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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前言 

第一節 台灣健康醫療照護體系資訊整合之發展歷程 

醫療院所醫療資訊系統之發展歷程 

在七○年代，台灣之醫療資訊處在萌芽狀態，資訊系統功

能主要是用在行政管理以及財務資料之儲存與整理。由於資訊

硬體設施仍在起步階段，醫療資訊系統都是以大型主機(Large 
Mainframe)之型式存在，醫療資訊多以中央處理(Centralized 
Processing)之方式為之，程式多為醫療院所內部之資訊同仁自

行開發並維護。由於價格昻貴，只有極大型之教學醫院或醫學

中心才有此一設置，一般醫療院所尚無能力設置。功能上，已

嘗試與當時之「勞工保險」與「公務人員保險」等單位以電腦

進行申報作業，但僅是現行申報作業之極雛形。 

在八○年代，電腦主機(Mainframe)仍為醫療院所資訊化之

主流，但是由於資訊產業之迅速發展，主機體積已較小，同 

時，資訊硬體之使用已不再侷限於行政與財務資料之儲存與分

析，許多臨床上之資訊作業系統(藥事作業、檢驗作業、放射作

業)已逐漸成為醫療資訊重要發展項目，由於硬、軟體之發展 

已相當成熟，一般中型醫院均已開始使用醫療資訊系統。 

在九○年代，個人化電腦已然普遍，一般醫療院所，甚至

社區診所與社區藥局已普遍使用桌上型電腦，醫療資訊系統不

但在行政管理，財務處理，保險申報中扮演不可或缺之角色，

在臨床應用上，各式臨床資訊系統(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
更是百花齊放，不論是在醫療，護理與各醫事，藥事系統均有

空前之進步，醫療資訊系統之使用明顯提昇醫療院所營運之效

能，強化醫療服務之品質，降低醫療失誤之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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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 2000 年以後，醫療資訊工具之發展，隨著資訊系統「 

網路化」、「無線化」、「寬頻化」、「晶片化」與「微形化」

之發展，已逐漸推出各式「行動化」之資訊工具、方案與策略。

PDA、RFID 與各式「行動化」資訊產品飛躍進步，讓醫療資 

訊功能有革命性之改變，「行動醫療」已然成為醫療院所資 

訊建置考量之主流，各式醫療資訊系統之設計已建立「以病人

為中心」之概念。在考量「病患安全」與「病患隱私」之前提

下，醫療資訊系統的規劃已向「個人化電子病歷」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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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HIN)第一期 

衛生署早於八○年代初期就依其管理上之需求，開發有關

醫事人力管理資訊系統及其他慢性疾病相關之病患管理資訊

系統。及至 1986 年間，於署內成立「資訊中心」，開始建置各

項衛生行政資料庫，並推動省市立醫院及公共衛生相關機構之

各項電腦化工作。隨後數年裡，衛生署不斷努力推動跨院性全

國醫療資訊網路，截至 2000 年以前，已耗資逾 20 億元，完成 

資訊網路骨幹之建置，設置北、中、南三個區域資訊中心，並

成功建置 12 項資訊網路應用系統，包括： 

一、 保險醫療費用連線申報系統，連結約三千家醫療院所。 

二、 醫事人員管理系統，連結 48 個衛生處、局、所。 

三、 醫事機構管理系統，連結 48 個衛生處、局、所。 

四、 傳染病通報管理系統，連結 32 個衛生局及檢驗單位。 

五、 緊急醫療管理系統，連結 40 個衛生處、局及救護單位。 

六、 子宮頸抺片線上管理系統，連結 80 個衛生局及病理醫 

事單位。 

七、 預防注射資訊系統，連結約百餘個衛生局、所。 

八、 血液資料管理系統，連結 3 個醫院及捐血單位。 

九、 結核病病案管理系統，連結 19 個慢性病防制局、院、所

及縣市衛生所。 

十、 未在保名單作業查詢系統，連結全國 200 個發卡點。 

十一、 戶籍資料擷取系統，連結 369 家衛生所。 

十二、 健保資料擷取系統，連結衛生署及其附屬機關。 

就功能而言，約可負載 20%衛生行政資訊統計、分析、儲

存工作，讓各衛生機構分享各項衛生行政資訊，同時也承載超

過 10%以上之健康保險醫療費用連線申報工作。正如預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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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院醫療資訊網路」因為能夠迅速掌握各醫療院所與衛生

機構之相關資訊，不僅提昇了各醫療衛生機構服務之水平與工

作之效能，更方便民眾，甚至醫藥衛材相關廠商的查詢，強化

了衛生教育之功能。「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之原

本目的在期許各相關團體與機構利用此一資訊網路，能在「醫

療服務」領域裡達到「病歷連線」；在「全民健保」領域中達

到「健保費用申報」以及在「公共衛生」領域中達到行政管理、

衛生統計與疫病防制等效果；但是，在歷經十餘年之使用，到

公元 2000 年時，此一資訊網已出現許多棘手的問題，包括： 

一、 「網路頻寬不足」的問題。 

早期系統規劃是以文字、數據類資料為主，並無考量各

式影音多媒體應用的需求，當多媒體時代已然來臨，「衛生

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之頻寬顯然無法負荷使用者的

需求。 

二、 「應用系統老舊」的問題。 

早期設計的資訊系統欠缺許多系統相容性之考量，日

後，由於資訊應用系統間的不相容，常常造成系統間的干 

擾，甚至常有「一機，一系統」的怪異現象，既增加投資成

本，也造成使用者之不便，滿意度偏低。 

三、 在醫療服務領域中應用有限的問題。 

「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之主要功能侷限在

「衛生行政資訊系統」間的整合，只能提昇衛生行政效能。

但是在為民服務的角度上，由於不能提供便民的病歷資料 

整合功能，故而，以「醫療資訊系統」現代化的概念而言，

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不過，由於「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

資訊網路」開始營運不久，即陸續連接了 3,000 多家醫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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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健保醫療費用連線申報系統」，對促進醫療院所電

腦化與資訊化有催生作用，並且奠定醫療院所健保連線申 

報的最初基礎。另外，「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

也推動全國 369 個衛生所電腦化，推廣醫療資訊標準及技 

術，並輔導各衛生醫療公會、協會、與學會應用網際網路，

協助各級醫療院所與衛生行政單位(署、處、局)迅速獲得醫 

療衛生資訊，仍然是我國醫療資訊建設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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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跨院性全國醫療資訊網路(HIN)第二期 

在經過仔細之檢討與評估後，衛生署於公元 1999 年開始 

配合相關法規之修正，擴大推動已具成效之計畫，以「第二代

全國醫療資訊網； HIN2.0」為名，推動一個二階段之五年 

計畫。重要內容包括： 

一、 新防疫資訊系統整合計畫。 

配合防疫行政體系之改立(1999 年 7 月衛生署整併其下

防疫處、檢疫總所、預防醫學研究所等三個單位為疾病管制

局)整合防疫資訊系統，以資訊網路型態(Web-Based)開發 24
小時傳染病疫情調查管理系統，強化資訊系統中類神經網路

之應用，並期望進一步整合結核病防制系統。 

二、 基層衛生資訊網路計畫。 

提昇基層衛生局與衛生所電腦作業系統及設備，整合基

層衛生資訊網路，並加強偏遠地區衛生醫療資訊基礎建設。

調整遠距醫療會診計畫方向，從「一對一」之遠距醫療會診

到「一對多」之遠距醫療會診，並將基層衛生資訊網路計畫

之形成從「中央主導」改為「地方推動」，以期更符合地方

基層之需求。 

三、 落實衛生資訊安全與隱私保障之政策。 

個人衛生資訊安全與隱私權之保障，為網路時代資訊運

用的首要考量。如果不能保障個人衛生資訊之安全性與隱私

性，勢必影響未來醫療資訊體系的發展與應用。檢視國內當

時對衛生資訊安全與隱私保障之規範方式，分析其面臨之困

難，並參考其他各先進國家之經驗，以擬定我國政策方針，

同時委託國內相關研究單位對資訊安全與隱私保障之技術

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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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診所藥局連線試辦計畫。 

配合醫藥分業試辦診所與藥局網路連線，引用美國與加

拿大既有之經驗，專案經費補助診所與藥局資訊連線費用，

以提昇配合度，進行網路連線。 

五、 健保申報免除紙本憑證試辦計畫。 

協調健保局修定相關法令，研擬憑證認證制度，選定醫

療院所進行試辦，一方面可減少紙張的消耗，推動無紙化；

另一方面亦可加速電子病歷資訊系統的開發。 

六、 診所免用實體病歷可行性研究。 

檢視國內相關法令，進行診所免用實體病歷可行性研

究，加速規劃電子病歷認證制度。 

七、 病歷連線轉診試辦計畫。 

研究醫院病歷連線之網路安全防範及認證策略，選定病

歷電子化成效良好之醫院，建立以網路為基礎之病歷連線系

統，配合原有之轉診制度，試辦病歷連線轉診，以建立電子

病歷交換機制。 

八、 醫院病歷透明化試辦計畫。 

目的在讓病人能掌握自己的病歷，落實「病歷內容為病

人所有」之觀念。方法上不限定使用何種媒體，藉由網路提

供或以光卡、磁片形式交予病人皆可。試辦技術上可行後，

以醫院評鑑或健保給付為誘因，鼓勵醫院提供此項服務。 

除此之外，政府對醫療資訊體系之建置與推動更是不遺餘

力。2003 年 8 月行政院召開產業科技策略會議，針對健康醫療

資訊產業的推動提出三項重要結論與建議： 

一、 監督並推動安全與高品質的衛生醫療資訊基礎建設，以提

昇病患安全及減少醫療資源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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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照顧管理制度與多元化社區長期照護網路，建立兼具

福利與產業機制之多元化長期照護服務。 

三、 加強醫療保健的成本運用效益，建構發展醫療保健資訊系

統所需之基礎建設，使台灣醫療保健運作更透明化。 

另外，於同年 11 月行政院召開第 24 次科技顧問會議，會 

中對台灣醫療健康體系之未來發展建議包括： 

一、 建立全國性國民醫療健康資訊網(National Health Informa-
tion Infrastructure)。 

二、 建立以社區為衛生防疫基礎之醫療體系。 

三、 建構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的醫療環境。 

四、 加強對國民健康的投資。 

五、 推動科技衛生人才培訓。 

六、 拓展國際衛生合作與交流 

而在 11 月 28 日的全國衛生醫療政策會議中，衛生署奉命 

主導整合眾多分散之健康醫療相關資訊系統，提供整合性健康

醫療資訊，以服務民眾，並將健康醫療資訊整合平台之規劃與

建置納入電子政府計畫中。 

2003 年 12 月推動台灣策略性服務產業策略規劃會議結論

報告中，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提出「醫院建置與管理、健保管理

制度與資訊系統(e-Health)」，其中明確指出：因為我國於醫院

建置與管理部分，已逐步利用資訊系統加以效率化，可結合資

料庫、長期追蹤，先建立較大的架構，進一步細緻化，於台灣

試驗後進一步複製，外銷輸出台灣模式。該會議更進一步提出

持續推廣「THIS 計畫」，包括： 

一、 遠距照護計畫(Tel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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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醫療照護國際化、保健旅遊計畫(Health Tourism)。 

三、 醫院建置與管理、健保管理制度與資訊系統計畫(Integra- 
ted Medical System)。 

2004 年 6 月，行政院科技顧問組舉行「推動數位台灣計畫

滾動式檢討報告會議」，結論中要求將「數位台灣計畫」之推

動著重在以使用者的觀點出發，推動個人電子健康紀錄之發展

及全面推動全國醫院、診所及藥局等的資訊化作業。希望衛生

署將所規劃之資訊網路服務，不只提供政府公部門之業務應

用，更能帶給民眾與各私人企業切身便利性感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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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資訊基礎架構(NHII)整合建置計畫 

NHII 整合建置計劃是在確保資訊安全無虞的前提下，建 

立電子病歷及醫療影像等資料傳遞的標準格式，並建置資訊共

通平台，讓醫療資訊及時順利交流。未來在居家照護、公出旅

遊時，醫護人員能夠超越距離、空間的限制，透過網際網路擷

取個人健康資料，不但能進行民眾與醫療與健康照護，甚至能

讓民眾做好個人化健康管理與照護諮詢。 

國民健康資訊基礎架構整合建置計畫所推動之項目包括
(1)： 

一、 規劃與建置國民健康資訊基礎架構。 

(一) 研究與推動國家健康資訊建設之基礎法制。 

(二) 推動健康醫療資訊產業及創新技術發展，包含：推廣病

人安全通報、創新服務模式及試辦緊急醫療網救護車電

子化創新服務模式。 

(三) 辦理醫事相關人員之醫療資訊教育訓練。 

二、 建立國民健康資料交換平台與機制。 

(一) 持續推動醫療院所影像資料交換系統。 

(二) 建置醫療院所檢驗與檢查資料交換作業環境。 

三、 建立電子健康紀錄發展環境。 

(一) 建立與推廣健康資訊標準。 

(二) 導入醫事憑證應用及推動醫療憑證管理中心通過資訊

安全認證。 

(三) 建立個人健康資料自我應用管理系統，含健康資訊網站

普查及個人健康紀錄系統規劃。 

四、 公共衛生資訊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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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充及推廣衛生保健通報系統及網路申辦系統、入口網

站等。 

(二) 整合式篩檢應用系統建置推廣。 

(三) 衛生署暨衛生局數位憑證安全控制系統建置。 

(四) 規劃完善的公共衛生資訊收集、整理、分析方法與交換

機制。 

(五) 公共衛生資訊系統整合建置及專案監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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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HIP)(1) 
台灣健康醫療資訊體系建設之重要目的，在建立醫療與健

康資訊交換之標準與平台，期盼透過醫療資訊的交換達成連續

性的醫療照顧，減少非必要之重複性就診、檢驗、檢查與用 

藥，減少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資源之浪費；除此之外，如果健康

與醫療資訊容易經由機制交換取得，就能協助衛生醫療體系迅

速掌握疫病情況，協助疫病的防制與控制，提昇公共衛生體系

之效能。因此，在能保障個人健康與醫療資料隱私的前題下，

建構完善健康資訊交流的寬頻資訊網路，提供健康與醫療資訊

交流之需要，已是當今台灣健康醫療體系迫在眉睫的基礎建

設。 

衛生署於 2002 年至 2005 年推動「網路健康服務推動計

畫」，其具體內容包括： 

一、 營運醫療憑證管理中心(HCA)，首創醫事人員及醫事機

構憑證，提供電子病歷之簽章、加密及時戳功能。 

二、 辦理「全國醫療院所病歷電子化試辦計畫」及「醫療院

所病歷電子化推廣計畫」，完成門診、急診及住院病歷

內容基本格式制定。 

三、 辦理「醫療院所病歷電子化現況調查」。 

四、 推廣國際醫療資訊標準。 

五、 推動醫院醫療影像傳輸系統建置及無片化作業。 

六、 建置「藥品交互作用資料庫」。 

七、 完成「長期照護資訊網」建置。 

八、 急救責任醫院自住院系統自動轉出空床數資訊至緊急

醫療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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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健康網站評獎活動，引導民眾點閱正確的健康資訊，促

進身心健康。 

十、 完成醫療資訊網(HIN)與政府網際服務網(GSN)整合工

作，提昇醫療資訊網傳輸速率並降低使用經費。 

十一、 醫療資訊網服務中心(SC)通過 ISO 270001:2005 國際資

訊安全認證。 

接著，衛生署於 2003 年至 2006 年間開始推動「衛生局所 

網路便民服務計畫」，提供便民之網路服務，具體內容包括： 

一、 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之推廣、維持與

運作。 

二、 整合開發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 

隨後，中央健康保險局也開始推動「電子化醫療影像專業

審查系統」及「醫療院所之醫療影像資料傳輸共通介面」，以

強化健康資訊作業機制，其內容包括： 

一、 整合醫療資源之有效運用和推動國內醫療資訊交換標

準，期能早日與國際醫療資訊交換標準相容。 

二、 傳輸介面兼顧安全與隱私，包含院所身分驗證、資料加

密、不可否認性之設計機制，以確保資料傳輸之安全性

及有效性。 

「衛生機構網路連線」是衛生署建構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

畫之另一基礎建設，包括： 

一、 醫療資訊網。 

(一) 完成醫療資訊網(HIN)轉換改接政府網際網路服務網虛

擬私有網路(GSN VPN)建置作業。 

(二) 提供衛生公用系統服務，包含醫事管理系統、衛生局所



1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便民服務作業平台、長期照護系統、自殺防制系統、精

神照護系統、子宮頸抹片篩檢管理系統、管制藥品管理

系統，以及戶籍資料擷取系統等服務。 

(三) 提供資訊安全服務，提昇 SC 資訊系統容錯備援及災害

復原功能。 

二、 健保資訊網。 

(一) 健保 IDC 的 VPN 涵蓋的對象已包含國內 97%以上的醫

療院所。 

(二) 資料安全管控已通過 BS7799 與 CNS17800。 

2007 年，衛生署開始推動「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

(NHIP)，該計畫是衛生署推動台灣國民健康資訊建設之藍圖，

該計畫之各分項計畫規劃與推動執行策略如下︰ 

一、 推動健康資訊標準。 

二、 健全國家健康資訊應用之相關法令規範。 

三、 積極保護民眾隱私與資料安全。 

四、 建置全國性健康資訊交換平台： 

(一) 「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規劃策略： 

1. 提供資料交換機制與交換存證服務，保障資訊交換過程

之隱私與安全，並維持資料交換應用服務擴充之彈性。 

2. 導入及應用醫事、自然人等政府憑證，提供資訊交換之

憑證應用服務及資訊傳輸安全。 

3. 升級現有之區域醫療資訊平台為「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

台」，以善加利用既有資源，避免重複投資。 

4. 整合現有資訊交換架構，轉移至將來之「國家健康資訊

交換平台」，減少交換之不便。 

5. 採用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台架構，保障系統之服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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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品質。 

6. 建立「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之測試環境及備援環境，

以確保交換平台之發展性及可用性。 

(二) 「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推動策略： 

1. 利用區域醫療資訊平台升級，自轉診轉檢之應用切入，

提昇平台之使用率，進而推廣至其他資訊交換應用服

務。 

2. 由政府建置「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保障平台之公

正性與安全性，增強使用單位及醫療院所之信賴。 

3. 整合健康資訊交換機制，減少使用單位與醫療院所之交

換窗口，降低將來健康資訊交換成本。 

4. 交換平台不涉及健康資料之儲存與內容處理，減低資訊

交換隱私洩漏之疑慮，增加使用單位及醫療院所之使用

意願。 

5. 將來鼓勵民間(例如：醫學中心)扮演交換中心角色，讓

醫療院所具備完整的縱向與橫向交流體系，讓民間產業

藉由健康加值服務，促進醫療院所及健康相關產業之發

展與商機。 

五、 透過試行機制，鼓勵醫療院所及資訊產業界共同開發創

新健康服務，除促進院所透過應用擴充而提昇效率品

質，並可扶植資訊產業發展。 

六、 推動個人健康資訊交換，健康資訊 e 流通。 

七、 設置衛生機關單一入口及資訊整合應用。 

八、 加強醫療從業人員之健康資訊教育訓練及民眾宣導。 

九、 成立長期穩定且具專業能力之財團法人機構永續經營。 

NHIP 推動目標可分為三大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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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立健康資訊應用之基礎環境。 

