，調撥出貨清單，

登錄核准申領數量。 

(4) 申領機構登錄 SMIS 系統驗收：申領機構應於 24 小時內

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交易管理→點驗」

主動移撥清單，登錄「點驗數量」等資料。 

(5) 接受藥品移撥之單位，後續如有受理處方箋釋出藥物時，

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

存管理→領用」功能項下，紀錄「領用數量」、「領用方

式選擇耗用」，並於「備註」填入「使用病人姓名及其身

分證字號」，以利庫存管理及相關統計。 

(6)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0 說明。 



5 
 

(二) 耗用： 

藥品配賦點與存放點藥品提供病人使用，屬藥品實際耗用情

形，已依該物資正常目的用途使用完畢，應明確紀錄使用病

人姓名及其身分證字號等資訊。 

1.情境一：提供藥品予持處方箋之病人領用。 

(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耗用」功能。 

(2) 接受藥品處方箋之病人領用後，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

「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耗用」功

能項下，依據處方箋發出的數量紀錄「領用數量」、領用

方式選擇「耗用」，並於「備註」填入「使用病人姓名及

其身分證字號」，以利庫存管理及相關統計。 

(3)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1 說明。 

(4) 完成健保卡登錄並於 24小時內以就醫資料上傳病人口服

抗病毒藥物資訊【 Paxlovid 之藥品 ( 項目 )代碼為

「 XCOVID0001」，Molnupiravir 藥品 (項目 )代碼為

「XCOVID0002」】。 

2. 情境二： 

非指揮中心配賦醫療機構向配賦點申領藥物提供病人使用；

發生群聚事件之住宿型長照機構/矯正機關向轄屬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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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區管制中心提供病人使用等。 

(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庫存管理→領用」功能。 

(2) 申領機構應檢具「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切結書」及「口服

抗病毒藥物領用病人名單」，向衛生局、醫療機構等配賦

點申領藥物。 

(3) 配賦點提供口服抗病毒藥物與申領機構後，應於 24 小時

內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

紀錄「領用數量」、「領用方式」選擇「外單位移出」，「外

單位名稱」應填寫申領機構名稱，並於「備註」欄位填入

使用病人姓名與身分證字號。領用切結書與領用病人名單

正本應留存備查。 

(4)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1 說明。 

3. 情境三：領用-耗用/外單位移出資料輸入錯誤 

(1) 領用-耗用/外單位移出「備註」欄位資料輸入錯誤，請以管

理者身分執行「領用備註修改」補鍵入或修改病人姓名及

身分證號及調劑日期等資訊 (目前僅提供註銷 2 個月內耗

用的資料)。 

(2) 倘若擬修正之資料為「領用數量」或「批號」等藥物資訊

時，須透過「領用撤銷」方式將該筆領用紀錄註銷(目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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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註銷 2 個月內耗用的資料)。 

(3)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5、P27 說明。 

4. 情境四：民眾因遺失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申請重複領藥 

(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庫存管理耗用→領用」

功能。 

(2) 機構提供民眾申請口服抗病毒藥物重複領藥後，應於 24 小

時內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

紀錄「領用數量」輸入「1」人份、「領用方式」選擇「耗

用」，並於「備註」欄位填入「病人藥物遺失」、使用病人

姓名、身分證字號、藥物名稱、實際調劑之劑量、繳費金

額等資訊，範例文字：「病人藥物遺失，王小明，A123456789，

實際調劑量：Paxlovid 3 天 6 劑次，繳費金額新臺幣○○

元。」 

(3)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2、P23 說明。 

 

(三) 耗損移出： 

機構保管之藥物如因毀損、遺失等情形導致藥物短少，於

SMIS 應以領用方式「耗損移出」記載領用數量；如有「耗損

移出」之領用數量應提交書面報告送衛生局核判，以釐清機

構藥物管理情形及是否需擔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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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庫存管理耗用→領用」功

