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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歷次變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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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登入預約系統 

一、 登入系統 

(1) 開啟網路瀏覽器，輸入「https://hwdcresapp.mohw.gov.tw」。 

 

(2) 輸入案件之帳號、密碼及驗證碼，點選「登入」。 

案件之帳號為案件編號，密碼為新案通知時所發送之新案密碼(僅案件

申請人及聯絡人會收到系統寄發之新案密碼)。 

 

https://hwdcresapp.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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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入系統完成 

 

二、 忘記密碼 

(1) 如果忘記密碼請點選登入畫面中的「忘記密碼」。 

 

(2)  輸入案件編號後，系統會將密碼通知信發送給案件申請人及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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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功能介紹 

一、 上方功能列功能說明 

 

(1) 預約申請：預約分析時間。 

(2) 預約資料：過去該案件已預約之時間及預約使用狀況。 

(3) 案件資料：案件基本資料、分析人員資料、作業天數、案件展延申請、

案件分案相關資料。 

(4) 密碼變更：變更登入系統之密碼，建議使用者於第一次登入系統後修改

密碼。 

(5) 「S106010 蔡 XX」：案件編號及申請人姓名。 

(6) 登出：登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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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約申請畫面說明 

點選上方功能列中的「預約申請」，出現下列畫面： 

 

(1) 分中心：案件申請時所選擇之作業地點。 

(2) 已使用天數：目前案件有預約且已使用之天數，包含已結束展期申請(夜

間執行)，不含正在啟用中之預約。 

(3) 可預約天數：目前該案件可以預約之天數。 

(4) 預約天數：目前案件已預約但尚未使用之天數及啟用中之預約(含啟用

中之展期申請)。 

(5) 可預約天數=案件總購買天數-預約天數-已使用天數。 

(6) 開始日期：案件在雲端系統上可開始預約使用之日期。 

(7) 實際使用期限：為資料使用有效期限與 IRB 有效期限中取最快到期的

日期為實際有效期限。(提醒您，在案件資料使用有效期限內，須保持

IRB之有效性才可預約使用) 

(8) 資料使用有效期限：一般案件為新案通知日期加 3 年(表示每一案件實

際資料有效期限為 3年)；若為特殊案件，有效期限依案件而訂。 

(9) IRB有效期限：申請時所附之 IRB證明文件中之核准使用期限。 

(10) 行事曆：顯示 14個日曆天內之預約狀況，數字表示所剩席次，白色表

示可預約，點選該時段可進行預約作業；紅色表示不可預約(席次已滿

或是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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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進行預約 

(1) 預約注意事項： 

1. 當日下午 3：30 前可預約明天(含)之後的 14 個日曆天內之預約；下

午 3：30後可預約後天(含)之後的 14個日曆天內之預約。 

2. 使用軟體共有 7種組合：R、SAS+R、SAS+SPSS+R、SAS+STATA+R、

SPSS+R、STATA+R、Transfer+R，每次預約可依使用者狀況自行選

擇其中一種組合。 

3. 軟體組合版本說明： 

1) R：3.5.2 

2) SAS+R：SAS 9.4、R 3.5.2 

3) SAS+SPSS+R：SAS 9.4、SPSS 21、R 3.5.2 

4) SAS+STATA+R(STATA版本為 15版)：SAS 9.4、STATA MP15、

R 3.5.2 

5) SPSS+R：SPSS 21、R 3.5.2 

6) STATA+R(STATA版本為 14版)：STATA MP14、R 3.5.2 

7) Transfer+R：Stat/Transfer 13、R 3.5.2 

4. 預約時段分為： 

1) 上午作業時間 - 早上 9：00~下午 1：30； 

2) 下午作業時間 - 下午 1：30~下午 6：00； 

3) 全日作業時間 - 早上 9：00~下午 6：00。 

若預約全日，則不得單一取消上半日或下半日，且系統將於 18:00

斷線。同一日若上、下午時段分開預約，上午之預約將於下午 1:30

斷線，下午 1:30後請使用下午時段之密碼登入。 

5. 同次預約可選擇超過兩位以上之分析人員，現場使用時，同一案件

同時最多可有 2 位分析人員進入作業區進行分析，其餘分析人員，

需在外等候。 

6. 如需修改單筆預約之使用時段、使用軟體、分析人員名單，須取消

該筆預約後再重新預約。 

7. 為維護申請者使用獨立作業區之權益，預約或取消作業區使用請於

前一工作天下午 3：30前完成。 

8. 如遇系統維護或分中心因故不開放，該日視為假日，須注意預約及

取消預約之時限。(非突發狀況會於兩週前設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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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遇突發狀況，如颱風假，會於系統設定颱風假，且當日預約狀態