二、 推動健康資訊之創新應用。 

三、 推展健康資訊之加值應用。 

最終目標是希望能達成「健康資訊 e 流通、交換與共享」 

，分項計畫如下： 

一、 建立健康資訊標準。 

二、 推動國家健康資訊之基礎法制。 

三、 國家健康資料交換平台及安全與認證。 

四、 個人健康資訊交換及儲存。 

五、 衛生機關單一入口及資訊整合應用。 

六、 公共健康知識入口網。 

七、 推動醫療產業之 3C 應用。 

八、 推動健康資料加值應用。 

九、 健康資訊之國際倡議及宣導推廣。 

NHIP 工作項目簡述如下： 

一、 建立健康資訊標準。 

(一) 健康資訊訊息傳遞標準採用 HL7。 

(二) 電子病歷內容基本格式。 

(三) 國際醫學詞彙標準。 

(四) 個人健康資訊應用基本格式之制訂。 

二、 推動國家健康資訊之基礎法制。 

(一) 持續研議 NHIP 健康資訊應用 ELSI 議題，檢視與補足

所需法源依據。 

1. 檢視與補足個人健康資訊與民眾隱私保護的法源依據。 

2. 檢視與補足公共衛生資訊提供與利用的法源依據。 

3. 研討以專法規範健康資訊應用之必要性與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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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立及運作 ELSI 問題反應及諮詢專線服務。 

5. 持續研議 NHIP 各項子計畫發展中所涉及 ELSI 議題。 

6. 檢視與補足 NHIP 各項子計畫發展中所需法源依據。 

(二) 擬訂健康資訊應用隱私保護與資訊安全規範。 

1. 擬訂取得當事人同意的內容與形式。 

2. 擬訂個人健康資訊分類及分級保護規定。 

3. 擬訂健康資訊蒐集、製作、處理、利用之安全規範。 

(三) 擬訂健康資訊利用隱私及資料保護審核機制。 

三、 國家健康資料交換平台及安全與認證。 

(一) 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設計開發。 

(二) 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系統建置。 

(三) 現有資訊交換平台程式配合變更設計開發。 

(四) 健康資訊交換中心營運環境服務。 

(五) 醫事憑證與國家健康資訊交換平台推廣應用。 

(六) 第二代醫事憑證 IC 卡。 

四、 個人健康資訊交換及儲存。 

個人健康資訊交換及儲存工作項目如下： 

(一) 訂定 ePHS 內容細項及格式。 

(二) 審閱已訂定之 ePHS 內容細項及格式。 

(三) 進行「個人健康資訊流通先導計畫」之評估與審核。 

(四) 個人健康管理示範系統之建置。 

(五) 後續個人健康資訊應用普及化之推動。 

五、 衛生機關單一入口及資訊整合應用。 

(一) 建立醫院端統一通報標準作業方式。 

(二) 建置公共衛生資訊整合應用服務系統。 

1. 建立衛生行政單位單一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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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報作業服務。 

3. 資料交換服務。 

4. 資料查詢服務。 

5. 公用性資料下載服務。 

(三) 整合擴充發展衛生機關公共衛生資訊系統。 

六、 公共健康知識入口網。 

(一) 專業版工作項目。 

1. 採購及續訂基礎醫學及臨床醫療相關之電子資源。 

2. 成立線上醫療知識庫內容審閱小組。 

3. 知識管理介面之建置。 

(二) 民眾版。 

1. 工作項目： 

(1) 擬定公共健康知識系統之需求與建置規範。 

(2) 建置公共健康知識入口網站及相關資訊設備。 

(3) 開發公共健康知識系統資料收集、分享機制與入口系

統。 

(4) 事前審查、監督等品保機制之運作。 

(5) 推廣行銷公共健康知識網絡，建立本網絡之知名度與

公信力。 

2. 應用情境： 

(1) 網際網路︰提供一般民眾查詢、取得公共健康知識之

入口網站。 

(2) 醫療院所︰病人至醫療院所就診時，由醫護人員提供

罹病相關之衛生教育單張。 

(3) 電話諮詢︰民眾可透過電話、傳真等方式向專業醫護

人員提出健康相關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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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動醫療產業之 3C 應用。 

(一) 病人安全通報(2007 年至 2008 年)。 

(二) 緊急醫療網救護車電子化創新服務(2007 年至 2008 年)。 

(三) 遠距健康照護應用(2008 年至 2009 年)。 

(四) 以病人為中心的行動資訊服務(2008 年至 2009 年)。 

(五) 無線感知技術導入病人安全與醫療品質應用(2009 至

2010 年)。 

(六) 整合醫院流程之公共醫療資訊站(2010 至 2011 年)。 

八、 推動健康資料加值應用工作項目。 

(一) 發展公共衛生資料加值應用模式。 

(二) 建立衛生資料串聯整合機制。 

(三) 建立衛生資料倉儲系統與建置健康資料統計分析、多維

度線上資料分析、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圖型工具等決策支援工具與報表。 

(四) 個人健康資訊加值應用之需求及可行性評估與法制規

範。 

(五) 個人健康資訊加值應用之管理辦法研擬與監督控管。 

九、 健康資訊之國際倡議及宣導推廣。 

(一) 參與國際活動。 

(二) 成功典範參訪。 

(三) 種子師資培訓。 

(四) 國際倡議。 

綜上所述，經過 30 年來之積極經營，我國的健康醫療照 

護體系資訊化已有初步之成果，政府積極推動健康醫療資訊交

換機制與平台之策略已然形成，健康醫療資訊應用層面之規劃

已有方向，目前的問題就在能否落實施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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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醫療院所資訊系統 

衛生機構、醫療院所與社區照護機構都是健康醫療照護體

系的基本單位。在這些基本單位裡，醫療院所服務的對象為病

患，醫療活動最頻繁，醫療服務的種類最多，醫療作業的模式

也最繁雜，全面資訊化與無紙化十分不易達成。一般言之，醫

療院所的資訊化可以分為兩大類：一類為醫療作業資訊系統，

泛指在門診、急診、手術、檢查與住院過程中與醫療活動相關

資訊系統之建置。另一類為管理作業資訊系統，是指為提供醫

療服務給民眾所產生的一切非臨床的行政、管理、文書、追 

辦、品質保證、會議等相關資訊系統。醫療院所管理資訊發展

較早，但是多以批價、收費、申報作業為主，直到近日，醫療

品質與病患安全議題受到重視，品質管理與病患安全管理之資

訊工具與系統遂成為現代化醫療院所管理資訊之主流，本篇以

實例介紹相關系統，以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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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灣醫療院所資訊化程度(2) 

衛生署於 2005 年針對全國醫療院所病歷電子化現況進行

調查，全國總共有 569 家醫院，回收 538 份有效問卷。國內醫 

療體系中多數公立醫療院所資訊系統開發方式多採用委外發

展模式，但公立「醫學中心」則因專業分工細緻及流程複雜度

較高，故多採用自行發展模式；一般私立醫院亦多採用委外發

展模式，唯較具經濟規模的財團法人醫院，只要資源夠充足，

大多喜歡採用自行發展模式。而在醫院資訊系統採用率的方

面，以長庚醫療體系所屬各醫院的使用率最高，使用系統之程

度佔研究採用以調查之 69 項系統中 90%的資訊系統(62 項)， 

資訊化程度較深。 

國內大多數的醫院電腦化程度已臻一定水準，規模愈大的

醫院，通常電腦化程度愈高，該調查建議電腦化程度較低的醫

院儘速提昇，必要時有關單位須給予輔導或支援，以配合未來

院際病歷電子化交換作業之實施。 

美國病歷協會將病歷電子化程度區分為五個階段： 1.自動

化病歷(AMR)； 2.電腦化病歷(CMR)； 3.以醫療提供者為主的

電子病歷系統(EMR)； 4.電子病歷(EPR)； 5.電子健康紀錄

(EHR)，第四階段代表醫院不僅內部已普遍使用資訊系統來協

助醫療照護活動，其更藉由網際網路與其他醫療院所分享病歷

資料，此階段需要相關法令規範與資訊安全技術的充分支持。

台灣醫療院所病歷電子化階段整理如圖 1。達到第四階段者， 

大多為醫學中心、聯盟醫院之間，或是參與政府電子病歷試辦

計畫之醫院，而且這些醫院迄今只有小規模的電子病歷交換活

動。結果顯示，國內醫院病歷電子化發展雖已相當普及，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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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相當基礎建設，但是距離電子病歷具備良好整合功能仍有

遙遠距離(表 1)。 

在台灣，由接受調查的診所(4,033 間)中可看出，約有 99%
的診所已使用電腦來輔助醫療行政作業，多採用委外廠商開發

的 Windows 資訊平台系統。然而，使用電腦輔助診療作業的比

例仍不高，此乃由於診所醫師慣用書面紀錄，而電腦主要是用

以申報健保有關。 

另一方面在病歷電子化的調查中發現，約有 43.7%診所目

前處於尚未電子化階段(圖 1)，然就已電子化之診所調查結果

(表 1)顯示，其電子化病歷應用於醫療或照護方面之比例亦屬 

偏低，有極大改善空間。 

 

紀錄種類 醫院 診所 

門診病歷 61.7% 41.3% 

急診病歷 43.1% - 

住院病歷 37.9% - 

ICU 紀錄 9.3% - 

檢驗紀錄 33.3% 4.0% 

檢查紀錄 24.7% 5.2% 

病情摘要 26.8% - 

護理紀錄 14.7% - 

證明書 28.1% 16.7% 

醫務行政文書 27.3% 6.1% 

表 1  國內醫療院所各類紀錄電子化比例為 81%~10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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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5 年衛生署對全國醫療院所做之病歷電子化之現況

調查，其中對各醫療院所所做之子系統調查結果可以發現，雖

然某些系統在大多數醫療院所已然上線使用，但是仍有許多重

要的醫療資訊系統並未廣泛的使用於台灣的醫療院所之中。 

圖 1  國內醫療院所病歷電子化階段 

系統 已上線使用百分比(%) 
中醫系統 15.6% 

臨床決策支援系統(CDSS) 6.7% 

重症照護系統(加護病房系統) 17.1% 

護理計畫系統 17.8% 

生命徵象紀錄(BP & TPR)系統 10.4% 

長期照護資訊系統 17.6% 

決策支援系統(DSS) 13.0%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EIS) 16.5% 

表 2  全體醫院已上線使用率低於 20%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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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呈現台灣醫院已上線使用率低於 20%之資訊系統及其

相關使用比例。其中發現，這些一般醫院較少使用之資訊系統

反而多與「病人安全」與「高階管理」有強烈之相關，例如：

表 2  全體醫院已上線使用率低於 20%之資訊系統(續) 

系統 已上線使用百分比(%) 
醫療品質管理系統(TQIP) 17.1% 

弱點掃瞄系統 17.6% 

單一帳號管理系統(例如： LDAP) 10.0% 

醫療資訊標準應用(DICOM) 15.6% 

醫療資訊標準應用(HL7) 8.9% 

RFID 應用 4.8% 

遠距醫療(Telemedicine) 7.8% 

行動醫療 11.1% 

醫院網站-線上檢驗檢查結果查詢 14.5% 

醫院網站-線上社群或諮詢服務 17.6% 

線上學習系統(e-Learning System) 10.4% 

知識管理系統(KMS) 8.7% 

電子採購系統(e-Procurement) 13.5% 

供應鍊管理(SCM) 3.2% 

顧客關係管理系統(CRM) 4.1% 

資料倉儲及 OLAP 7.6% 

資料探勘 4.3% 

群體系統(例： Lotus Notes,  
Exchange Sever) 

13.4% 

社區醫療(群)系統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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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線使用比例低於 10%以下之系統可分屬三大類： 

一、 病人安全。 

(一) 臨床決策支援系統(6.7%)。 

(二) RFID 應用(4.8%)。 

(三) 遠距醫療(7.8%)。 

二、 經營能力。 

(一) 知識管理系統(8.7%)。 

(二) 顧客關係管理系統(4.1%)。 

(三) 資料倉儲與線上分析處理能力(OLAP)(7.6%)。 

(四) 資料探勘(4.3%)。 

三、 資訊交換標準之應用：醫療資訊標準應用(HL7)(8.9%)。 

所以，如何從「醫療品質」、「經營能力」與「資訊安全」

之角度切入推動高階醫院資訊系統之使用，是政府與各醫療院

所現階段對話之當務之急。 

Gibson 及 Nolan(1974)(3)認為醫療院所的資訊科技引用是

一連串的成長過程，Nolan 將醫療院所的資訊系統發展分為六

個階段，即啟始(Initiation)、蔓延(Contagion)、控制(Control)、 

整合(Integration)、資料管理(Data Administration)、成熟(Ma-
turity)，各階段的特徵說明如下： 

一、 啟始階段。 

剛開始使用電腦處理資料。此時之應用系統以支援高度

結構化的作業為主，希望能有效地降低成本，沒有系統規劃

的概念，採取低度控制策略。 

二、 蔓延階段。 

這個時期所開發的應用系統以支援勞力密集的作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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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為主，而且為了鼓勵使用電腦，採用高度資源提供、高

度放鬆策略，加上系統開發缺乏適當的規劃，使得電腦支出

相關成本大幅上揚。 

三、 控制階段。 

費用大幅成長迫使上層管理者採取高度控制策略，希望

建立各種標準和使用者付費的觀念，同時強調資訊系統規 

劃的重要性。這個時期是六階段模型中的轉捩點，轉換的工

作不但包括重組「資料處理組織」，還包括建立新管理技 

術，自此階段後，公司的管理重點由電腦管理轉移成資料資

源管理(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四、 整合階段。 

資料處理部門重整完成，開始引進資料庫和資料通訊技

術，這兩種技術引進後，大幅提昇使用者工作的便利性，所

以使用者對電子資料處理的興趣與需求大增，此時資料處理

費用的成長率甚至可能會超過蔓延階段的成長。 

五、 資料管理階段。 

醫療院所引進資料管理觀念，已出現支援全醫療院所的

整合型應用系統，同時使用者已能有效的負擔維持資料品質

的部份責任。 

六、 成熟階段。 

完整的應用系統組合，而且它能完美的配合醫療院所的

資訊流(Information Flow)，這時醫療院所採高度控制策略、 

著重策略規劃，資訊服務的需求和供給達到平衡，整個醫療

院所的資訊應用已達成熟境界。 

以 Nolan 資訊發展六階段論點來看台灣醫療院所資訊化程

度是一個有趣之探討。調查結果(表 3)顯示我國各級醫院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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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化程度仍在成長之階段，除了「醫院應用系統整體狀況」項

目有 20.2%醫院可達階段五與階段六之程度外，其餘項目，「 

醫院資訊部門特性」、「資訊系統發展的規劃與控制狀況」，

以及「整體使用者對資料處理之認知」，均只有不到 20%之醫

院可達到階段五與階段六之程度。醫療院所資訊系統發展之階

段尚不夠成熟，是目前台灣醫療院所之實際情況，這也是台灣

要於醫療院所內推動電子病歷與醫療資訊交換機制時所需要

注意的問題。 

期待完成「無紙化」之電子病歷資訊傳送，就必需在醫院

內整合完整病患資訊格式化與資訊化。現代醫療資訊呈現之方

式十分多元化，病歷之記載早已不限以文字表達，病歷資料之

儲存與整理也是如此，故在發展「無紙化」之電子病歷資訊傳

送必需考量醫院內部資料整合完成比例，若整合比例未達 81%
~100%，要推行「無紙化」之電子病歷資訊交換就仍有努力之 

項目 
階段四： 

整合階段 

階段五： 

資料管理階段 

階段六： 

成熟階段 

醫院應用系統 

整體狀況 
31(5.8%) 55(10.2%) 54(10.0%) 

醫院資訊 

部門特性 
70(13.0%) 57(10.6%) 36(6.7%) 

資訊系統發展的

規劃與控制狀況 
29(5.4%) 31(5.8%) 55(10.2%) 

整體使用者對 

資料處理之認知 
91(16.9%) 27(5.0%) 33(6.1%) 

表 3  醫院電腦化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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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表 4 顯示台灣醫療院所資訊化程度在(1)儀器自動化； 

(2)影像及多媒體病歷與(3)床邊監控儀器之項目，都只有不到 

20%之醫療院所達到 80%以上的整合，即使是最簡易之「文數 

字型資料處理」，也不到 50%的醫療院所可達到 80%以上之整

合，各醫療院所勢必要強化這些資訊系統與資訊作業之整合，

否則，推動電子病歷之交換有如緣木求魚般的困難。 

醫療院所之常態性作業多呈現在一般病歷中之「表單」中。

某種病歷紀錄「紙本」表單使用愈少，就表示其電子化之程度

愈高。反之，某種病歷紀錄「紙本表單使用頻率愈高，就表示

其資訊化之程度愈低。表 5 顯示門診病歷完成資訊化之程度最

高，已有 61.7%之醫院完成 80%以上電子化。而護理紀錄完成 

資訊化之程度最低，僅有 14.7%之醫院完成 80%以上電子化。 

但是，不可忽視的是，在醫療院所中，護理作業佔醫療院所整

體作業之大宗。如果護理紀錄不能全面資訊化，推動醫療院所

之電子病歷與無紙化作業均將面臨巨大之挫敗。瞭解這些醫院

日常作業系統資訊化之程度，有助於我國在推動病歷全面電子

化或全院「無紙化」作業時，各醫院所能接受的程度，可為調

節推動速度之參考。 

第二節以後，本篇各節著重在對現今醫療院所資訊化之各

項目 醫院 診所 

文數字型資料處理 244(45.4%) 1501(38.2%) 

儀器自動化 106(19.7%) 47(1.2%) 

影像及多媒體病歷 51(9.5%) 39(1.0%) 

床邊監控儀器 22(4.1%) - 

表 4  醫療院所常用資料型態整合完成比例為 81%~100%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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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資訊系統作一具體說明。  

表 5  電子病歷的應用 

應用項目 
醫院 診所 

非常普遍 普遍 非常普遍 普遍 

醫療診斷或照護 113(20.96%) 270(50.09%) 144(3.7%) 1181(30.1%) 

臨床教育與訓練 35(6.49%) 42(7.79%) - - 

醫學研究 25(4.64%) 33(6.12%) - - 

經營管理 44(8.16%) 122(22.63%) 61(1.6%) 326(8.3%) 

日常的作業 

活動支援 
72(13.36%) 208(38.59%) 97(2.5%) 1146(29.2%) 

例行性的管理 

控制活動支援 
29(5.38%) 77(14.29%) 43(1.1%) 330(8.2%) 

負責人/高階主管

決策活動支援 
40(7.42%) 149(27.64%) 57(1.4%) 407(10.1%) 

醫療人員自行 

電腦輸入病歷 
171(31.73%) 270(50.09%) 374(9.3%) 65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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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無紙化文書管理資訊系統 

電子公文系統 

公文為各機關、機構、部門的辦理依據與工具，傳統的方

式乃以紙本的方式傳遞，既耗時又耗力，老舊公文的建檔、儲

存與管理令人頭痛，公文的儲存對機關辦公空間的佔用也是甚

大的考驗。在講究環境保護的時代裡，公文若能無紙化，必然

能夠降低行政成本。公文若能電子化，公文的傳送時效必然能

夠改善，管理效率必然能夠提昇。 

醫療院所要提昇行政作業效率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簡化

醫療院所公文作業流程，推動整合式電子公文處理系統並提昇

公文電子陳核比例，進而擴大推動醫療院所內各部、室、單位

及外部機關間公文電子傳遞作業，以提昇行政作業效率。 

只要有決心，推動公文電子化並不難。以新光醫院推動公

文電子化的經驗為例。該院於 2006 年 9 月起開始推行電子公 

文化，二週內即將該院所有紙本公文全部改成電子化公文。根

據經驗，只要在上線之前即已將全院公文表單進行盤點及規

劃，逐一依業務權責表訂定標準作業與簽核流程，就能使得在

推動上線時降低阻力。 

新光醫院依據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與建議，逐步將此一電子

公文系統做符合使用者期待之改變，其內容提供各式進階公文

資訊功能，人性化的操作介面與淺顯易懂的流程內容，使電子

公文和一般紙本公文的使用介面類似，可讓使用者降低陌生與

隔閡的學習階段。另外，該資訊系統可以對公文的流程精確的

掌控，不但可以大幅減少紙張的浪費，更可以有效提昇公文簽

核之整體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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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台灣公文系統的設計也需提供機關間之電子交換功