能。 

2. 於「領用數量」欄位中填入賠償藥物份數。 

3. 「領用方式」欄位中選擇「耗損移出」。 

4. 於備註欄中填寫「藥物賠償」，並簡要說明藥物名稱、賠償

原因、賠償份數、衛生局核判結果、匯款日期及匯款金額等

資訊，範例文字：「藥物賠償，Paxlovid 藥物遺失○份，衛

生局核判原價賠償，已於○年○月○日匯款新臺幣○○元

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5. SMIS 操作流程詳如附件 P2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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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SMIS交易管理操作步驟 

一、 帳號管理作業 

(一) 新帳號申請 

操作說明 

 

 

 

(1) 請於登入頁面中，按下【新帳號申請】文字按鈕，進入申請畫面。 

(2) 輸入新帳號基本資料，※為必填欄位。 

(3) 點選需申請的物資類別之使用者身份。 

(4) 填寫完成則點選〔送出申請〕按鈕，完成新帳號申請作業。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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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具系統帳號欲/增加帳號權限者 

 

 

(1) 按下【基本資料│使用者資料維護】功能點選【業務權限變更】 

(2) 勾選欲新增之子系統項目名稱，送出申請待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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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管理作業-藥物入庫 

(一)、 點驗： 

點驗操作說明 

 

 

(1) 

(2) 

(3-1) 

(3-3)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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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說明：相關交易之點驗流程，包含進貨點驗、調撥申請點驗、主動移撥點驗及

退貨點驗，以及此四項相關點驗狀態查詢與編輯作業。 

(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點驗】功能，進入點驗查詢頁面。 

(2) 點驗之查詢項目 

➢ 物資類別：預設您登入的組織(唯讀)。 

➢ 申請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欲查詢的申請日期範圍。 

➢ 物資分類大項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細項。 

➢ 物資品項：點選〔選擇〕按鈕，選擇您要指定入貨的物資品項(必填)。 

➢ 交易類別：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交易類別。 

➢ 交易狀態：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交易狀態。 

➢ 單位：預設您登入的組織(唯讀)。 

➢ 倉庫別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倉庫別名稱。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查詢條件。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完成，則可點選〔查詢〕按鈕，查詢出相關結果。 

(3) 點驗之查詢結果 

➢ 可利用上列條件查詢※進貨 點驗清單、※調撥申請 點驗清單、※主動移撥 點驗清

單及※退貨 點驗清單。 

➢ 如要編輯相關物資品項點驗資料，則可點選點驗清單的〔編輯〕按鈕，開始進行相

關物資品項的點驗作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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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欲退貨或點驗的項目，若欲勾選全部，請勾選第一列第一欄。 

➢ 點選〔退貨〕或〔點驗〕按鈕，即可退貨或點驗已勾選項目。 

(4) 填寫點驗<編輯>的相關欄位 

➢ 上列點驗相關欄位已填寫，則可點選〔儲存〕按鈕，做最後結案將此筆物資歸入庫

存。 

➢ 若欲撤銷此筆點驗，則可點選〔撤銷〕按鈕，即可撤銷此筆點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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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易管理作業-藥物出庫 

(一)、 出貨 

1. 新增主動移撥 

新增主動移撥操作說明 

 

※ 畫面說明：如要進行新增主動移撥作業則可進入此畫面開始進行編輯。 

(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出貨】功能，點選〔新增主動移撥〕按鈕，進入新增主動移撥頁

面。 

(2) 填寫下列申請的相關欄位 

➢ 受撥單位：點選〔選擇單位〕按鈕，選擇您指定受撥的組織單位(必填)。 

➢ 受撥倉庫：點選〔選擇倉庫〕按鈕，選擇您指定受撥的組織單位倉庫(必填)。 

➢ 物資類別：目前登入的物資類別(唯讀)。 

➢ 物資分類大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您要移撥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您要移撥的物資分類細項(必填)。 