顯示為非工作日，不會扣天數，也不會登記爽約。若因突發狀況導

致下一工作日之預約無法正常預約或取消，請洽統計處窗口。 

10. 每天同一案件最多可預約 5個工作日(10個時段；1個時段為一個上

午或一個下午)。 

11. 預約未到者視同爽約。爽約達 2次(含)以上，10個工作天後方可進入

獨立作業區及再次執行預約作業，停權期間已預約成功之時段，系

統將自動取消。 

12. 若需辦理展期（夜間執行），請於當日 16:20前完成展期（夜間執行）

申請程序，並告知斷線時間。斷線時間：若隔日無預約，斷線時間

為隔日上午 9：00；若隔日有預約，斷線時間則為下午 1：30或下午

6：00；若隔日為假日，可選擇上午 9：00、下午 1：30、下午 6：00。 

13. 若當天與下一工作日皆有預約，展期申請時須注意兩筆預約是否皆

預約相同軟體，若有預約不同軟體之狀況，則無法將當天之預約展

期至下一工作日之預約結束時間。 

14. 預約時，請務必確認開始時間、結束時間、使用軟體及分析人員是

否無誤。 

15. 案件須於資料使用有效期限內保持 IRB 之有效性；若實際有效期限

已到期，則不可預約使用資料。 

16. 預約時若遇到任何問題，請與統計處窗口聯繫。 

1) 台大、長庚、國衛院分中心：許先生， 

E-mail：stsilly0728@mohw.gov.tw；電話：02-8590-6807。 

2) 北醫、成大、高醫分中心：蔡小姐， 

E-mail：sthuiying@mohw.gov.tw；電話：02-8590-6828。 

3) 陽明、中研院、慈濟分中心：楊先生， 

E-mail：stsung@mohw.gov.tw；電話：02-8590-6805。 

4) 中醫大分中心：陳小姐， 

E-mail：stabcjey2004@mohw.gov.tw；電話：02-8590-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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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約步驟： 

1. 點選上方功能列之「預約申請」。 

2. 點選想要預約之時段；如需預約全日，請確認上午及下午皆有席次

後點選上午或下午時段，進入預約資料填寫時再修改預約時段。 

 

3. 進入預約資料填寫，需填寫及確認預約時段、使用軟體(有 7種組合：

R、SAS+R、SAS+SPSS+R、SAS+STATA+R、SPSS+R、STATA+R、

Transfer+R，需擇一)、該次預約之分析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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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約成功會顯示以下畫面，點選「繼續預約」可繼續預約下一時段，

或點選上方功能列使用其他功能。 

 

5. 當日已預約 5 個工作日，在「預約申請」會出現下列警告畫面，無

法繼續預約。 

 

6. 當日已預約 4.5個工作日，若要再預約 1個工作日，會超過系統限制

之 5 個工作日，再點選「預約」後會出現下列警告畫面，且該筆預

約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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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案件實際有效期限已到期，點選「預約申請」會出現下列警告畫

面： 

 

8. 若案件實際有效期限在兩週內將到期，點選「預約申請」時，到期

後之所有日期皆顯示紅色、0席次。 

9. 若案件因爽約或違規停權，點選預約申請會出現下列警告畫面： 

 

10. 已到期或停權案件，僅預約功能無法使用，其餘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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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約資料畫面說明 

呈現該案件過去所有預約資料。 

 

(1) 狀態：表示該筆預約之狀態 

1. 未作業：已預約但分析時段還沒開始；若未作業之預約前面有「取

消」，表示該筆預約可以取消；若無「取消」，表示該筆預約未作業

但已過取消時限。 

2. 啟用：已預約且正處於分析時段內。 

3. 已完成：有預約且有來分析使用。 

4. 取消：有預約且在時間內因故取消。 

5. 展期取消：有預約，因前一工作日之展期申請(夜間執行)直接展至下

一工作日之預約，則該筆預約會顯示展期取消。 

6. 爽約：有預約，但沒有來使用也沒有在時限內取消。 

7. 爽約取消：2次爽約後 10個工作天內之預約自動被取消。 

8. 非工作日：有預約，但該日因故(如颱風假)而臨時修改為非工作日。 

(2) 使用軟體：該筆預約所選擇之分析軟體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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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pt ID：該筆預約之作業地點。 

(4) 預約開始時間：該筆預約之開始分析時間。 

(5) 預約結束時間：該筆預約之結束分析時間。 

(6) 桌面登入密碼：於獨立作業區進行分析作業時，登入系統之密碼。 

(7) 取消時間：取消該筆預約之時間。 

(8) 預約時間：完成該筆預約之時間。 

(9) 點選任一欄位名稱，可依該欄位排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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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何取消預約 

(1) 取消預約步驟： 

1. 點選「預約資料」，出現下列畫面： 

 

2. 點選狀態前方之「取消」，出現下列畫面： 

 

3. 確認要取消之預約時段後，點選「確定取消」；回到預約資料畫面，

可看到該筆預約狀態顯示為「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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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件資料畫面說明 

(1) 點選「案件資料」，出現下列畫面，可切換不同分頁(內容、人員、儲值、

展延、分案)確認案件相關資訊： 

1. 內容：案件基本資料。 

 

2. 人員：該案件從一開始到現在之所有人員皆會列出，並於備註欄註

明該人員之狀態。 

 

3. 儲值：案件從在系統中註冊到現在之所有天數購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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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延：案件三年之資料使用期限到期後，向統計處提出展延申請且

通過之紀錄；開始時間與結束時間為該次展延申請同意之使用期間，

天數為該次展延申請同意之使用天數。 

 

5. 分案：若案件有申請部分特殊檔案需要分案，於此可看到該案件共

分為幾案，每一案可使用之空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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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密碼變更畫面說明 

(1) 點選「密碼變更」，出現下列畫面： 

 

(2) 依照下方紅字提示，輸入符合規定之「新」密碼(不須輸入舊密碼)，輸

入完畢後請點選「確認」後即完成密碼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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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登出預約系統 

一、 登出系統 

(1) 點選上方工具列中之「登出」。 

 

(2) 回到登入畫面即登出完成。 

 

(3) 當太久未使用系統時，系統會自動登出，畫面會停在最後使用之畫面，

如最後使用為預約申請，畫面會停留在預約申請畫面；待點選其他選項

時，系統會跳回登入畫面，如需繼續使用預約系統，請再次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