能，機關之間的公文電子交換是以政府憑證管理中心所發的

GCA 憑證來進行安全管控，當電子公文於機關之間傳遞時，也

可透過電子公文系統，使用函覆公文作業，逐級簽核，貫徹電

子公文作業，讓公文作業系統徹底電子化與無紙化。 

電子公文系統如果設計良好，可增進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根據新光醫院之經驗，電子公文系統在上線後第二個月，電子

公文件數即成長近四倍。由於電子公文辦理績效可以完全透明

化，故也大幅提昇公文辦理時效；同時每位承辦人亦可以透過

公文系統看到目前公文的辦理過程與簽核情形，可以有效的提

昇整體的行政效率。 

公文系統功能 

一、 自動流程。 

良好之公文系統提供公文線上簽核創新功能，讓承辦人

及會簽人員可於公文格式上，直接使用包括數位職章、便利

貼、數位墨水等功能進行核簽作業；所有的公文資訊異動，

也透過螢幕追蹤修訂之技術，保留完整的異動紀錄，可令所

有簽核人員一目瞭然(如圖 2 所示)。 

圖 2  公文系統提供線上簽核創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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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文動向。 

良好之電子公文系統除了提供使用者製作公文外，更提

供掌握公文動向之功能，隨時可查詢公文之目前所在流程，

大大的改善以往紙本作業無法立即找出公文所在之困境(如

圖 3 所示)；電子公文系統更可以提供線上調閱資訊，減少 

作業人力的負擔。 

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之優缺點分析 

一、 紙本公文的缺點： 

(一) 人工傳送公文，費時費力，層層轉交，影響處理時效。 

(二) 逐級呈核，浪費人力與物力，追蹤不易。 

(三) 浪費紙張。 

二、 電子公文系統之優點包括： 

(一) 簡化公文處理流程。 

(二) 提昇公文傳遞時效，公文傳送時間易於掌握，且流程易

圖 3  公文系統提供掌握公文動向之功能，隨時可查詢公文目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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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管理。 

(三) 減少公文發文之人力與紙張。 

(四) 結合 VPN，世界各處均可簽公文，提昇公文時效。 

(五) 公文不再旅行，旅行也可簽公文。 

(六) 檔案管理容易，方便點收、立案、編目、保留、複製儲

存、檢調、銷毀、移轉、安全維護、線上閱覽、線上調

案、線上稽催、多功能檢索與多人同時使用，簡化作業

流程，減輕檔案管理人員工作，延長檔案保留壽命與提

昇儲存品質。同時，解密文稿可自動產生與編卷。 

(七) 檔案儲存安全且節省空間。 

(八) 公文機密性增加。 

(九) 公文收發方便性高、不易遺失、存取與搜尋便利性高。 

(十) 公文之加、會簽非常便利。 

(十一)可降低人事成本費用。 

系統效益 

任何醫療院所推動公文系統上線之初，均會遭遇很大的阻

力，因為電子公文的作業方式，完全改變原有紙本公文作業模

式。領導者支持是公文電子化成敗的關鍵因素。公文電子化是

醫療院所推動無紙化作業的重要關鍵，不僅可提昇行政效率，

大量減少紙張的使用，更符合節能減碳政策。經驗指出，平均

一顆樹約可生產八千張 A4 用紙，每份公文與附件需用五張 A4
紙，單一大型醫療院所推動公文系統預期每年可節省數億張

紙，保留地球樹木與森林，為地球環保盡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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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系統 

隨著醫療院所電腦化運用不斷增加，機關、團體與機構內

各個部門資訊系統發展步調不一致，彼此的資訊系統常常無法

整合而產生各自獨立的情況，使得醫療院所在資料交換、工作

流程等方面造成障礙。這個問題在分工複雜、分科精細的大型

醫療院所裡更加明顯。因此醫療院所應定期檢討並整合內部所

有作業流程，修訂各作業權責(如圖 4)，借助於電腦和網路系統

整合醫療院所內各部門的資訊以提昇效率，ERP 系統於是應運

而生。維持醫療院所運作之主要資源有四大類，包括金錢、人

力、物料及時間。醫療院所之經營者期望在最低的庫存、最短

的生產週期、最合理的資源利用、最高的生產率、最低的成本、

準確的交貨日期、最強的市場適應能力等條件下，提供最好之

醫療服務給病患，ERP 系統正是整合各條件作為實現這些共 

同目標的有效工具。利用 ERP 系統可以管理和協調內部各種 

資源以及外部眾多的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簡單來說，ERP 系

統便是充分且有效地應用醫療院所內各種有限的資源，讓品

質、成本、及服務等能獲得最佳組合，提供醫療院所內資源規

劃與及時決策支援工具，提昇醫療院所核心競爭力。 

圖 4  業務權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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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歷程 

醫院中的資訊系統多而複雜，依用途可區分為醫療(例 

如：入出院轉診系統、醫囑系統、護理系統、檢驗系統等)、行

政管理(例如：財務與行政管理系統)、其他(例如：病人安全系

統)等，而且每個系統之下又再區分許多的子系統。但並非所有

醫院中的系統都需納入 ERP 系統中，ERP 系統主要是用以取 

代醫院行政管理系統，例如：會計、人事、薪資、出納等後勤

工作，或是財產與衛材管理等。 

醫療院所之 ERP 系統軟體需要依據醫療院所自身流程或

業務權責特性來訂定。所以醫療院所最好能依其內部作業流程

規範自行開發設計其自身需求的 ERP 系統以免因外購定型

ERP 系統造成系統在作業上及功能受到限制。自行開發 ERP 
系統並不難，以新光醫院為例，自與使用者需求訪談至程式開

發設計撰寫、資料轉檔、系統測試到全面上線使用，在短短四

個月內就完成一套為其醫院量身訂作的 ERP 系統，不但達到

ERP 系統推展應有的效益，更替該院省下了近千萬元的費用。 

目前新光醫院 ERP 系統由許多功能模組所組合而成(如圖 

5)，各功能模組間資訊可相互整合以達到即時且正確的管理。 

庫 存  
$

 
$  $

採 購

E R P系 統

請 領

回 覆

維 護

請 款

圖 5  ERP 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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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 領 ： 包 含 醫

院財產、衛材、

列管、文具用品

等 品 項 的 請 購

與 領 用 的 申 請

(如圖 6 與圖 7)，
藉 由 圖 形 化 介

面，可以提供領

用 物 品 的 照 片

以 利 使 用 者 確

認品項，方便使

用 者 向 醫 院 提

出 所 需 物 品 請

購或領用需求。 圖 6  ERP 系統請領、請購類別網頁畫面  

圖 7  ERP 系統文具領用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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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覆：針對申請請購或領用後，透過回覆功能，藉著讓

醫院內部各相關單位主管提出其意見並做確認回覆的

動作達到層層把關的機制採購：經由負責的採購人員

向廠商多次詢議價的動作，以確保醫院能以最低的價錢

採購到所需的正確品項。 

三、 庫存：醫院內部財產的庫存管理，例如：財產訂購後，

廠商送貨的驗收入庫或是申請領用後發送給醫院內部

各單位實發量的輸入等。 

四、 維護：各項基本資料檔的維護，例如：庫存主檔、各家

供應廠商資料及其議價價格更改等。 

五、 請款：各項請款相關作業，例如：廠商請款、驗收轉請

款等。  

系統效益 

應用 ERP 系統能得到的效益有包括以下幾點： 

一、 降低庫存成本。 

二、 降低庫存量。使用 ERP 系統後，由於有了較好的需求計

畫，可以適時得到物料，因此可不必保持很多的庫存。 

(一) 減低庫存管理費用。庫存量降低導致庫存管理費用減

低。包括倉庫維護費用、管理人員費用、保險費用、物

料損失等。 

(二) 減少庫存損耗。一方面，由於庫存量減少，庫存損耗也

隨之減少。另一方面，ERP 系統可以提昇庫存紀錄的準

確度，能夠及時發現庫存損耗並找出原因予以消除，使

庫存損耗減少。 

三、 降低採購成本。 

ERP 系統透過採購計畫與供應商建立長期穩定、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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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的合作關係。除了保證物料供應，也為採購人員節省大

量的時間和精力，使他們可以對採購進行有價值的分析。 

四、 整合業務系統。 

利用電腦的自動處理來替代大部分的專業化業務。透過

即時處理可省略單純的紙本使用與傳達工作、減少業務單位

重複輸入作業、間接提昇業務的效率化，達到削減成本的效

果。同時，亦可達無紙化即時請購、縮短作業流程之成效。 

五、 改善病患服務品質。 

ERP 系統作為計畫、控制和通信的工具，使得各部門間

可以在決策以及日常活動中作有效的配合，並迅速回應要

求，提高服務水準。 

六、 圖形化操作介面。 

圖形化的介面使用圖像或按鈕供使用者點選，加上超連

結的功能，使用者只需根據畫面上的圖示或簡短說明，利用

滑鼠的點選操作並輸入些許文字即可完成所需功能，相較於

原本需要去查閱並記憶各種指令才能使用的文字化介面， 

大大地增加使用者操作上的便利性。 

七、 與協力廠商的快速溝通。 

協力廠商可透過採購單位發送的詢價信件，自動登入至

該院報價系統，透過系統彙整後，採購人員便可輕鬆得到各

家廠商所提供的報價資料，再與原來的詢價管道配合，就可

以快速完成詢價及報價的動作，達到 B2B 的電子化作業。 

未來展望 

電子發票是未來市場的趨勢，所謂電子發票的正式名稱應

為「網際網路傳輸統一發票」。其定義為醫療院所買賣雙方透

過網際網路傳送具有法律效力之統一發票，其優點在由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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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之使用，直接由訂票轉出發票內容，不需人工書寫發票內容 

，也不需郵寄或人工遞送。 

現行開具發票之過程為供應商以紙本書寫或列印傳統發

票，人工遞送發票至購買商，進行付款申請。購買商內部承辦

同仁需將發票黏貼於紙本之支付憑證上再經過內部主管與會

計部門核簽至主管；會計部門再依主管核示，確認並輸入後，

發出傳票，完成作業。此一過程冗長、繁複，且易出錯。 

電子發票之作業流程將可簡化傳統作業，將傳統繁複的人

工作業全部省略，簡化為供應商開具電子發票，由網路送至加

值中心，再由加值中心經由網路送至醫療院所 ERP 系統，經醫

療院所內部電腦自動審核與勾稽即可發出傳票完成核銷。 

加值中心具備之功能，包括： 

一、 電子發票系統能達到資料傳輸之私密性、完整性、來源

辨識及不可否認性，且可執行電子發票之開立、收取、

作廢及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等功能。 

二、 營業人於傳輸、接收電子發票後，例如：須辦理電子發

票作廢、進貨退出、進貨折讓、銷貨退回、銷貨折讓者，

應執行電子發票之相關程序，並經相對之營業人確認。 

三、 賣方可以列印電子發票之存根聯，買方則可以列印收執

聯及扣抵聯，且雙方均可以下載儲存相關檔案備查。 

加值中心服務內容，包括： 

一、 銷項作業。 

(一) 已開立發票之作廢。 

(二) 列印發票、作廢發票、折讓證明及工程保固書。 

(三) 彙整報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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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詢歷史紀錄。 

二、 進項作業。 

(一) 開立折讓證明與轉入賣方代開立之折讓證明。 

(二) 列印發票及折讓證明。 

(三) 彙整報稅資料、確認發票及作廢發票。 

(四) 查詢已接受、作廢之發票與折讓單。 

由於電子發票可以連結醫療院所內部之 ERP 系統，所以 

可以轉入訂單資料。電子發票不需要自行輸入發票內容，電子

發票系統與買方 ERP 系統連結後可轉入訂單資料，直接在開 

立發票時帶出訂購數量和金額，可立即開出電子發票或稍作 

修正後即可開立。 

傳統發票需要專人輸入發票與核對資料，效率不佳、易有

失誤且需耗費大量人力與紙張，且郵寄過程易有人工失誤，潛

在失誤風險包括：滲水、撕破、損毀、遺失、發票作廢與追回，

品質與時效均不易掌握。以費用而言，傳統發票開具過程約需

25 元費用，而電子發票只需不到三元費用。 

依據傳統發票開立作業之作法需保存五年之紙本發票憑

證資料，需有歷史發票、憑證儲放空間，且存放過程涉及點收、

立案、編目、保留、複製、儲存、檢查、調閱、應用、銷毀、

移轉與安全維護等問題。電子發票之使用不但可以大量節省紙

本發票之存放空間，更可以提供線上閱覽、線上調案、線上稽

催，與多功能檢索之功能，可以減輕會計人員工作、延長保管

時限、提昇儲存品質，並可供多人同時線上查詢，甚為便捷。 

綜理電子發票對醫療院所之效益，可分為三大類： 

一、 降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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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省郵寄、紙張成本。 

(二) 降低資料處理成本。 

(三) 存證服務、免除倉儲成本。 

二、 提昇效率： 

(一) 線上開立，沒有工作時限。 

(二) 線上即時查詢、下載。 

(三) 請款流程不延遲。 

三、 資料備份：電子發票檔案重製。 

綜上所述，電子發票與醫療院所 ERP 系統之結合，是醫療

院所提昇經營效能之另一重要步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7  

 

第三節 醫療院所管理資訊系統 

精緻化服務支援系統 

醫療業屬於服務業的一環，而醫院所提供之服務項目有許

多與大飯店所提供之項目雷同，例如：服務台服務、住房服 

務、餐飲服務、門前服務…等。而醫療產業在競爭激烈的環境

下，除向異業學習外，醫院更需要用以病人為中心之精神，追

求優質化的服務，找出屬於自己的服務特色以吸引病人，進而

提昇服務品質與形象。 

以新光醫院為例，該醫學中心為提昇服務品質，原已由各

部門提供來院民眾或住院病人各式旅館式服務，含免費接駁車

服務、圖書借閱服務、住院病人盥洗用品提供服務等，共計 18
項。但均由各單位以紙本紀錄及非電子化方式管理相關服務。 

新光醫院為追求更精緻化的服務品質及形象，由護理部

門、管理部門、總務部門、社服部門及企劃部門等組成專案推

動小組，建置完成該院 70 項「精緻化服務資訊系統」以提昇管

理效能。全院人員，針對此 70 項精緻化服務提供來院民眾不 

同的服務項目，並將服務次數輸入院內精緻化服務系統，由新

光醫院品管部門每月統計、審視及呈報成效。 

系統分類 

新光醫院以「病人為中心」的理念，規劃精緻化服務項目

含括門診、住院及癌症防制中心三大類，分別依據民眾、住院

病人，以及癌症病患之食、衣、住、行及育樂等個別化需求，

提供不同的服務項目，規劃包括住院服務 38 項、門診服務 23
項，及癌症病患服務 9 項，共計 70 項精緻化服務(表 6)。精緻 

化服務系統內容包含服務項目、服務人次登記及相關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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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等。 

類別 指標 指標數 

住院 

計程車排班服務、住院病患盥洗用品提供、床邊美髮服

務、陪病家屬活動床借用、陪病家屬被服租借、住院病

患留言服務、接駁專車免費服務、舉辦病友團體旅遊、

藝文活動、門前服務、出院後輔具借用服務、圖書推車

借閱服務、健康促進講座、貴重物品零用金代保管、住

院病患之入院服務、代請宗教師服務、提供影印處所資

訊、提供傳真服務資訊、提供花束及盆栽訂購資訊、住

院病患慶生、代出院病人結帳服務、代寄(代收)郵件包

裹、代訂報紙、提供住院病患衣物送洗資訊、慰問卡、

提供居家護理醫療器材就近購買之資訊、學童床邊教學

服務、彩繪天地、畫廊展覽、提供各國翻譯衛生教育資

料、出院病患掛號服務、兒科病房說故事服務、唸佛機

贈送服務、周邊商區導引簡介、提供新光產品選購資

訊、提供本院商店街餐飲送房服務資訊、代撥國際或長

途電話、照相服務、照片送洗服務 

38 

門診 

輪椅借用服務、借用電話服務(內線)、借用物品服務(筆,

紙)、助行器借用服務、老花眼鏡借用服務、電話卡借用

服務、醫師看診情形查詢、住院病人床號查詢、查詢看

診日期及診號、臨時寄放物品(非貴重物品)、失物招領

服務、諮詢服務、動線指引服務、協助病患填寫資料、

協助病患就診服務、協助病患領藥服務、協助病患檢查

服務、代辦重大傷病卡服務、廣播尋人服務、翻譯服

務、兌幣服務、主治醫師專長查詢、收費標準查詢 

23 

癌症 

協助癌症篩檢民眾快速掛號、協助戒菸門診掛號、癌症

醫療問題諮詢、協助乳房攝影民眾排程、協助乳房攝影

異常民眾回診掛號、陪伴乳房攝影民眾至攝影檢查室、

癌症病患來院面談、癌症病患追蹤、癌症病患住院探訪 

9 

表 6  精緻化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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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緻化服務系統功能 

一、 電子化作業，完整紀錄服務內容及量化資訊，經由服務

量統計及趨勢圖，可有效呈現管理成效。 

二、 設置查詢功能：設置查詢功能，由各負責部門可依不同

需求查詢服務量。 

圖 8  電子化精緻化服務系統 

圖 9  精緻化服務系統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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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統計：本系統可針對部門、服務項目及月趨勢等，

進行統計分析，並具繪圖功能。 

實施前後優缺點 

一、 實施前之缺失。 

(一) 相關資料未整合，未能提供到院民眾及病人完善之資

訊。 

(二) 無資訊系統登錄及統計服務量數據。 

二、 實施後之優點。 

(一) 可提供完善的資訊服務給到院民眾或住院病人。 

(二) 有效提昇醫院服務品質及形象。 

(三) 服務量數據資訊化，提供院方作為改善管理之參考。 

系統效益 

自建置完成本系統後，新光醫院即以電子化方式，詳細記

錄業管及相關單位執行院內精緻化服務之情形。除可達到無紙

化作業環境外，更可持續執行改善精緻化服務內容，帶給每一

位到院民眾及病人便利的就醫環境，提昇該院服務品質及形

象。 

圖 10 精緻化服務系統分析統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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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管理系統 

近年來國內的醫療發展，各醫院均朝向以「病人為中心」

之理念，提昇醫療品質為宗旨。但醫療品質成效之評估，需經

持續進行監測，並藉由相關指標數據隱含之意義及真因，以

PDCA 的精神，進行檢討與分析，發掘隱藏機構內服務品質 

相關問題，改善相關流程與再造，方能有效提昇服務品質。 

現況 

台灣醫療院所為監測醫療照護之品質，於 2000 至 2001 年 

陸續引進台灣醫療品質指標計畫(TQIP)及台灣醫療照護品質指

標系統(THIS)，期望能藉由國內、外醫療院所進行同儕比較， 

以作為提昇醫療服務品質之參考依據。 

醫療院所建置品質指標管理系統，主要因應各單位之日常

管理需求，建置全院性指標管理之資訊平台。運用網路介面操

作模式，讓使用者更加方便管理，減輕同仁工作負擔。依據各

部門業務權責訂定指標負責及監測單位，持續進行醫療品質指

標的監控。且針對指標異常發生時，能夠即時通知相關負責人

員，有效減少反應時間。指標管理系統與評鑑系統連結，可以

提供醫療院所內部各委員會作為管理及參考，針對超過閾值或

趨勢逆轉的指標項目，業管單位需要在委員會中提出檢討及改

善。 

系統分類 

指標管理系統含括分為 THIS、TQIP、DQI(部門指標)、公

共衛生活動指標四大類指標(表 7)，指標由監測單位與負責單 

位進行管理；由負責單位收集資料，並鍵入指標數值；監測單

位則進行指標數值的監控、檢討與分析。指標系統功能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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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指標鍵入、查詢、下載、分析及製作相關圖表等功能。 