➢ 物資品項：點選〔選擇〕按鈕，選擇您指定移撥的物資品項批號(必填)。 

➢ 批號：輸入您指定移撥的物資批號(必填)。 

➢ 製造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您指定移撥的物資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您指定移撥的物資有效日期(必填)。 

➢ 庫存量：顯示此物資品項在您要移撥的組織單位倉庫目前庫存量(唯讀)。 

➢ 移撥數量：輸入欲移撥的數量(必填)。 

➢ 調撥申請日期：經確認要調撥則才會顯示其最後調撥結案時間(系統帶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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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貨確認日期：經確認要出貨則才會顯示其最後出貨結案時間(系統帶出)。 

➢ 交易狀態：顯示此物資品項目前的交易狀態(系統帶出)。 

➢ 購入單價：系統會自動帶入所選的物資的購入單價。 

➢ 供貨廠商：系統會自動帶入所選的物資的供貨廠商。 

➢ 進口/國產品：系統會自動帶入所選的物資的進口/國產品。 

➢ 備註：填寫/修改您要出貨的理由或者其他您要備註提醒等等的文字。 

(3) 上列申請相關欄位已填寫，則可點選〔確認〕按鈕，完成新增主動移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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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單位批次移撥 

多單位批次移撥操作說明 

 

(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出貨】功能，點選〔多單位批次移撥〕按鈕，進入多單位批次移撥頁面。 

 

 

(1) 

(2-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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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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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貨/調撥 

1. 進貨/調撥案件查詢 

進貨/調撥案件查詢操作說明 

 

 

(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進貨/調撥】功能，進入進貨/調撥案件查詢頁面。 

(2) 進貨/調撥案件之查詢項目 

➢ 物資類別：預設您登入的組織(唯讀)。 

➢ 申請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欲查詢的申請日期範圍。 

➢ 物資分類大項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細項。 

➢ 物資品項：點選下拉選項或是點選〔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品項。 

➢ 進貨類別：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進貨類別。 

➢ 交易狀態：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交易狀態。 

(1) 

(2)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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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預設您登入的組織(唯讀)。 

➢ 倉庫別名稱：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倉庫別名稱。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查詢條件。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完成，則可點選〔查詢〕按鈕，查詢出相關結果。 

(3) 進貨/調撥案件查詢結果 

➢ 可利用上列條件查詢※進貨清單與※調撥申請清單。 

➢ 如要編輯相關物資品項進貨/調撥資料，則可點選相關明細清單編輯欄位的〔編輯〕

按鈕，點選進入編輯相關物資品項進貨/調撥資料；如要檢視相關物資品項進貨/調撥

資料，則可點選相關明細清單編輯欄位的〔檢視〕按鈕，檢視相關物資品項進貨/調

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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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調撥申請單 

新增調撥申請單操作說明 

 

※ 畫面說明：相關交易之進貨/調撥流程部分的新增調撥申請。 

(1) 按下【交易管理作業│進貨/調撥】功能，點選〔調撥申請〕按鈕，進入新增調撥申請

單頁面。 

(2) 填寫下列申請的相關欄位 

➢ 物資類別：此為您登入系統類別的部分(唯讀) 

➢ 被申請單位：點選〔選擇〕按鈕，選擇您要調撥相關物資的組織(必填)。 

➢ 物資品項：點選〔選擇〕按鈕，選擇指定要調撥的品項(必填)。 

➢ 物資庫存量: 選擇物資品項後，系統會自動帶出目前的庫存量。 

➢ (被申請單位)物資批號-效期-庫存量:選擇被申請單位的物資批號-效期-庫存量(必

填)。(僅限流感抗病毒藥劑適用) 