一、 依指標分類/名稱、監測/負責單位與年份等資訊查詢指

標。 

類別 指標數 

DQI 

  1,410 
自 THIS 指標中分部門 602 
自 TQIP 指標中分部門 110 
由各部門提出 698 

THIS 126 
TQIP 288 

公共 

衛生活動 

  82 
社區衛生教育訓練與宣導 8 
傳染病防制 6 
公共政策任務 24 
政策性健康檢查 4 
醫療網 3 
政策性醫療支援 2 
健康促進 15 
特色發展中心 20 

系統中指標數總計 1,906 
表 7  指標管理系統分類別指標數統計 

圖 11 電子化指標管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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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標數據下載：可將查詢結果資料下載。 

三、 標數值趨勢圖：可查詢指標長期趨勢之分析。 

實施前後優缺點 

一、 系統實施前的缺點。 

(一) 需使用大量紙本資料，且資料保存不易。 

(二) 需耗費大量人工，收集統計及分析資料。 

(三) 各單位無法隨時與及時取得及分析相關資料。 

二、 系統實施後的優點。 

圖 12 指標管理系統查詢資料下載 

圖 13 查詢指標長期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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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資訊化的方式將全院指標資料做統整及儲存。 

(二) 資料儲存於指標管理系統，各單位可隨時下載資料與查

詢指標數值。 

(三) 運用系統中的製圖功能即時運用趨勢圖監控指標。 

(四) 無紙化。 

系統效益 

使用指標管理資訊系統無論對填報、使用監測，與管理單

位均能帶來工作上的效益。對填報單位而言，使用電子化的指

標管理資訊系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通過身分驗證進入

系統通報指標之數值，部份指標利用醫院資訊系統資料直接計

算代入，減輕人員逐一通報之工作量，並能有效改善指標人工

通報錯誤率。而對使用及監測單位而言，因系統能自動將不同

單位填報之同一指標值總合，產生全院之指標值，因此減少許

多資料搜尋所需耗費的人時。另外系統允許使用或監測人員查

詢單次、歷史之指標數值，可針對趨勢進行分析，並提供繪製

趨勢圖之功能，讓人員能輕易的透過指標的比較、趨勢的變化

瞭解數值變化趨勢。而系統的管理者也能透過電子化的方式，

明確列出各指標的完成度，瞭解目前通報狀況，以利管理。 

以「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之血流感染」指標為例，該指

標由全院所有加護病房負責主管填報指標值，而由加護病房委

員會及感染管制小組進行監控，同時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之

血流感染全院指標值將由品管單位通報至 TQIP 系統中。透過

指標管理系統，加護病房負責主管可在辦公室、護理站，與家

中…等處通報指標數值。而加護病房委員會及感染管制小組可

利用系統進行該次與過往歷史指標值進行比較，瞭解該指標是

否有異常波動。無需再印製報表，人力、工時均可大量節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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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辦系統 

現況 

以往高階管理者於參與重要會議或是處理公務時，若臨時

有一件非例行性重要事項交辦某單位或某主管進行時，往往必

需由自己或秘書用手寫或電腦紀錄下來，以便下紙條或是口頭

交辦該單位進行，並請其限時回報，然後就只能坐著等待該單

位回覆，或是委由秘書追蹤。然而高階管理者處理事項眾多，

很難逐一追蹤每一個案件，往往過了很久甚至過了時效才發現

該單位還沒有回覆；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該案件需要五天才會

有結果，可是高階管理者或是秘書每天追催，使得業管單位主

管為了回報進度不堪其擾，甚至為此降低工作效率。另外由於

醫療院所高階管理者人數較多(例如：副院長有行政、醫療、醫

技、教育等)，所負責事項領域不同，單位主管有時會因為受交

辦事項太多(20~30 件)反而搞不清楚需向那一位報告，優先順 

序及時效為何，故有必要設立一個交辦事項追蹤的平台。另外

會議中討論決議事項有部份會轉為待辦事項，開完會後往往因

乏人監督或某種情況造成進度延宕，等到下次會議再討論時，

可能已經是一個月後了，不僅緩不濟急，甚至已過了時限，完

全失去會議討論及交辦事項之意義。 

追辦系統開發與功能 

追辦系統的設立，在於改變管理模式，以往口頭或紙條交

辦的事項，透過追辦系統平台，建立起追辦事項以專案列管，

承辦單位主管必須定時回覆追辦事項的進度、強化各單位工作

互動。追辦系統建構目的即在於克服將各單位所經手且急迫的

待辦與交辦事項，藉由網際網路提供員工隨時隨地無論在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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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院外，都將各個部門、單位所待辦事項逐條陳列，並按相關

負責單位與人員編列，追蹤查核承辦工作事項，或增列會辦及

配合部門人員，以利管理高層即時查核與監督之用如圖 14。 

追辦系統不但提供高層主管掌握各單位承辦事項的進度，

其他部室單位也能透過這個系統得知相關單位的工作進度。藉

由追辦系統，高層主管能進一步督促承辦單位或相關業務承辦

人員的詳細進度(圖 15)，讓承辦單位負責人員進入追辦系統中

回覆高層主管的問題，而且無論是新增的追辦事項還是回覆都

可以額外加入附件檔案補充說明。經由回覆功能(辦理情形登

錄)可以取得第一手的即時訊息，確實控管每一項環節，當工作

執行進度發生延遲時，亦可及早針砭問題癥結，給予額外的協

助或是指示，加速作業的進行，有效提昇執行效率。對於列管

圖 14 追辦系統列管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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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案件，亦提供便利之查詢功能，可依承辦人、監督主管、

類別等項目進行查詢。對於已結案之案件，轉入結案管理子系

統，提供歷史案件紀錄查詢。另外會議中除了業務報告之外，

討論決議事項有部份會轉為待辦事項，透過追辦系統追蹤稽核

功能，能夠在下次會議中完整呈現目前進度與處理現況，在與

會人員有共識的情況下，可加速會議討論流程，節省時間。 

系統效益 

追辦系統改變以往管理的模式，不但可以提供高層主管掌

握各項交辦事項的執行細節，對於執行的每一個環節也能夠充

分的得知進行的狀況，更能讓交辦事項中各個相關負責單位相

互知曉彼此間的工作進展，促進部門間與單位間的統合及聯繫

溝通能力。追辦列表的清單可以提供高層主管工作清晰進展狀

態，有效減輕各層級主管與同仁的工作負擔，提昇工作的執行

效率(如表 8)。 

圖 15 追辦系統執行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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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追辦系統建置前 追辦系統建置後 

會議待辦事項 會議常每月或每季

一次，交辦事項無

人追蹤，往往過了

時效或不了了之。 

會議交辦事項轉入追辦

系統，高層主管進入列

管清單，隨時掌握進度

與情況。 

主管交辦事項 口頭交辦事項雖請

下屬限時回報，但

也只能枯等，不清

楚進行進度。且數

量 一 多，無 法 兼 

顧，容易疏漏。 

主管不僅隨時掌握案件

進行進度與困難所在，

於 系 統 內 指 示 進 行 方

向，且對列管案件清清

楚楚，一目瞭然。 

行政業務 許多業務需跨單位

進 行，承 辦 人 亦 

多，造成業務推展

上極大困難。 

各單位可清楚在業務推

展上的角色，透過追辦

系統回覆，整合跨單位

協同合作，縱向與橫向

聯繫，順利推動各項作

業。 

臨時性 

交辦業務 

承辦人無法於第一

時間照會所有相關

單位，造成溝通與

執行困難。 

所有與此業務相關單位

皆可利用此追辦系統回

覆說明，並提供相關資

料，提昇工作效率。 

表 8  追辦系統建置前後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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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系統 

醫療院所面臨激烈的競爭環境，不斷的尋求創新，以提高

醫療院所的競爭力，醫療院所中創新也不只是某特定單位的責

任，而是各單位與各部門都必須具備的，應讓每位員工參與，

每位員工也應視「發想新點子」為已任，如此醫療院所才會有

傑出表現。而員工提案制度正是鼓勵內部同仁對醫院之事或

物，提出具體改善創新方案，開發全員腦力，實現全員改善創

新之制度，可作為醫療院所創新之基礎。 

過去紙本提案制度流程 

過去若員工對於醫院營運有創新構想或改善方案，可以隨

時提案，提案流程為提案者將研擬之提案，詳實填於「提案 

單」，由企劃部門統一收件，彙整後交予提案審查委員會，經

審查後採行之提案，應將原「提案單」影印一份交相關單位執

行，並將審查結果送至全院各單位並公佈之。經審查後未採行

之提案，應將原「提案單」影印一份交回原提案者，並存檔備

查。另外，經審查後採行之提案也會給予獎勵(如圖 16)。 

圖 16 紙本提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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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電子化提案系統流程 

一、 提案申請。 

某日醫院員工小薛打完電話訂午餐便當時，腦中突然閃

過一個念頭，猜想醫院一定還有很多像他一樣，每天都要打

電話訂便當，因此院方要付一筆為數不小的電話費，如何才

能替醫院節省費用呢？小薛想到一個好點子，如果店家申 

請 PHS 加入醫院群組，那以後訂便當就不用付電話費。於 

是小薛馬上登入院內網路，選擇提案系統申請畫面(如圖 

17)，把剛剛的創意點子寫下來，主題為「節流-降低電話費

用」，建議方案就寫「建議本院與經常供應本院員工早餐及

午餐之店家訂立合約方案如下，方案一：由店家設免付費 

電話。方案二：由店家申請 PHS 加入群組，並給與簡碼以 

利撥打(可由分機撥打，亦可由 PHS 撥打)」。最後送出此一

提案，前後不到五分鐘就完成提案申請，小薛心裡想：「還

好有電子化提案系統，馬上可以把好的點子提出申請」。 

提案申請之後，由系統寄發通知郵件告知執行秘書，執

行秘書依據提案內容進行案件所屬之業管單位判定，並點 

選業管單位，接著由系統自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業管單位至

提案系統進行回覆。 

圖 17 提案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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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回覆。 

資訊部門主管早上上班時打開電腦收電子郵件，收到一

封提案申請電子郵件，接著便進入提案系統進行回覆，單位

主管進行提案回覆後，須進行構面評分，構面評分後送出，

完成回覆作業。此外，企劃部門主管也會收到相同電子郵 

件，也一樣進入提案系統進行回覆(如圖 18)。 

另外，新光醫院提案系統的特色為「與追辦系統整合 

」。經主管人員裁定為「可立即改善」之案件，得於追辦系

統進行評估及處理(如圖 19)，各項追辦回覆期限訂為十天，

業管單位主管於十天內完成案件評估或處理，並申請結案。 

圖 18 提案回覆畫面 

圖 19 提案追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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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案審查。 

當月份提案於次月 15~18 日開放委員評量，委員登入院

內網路之提案系統，並點選「審查作業」，採逐案審查方式

進行，審查時依據各構面所造成的成本及帶來之效益進行評

分，除考量提案內容外，亦應考量提案人自評分數及業管單

位回覆內容與評核分數，另可參考其他同仁留言之意見進 

行審查。委員依據成本及效益的分數，認定該案是否「成案」

或「不成案」，按下功能鍵後即送出該委員審查結果(如圖 

20)。單一案件中，委員成案同意數超過總委員數半數者，該

案件即達成案標準。於每月 18 日進行結算，18 日以後審查 

結案之案件，其獎勵屬次月案件發放。 

系統效益 

實行提案制度後，有下列效益： 

一、 無紙化流程，節約用紙。 

二、 改善經營管理制度。 

三、 增加工作效率，例如：改善操作方法、作業流程及方式

等。 

圖 20 提案審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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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昇服務品質，例如：提高診療效率、效果及增加顧客

滿意度等。 

五、 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維護及強化人性醫療。 

六、 提升醫院形象、增加團隊精神、強化服務熱忱。 

七、 改善安全衛生及環境衛生、維護儀器設備、增加工作安

全。 

八、 院內資源(人力、物力、藥品、衛材、能源等)之節省。 

九、 院內提案數增加，提昇員工創造力與醫院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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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背景說明 

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KM)即蒐集醫療院所的

經驗、技術及智慧，並使之可為醫療院所人員取用的技術，隨

著醫院評鑑等相關行政管理範疇日漸受到重視，實證醫學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成為近年來醫學改革方向，透

過知識管理系統快速連結並分享相關資料，讓全院重要的知識

文件與作業流程資產都能夠妥善的管理，進而提昇醫院行政管

理效能，縮短外在環境挑戰的反應時間，節省人力，善用既有

的經驗。 

醫療院所導入知識管理系統時，需要正式成立內部的知識

管理推動小組(如圖 21 所示)，由高階主管、跨單位的代表(管 

理、護理、醫療、教學)共同組成，並安排必要的說明會，說明

知識管理系統的功能與效益。 

圖 21 知識管理推動小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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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推動小組在導入過程，配合專業顧問不斷的進行

訪談與單位內部討論，共同完成符合業務需求的系統設計，確

認規劃內容。系統上線後，推動小組成員即是後續應用重要的

種子人員，舉凡新增知識物件、分類規劃、績效報表製作等，

都需要專責的人員與資訊單位進行後續的協調。 

以醫院評鑑作為知識盤點方向： 

以 Vitals/KM 知識管理系統協助新光醫院進行推動知識管

理相關作業(圖 22)為例，將日常作業中龐雜的文件與資料進行

全面性的盤點，以定義知識的來源、類型、定義與內容，並找

出重複、未標準化、模糊不清的文件，可視需要同步進行文件

ISO 化的準備事宜。 

系統簡介與架構 

以多維度的分類架構，所有的文件除了可以評鑑管理為角

度進行分類，對於院內其他共通性的業務管理與稽核業務，亦

圖 22 知識管理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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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利用分類的方式來進行資料彙整，亦不會影響已使用之「醫

院評鑑」、「教學醫院經費補助計畫」的架構，讓不同管理維

度來應用既有院內知識庫的文件，除了可以讓知識運用者節省

大量搜尋的時間，更可避免重複工作所造成的資源浪費。系統

功能包括(圖 23~圖 26)： 

一、 知識倉儲：提供各單位建立文件樹資料，將單位相關

文件依年度別、文件類型別、單位別等方式上傳資

料，建立之文件資料，可以同時分享給不同單位運用

與學習。 

二、 分類檢索：建立教育訓練、會議類別、管理資訊、衛

生資料及健康資訊等類別，提供人員便利檢索系統之

運用。 

圖 23 知識倉儲系統畫面 

圖 24 分類檢索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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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資訊：有訂閱文件之設定、待審文件之功能及可

查詢個人閱讀紀錄。 

四、 進階搜尋：針對個人需求，透過進階搜尋之功能，查

詢相關文件資料。 

系統效益 

知識管理系統的導入，除了要能夠達到知識管理的目的，

更重要的是要設計出簡單而方便的多維度資料管理架構(如圖 

27)，讓知識運用者能夠在接受最少的教育訓練時數，熟悉各 

項系統功能的操作，提高系統使用的意願。因此在完成知識盤

點之後，便可依照知識的類型與特性，配合各類單位知識的使

圖 25 個人資訊系統畫面 

圖 26 進階搜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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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以各項知識文件產生的流程，輔導各單位建立具有單

位特色的知識庫架構，讓知識產生的人員可以最直覺的架構來

進行文件的上傳與查詢；同時根據知識文件的特性，進行合宜

的權限設定與管理，讓所有的文件都能在「分享」與「管制」

之間，取得應有的平衡。 

各部門亦隨著年度及文件增加，逐步增加系統之知識資

料，同時也提供更方便之知識取得途徑。 

透過知識管理系統之運用，不僅提昇各單位間資料共享及

知識取得的效率，並同時降低各單位文件儲存空間。新系統導

入後，整合性資源共享的文化落實於各單位，人員可透過系統

快速搜尋所需知識，無形中也增進各單位間文件交流之互動；

醫療院所針對知識管理系統建置後之成效分述如下： 

圖 27 多維度的知識管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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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使用於醫療院所，無形之效益為各單位同時架構出

單位文件之整理概念，以神經樹概念架構出文件整理整合模

式，再套用於系統，透過各單位之合作，將所有文件資料存放

於知識倉儲區。 

一、 儲存空間：可以節省檔案櫃與檔案儲存空間之設置。 

二、 人力成本支出：各單位人員需花費時間於整理文件、製

作檔案夾、完成目錄編寫等工作，極為耗時，經由資訊

系統之建置與改善後，可以大幅降低人事成本。 

三、 節省各單位資料搜尋時間：系統未建置前，各單位資料

搜尋需先透過檔案目錄進行搜尋，再依搜尋檔案目錄查

詢資料，查詢時間依個人經驗及單位檔案建立之完整性

而有時間差異，平均每人每份資料搜尋以 10 分鐘計算，

透過知識管理系統之搜尋功能，經由輸入關鍵字即可自

動將相關搜尋資料帶出，平均低於 5 秒鐘，以此推估，

每人每次搜尋檔案資料將可由 10 分鐘降低到 5 秒鐘， 

節省 9.5 分鐘時間，以全院性員工人數計算，其所節省 

的時間將可以大大的回饋在臨床作業上。 

四、 其他效益： 

(一) 各單位有系統的架構出單位文件管理的規則。 

(二) 無形中降低人員傳送文件的工時。 

(三) 有效提昇單位間知識及經驗的交流與分享。 

(四) 透過知識共享文章，提昇人員在個人知識成長的機會。 

透過系統建置，有效整合並完成各單位文件管理的架構，

提供完整知識經驗分享有助於院內資訊、經驗的流通，藉由討

論、分享，將每個人的工作經驗以電腦檔案儲存，使得新人可

藉由前人的經驗快速上手，運用過去的經驗，以提昇技術、產



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品、與服務創新的績效以及對外的競爭力，同時也促進醫療院

所內部的知識流通，提昇成員獲取知識的效率、發揮醫療院所

內個體成員的知識能力與開發潛能，進而促進醫療院所個體與

整體的知識學習能力，形成有利於知識創新的醫療院所文化與

價值觀。 

圖 28 知識就是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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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監控系統 

現況 

以往管理者若對於醫院內某些空間或位置想要了解現場

人員狀況時，可以有三種選擇，第一種親自移駕至現場了解狀

況，第二種委請他人至現場了解狀況，第三種請現場主管回報

狀況，但管理者若無法分身又想從自己的眼睛了解狀況時就無

法可解了。另一方面醫院多會針對較為重要或是敏感的地點設

置監視系統，監視系統的功用上大多是用於保全系統或是醫院

中央控制室，且因成本考量多採類比訊號，此類影像訊號較不

清析，遇有狀況時亦難以變更監視角度或焦距，此類影像提供

高階管理者亦無太大意義。 

現場監控系統功能 

醫院全天候 24 小時爲病患服務，為了提供安全的醫療環

境，降低病人發生意外傷害件數與針對犯罪的防範，及因應高

階主管對於現場監控管理之需要，傳統的磁帶式監控系統，已

不敷現代醫院管理之需求，爲了提高服務品質，醫療院所改用

數位化的現場監控系統，新舊式監控系統比較如下表(表 9)，應

用此系統，透過網路即可達到遠端監控及同時多點監看的目

的，數位化現場監控系統使高階主管可以選擇必要之地點進行

監控，以了解目前各角落的現場實地狀況。 

現代化之現場監控系統，除可同時監控醫院櫃檯、各樓層

及每個出入口，確保病患安全外(如圖 29)，此系統亦可提供方 

便的查詢功能，輸入年月日及時間，可立即查詢錄影紀錄，或

直接將紀錄存檔，有效管理影像資料(如圖 30)，另外動態偵測 

功能可以將重要區域設定為位移警告，出現物體移動可以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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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處理，且此類似系統均具擴充性，可將現有監控點再擴增，

讓高階主管更容易管理。 

比較項目 
傳統的磁帶式 

監控系統 

現場(數位式) 
監控系統 

空間使用 佔空間 節省空間 

儲存媒體 磁帶易受潮 不受溼氣影響錄影品質 

畫面清晰度 雜訊大 畫面清晰 

錄影時間 錄製時間短 錄製時間長 

使用方便性 
使用同軸電纜類比訊號 

只能在監視器前監看 

透過網際網路監看 

不受時間、空間限制 

表 9  磁帶式與數位式監控系統之比較 

圖 29 現場監控系統，監控出入口 

圖 30 可以遠端查詢影像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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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益 

對於醫療院所而言，行動不便的病患不在少數，遇到緊急

狀況，例如：竊盜、消防、暴力、急救…等，能夠早期發現異

常狀況，透過現場監控系統如圖 31，中央控制單位可立刻通 

報相關單位(人員)，把狀況立刻解除，有效防止事件擴大，保障

病患人身安全。即使高階主管人在國外，亦可使用網路保全系

統透過網路，將最即時現場畫面送至高階主管電腦銀幕上，以

了解現場狀況並掌控、管理與指揮現場。 

圖 31 透過現場監控系統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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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事件通報系統 

近幾年來，如何提昇病人安全已是全球之議題，台灣的醫

策會也非常積極的在推動醫療品質及病人安全，除了訂定八大

目標外，亦分別制定執行策略，主要目的即是希望各醫療院所

能遵循其標準，並秉持視病猶親的精神，落實以病人為中心之

服務宗旨，提昇病人就醫安全及醫療服務品質。 

有鑑於此，台灣的醫療院所不斷思考，如何利用現有的資

源，將病人最新的病況資訊即時的傳達給醫師，讓醫師能不受

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隨時掌握病人病情，以便能提供最即時最

完善的醫療照護。除此之外，病人在院期間的就醫安全亦是不

容忽視的議題，醫院必須營造異常事件通報文化，瞭解事件發

生過程而非用於追究個人責任，落實院內病人安全通報標準程

序，並對重大異常事件進行根本原因分析，建立一個「以病人

為中心」的安全醫療體系。 

異常事件通報管理系統 

發掘錯誤是進行錯誤管理的第一步，未被偵察的小錯誤可

以造成大不幸，由醫院的觀點而言，提高異常事件通報比例是

很重要的，如何鼓勵各醫院內建立自願性之醫療不良事件通報

制度，資訊化的運用將是不二法門。以建構病人安全環境所需

之基礎為架構，建置內部網路及資料庫，並強化資訊之統計分

析功能，除了做為部門間經驗分享以及資訊交流之平台外，並

可即時回饋各部門進行內部流程改善及再造工程。 

醫療院所除需訂定異常事件管理辦法外，更需建立改善及

學習機制，避免類似事件再度發生，維護病人安全，落實以病

人為中心之服務宗旨。醫療院所異常事件通報方式，早期均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75  

 

紙本方式填寫，不僅需印製大量紙本供各單位使用，另需花費

人工傳送、統計及於呈核後亦需找空間保存至少五年儲存相關

資料，並不符合經濟效益及時效。 

近年來，醫療院所規劃以資訊系統為通報作業工具，除可

增進通報及管理效能外，期望經由此類系統之建置，除可將處

理結果回饋各部室外，檢視相關流程發掘系統性問題，改善根

本原因，避免事件再發生，進而能以同儕學習精神，落實病人

安全就醫之文化，以提昇醫療院所之服務品質。 

醫療院所異常通報系統含括病人安全類與行政管理類： 

一、 病人安全類： 

(一) 不良事件(Adverse Event)：係指病人在醫療院所就診或

住院期間，醫療院所員工未依正確作業程序，缺少應有

之注意，造成病人非預期性之傷害；含醫療、醫技、護

理、藥事等異常事件，屬於強制性通報。 

(二) 跡近錯失事件(Near Miss Event)：指由醫療院所員工不

經意或即時的介入行動，使原本可能導致意外、傷害的

事件或情況及時被阻止下來，或於一般正常作業程序

下，卻發生非預期性之錯失事故、異常行為或錯誤等皆

屬之，但尚未造成有害結果。例如：藥物調劑錯誤被護

理人員發現、開錯處置被執行者發現，屬自願性通報。 

二、 行政管理類： 

(一) 重大損害事件：係指影響醫療院所業務正常運作事

件；例如：發生緊急災害，例如：火災、水災、醫療儀

器異常造成醫務無法正常運作影響病患診療等，此類屬

強制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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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事件：係指不影響醫療院所業務運作事件；例

如：來賓投訴事件、設備儀器故障、失竊案、媒體事件、

環境清潔異常或人員作業異常等，此類屬自願性通報。 

異常事件通報系統功能

包含： 

一、 電子化作業： 

可以提昇事件處理效

能，將 事 件 分 類，有 效 管 

理。完整紀錄事件過程功能

及了解各單位處理情形並

有會簽及呈核紀錄(圖 32)。 

二、 增設查核功能： 

藉由查核功能的增設，

由醫療院所稽核單位負責

查核與追蹤事件之改善情

形，以符合 PDCA 品管手 

法之改善循環機制(圖 33)。 

三、 分析與統計： 

本系統可針對事件類

別、發生單位、事件結果數

件等，進行統計，以利日後

分析與檢討，將減少異常事

件的發生為其最終目標(圖 

34)。 

電子化前後優缺點整理

如表 10。 

圖 32 異常事件通報系統 

圖 33 異常事件通報查核作業 

圖 34 異常事件通報分析統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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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可嘗試運用各項資訊科技，以電子化方式管理院

內發生之異常及客訴事件，並於事件發生後，詳細紀錄業管及

相關單位之處理情形，除了可節省人力之需求並達到無紙化

外，更可提昇通報作業之效率，落實管理追蹤改善之成效，保

障病人之安全。醫療院所更可參與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或其

他院際間的資訊交流管道，透過經驗分享與學習，來改善院內

病人安全的各種措施，避免重大異常事件的發生。 

手機簡訊在異常事件通報上的應用 

手機簡訊在醫療院所協助醫師的診療照護的應用與異常

事件的通報，在管理上，有著難以想像的便利性。經驗證明，

手機簡訊不僅能提昇醫療院所病人就醫安全，也能強化醫療院

  優點 缺點 

電子

化前 

不受限電腦即可通報。 1. 需印製大量紙本(一式三份)。 

2. 須耗費人工傳送公文，簽文

時效性低。 

3. 需花人力統計相關資料。 

4. 須有保存資料及儲存空間。 

5. 保密性低。 

電子

化後 

1. 由系統管控會簽與管理人

員，保密及安全性高。 

2. 提昇事件提報之可近性及

即時性。 

3. 提昇公文處理效率。 

4. 無紙化，系統可迅速傳送

及統計，節省人工傳送及

統計時間及效率。 

1.  需資訊人員方能開發系統。 

2.  電腦當機時無法即時通報。 

表 10 電子化前後優缺點比較 



78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所之醫療服務品質。 

早期在行動通訊尚未發達的年代，許多訊息皆是經由口口

相傳、電話或文書的傳遞，往往因口誤與筆誤造成與事實有甚

大之落差，或是費時的書面傳遞而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如此極容易造成醫師在診治病人過程中的誤判或錯失最佳處

置時機。隨後，傳呼機的發明，雖可讓醫療人員能相互及時聯

絡，卻僅能達到通知作用，往往需待收訊一方尋覓話機回撥才

能將回饋訊息傳達，且每次僅能通知一人，亦有因電話佔線，

對方無法撥入等種種不便的缺點。 

近幾年手機通訊的普及，醫療院所多已將傳呼機全面汰換

為 PHS 手機通訊系統，並結合全院分機，利用其「即傳即收 

」、機動性高、簡易輸入簡訊功能，使溝通更加便捷，且眾所

熟知 PHS 具備超低電磁波不干擾精密醫療儀器設備運作的特

點，在院內使用 PHS 電話、簡訊服務可不受地域限制，重要訊

息能在第一時間準確迅速即時傳達，資訊傳遞溝通零時差，進

而促使醫療服務品質更臻提昇完備。 

圖 35 PHS 網路發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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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為 PHS 簡訊發送系統架構示意圖，其網路發送簡訊 

方式有兩種途徑： 

一、 應用程式主動發送簡訊。 

醫療院所已陸續運用在支援醫療業務範疇(圖 36)，由電

腦主機透過網路與簡訊伺服器連結，以其無線傳輸特性開 

發出各項應用如下： 

二、 檢驗檢查異常值通報。 

當病人各類檢驗結果出爐或影像已經放射科醫師判讀

後，一旦所登錄的報告結果出現異常值時，應用系統將會在

第一時間透過與手機簡訊系統的連結，將異常的病人資訊即

時通知其主治醫師，讓醫師能夠不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隨

時掌握病人的最新病況，即早給予病人最適當的處置，並透

過危機值通報的管理機制，要求醫師於接收到簡訊通知後，

務必即時回覆，若系統未得回覆，系統將每隔兩小時再發送

圖 36 應用程式發送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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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目的就是提醒醫師能儘速處理，以免延誤病情，造成

不可逆的嚴重後果，當然也可避免醫療糾紛的發生。除此之

外，當有傳染病個案發生時，能於黃金時間即時通知感染管

制小組的人員，以便能盡速通報疾管局，即時掌握個案，避

免發生群聚感染，甚至造成更大的感染事件(圖 37)。 

住院管理作業的應用 

住院病人通常是屬於病情較嚴重或是較不穩定的族群，當

病情發生變化時，也應是要能獲得最迅速醫療照護的一群。醫

師面對不同的住院病人，如何正確掌握每個人每天不同的變

化，或尋求其它專科的支援，完善的醫療資訊通報系統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利用手機簡訊，發送出會診需求、侵入性導管或

禁食屆滿七天及使用抗生素超過七天的警示、住院到期通知、

自殺照會需求等，協助醫療人員提供更有效率的醫療服務(圖 

38)。 

 

圖 37 檢驗檢查異常值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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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頁系統發送大量簡訊 

當醫療院所院內發生突發狀況需緊急動員各類人員時，利

用網頁系統依不同動員類型做不同群組的設定(圖 39)，即時發

送簡訊，包含： 999 休克急救、333 大量傷患、全院綠色(消防

組成員)、全院藍色(水災組成員)、全院主治醫師、行政單位主

管級以上人員、外科系住院醫師等。並搭配全院廣播系統，讓

緊急動員令無死角與無時差(圖 40)。 

圖 38 住院管理作業應用 

圖 39 群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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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醫療上的應用外，藉由既成的系統，也可運用在行政

業務的管理，例如：感染管制員工流感疫苗施打通知、體適能

檢測活動通知、工務課發電機加載測試停電通知、人事室報告

颱風天門急診休診狀況、員工學習護照新開課程公告、福委會

福利品點選，及獎助學金申請通知等，做為各類行政事務的提

醒、事項宣導等用途。 

系統效益 

經由簡訊在各類行政與醫療行為的運用，讓各類人員可在

30 秒內即可收到最新消息，讓醫師能隨時隨地掌控病人病況，

讓醫護人員可立即對患者做適當之處置，成為以病人為中心，

提供優質醫療服務的醫學中心(表 11)。 

 

圖 40 網頁發送簡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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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管理作業應用 檢驗檢查異常值通報 行政管理作業應用 

通報項目 
月平
均量 

通報項目 
月平
均量 

通報項目 
月平 
均量 

CPR 批價 24 
病 理 報 告 更

新通知 
33 

病歷未完成

通知 
5,112 

開立自殺照會 27 
24 小 時 通 報

疾管局 
6 開會通知 1,058 

開立會診需求 2,596 
異 常 檢 驗 值

通報 
1,718 福委會通知 1,612 

有輸血反應 29 法定傳染病 606 停電通知 947 

轉介作業 15 
病 理 或 細 胞

為惡性結果 
545 

員工學習護

照開課通知 
159 

臨床路徑 539 
微 生 物 血 液

培養通知 
582 

其它類行政

通知 
45,966 

住院到期 176 

血 庫 檢 查 通

知(亞型/Rh 陰

性/AB Screen-
ing 陽性) 

370     

住院侵入導管

警示 
29 

放 射 科 異 常

報告通知 
71     

病患禁食 7 天

警示 
20         

藥物管控(使用

氨基配醣體類

抗生素超過 7
天) 

254         

路倒病患轉已

知通知 
16         

表 11 新光醫院各類行政與醫療簡訊月平均發送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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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管理資訊系統 

人力是醫療院所內珍貴的資產，也是醫療院所運作的核

心。自從 1990 年彼德．聖吉於「第五項修煉」(The Fifth Disci-
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書，提

出學習型組織理論後，管理學也開始著重於探討人力資源管理

對於組織發展的重要性，各醫療院所主管也逐漸瞭解人力資源

管理政策是創造醫療院所整體價值的關鍵。在醫療院所內人資

部門肩負了機構的選才、用才、育才、晉才及留才等重要任務，

因此人資部門在醫療院所內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也日趨重要。

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顧客意識高漲，人資部門所面對的是

在內外環境限制及有限的資源下，如何透過資訊整合，活化人

力運用策略。 

對醫療院所而言，人力資源部門面對著更大的挑戰，由於

醫療服務本身具有高度的專業性，醫院的員工由各領域的專業

人力所組成，有醫療人員、醫技人員、護理人員、行政人員、

外包人員等，而各類人員間又有重大的專業領域差異性，且隨

著醫療科技及專業知識之發展一日千里，員工的能力也必須要

跟著學習與成長，才能在求新求變的工作環境中跟上腳步進而

向上提昇，人力資源部門如何在醫療院所內能有效率的發揮應

有的角色功能，適時適當的引導醫療院所發展成為學習型組

織，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所幸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網際網路的運用，知識的取

得已不再是遙不可及。運用網際網路的屬性及資源，同仁可以

不受時空的限制，運用多元化學習管道接受教育訓練，其所創

造的學習環境，可以培養個體自動學習及持續的學習活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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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透過系統組織創造有價值的知識

管理策略，結合知識管理系統以提昇鮮活學習的競爭優勢；同

時結合線上教育系統與網路教學方案之運用，將緩解在職人員

因工作特性接受持續性教育的困難，將醫院營造為一個終身學

習的環境。 

醫療院所為落實人力資源管理已開始綜合運用資訊科技

所開發的各項系統，例如：「HR 人力資源資訊管理系統」、「 

員工意外事件報告系統」、「KM-知識管理系統」、「線上教

育學習管理系統」、「I-Share e-Learning 數位語音線上學習系 

統」來提昇人力資源與素質。各系統之併用扭轉了以往傳統人

力資源管理的作業模式與思維，透過共享知識的取得、線上語

言系統之學習及數位學習作業系統之管理，人力資源部門能更

有效的降低人力作業成本，提昇人力資源管理效率，營造終身

學習環境，使醫療院所逐步邁入學習型組織。 

人力資源資訊管理系統(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導入 

一、 背景介紹。 

醫療服務具備了高度專業性，且服務本身屬高度人力密

集，舉例來說一個病人到醫院看病可能會有掛號人員、醫 

師、護理人員、檢查人員、藥師、批價人員為病人服務，相

較於我們到銀行去辦事情只要接觸一個櫃員就可以搞定所

有事情差別甚鉅，由此可見醫療院所人員專業眾多、組織龐

大，且高度分工之特殊性。 

依據醫院管理專家的估計，醫院的成本結構中以人力成

本佔最大宗，約佔 45%~50%左右，在面臨健保制度財務面 

臨破產及醫療市場競爭日益嚴苛的環境中，醫院人力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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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醫院的競爭力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而良好人

力資源管理自是醫院取得競爭優勢的最重要因子。 

對醫療院所中的人力資源管理部門而言，如何管理人員

配置、考勤、晉用等，是該部門所面臨重要挑戰，例如：繁

雜的人員考勤作業、各類福利及行政申請等，如果以傳統的

人工紙本作業，勢必對人資部門造成重大的負擔，如何進行

有效率的處理與改變，適時導入資訊化作業將會有效提昇效

率。 

二、 系統簡介與架構。 

人力資源資訊系統(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HRIS, HR)，將人力單位相關的選才、育才、用才及留才等 

工作由紙本轉置於電腦及網路平台上執行，節省人工操作 

錯誤率、紙本表單簽核時間流程、資料核對之人力花費時間

及紙本資料儲存空間等。過去缺乏電腦系統的協助，人力資

源管理的作業耗費許多人力進行計算，同時容易因疏忽而造

成資料錯誤，經由資訊系統模組為建置基礎，改善人力資源

管理作業，建置之內容包括九大模組，分別為差勤作業模 

組、EIP 入口網站模組、薪資作業模組、福利作業模組、招 

募作業模組、人事作業模組、考核作業模組、保險作業模組

及教育訓練模組等(圖 41、圖 42 與圖 43)。 

HR 的專業範疇涵蓋整合人力資源相關的專業知識和領

域，並結合資料庫、應用系統和網路及通訊技術平台，在目

前應用上朝向從這些人事資料中進行歸納和統計分析，產出

有利於管理決策的相關人力資源報表，提昇管理資訊系統

MIS 的層次。人力資源電子化最終的目標，是期望能達到：

無紙化的工作環境、改善既有系統的缺失、提昇作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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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高階主管容易管理、減少紙本表單旅行的狀況，將人事

部門的人工作業簡化後，人事單位人員更能發揮在人員管理

上的效益。 

圖 41 HR 系統九大模組 

圖 42 HR 系統操作介面 圖 43 HR 系統請假作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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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開發效益。 

透過 HR 系統的開發管理與協助，人力資源作業明顯獲

得改善，除了降低人事行政成本外，更重要的是在建置人力

資源服務中心的概念，藉由電子化取代傳統人力資源管理 

的業務。對醫院而言，可提供人力資本的分析報表和決策建

議；對主管而言，提供人才管理輔助工具；對員工而言，加

速人事作業申請與查詢的自動化服務；對人事單位而言， 

則可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管理與執行的工具，大大減少人 

事單位在行政與資料處理的工作量，並透過數位化和網路 

化的優點，以發揮策略性和服務性的功能。 

(一) 差勤作業： 

系統建置前人事單位由專人每天以人工登錄、逐張簽核

差勤相關業務(請假、銷假、差勤報備等)，耗時、耗力又費 

紙。系統建置後降低人工輸入資料所產生的錯誤率，每年精

簡紙張及其印刷，相關作業工時亦可完全略去。 

在加班費、值班費、特殊工時、積借休假結算等作業於

系統建置前由人工進行統計，統計過程中若發生錯誤計算，

則需逐一再行核對與計算，不僅增加此項作業之複雜度，所

耗的工時也相對的提高；經由系統改善，透過資訊科技運

算，自動化所產生的數據，正確率高達 100%，降低錯誤率 

及提昇工作效能，是為 HR 系統建置後所帶來的成效。 

另外尚有差勤、加班、出國等報備制度由原以人工勾 

稽，改為系統自動結合備查，節省逐張翻閱紙本核對的時

間；但最重要的在 HR 系統建置後，對全院員工來說，由個

人自動化進行請假、銷假、核備、查詢等作業，不僅可自我

掌握個人差勤狀況，主導性也更勝於紙本作業，在人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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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管、層峰等更能透過系統的設計，在不同地點同時掌握

員工差勤之相關訊息，對醫療院所而言，不僅提昇員工滿意

度同時也增加醫療院所在人事作業之有效性。 

(二) 招募作業： 

招募系統建置後，改善了面試人員資料之繕打作業，應

徵人員透過系統完成基本資料及個人履歷之填寫及上傳，減

少了逐筆資料缮打及編輯造冊所費工時，同時建立應徵者資

料庫，足以提供管理者透過資訊化整合的資料即時完成招募

準備作業，同時也簡化錄取之後續管理、建檔、分發、運用

等作業。 

(三) 執照管理、線上考核功能、薪資申請發放、線上福利申

請、保險作業等功能之建置： 

除了有效率完成資料庫建檔及提供查詢運用之外，各項

資料報表同時也能依各單位之個別需求，作靈活調整產生 

文件表報，增加各單位在人事管理作業之效能；尤其是保 

險作業模組，建置系統資料格式，配合媒體申報規定調整，

直接完成上傳結轉至勞、健保局之資料上傳作業，增加行政

效能。 

員工意外事件報告系統 

醫療產業應如同其他產業一般學習如何去建立自願性與

強制性通報系統，以分析醫療錯誤，並分享改善經驗。透過這

些通報系統的運作，以建立收集醫療錯誤資訊的來源，再加上

系統性分析，追究系統上的弱點，才能預防醫療錯誤，提昇員

工及病患安全。 

一、 系統簡介與架構。 

各醫療院所為提昇員工工作環境以及醫療照護品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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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員工發生意外事件之職業災害時，有所依循並能立即獲 