➢ 申請調撥數量：填入/修改您要調撥物資品項的數量部分(必填)。 

➢ 交易日期：經確認要進貨則才會顯示其最後調撥申請結案的時間(系統帶出)。 

➢ 交易狀態：呈現目前此調撥申請單是否已結案的狀態。 

➢ 備註：填寫/修改您要調撥的理由或者其他您要備註提醒等等的文字。 

(3) 上列申請相關欄位已填寫，則可點選〔儲存〕按鈕，做最後結案選擇要向其他單位申

請調撥的部分，之後待調撥單位從〔出貨〕確認調撥的物資貨品數量給申請單位後，

點驗會同時新增此筆資料，請等待物資送達後至點驗進行相關最後流程。 

(4) 上列申請相關欄位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申請相關欄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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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庫存管理作業 

1. 領用 

領用操作說明 

 

 

 

※ 功能說明：可進入此頁面領用相關組織物品。 

(1) 按下【庫存管理作業│領用】，進入領用頁面 

(2) 領用之查詢項目 

(1) 

(2) 

(3-2) 

(3-1)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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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目前登入的組織單位。(唯讀) 

➢ 單位倉庫：目前登入的組織倉庫。 

➢ 物資類別：目前登入的物資類別。(唯讀) 

➢ 物資分類大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細項。 

➢ 物資品項：點選下拉選項或是〔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品項。 

➢ 廠牌：輸入欲查詢的相關廠牌名稱。 

➢ 用途：輸入欲查詢的相關用途項目。 

➢ 規格：輸入欲查詢的相關規格項目。 

➢ 劑型：輸入欲查詢的相關劑型項目。 

➢ 有效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欲查詢的效期日期範圍。 

➢ 有效日期狀態：點選下拉選項選擇全部、新品或已逾效期品項。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查詢條件。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完成，則可點選〔查詢〕按鈕，查詢出相關結果。 

(3) 領用之查詢結果 

➢ 可利用步驟(2)所列條件查詢要進行領用作業之項目清單。 

➢ 如要編輯領用相關資料，則可點選編輯欄位底下的〔編輯〕按鈕，開始進行編輯。 

a. 提供藥品予持處方箋之病人領用： 

接受藥品處方箋之病人領用，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子系統之

「庫存管理→領用→耗用」功能項下，依據處方箋發出的數量紀錄「領用數量」、

領用方式選擇「耗用」，並於「備註」填入「使用病人姓名及其身分證字號」，以

利庫存管理及相關統計。 

b. 非指揮中心配賦醫療機構向配賦點申領藥物提供病人使用： 

i. 申領機構應檢具「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切結書」及「口服抗病毒藥物領用病人名

單」，向衛生局、醫療機構等配賦點申領藥物。 

ii. 配賦點提供口服抗病毒藥物與申領機構後，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品

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紀錄「領用數量」、「領用方式」選擇「外

單位移出」，「外單位名稱」應填寫申領機構名稱，並於「備註」欄位填入使用病

人姓名與身分證字號。領用切結書與領用病人名單正本應留存備查。 

c. 民眾因遺失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申請重複領藥登錄 

i. 機構提供民眾申請口服抗病毒藥物重複領藥後，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

藥品器材」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紀錄「領用數量」輸入「1」人份、「領

用方式」選擇「耗用」，並於「備註」欄位填入「病人藥物遺失」、使用病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實際調劑之劑量（例如：總計 3 天共 6 劑次）、繳費金額。 

ii. 領用切結書、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重複開立審查表及機構代收匯款證明正

本應留存備查。 

➢ 如要領用物資品項，則可勾選欲領用的物資品項，若欲勾選全部，請勾選第一列第

一欄。再點選查詢清單左上方的〔多項領用〕按鈕，完成領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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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用-耗用-民眾因遺失 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申請重複領藥登錄 

 

1. 機構提供民眾申請口服抗病毒藥物重複領藥後，應於 24 小時內至 SMIS「防疫藥品器材」

子系統之「庫存管理→領用」。 

2. 「領用數量」輸入「1」人份。 

3. 「領用方式」選擇「耗用」。 

4. 「備註」欄位填入「病人藥物遺失」、使用病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藥物名稱、實際調劑之