得妥善的醫療診治與後續追蹤處理，藉由通報資料中各變 

項因子作有效整理與統計分析，進而檢討並研擬防範措施，

降低意外事故之發生，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保障員工權益

並做為職業傷病判定之參考資料，使許多共同工作的個人或

單位，分享彼此的經驗，也憑藉著系統化的思考和改善措施

的推行，同時促進醫療

院所系統的安全性。 

若醫療院所之員工

於上下班途中、執行業

務過程中或其他職業上

之原因，而受任何傷害

(病)。舉凡一般工作傷

害、職業傷病、尖銳物 

品扎(割)傷、疑似生物 

病原感染，皆可透過員

工意外事件通報系統進

行通報。通報流程如圖 

44 所示。 

二、 系統開發效益。 

過去案件的通報透

過紙本，高階主管往往

難以即時知會事件的發

生，而是透過緩慢的紙

本簽呈得知。透過員工

意外事件通報系統的協

圖 44 員工異常事件通報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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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即時看見院內發生的事件，容許相關人員採取即時的

反應，同時，可明確指出院內可能發生意外的地點，對新進

人員進行宣導，有效的增進員工安全如圖 46。 

圖 45 異常事件通報系統畫面 

圖 46 新進人員針扎事件比例 



9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電子教育訓練系統 

隨著網路技術迅速的發展及資訊科技的發達，帶動了世界

各角落對網際網路運用的脈動，也使網際網路成為當今最大的

資訊傳播網及行銷媒體，網際網路的連結讓少數人所擁有的資

訊可被多數人所分享。電腦一日千里的速度使得世界各角落對

網際網路運用的脈動也隨之成長，在網路技術及資訊科技迅速

發展的帶動下，在我們生活中產生了便利與即時的影響。各大

行業在經營策略改變的環境及科技日新月異的衝擊中，員工的

能力也必須要跟著學習與成長，才能在求新求變的工作環境中

跟上腳步進而向上提昇。 

面對現今知識爆炸的時代，終身學習的概念不斷被擴展，

隨著社會的變遷，資訊技術的發達及網路廣泛的運用，不但整

個社會面臨重大的改變，更重要的是教育方面也面臨重大的挑

戰與轉型。人與人溝通的工具也隨著網路的發達有了變化，現

今除了學校已經運用網路進行教育外，各個行業也都跟上了腳

步讓網路教學成了職場在職教育的新趨勢。網路教學具有不受

時空限制及可以彈性學習的特色，不僅為學習者提供了立足點

平等的學習機會，學習者的上課地點不侷限於課堂上，所以當

學習者與教學者處在不同的環境下，透過系統化的教學設計與

電腦科技結合，學習者可以彈性的選擇自己合適的學習時間、

地點與方式，並經由科技媒體與老師及同學的互動，增加以自

我導向為主之學習機會，使上課就顯得更有彈性進而達到學習

的目的。透過超媒體的網路學習系統規劃，利用全球資訊網的

屬性及資源，將基礎設計課程利用全球資訊網及資源規劃教學

計畫的特性，以破除時空的障礙、多元化學習資源、互動式學

習、個別化學習、教學者角色之轉變及科技整合等特質，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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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學習環境，可以培養個體自動學習及持續的學習活動，

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醫療院所面對病患具有繁雜的作業特性，在資訊科技發展

的推動下，無形中也形成一股趨勢，同時改變了醫療從業人員

如何取得知識的規範，透過系統組織創造有價值的知識管理策

略，結合知識管理系統以提昇鮮活學習的競爭優勢。在繁忙的

醫療業務中，人員需輪值三班的工作，透過不受時空限制的影

響，結合線上教育系統與網路教學方案的線上數位學習模式，

將緩解在職人員因工作特性接受持續性教育的困難，也能符合

臨床作業的需求，讓臨床從業人員能更有彈性的接受在職教育

訓練，提昇參與在職教育的機會與意願，增加其參與學習的滿

意度並能獲得更多的知識與成長，除了有效降低人力作業成

本，同時增加在職員工更有效率的學習成效。 

業界已開發出各式電子化之線上數位學習系統並導入醫

療院所裡，為一套可透過影音進行學習，並可進行同步及非同

步之網路學習系統，新光醫院在逐步建置中首先完成新進人員

職前教育訓練之作業，並依序進行護理進階課程訓練、在職人

員相關教育訓練及學習之規劃與建置。新光醫院配合臨床需求

並為協助新進人員適應環境及工作，配合不定期到職與不一 

之人數，不定期開辦課室之新進人員教育訓練，另護理進階課

程、各類醫事相關人員學習護照認證課程等訓練，每年均投入

大量人力、物力及場地以能順利完成課程之舉辦及訓練；經由

線上數位學習系統導入，新進人員在錄取正式報到前依人事單

位提供系統的帳號、密碼在家進行新進人員教育訓練，透過數

位學習方式，完成醫院宗旨理念、環境安全、感染管制及各部

門介紹等各式訓練，護理部門則配合台灣護理學會認證安排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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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護理進階訓練課程及非醫師人員學習護照認證課程等，數位

學習課程均規範學習後評值機制，可以有效降低新進及在職人

員職前與持續性教育訓練之成本並提昇學習成效。 

理想中之線上數位學習系統為一雙向多元的互動工具，具

有影音傳輸功能，同時也提供同步或非同步之網路教學環境，

可提昇無法接受課室教學者更佳之學習環境及紀錄(圖 47、圖 

48)。 

系統包含有以下功能： 

一、 虛擬教室：包含同步即時課程管理與收視、課程錄影檔

管理與收視等功能。同仁透過影音傳輸進行課程學習，

針對不清楚或有疑問之處，可以重複播放學習，以達到

學習之成效。 

圖 47 數位學習系統畫面 圖 48 互動討論系統畫面 

圖 49 虛擬教室系統畫面 圖 50 課程學習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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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討論室：包含同步即時會議管理、會議錄影檔管

理、同步即時會議收會議錄影檔收視等功能。除了提供

課程之討論功能外，也能運用多方會議進行之功能，達

到課程、業務、問題等互動式討論需求，同時於進行討

論及學習中亦可瀏覽相關網頁進行文獻之搜尋。 

(一) 討論區：包含最新討論主題、分類討論版等功能。 

圖 51 互動討論功能畫面 圖 52 互動討論-網路文獻搜尋畫面 

圖 53 課後問卷填寫功能畫面 圖 54 課程時數查詢畫面 

圖 55 影音測試功能畫面 圖 56 討論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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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中心：包含檔案管理、檔案下載等功能。 

(三) 網站訊息：包含最新消息、系統公告等功能。 

透過線上學習系統之運用，不僅提昇醫療院所新進及在職

人員多元化之影音互動學習環境，並能即時評估其學習成效。

以新光醫院新系統導入前後之比較為例，新系統導入後，相關

課程教學經由非同步之網路學習，人員對時段的選擇較有彈

性，可以增進醫療院所人員參與在職教育的意願。以下是新光

醫院針對新進、護理進階課程及在職人員運用數位學習系統進

行學習成效之探討。 

一、 新進人員-職前教育訓練： 

透過線上數位學習系統之運用，大幅降低人力資源管理

部門舉辦新進人員教育訓練之成本。一般言之，新進人員需

花費 20 小時於參與課室教學之職前訓練，以單一醫學中心 

規模一千人為例，每年將可節約 20,000 人力小時。新進人員

報到前在家即可進行訓練與學習，不僅節省醫院的薪資成

本、場地支援成本，亦可幫助同仁在報到後儘速進入狀況，

融入單位工作。新進人員透過到職前完成相關教育訓練，除

了於到職前能先了解職場文化與工作性質外，同時也能降低

到職前的不確定感，提昇到職後對職場工作的滿意度。學習

滿意度會直接且顯著影響持續使用意願，透過分析發現新 

進人員對於科技使用接受度會因個人基本特性不同而有差

異，尤其是新進人員個人網路操作能力、數位學習經驗、對

於網路搜尋文獻能力與連結網路便利等因素，是影響新進人

員對於數位系統學習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新進人員使用經驗推論使用接受度，規劃符合新進人

員期待的課程內容，提供具備易用性介面、完善的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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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穩定的系統品質，將有助於提供職前訓練的成效。 

二、 在職人員-護理進階課程： 

國內護理界在台灣護理學會接受衛生署委託後，開始有

系統的建立護理人員臨床專業能力進階制度，強調有計畫 

的訓練各級護理人員，滿足護理人員求知需求，穩定人力，

使護理人員適才適所，提昇護理人員之專業知能及護理服 

務品質，以使病人權益獲得保障。由於能力進階的對象為臨

床護理人員，因此，各大醫療院所均安排進階能力之護理在

職教育課程，透過在職進修管道，以增進專業知識及技能，

確保病患之照護品質。透過線上數位學習系統之運用，大幅

降低護理部門舉辦進階教育訓練之成本。 

三、 在職人員-持續性教育訓練： 

數位學習系統之運用，可以提昇在職員工更佳的學習環

境。此外，進一步分析在職教育的成本效益，發現透過新系

統的開發，可以節省人員執行相關作業所耗用的時間成本、

教材、講師及場所安排等。改善在職教育之直接效益上可以

提昇專業之知識與技能，改變個人之工作態度，增加學習者

自我能力的肯定與信心，其不僅可以豐富臨床健康照護品

質，亦可提昇工作滿意度。 

雖然數位學習為在職人員帶來便利性的學習環境，也為在

職人員解決了學習環境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任何具品質的

教育訓練應依學習的目標及教育的結果予以評量，網路教學課

程也是一樣，人員在網路另一端的學習態度及學習成果需設立

一套良好且標準的評量方式，以能達到學習的目的及意義。另

針對學習者而言，每個人皆得先做好準備迎接這樣一個新的挑

戰，且應先做好自己對資訊產品及操作等相關能力之訓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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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療院所之設備，應同時考量是都有完善的資訊設備進行學

習，是管理者在進行網路教學決策時須同時考量的重要因素，

以期能提昇其便利性，增加學習者的意願。建議各醫療院所應

加強各級人員之電腦資訊課程，並強化人員對資訊軟硬體之操

作能力，以能快速的運用電腦網路獲取相關學習之資源。而每

位人員皆得先做好準備迎接這樣一個新的挑戰。醫療院所應同

時考量資訊設備之完善性以能提供人員進行網路學習，期以能

夠增加護理人員之成長，同時建立院際間的標準課程規範，如

此，透過網路教學的模式不僅可以增加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亦

能減少耗費的成本，並增加學習之成效，也能達到網路運用真

正的意義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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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資訊系統 

前言 

醫院評鑑是一個嘗試藉由評估及認證醫療院所來界定及

增進醫療行為的制度，而根據國際醫療照護評鑑聯合會對於評

鑑所下的定義為「醫療院所自我評值和接受外部同儕審查的過

程。根據既定的標準來精確評值自我的表現，並訂出執行方案

以持續改進健康照護制度」。我國的醫院評鑑制度則起源自

1987 年；依據醫療法第 28 條相關規定，各醫院均需接受「醫 

院評鑑」。 

事實上三年度一次的「醫院評鑑」對各醫院均屬相當重大

的事件，評鑑的結果除了攸關醫院的形象與榮譽外，更重要的

是因為評鑑結果與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掛勾，因為「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中明定中央健康保險局依

據評鑑核定等級與醫療院所辦理特約，而依據特約等級的不同

部份給付項目之點數不盡相同。 

醫院評鑑通常為三年一次，針對三年來的醫療、護理、管

理、教學研究相關成果進行評鑑，評鑑為期二至三天，評鑑委

員除了到醫院現場評估各項作業是否合乎評鑑標準外，另外就

是針對醫院所整理相關資料進行查證與審閱，故對醫院而言，

除了平時就需要進行資料收集外，通常在評鑑日一年前更需要

開始進行相關資料之分類與整理。 

系統規劃 

醫院評鑑的資料文件準備工作，總是造成院內人員重大的

負擔，因為新制醫院評鑑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標準內容繁多，

總標準達 603 項(新制醫院評鑑 508 項、新制教學醫院評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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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新光醫院為例，評鑑準備之資料夾數約近 3,500 冊，以

每冊資料內容至少 400 頁計算，總計需列印或影印資料至少

140 萬頁。有時，還需準備二份以上之資料。故醫院花費在整 

理、列印、影印資料的人力及物力難以估計。有部份資料，例

如：會議紀錄，可能會有數十個評鑑點項有相關對應，故可能

需準備數十份相同的資料，然而由於評鑑點項繁複眾多，分別

由不同單位之不同人員整理，又難達成資源共享之狀況，但是

在準備資料後評鑑委員也不見得會實際審閱資料，因此醫院評

鑑資訊系統即是為達成減少無謂的資源浪費及節省人員整理

資料之目的所設計。 

醫院評鑑資訊系統採

依評鑑點項分列之模式， 

以資料夾之模組供同仁管

理上傳資料(如圖 57)，資 

料分別依評鑑規定(符合

C、B、A)存放，負責評鑑 

準備資料之同仁可依據評

鑑點項之規定上傳相關資

料，而相關同仁如需相同 

資料時，雖分屬不同評鑑 

類別或項目，不需再次複 

製資料上傳，而可以採取 

用搜尋方式找到所需資料，

以參考方式連結其他單位

已上傳之資料，達到資源 

有效地再利用。委員如需 
圖 57 評鑑資料查詢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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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資料時可直接在電腦系統上點閱，必要時可以列印，如此

可以減少醫院內存放文件空間的問題，並且利於院內人員在院

內任何可上網的地方使用，發揮經濟效益。 

系統效益 

本系統可達到評鑑資料準備無紙化之目標，節省大量檔案

儲存之空間，避免無謂的影印、列印資料及紙張資料夾浪費，

只要將評鑑資料電子檔儲存於系統中，即可藉由查詢系統一目

瞭然評鑑點項對應那些資料，直接在電腦畫面上審閱資料內

容，必要時再予列印。醫院評鑑資訊系統之開發可節省醫療院

所巨額費用，費用達數千萬元(數千個資料夾外殼、數百萬張 

紙張、影印列印費與儲存檔案之空間費用)。此外，檔案蒐尋功

能之加強更省去無法估算之人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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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預算資訊系統 

前言 

醫療院所內組織分工細膩而且繁複，動輒數十甚至數百個

單位，各單位間所從事的各項工作充滿了高度專業性也耗費資

源，如何掌握各單位工作之進度與資源耗用狀況是管理者所需

面對的重要課題。另一方面隨著醫療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為

提供病人最優質的醫療服務，醫療院所中的各醫療部門無不希

望引進最新的科技或儀器設備以造福病患，然而新型醫療設備

動輒數百萬數千萬，甚至上億元，在醫療院所內可動用資源有

限的狀況下，如何能夠合理運用醫療院所內之資源，適時引進

新醫療設備儀器變成十分重要的課題。 

對於管理者而言，要對各單位工作成效進行評估，最簡單

的方式就是由各部門定期擬訂工作計畫，藉由工作計畫的執行

與檢討，管理者可以運用「計畫評核術」(Program Evaluation 
Review Technique, PERT)衡量各單位工作進度及執行成效。 

另一個衡量各部門工作成果的方式，即是以資源耗用狀況

來評估各單位的作業成效，因為工作成果的達成， 理論上均需

耗用多少不一的資源，而資源耗用最容易建立評估管制點即為

「金錢」，從「金錢」耗用的多寡來評估工作執行的狀況，此

部份通常可結合醫療院所的會計制度預算及決算帳務核銷作

業來評估，例如：該單位提出工作預算一萬元，後來卻只花了

一千元，這時就有必要檢討該單位的作業成效。 

將前述兩種評估方式加以結合即成為所謂的「計畫預算制

度」(Plan Budget System, PBS)，即是以電腦系統整合將各項單 

位的作業計畫與預算統合進行追蹤管控之系統，由各部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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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並依據工作計畫編列預算，藉由工作計畫與預算間相

互稽核比較即可評估單位的工作成效，計畫在提出時即需明列

計畫內容與計畫所需耗用資源及預計達成目標，供相關單位及

層峰進行參考。 

簡單舉個例子，例如：某單位提出社區講座計畫預計於某

段時間於社區舉辦健康講座十場，而舉辦十場健康講座必然必

需花費某些費用，如必需安排十位講師，故編列十場次的講師

費，計畫期間結束後，該單位僅向會計部門核銷了六筆講師 

費，且僅提出六場講座之成果報告，由此推估該單位僅舉辦六

場健康講座，故必需請該單位說明為何僅舉辦六場。 

計畫與預算系統功能 

一、 結合計畫與預算，可落實計畫與預算之執行。 

將各成本中心之計畫與預算的年度執行質與量同時結

合比較。 

二、 引進企業成本概念的預算制度。 

原本台灣各醫療院所均是在大電腦 HIS 系統下編列年

度預算，各單位工作計畫之部份則另行提出，對於管理部門

(例如：會計部門、企劃部門)及層峰較難勾稽與審核計畫及

預算，因為無法明確看出關聯性；在新開發的計畫與預算 

系統中，預算與計畫同時為網頁上編製，在程序上有了改 

變(如表 12 說明)，對於管理單位及層峰而言可以明確瞭解 

某一個計畫需要耗費多少資源。 

三、 提升計畫預算編審效率。 

在醫院中每年約有 750 筆計畫編審，如果沒有一套功能

強大的系統提供方便的資訊交換平台，勢必需要相當多的 

人力及時間才能達成。所以本系統主要便針對相關會辦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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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行控管，例如：若有資源耗用到人力時，即會自動會辦

人事單位進行人事成本評估；有資源耗用到空間時，會自 

動會辦工務單位進行空間改建成本效益的評估。如此一來，

全院各單位編立計畫預算時僅需針對自己單位的需求及計

畫預算進行編列，系統即會自動將需會辦的單位送出，由於

計畫牽涉相關單位的評估均已完成，故可以提昇未來計畫 

審核之效率。 

因 此 系 統 同 時 可 

進行「平行會辦」功能，

亦即同一計畫案若同時

需會辦人事及工務單位

時，該案會同時送出會

辦資料給不同單位，人

事和工務單位可在同一

時間一起做會辦意見的

輸入，減少了以前紙本會辦時必須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的作業

會辦，在效率上也大大的提高(圖 58)。所以新光醫院在計畫

預算編列及檢討時，能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完成全院近千件相

比較項目 PBS 系統 HIS 預算 

安裝連線程式 不需 必要 

編制人員 院內員工(含主管) 限主管 

流程化設計 有 無 

代理人功能 有 無 

表 12 計畫與預算系統製作前後期比較 

圖 58 平行會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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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預算案編列纂寫、會辦審查等相關煩瑣的作業。 

系統效益 

一、 自動流程控管：每一筆計畫預算案都須經過在系統中

總共分為八個版本之資料。各版本中有不同之作業時

程，例如：編製期、審核期、呈報期、執行檢討成果及

追蹤期…等(圖 59)。審核期為計畫與預算審核會議，以

二種方式來審核，一為計畫：由各單位於會議中報告 

計畫內容；二為預算：由會計課召開預算審核會議。系

統會自動針對各流程及各版本進行控管，以使資料能有

歷史性的查詢及正確的作業流程。 

二、 代理人設定：因上述提及的流程，而附加了代理人設

定，不會因為主管休假而耽誤了流程傳送，使行政效率

更加提高。 

未來展望 

自計畫與預算系統上線之後，由於可以明確對應計畫及資

源耗用預估，因此在計畫審核階段，管理者可以充分考量醫院

各部門之發展，在整體資源有限的狀況下，針對各部門所擬定

之計畫排定優先順序，針對優先執行的計畫投入較多的資源並

予以必要協助。在計畫執行階段亦可評估計畫執行進度，並參

酌整體醫院資源耗用狀況予以調整，而對於管理部門(例如： 

會計部門、企劃部門)亦可獲得較充分之資訊評估分析各單位 

圖 59 各計畫預算作業時程版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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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執行狀況，提供層峰做為決策時之參考。 

未來可以再結合導入品管手法於資訊系統，以 PDCA (Plan
-Do-Check-Action)模式進行計畫階段性的改善與檢討，在系統

功能上加入檢討功能及執行進度比對，將使行政作業更具效率

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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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會議系統 

電子會議紀錄系統 

醫療院所因肩負業務繁重且醫療院所分工細膩，為使各事

項推行順利，經常需要進行工作協調，因此必須藉由各項會議

來統籌討論與協調事宜。有效率的會議程序應包括下列步驟： 

一、 會前： 

應於會前發送會議通知給應參與會議之與會者，通知的

內容應包括會議的主題、日期、時間、地點、主持人員、記

錄人員、會議議題、會議報告或討論資料與其他應注意事 

項。與會人員若有不克於會議時間出席者，應事先向會議主

持人員請假或派任代理人為宜。 

二、 會中： 

(一) 與會者於會前充份閱讀會議相關資料，準時出席會議、

簽到。 

(二) 上次會議紀錄由各與會者傳簽確認。 

(三) 各相關單位針對上次會議主席指示追蹤辦理案件辦理

情形報告。 

(四) 與會者進行本次會議議題報告及討論，若不及列入本次

會議議程者，則提出臨時動議。 

(五) 紀錄人員於會中紀錄主席決議及本次指示追辦專案。 

三、 會後： 

會議紀錄人員將會議紀錄及追辦專案列表經主席確認

後，依業務權責陳核層峰，並將會議紀錄提供與會人員作為

執行依據。 

通常為將會議通知及會議議題相關資料送給與會者，會議

經辦人員需要大量影印相關資料，並將其一一分送至與會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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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常耗用資源及人力，且效率不彰。而在紀錄陳核後，也

常需要影印大量的資料(會議紀錄、追辦、相關參考資料)供相 

關單位進行專案執行及參考。而保存相關會議資料的空間及硬

體設施，隨著會議次數的累積亦需逐漸增加。而若醫療院所中

有人員想查詢會議之議程、資料、紀錄…等資料，則需自大量

的資料夾或檔案櫃中逐項查找。 

採用電子會議系統即是希望以電子化的方式整合會議程

序及相關資料，解決以往紙本作業的時空限制、耗費大量人力

及物力成本之問題。 

以新光醫院之電子會議系統為例，為能有效的管理會議，

首先將會議之相關表單加以標準化，讓醫療院所內的員工均可

以在電子會議系統的網站上自由下載相關表單(圖 60)，除能統

一院內會議相關文件內容外，亦可透過表單的統一化內容提醒

使用者相關會議進行應注意事項，例如：報告上次會議追辦事

項…等，避免遺漏。 

會議管理者於會前在電子會議系統中開設新會議，透過結

構化的表單，可標準化資料之格式，並亦可避免任何資訊的遺

漏。同時，亦可透過預設功能協助會議管理者縮短作業時間，

例如：預先設定各會議之主席、與會人員，如此可減少一一輸

入之時間(圖 61)。 

圖 60 電子會議系統標準化表單下載 圖 61 電子會議系統結構化表單 

與預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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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與會人員上傳檔案功能，除能讓會議承辦先行上傳會

議相關資料(議程、上次追辦事項處理表…等)外，亦能讓與會 

報告者在會議進行前將會議報告或討論議題資料自行上傳或

連結，其他與會人員即可先行閱讀會議相關資料，俾利會議順

利進行(圖 62)。 

網路電子會議系統的特性，即是讓不同的與會者可同時進

入系統中處理不同作業，包括資料上傳、下載、簽到、紀錄傳

簽…等作業。例如：各與會者可於事先或會議中利用電腦系統

進行會議的簽到或請假作業(圖 63)，若於會議中因臨時需要增

加出席人員或列席人員，亦設計有未登記簽到之功能，讓參與

會議人員之紀錄不會有疏漏。同時，與會人員亦可透過其系統

閱讀已經核簽之會議紀錄(圖 64)，並作已閱讀之註記，確保相 

關紀錄不會遺失，並確實的被紀錄。 

圖 62 電子會議系統開放檔案上傳及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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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同時設計直覺式的會議尋找功能，透過視覺化週曆或

月曆式的畫面(圖 65)，讓使用者可迅速依日期找到預計或已參

加之會議，並進行各項會議功能的處理。 

為能方便尋找會議之資料，使用者可透過搜尋的功能，針

對會議名稱、地點、參與對象、主持人、聯絡人，及會議主題

之關鍵字進行搜尋(圖 66)，相關搜尋結果將以列表方式呈現。 

圖 63 電子會議簽到系統 圖 64 電子會議紀錄傳簽系統 

圖 65 視覺化週或月曆畫面 圖 66 分類關鍵字搜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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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會議系統的優點包括： 

一、 電子化資料傳遞。 

會議承辦使用電子郵件發送會議通知給與會者，與會報

告人自行上傳議題相關資料至電子會議系統中，供與會人員

先行閱讀。除不再需要大量影印工作及人工傳遞資料外，與

會者無論在何時、何處均可透過網際網路連線至電子會議系

統中預先上傳及閱覽會議資料，提昇會議與會者對於議題之

瞭解，有助於會議中相關討論之進行。此外，在會議紀錄經

層峰簽核決行後，亦會上傳至電子會議系統中供相關人員進

行參考。 

二、 線上即時議事簽到與會議紀錄傳簽。 

紙本作業中，會議經辦人員需於會前製作會議簽到單與

會議紀錄傳簽表等資料，於會議開始前或進行中傳遞給各與

會人員輪流進行會議的簽到及上次會議紀錄之傳簽；更有

甚者，拷貝大量會議紀錄及傳簽表給與會者，由其帶回閱讀

確認後，再行簽名及傳送傳簽表給會議經辦人員，平均作業

時間約需費時三至五日之譜。使用電子會議系統後，與會人

員只需要利用經授權的網路連線至該系統中，輕鬆的按下簽

到按鈕，則系統將會登錄人員簽到(時間、人員)。因系統具有

同時連線功能，因此無需每個人均在同樣的表格中簽名，即

能完成所有與會人員簽到動作。上次會議紀錄傳簽亦同，人

員只消於系統中點擊上次會議紀錄並加以閱讀後，按下「 

閱讀」按鈕，系統即會登錄使用者之傳簽閱畢功能。參加會

議的人員可於事前即閱讀上次會議紀錄，並即時於會議中 

進行簽到，無需再另行花費時間、人力確認人員出席或傳簽

狀況，並催促補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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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減少儲存會議資料之空間及軟硬體。 

使用紙本儲存會議資料所需要的空間及軟硬體需求將

隨會議次數增多而呈現倍數式的增加，且紙本保存不易，紀

錄容易遺失或破壞。使用電子會議系統將儲存之空間及軟 

硬體使用效率有效提昇，同樣的空間將可存放數以千倍計的

資料內容，且保存較為便利。 

四、 增加資料查找便利性，改善醫療院所會議知識管理。 

資料若無法再被有效使用，則對醫療院所而言與垃圾 

無異。使用電子會議系統讓會議的資料再被使用性大幅增

加，無論是會議紀錄的查詢、議題的統計或會議報告資料的

參考等。醫療院所內成員若有需求，可透過日期或不同類別

之關鍵字進行查找，大大增加其便利性及降低可能搜尋成

本，增加醫療院所會議知識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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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會議紀錄系統 

醫師主要的工作在病患臨床上的照護，但例行性的病例討

論會則能提供醫師會診及經驗傳承的功能。但目前大部分的醫

師在準備這些討論資料時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及精力，討論

完畢後的會議紀錄又僅能供紙本的歸檔。 

所以醫院推動電子會議計畫之主要目的，係因為建立及維

持醫師教學相長之學習與討論，同時達到醫院優良教學的塑

造，必須積極主動提供醫師教學平台，方能應付知識經濟發展

之挑戰。並以醫療電子會議廳為主軸，規劃未來醫療資訊傳承

平台的發展。 

導入電子會議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 推展電子會議：將原

先到場會議形式取代

為電子化方式呈現會

議 內 容 及 流 程 ( 如 圖 

67)，不僅能縮短與會

人員耗在會議中的時

間，減少會議相關資

料整理彙總，並增加

工作效率，達到事半功倍之成效。 

二、 加速會議資料的整理：在住院病患之病例討論會的資

料準備上，能連結醫院其他系統資訊，只要各科當日有

病患入院、出院、施行急救、死亡及手術處置(例如：心

臟內科實施心導管手術、外科實施手術等)等相關訊息 

發生，系統應主動產生相關待討論清單，並可自動連結

圖 67 電子會議議題製作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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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其他相關

資訊系統資料

(如圖 68)，使 

醫療人員可利

用該自動化產

生之病例進行

討論而不需額

外增加準備資

料的時間。 

三、 提昇醫療品質：可利用系統自動篩選並完整列出需注

意及需討論病人之病歷紀錄及相關臨床資訊，並在參與

會議過程中提出討論，並可利用該討論平台延伸為會診

機制平台，使有興趣之各科專業人員進行線上討論及會

診作業，增進醫療服務品質。 

四、 提高會議參與率：電子會議廳強調以數位導向為出發

點，因此透過網路即可參與會議與討論，不僅降低會議

費，更進而提高出席率。而且參與討論的時間超脫了傳

統會議結束就無法再繼續的限制，只要對當次會議有興

趣的討論都可以在任何時間及地點進行討論。 

五、 透過簡易操作方式，打造醫療學習討論成效：透過數位

方式召開會議，只需準備討論內容與電腦搭配網路連

線，即可參與會議，此種方式更能刺激醫療人員的參與

度(如圖 69)。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中，資訊更新速度

極快且自我學習的時間不多，必須找出最具效率的方

式，將病患所有資料在會議中呈現，例如：影像資料、

手術紀錄、檢驗檢查報告等(如圖 70)，並可立即自各系

圖 68 醫療電子會議廳討論資料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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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連結最新資料，亦不會對原資訊系統增加額外的負

擔。故才能以對的方式將對的內容傳遞出去且促進知識

的累加及分享。 

圖 69 住院病患討論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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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電子會議廳三大成效為： 

一、 快速文件儲存：藉由會議廳將會議文件上傳，使得有興

趣者自行下載檔案，不需透過其他方式傳輸。並且節省

紙張列印，降低紙張費用及達到無紙化作業。 

二、 降低作業成本：使用數位化會議方式，大幅降低會議成

本及人工作業程序，增進工作效率。同時結合醫院其他

資訊系統例如： 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PACS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LIS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及「入出院病歷摘要

系統」的輔助，醫師在準備個案討論會時便可不必大費

周章的到各單位調資料或到各系統查詢資料，系統每日

圖 70 住院病患討論會之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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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取得當日新入院、出院、手術、重大處置與急救等

病患基本資料清單，系統也會自動將上述討論個案的相

關臨床資料及影像資料蒐集齊全，討論會進行時醫師就

可圖文並茂的詳細說明。 

三、 溝通與交流：為使醫療人員交流討論，掌握病人狀況與

治療方式，並加強病人健康管理規劃，以建構討論平台

內容設計、開發與製作，進而提昇醫療互動關係。且突

破以往討論會的時空限制，有興趣的人可以透過該平台

隨時進行討論。且亦可利用平台進行相關後續的學術資

料搜尋，只要輸入相關的疾病代碼，便可找到曾經討論

過的相關資料，在醫療敎學上有相當大的成效(圖 71)。 

圖 71 會議結束後仍可透過該平台進行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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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數位化的醫療電子會議後，能夠自動產生會議建檔開

始，其後再依會議類別，將討論內容加以累積和分享討論，以

達教學相長效益。因此，各種會議類別資料及討論紀錄，都能

被簡易的記錄下來，並藉由會議及個案的累積與整理，有效統

籌管理數位醫療會議紀錄及討論。以簡易的方式執行會議製作

及有效率的經驗傳承，是使醫院達成教學、研究、服務等目標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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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行銷系統 

內部行銷 

電子行事曆與電子公告系統 

前言 

醫療院所因機構相當龐大，醫療院所內分工細膩，相對的

例行事項相當煩瑣，且外部聯繫及主管機關眾多，故每日要轉

達各單位及同仁周知事項眾多，舉凡主管機關政令宣導或活動

通知(例如：衛生署、衛生

局、健保局等政府機構)、

機構內新措施新規定、活

動舉辦訊息等不勝枚舉，

以往都是由公文主辦單位

簽核擬辦並呈閱後再以紙

本 列 印 相 關 單 位 逐 一 通

知，而各單位再張貼於佈

告欄或是由同仁傳閱(如

圖 72)。 

由於醫院例行性事項相當繁多，假使全院將每日例行性或

突發性的時程，以紙本逐一通知，非但不方便查詢，又容易遺

失或遺漏，且需將要發送的對象單位逐一列印，再將列印完成

的紙本通知投至各單位的信箱，既耗時又浪費人力，且有時在

時效上緩不濟急，同仁得知訊息之時，常已過了訊息時效。 

系統規劃 

為了解決上述的問題，新光醫院發展資訊系統，運用院內

網路系統(圖 73)，將公告及行事曆內容公佈在網頁上，不但在 

圖 72 紙本公告佈告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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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發佈效果上達到無

空間、時間的限制外，更可

利用網頁點選的紀錄上查

詢到各筆公告及行事曆的

查閱紀錄，可以有效從該紀

錄中查核到各項政令宣導

的成效及普及率，在管理的

面向有更多的管道可以稽

核。若是希望公告能達到傳

閱的效果，以往僅能利用紙

本公告逐一傳遞至單位各

承辦人手上再蓋章覆示，若其中一人未及時閱讀蓋章傳閱下去

時，該傳閱公告便可能因此延誤到其他人員的通知。 

系統效益 

一、 空間性：提供電子化的行事曆行程登記形式及以電子

公告，能隨時隨地，無論在全院各部室間、院外，甚至

在國外，都能直接透過網際網路上網登記行事曆行程的

事項與內容以及上傳公告事項檔案。打破傳統必須到公

告欄前才能看到紙本公告通知及行事曆的空間限制。 

二、 時間性： 

(一) 依據關鍵時間點顯示的行事曆：當使用者登入內網系

統首頁時，可看到當日後兩週內及前兩日之重要事件行

事曆，提醒使用者不會錯失重要的活動時間。 

(二) 查詢過往公告及行事曆：以往的紙本公告及行事曆資

訊一旦在公告一段時間後，便會將紙本收下來，合併歸

檔或放到廢紙堆中，若一段時間後想要查閱曾公告的資

圖 73 電子化的行事曆行程登記形式 

以及電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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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時，便僅能由歸檔文件中逐一找出，有時已被丟棄無

法找到，造成相當多的困擾及誤會，甚者還會造成行政

作業上的錯失。現在改由網頁上查詢公告資料及行事曆

資訊時，不但在第一時間可以讓大家查閱到相關資訊，

若在當時沒有查到或看到公告的內容，亦可利用公告查

詢系統快速查到曾經公告過的相關資訊，打破了以往公

告及行事曆內容僅能在短時間內查閱到資料的限制。 

三、 效率性：傳統紙本公告及行事曆屬於被動的閱讀行為

模式，時效性及稽核性皆無法做有效的管理，改為現行

的公告系統及行事曆系統後，將其設置於醫院內網之首

頁，讓使用者一登入院內網路系統即可閱讀到公告及行

事曆事項，把握時效性。另網路系統可供多個使用者同

時閱讀，並可以在事後稽查各單位或各項公告內容的閱

讀率，能有效達到管理政令宣導及佈告的功能，整體的

時效性更是大幅的提昇。 

四、 經濟性：以新光醫院 2007 年為例，該院總計發布 1,000
篇以上行事曆通知及 2,000 篇以上全院性公告，傳統的

公告及行事曆資料僅能利用印表機或影印機將紙本公

告資料列印出來，再利用人工方式逐一送達各單位(或 

由各單位至收發室領取)，在改採電子公告的方式後，總

計節省 150 萬張紙(假設一份通知有 5 張紙需影印 100
份)，節省影印費 120 萬元，節省人力成本計 3,000 人力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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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行銷 

網頁 

近年來由於網際網路的發達及醫院評鑑的實施，再加上全

民教育程度的提昇，提供來賓更多元的選擇就醫與互動的管

道。因此如何創造及維繫來賓與院方醫護人員彼此關係、來賓

忠誠度並且建立醫院優良的形象，將成為各醫療院所提昇競爭

力的關鍵因素。所以積極建立與來賓的多面向緊密互動，來賓

才能與醫院發生相關互動關係。維持良好的醫病關係，可以推

行互動性良好的「醫院網站」為之，對內重視醫療品質，對外

重視服務品質。贏取初診來賓、獲得廣泛來賓的滿意與支持，

才可能有忠誠的來賓，進而增進來賓利潤貢獻度，達成營運績

效，創造醫院永續經營的核心競爭力。 

推行醫院網站的三大原因： 

一、 推動優良互動能力，提昇來賓利潤貢獻度：藉由電子問

卷、滿意度調查與醫療諮詢，有效率的掌握來賓需求，

對來賓提供的建議意見，持續不斷改善缺點，藉以提高

來賓對醫院的滿意度，發揮到最大效益。例如：颱風天

醫院停診通知，可以利用網頁平台公告給相關民眾，達

到與民眾互動目的。 

二、 提昇醫療體系的形象：透過醫院網站首頁可以用最明

顯的標題強調醫院的宗旨、願景與目標，並藉此有效的

塑造醫院之形象地位。 

三、 推展行銷業務：網路行銷沒有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推行

的內容可以即時修改與更新，提供來賓最即時的資訊，

不同需求類型與不同年齡層的來賓皆可搜尋到所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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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例如：社會服務部門針對精神科患者舉辦精神科家

屬家庭座談會，可透過網站發佈活動快遞，供來賓查 

詢。居家護理部門舉辦的活動因故修改日期，也可透過

網站即時更新或是修改。 

醫療院所網站的特色 

醫療院所的網站與一般醫療院所之網站之重點及方向不

同，一般醫療院所以行銷為主，醫療院所則以提昇形象及顧客

關懷為主。 

一、 提供來賓衛生教育資訊諮詢與取得： 

(一) 來賓可主動經由電子郵件寄送或醫療諮詢提出醫療相

關問題(如圖 74、圖 75 所示)。 

圖 74 電子郵件寄送 
 

圖 75 醫療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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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醫療問題透過專業的醫療團隊整理後，發佈至網站

各處供民眾查詢點閱，分別發佈為：常識問題(圖 76)、
護理指導(圖 77)不定期更新衛生教育內容，及健康新知

(圖 78)。並每週定期更新以提供最新的衛生教育資訊及

每月更新之醫院醫訊(圖 79)等活動快遞與最新醫療相

關訊息。 

圖 76 常識問答 圖 77 護理指導 

圖 78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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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療院所相關消息與活動獲悉及報名： 

透過不受空間、時間限制的網際網路來發佈相關的最新

消息、活動，例如：颱風日發佈停診訊息，醫院舉辦各類型

活動的訊息公告，以便來賓即時了解醫療院所公告活動內 

容與進展概況。並可利用網路平台進行活動報名功能，例

如：國際學術研討會、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ETTC(急診

創傷訓練課程)、APLS/PALS(兒童高級救命術)等相關活動 

皆可提供線上報名功能，使民眾可以輕鬆的透過網路平台 

參與醫療院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 

三、 藥物不良反應通報： 

藥物不良反應及醫療疏失為民眾因用藥而導致傷害的

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加強民眾用藥安全一直都是民眾與醫 

療院所共同追求的目標。許多研究證實，藉由平日發現的較

輕微的傷害或小的作業缺失，徹底檢討制度，改善作業流 

程，確實能有效的降低嚴重甚至致死的疏失發生率，但也唯

有透過病患、家屬、醫療單位共同協助並及早發現問題、通

報問題、醫療相關單位才能即早設法改善問題，確保患者的

 