劑量、繳費金額等資訊。 

※ 領用-耗損移出作業-機構因藥物毀損、遺失、短缺情形賠償藥劑價金 SMIS系統登錄機制 

 

1. 應於 SMIS 系統登錄，使用系統「庫存管理耗用→領用」功能。 

2. 於「領用數量」欄位中填入賠償藥物份數。 

3. 「領用方式」欄位中選擇「耗損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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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備註欄中填寫「藥物賠償」，並簡要說明藥物名稱、賠償原因、賠償份數、衛生局核判結

果、匯款日期及匯款金額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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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用撤銷作業 

領用撤銷作業操作說明 

 

 

 

※ 功能說明：可進入此頁面撤銷領用相關組織物品。(依據權限設定開放使用，僅單位

管理者具此權限) 

(1) 按下【庫存管理作業│領用撤銷作業】，進入領用撤銷作業頁面。 

(2) 領用查詢之查詢項目 

➢ 物資類別：目前登入的物資類別。(唯讀) 

➢ 物資分類大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細項。 

➢ 物資品項：點選下拉選項或是〔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品項。 

➢ 單位名稱：點選〔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單位名稱。 

➢ 領用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欲查詢的效期日期範圍。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查詢條件。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完成，則可點選〔查詢〕按鈕，查詢出相關結果。 

(3) 領用查詢之查詢結果 

(1) 

(2) 

(3-2) 

(3-1)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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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利用步驟(2)所列條件查詢要進行領用查詢作業之項目清單。 

➢ 如有物資品項或數量領用錯誤，則可勾選該筆領用紀錄，將說明事項填寫於備註欄位，

確認後點選〔註銷〕，即完成領用註銷，該筆註銷數量會自動回入單位倉庫庫存。 

※相關領用及領用撤銷紀錄可至全國進貨及領用報表查詢 

※註銷後該筆紀錄數量全數回入單位倉物庫存，因此若該筆紀錄中尚有其他已確實完成

領用者，請重新登錄該筆紀錄中的實際耗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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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用備註修改 

操作說明 

 

 

 

 

(1) 

(2) 

(3-2) 
(3-1)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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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說明：可進入此頁面修改領用相關紀錄。(只限愛滋結核藥劑及防疫藥品器材

子系統依據權限設定開放使用) 

(1) 按下【庫存管理作業│領用備註修改】，進入領用備註修改頁面。 

(2) 領用備註修改之查詢項目 

➢ 物資類別：目前登入的物資類別。(唯讀) 

➢ 物資分類大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大項。 

➢ 物資分類細項：點選下拉選項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分類細項。 

➢ 物資品項：點選下拉選項或是〔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物資品項。 

➢ 單位名稱：點選〔選擇〕按鈕選擇要查詢的單位名稱。 

➢ 領用日期：點選日曆圖示選擇欲查詢的效期日期範圍。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欲重設，則可點選〔重設〕按鈕，重設查詢條件。 

➢ 上列查詢條件選擇完成，則可點選〔查詢〕按鈕，查詢出相關結果。 

(3) 領用備註修改之查詢結果 

➢ 可利用步驟(2)所列條件查詢要進行領用查詢作業之項目清單。 

➢ 如有領用備註錯誤，可點選前面的〔編輯〕，修改備註欄位，填寫完畢後點選

〔儲存〕，即完成領用備註修改。 

※相關領用備註修改紀錄可至查詢領用備註修改報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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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領用備註修改報表查詢：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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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查詢領用之備註修改紀錄。 

➢ 按下【查詢統計作業│其他報表 I│查詢領用備註修改】，進入查詢領用備註修改頁面。 

➢ 使用對象：各組織人員。 

➢ 查詢資料：可查詢目前所屬組織物資領用之備註修改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