圖 79 最新消息、活動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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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所以，醫療院所之網頁亦提供藥物不良反應及醫

療疏失之通報功能，保障病患用藥安全。 

四、 透過網路直接預約掛號： 

醫療院所各科看診醫師專長及學經歷介紹，亦可透過網

頁的傳達直接告知民眾，使民眾在就診時能更進一步瞭解 

專科的特性及醫師專長。來賓瀏覽完醫療院所網站後，可透

過網路直接預約所需的科別，並完成掛號程序(如圖 80、 

圖 81)，並於網路掛號頁面可直接點選醫師的學經歷與專長

(如圖 82)，或來賓瀏覽各醫療科網頁時，可直接在該科網頁

上掛號(如圖 83)。 

圖 80 預約掛號-選擇科別及醫師 

圖 81 預約掛號-選擇時間及填寫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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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的網路掛號多採用「直觀式」的掛號操作模式，

意即以民眾操作的直觀意念為導向做為操作流程。故當民 

眾在查看各科醫師專長或選擇符合自己看診時段時，便可 

點選掛號功能。但若看診時段或醫師已滿號而無法掛號時，

圖 82 醫師簡歷介紹 

圖 83 各科別網頁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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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自己選定的時段或醫師立即查閱其他可以看診掛號的

資料，不需再重新選擇輸入。目前此一網路掛號的操作流程

在國內得到一般民眾的好評，目前，新光醫院以網路掛號的

民眾逐年增加，近日比例已逐漸維持在 20%左右。 

五、 推動國際醫療： 

國際醫療這個觀念，過去只停留在少數個案，但隨著全

球化趨勢吹入醫療服務業，其中蘊藏的龐大商機，促使許多

國家將國際醫療視為醫療政

策中的重要項目之一，為讓

國際間之來賓亦能享有高品

質之醫療保健與諮詢服務，

醫療院所特別增設國際醫療

網站供外籍人士諮詢與參考

(如圖 84、圖 85)，對醫療院

所國際化的形象有極大的幫助。 

圖 84 國際醫療網站 

圖 85 醫療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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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設立預防醫學平台： 

隨著醫療科技的進步，人類平均餘命不斷創新高，像是

國人女性平均餘命為 79.8 歲，男性為 73.7 歲，威脅國人的 

健康問題從過去的急性病轉變成慢性疾病，而根據公共衛生

三段五級的概念，如何在人尚未發病進入醫院就醫前就能透

過早期的篩選，將個人健康上的問題發掘出來以便更早期 

的預防及治療，就顯得重要了。有鑑於預防醫學的早期發現

及醫療產業的發展趨勢，醫院的存在不僅只是「治療疾病」

的機構，更應積極扮演民眾預防保健「守門員」的角色，醫

療院所多設立預防醫院網站(如圖 86)，提供來賓所有與健康

檢查項目相關的介紹，及互動式諮詢平台(如圖 87)，同時透

過本網頁亦可得知民眾所關心的問題所在，以及需要解決的

問題為何，故可結合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
ment)進行專屬客戶的分析以及相關健康產品行銷推廣。 

圖 86 預防醫學-健康檢查中心 

圖 87 預防醫學-健康檢查種類、諮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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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便民的藥物辨識： 

患者經常會有藥吃不完 

的時候，有時是因為症狀好 

了、或多次住院、或忘了吃、

或請醫師加開(例如：胃藥)，

更甚者，有的只單純看病但不

吃藥或服用藥物順從性太差

而導致剩藥，醫療院所設立藥

物辨識網站供民眾查詢藥品

資訊(如圖 88)，供民眾使用， 

方便整理家中藥物(例如：胃藥、感冒藥)，讓民眾確切知道 

所服用的藥物之用途、副作用、注意事項等相關訊息(如圖 

89)。除了提供單向藥物查詢功能，網頁也提供雙向藥物諮

詢，可以增加與民眾的互動(如圖 90)，達到以病人為中心，

以優質醫療服務回饋社會之宗旨。 

圖 88 藥物辨識網站 

 

圖 89 查詢藥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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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網路行銷算是直效行銷(Direct Marketing)的一種，這項工 

具的特性就是互動性及訊息隨時更新。由於近年來網路的發

達，網路行銷成為最容易使用的直效行銷工具。所以醫療院所

網頁需要即時或定期更新醫療新知等相關資訊，使得瀏覽人次

始可以持在一定人次以上，才能讓在此平台上所做的公告、衛

生教育新知推廣及行銷等活動，都能有相當好的成效，進而建

立醫院在民眾心中之地位。 

圖 90 互動式藥品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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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關係處理資訊系統(CRM) 

根據統計數據指出，獲得一位新顧客的成本，是舊顧客再

光顧的五倍，有些數據甚至高達八倍。因此，醫療院所如何鞏

固並維持現有的顧客、贏取新的顧客，建立「顧客關係管理」

將是醫療院所永續經營最需建立的核心競爭力之一。 

醫療院所致力於建立及維持醫院與病患間良好的互動關

係，同時達到醫院優良形象的塑造。醫療院所也積極主動掌握

醫療環境的劇烈變化，提供相關醫療諮詢與建議，尤其重視在

適當的時間提供正確的醫療資訊給適合的顧客，讓病患深切感

受到醫療院所的用心與體貼。 

導入 CRM 系統四大原因 

一、 推展行銷業務：醫療產業導入 CRM 後，能夠發展客製

化的產品給消費者。例如：健康檢查中心可依不同來賓

之健康檢查項目來寄發不同之健康檢查目錄；社區護

理中心可依不同年齡層之來賓，舉辦各種衛生教育活

動。 

二、 提昇顧客服務的品質：以健康管理中心利用 CRM 的服

務紀錄為例，由於服務專員可以根據系統所提供的顧客

就醫紀錄、用藥紀錄及檢驗/檢查等相關電子病歷資訊，

與所使用的服務紀錄，直接在電話上快速回應顧客需

求，因此不僅可以減少顧客的抱怨，並在第一時間掌握

客戶的最新健康資訊，還能增加顧客忠誠度。 

三、 提昇經營績效： CRM 強調以顧客關懷為出發點的設

計，而非以產品為導向，因此採用顧客關係管理後，透

過各種電子關懷及健康資訊的寄送，可以減低各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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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尤其是行銷費用，進而提高醫院營運績效。 

四、 潮流趨勢，提昇醫療體系的形象：藉由 CRM 間接提昇

「醫療業」的層次，塑造醫療院所之形象，促使其他關

係企業隨之採用 CRM 來提昇公司之形象。 

醫療院所 CRM 系統三大特色 

一、 主 動 蒐 集 顧 客 資

料 ： 針 對 就 診 來

賓 或 參 與 各 項 衛

生 教 育、社 區 健 

康 活 動 者，逐 步 

蒐 集 顧 客 基 本 資

料，同 時 結 合 醫 

療 院 所 電 子 病 歷

系 統 彙 總 該 來 賓

之 就 醫 紀 錄、用 

藥 紀 錄 及 衛 生 教

育紀錄。經專業的醫療團隊整理後，提供來賓完整的健

康檢查規劃(如圖 91、圖 92 與圖 93 所示)。 

圖 91 顧客基本資料 

圖 92 電子病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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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追蹤服務自動化：配合

案件的分配與管理，系

統提供了通訊追蹤及電

子郵件之服務，主動傳

達醫療訊息、各項衛生

教育活動，透過與顧客

深度諮詢，直接掌握顧

客之回饋資訊，同時針

對慢性病固定回診病患

更有自動回診紀錄追蹤

功能，主動提醒顧客按

時 回 診，自 動 預 約 掛 

號，於就診前還有簡訊

通知，若未能繼續回診

也能提供報表供服務專員進行追蹤訪問。不僅能強化彼

此之間的關係，且能提高醫療院所之知名度，更增加顧

客的健康保障。 

三、 持續性的顧客關懷：依來賓不同的需求與醫療紀錄，利

用電子郵件主動寄送相關醫療保健訊息，增進雙方的互 

動。醫療服務的目標即是照顧病患在有生之年的健康狀

況，因此不斷地持續與原有病患產生互動(如圖 94 所

示)，諸如慰問卡、生日賀卡或電話諮詢…等主動追蹤活

動(如圖 95 所示)，讓來賓感受到醫療院所所提供的量身

訂做之獨特性服務，有助於持續保持舊顧客，並可將潛

在顧客轉換為真正的顧客；預見顧客的需求，以及建立

顧客的基本信任，都是可以讓人提高忠誠度成為長期的

圖 93 電子病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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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顧客之方法與策略。 

圖 94 電子郵件醫療保健訊息 

圖 95 電話諮詢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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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醫療作業資訊系統 

第一節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Computerized 

Physician Order Entry, CPOE) 

美國醫療院所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之發展 

現今醫療院所所面臨的最大問題即是如何維護病患安全，

全美國醫院內每年估計大約有 98,000 位病患死於醫療錯誤中，

在這些錯誤中，藥物錯誤及不良藥物反應事件(Adverse Drug 
Events, ADEs)是最常見、最花錢及臨床上有嚴重影響的類別。 

藥物錯誤(Medication Error)是指在處方、調劑及給藥的流程中 

發生的錯誤，無論是否有造成人員的實質或潛在傷害均屬之；

而藥物不良反應事件則是指因用藥造成的傷害事件，這類事件

不一定需要與藥物錯誤有關。因此，藥物錯誤可能會導致藥品

不良反應事件，但不是 ADEs 發生的必要條件。研究顯示電子 

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能有效的降低藥物錯誤與藥品不良反應

事件發生。 

當病患進入醫療院所後，醫師通常會開立一連串的診斷檢

查、檢驗，以及治療計畫的處置醫令，事實上，所有的醫療活

動均起於醫師的醫令。一般而言，醫師會自行手寫醫囑或以口

頭指示醫囑，若為口頭醫囑，則會由護理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協助將其醫囑紀錄到病歷中。此開立醫囑的過程往往是病患照

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步驟，通常是預防藥物錯誤及改善對臨床

作業指引遵從度的重要流程把關點。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最初是一個讓醫師以電子方式

開立醫囑的系統，用以取代手寫或口頭的醫囑及處方。多數的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均在各照護處所提供臨床決策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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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例如：系統會在醫師開立檢驗單時提醒病患是否做過該項

檢驗、開藥時系統將會警示醫師病患是否有過敏反應並建議替

代藥品、系統會在醫師開立昂貴檢查或藥品時顯示其費用及建

議替代方案。此外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也提供其他類型的

臨床決策支援，例如：如果醫師依診斷開立一連串的檢查與 

藥物，電腦能提供一組預先設定，經機構核可的醫令，並提供

醫師作相關的參考。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功能所含括的範

圍隨著體系應用的不同而有變化，現今最先進的系統擁有成熟

的決策支援能力，能在醫療人員進行診斷及治療時由其資料庫

整理與提供相關的資訊。 

簡言之，一個理想的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包括以下特

色： 

一、 效率化之醫囑開立： 

資訊系統中的醫囑格式已進行標準化，但其內容仍可 

依各科別或醫師個人之偏好進行修改。系統提供醫療院所 

內各個部門及相關照護者針對醫囑內容進行溝通，如此可 

以改善反應時間、避免排程問題及與既有醫囑衝突的狀況。 

二、 多元化之醫囑開立工具： 

由於就醫病患眾多，診間醫囑開立往往只能在極短的時

間內進行，醫師一方面要與病患溝通說明，一方面又要分心

於電腦銀幕畫面變化並加操作，容易分心。多元化開立工具

可以改善診間作業環境。 

三、 支援以病人為中心的決策。 

開立醫囑的過程中，系統將會提供病患過往病歷資料、

病患目前相關檢查、檢驗等結果、與相關臨床實證指引供醫

師進行醫療決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39  

 

四、 提昇病人安全。 

醫師及護理人員可以透過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及

時的查閱病患之醫囑並進行確認，系統同時提供即時病患身

分辨識、藥物劑量建議、藥品不良反應的審查、檢查病患的

藥物過敏史，以及確認新開立與既有之檢查、檢驗或療程是

否發生衝突等等的功能。 

五、 人性化的友善介面。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提供與原為大眾所熟悉的紙

本作業類似的工作流程，可以讓醫療院所內新使用者或不常

使用的人也可以有效率的應用系統。 

六、 提昇規範的遵從度與資料的安全性。 

任何經授權的人員進入系統後，系統將對資料存取過

程，連同人員之電子簽章一起進行永久的紀錄，確保人員遵

從醫療院所之資料使用規範及資料的安全性。 

七、 具有高行動性之能力。 

各個照護點相關部門的醫療人員可在醫療體系內的任

何地方(醫師辦公室、醫院或家中)，透過各種不同的設備(包

含無線桌上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等)進入系統開立或管理病患

醫囑。 

八、 良好的管理工具。 

系統可分析病患相關統計資料，並線上提供統計結果，

讓管理者可依據其進行人員管理、庫存管理、監控醫療院 

所之利用率及生產力。此外，相關資料也可提供病人安全之

教育訓練、作業規劃與根本原因分析。 

九、 有效率的帳務處理。 

系統可於醫師開立醫囑時，主動與診斷(ICD 碼)進行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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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並確認關聯性，如此可以改善病歷紀錄品質，降低保險核

刪率。 

在美國，目前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常與臨床資訊系統

或 EMR 系統整合在一起，而非單一的系統。在美國目前醫院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使用率約為 5%至 10%之間，此數字 

並不高。許多醫學中心正將醫院已發展的住院電子化醫師醫囑

輸入系統擴展應用至門診範疇。 

近期 HIMSS 的調查中發現，醫療院所的規模與電子化醫 

師醫囑輸入系統的使用有直接的關係，年預算較大的醫療院所

較有可能採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而小型醫院或診所則

均尚無引進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的計畫。為何醫療院所的

使用率不高呢？因一直以來，醫療院所經營者與經銷商均認定

醫師對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沒有興趣，故而造成電子化醫

師醫囑輸入系統相較於其他的臨床資訊系統發展慢的多，機構

採用相關技術或系統的比例也小的多。在美國，就算是已完全

或部份使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的醫療院所中，醫師使用

該系統的比例也不到 20%。2004 年後，美國 ONC 提出許多財 

務與非財務之誘因，引導醫師們使用，希望逐漸增加電子化醫

師醫囑輸入系統之使用率。 

過往醫師常以手寫或口頭開立醫囑，然後由其他護理或行

政人員將醫囑轉錄至電腦系統中。然而手寫報告、病歷以及轉

錄醫囑往往因未標準化的縮寫及難辨識的字跡，而造成傷害病

患的錯誤。醫療院所可使用具電腦或網路臨床決策支援功能的

電子化藥囑系統來協助改善。事實上，在醫院可預防醫療錯誤

中，處方錯誤是最主要的錯誤來源，一個住院病患在其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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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每日均會接觸到用藥錯誤。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可提供

自動化的劑量警示(例如：提示醫師過高的劑量可能對病患造

成傷害)、藥物交互作業查驗(例如：提示醫師其所處方之二種

藥物可能傷害病患的健康)、能改善醫師、藥師與護理師間之溝

通、提供醫師相關資訊輔助(包括提供適當藥物、使用方式、使

用頻率、及劑量的建議選擇資訊)、協助即時的計算及確認，並

協助監控病患的狀況。 

使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不僅只有醫院獲得好處，許

多小型門診機構也因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而受惠；研究

者發現，從臨床的角度來看，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能讓臨

床人員在進行臨床決策時更加遵循臨床指引或改善其臨床決

策；同時，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能因降低醫療錯誤、降低

死亡率與共病率，與縮短康復時間而改善病患的治療結果。

2001 年 AHRQ (Agency of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表示，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能有效且顯著的降低藥物錯誤率，並

估計此系統能防止 28%~95%的藥品不良反應事件發生(4)。 

除了病患及臨床人員能自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中獲

益，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亦能對醫療院所的財務管理產生

貢獻。例如：門診採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的醫療院所可

以需要較少的行政醫事人員、改善帳務作業的準確性、時效與

處理速度。其他財務的效益包括提高服務量與降低平均住院

日。在美國，許多使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的醫療院所發

現，服務其內的醫療人員及被其服務之病患對於能夠較方便的

取得相關的健康照護資訊、降低等候時間，以及提昇傳遞的服

務品質等部份感到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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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對醫師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影

響到他們如何應用時間、他們的工作模式，以及他們所扮演的

功能。大多數成功的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應用案例均顯

示，醫師使用這些系統開立處方的時間比其手寫處方所需的時

間相近或更少時，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推行的成功率才會

增加。使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時常需要較多的時間是因

為系統臨床決策支援的功能，這些提示或警訊往往需要醫師提

供更多及詳細的資料。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不只是單純用

電腦取代手寫醫令的系統，而是協助醫療服務提供者管理醫令

的工具。它不僅直接影響醫師開立處方，同時也影響醫師如何

進行決策與規劃照護、影響藥師決策及工作流程、影響護理人

員工作流程、文件建檔方式以及與其他醫事部門溝通的模式。

如同 EMR 系統有別於自動化紙本醫療紀錄，電子化醫師醫囑 

輸入系統亦有別於自動化處方系統。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

提供的決策支援是醫療照護提供者更有效管理病患照護的利

具。 

因為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能在醫師進行處方時提供

醫院：(1)核定的臨床指引；(2)藥物使用指引；(3)替代藥物資

訊；(4)替代治療資訊等給醫師使用，故能減少藥物錯誤(例

如：開藥不足、開過多藥物、錯誤選擇藥物，或未認知某些特

殊藥物治療的藥品不良反應等)而能夠明顯提昇醫療院所的照

護品質。因此，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可視為是一個有效改

善醫師處方效率的工具，不僅是改善作業效率及品質，更能節

省成本。 

理所當然，只有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設計良好、具

附加價值、且在試行及正式實施中均有良好的管理時，醫師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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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願意使用該系統。此外，必須讓醫師認知到電子化醫師醫

囑輸入系統是個能協助其更完善照護其病患的工具，而非監控

其作業的系統。因此，醫師與開發系統人員必須建立起夥伴關

係，密集且詳細的針對各項需求及功能加以溝通，如此可以讓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在推動時獲致良好的成效。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雖能改善既有的醫療錯誤，但同

時亦可能導致不同類型的醫療錯誤，例如： 

一、 醫療或行政人員因新系統的使用經驗不足，導致工作時

間增加。 

二、 發生緊急狀況時，溝通速度較人員面對面直接溝通慢。 

三、 若各類人員僅在工作站內獨自作業，則系統可能反而導

致醫護間溝通不良，惡化其溝通品質。 

四、 自動化可能造成虛假的安全感，醫護人員誤以為只要採

用系統建議的作法就可以避免所有的錯誤。 

由於上述種種因素，在美國，偶爾會發生醫院在實施電子

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之初期，反而造成單位死亡率增加的情

形。有時系統提供快速選擇或預設值的功能亦可能造成錯誤，

例如：在針對老年或體重過輕的病患，預設劑量可能對其造成

毒性。此外，系統過於頻繁的警示訊息易對工作流程造成干 

擾，因此醫護同仁可能因此而選擇忽視這些訊息。許多參與的

醫療院所經驗指出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與自動給藥系統

是藥品錯誤發生的原因之一。在複雜的醫療環境中導入電子化

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後，其設計應不斷的加以改善，以應付醫療

院所特殊的病患族群、照護環境，以及避免人員因自動化系統

而忽略其他醫療上應注意的細節。另外，醫療院所也應不斷的

訓練、測試及再訓練各類人員熟悉系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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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可能花費醫療院所數年時

間去建置及調整。縱然有大量證據顯示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

統可以降低用藥錯誤，但醫療院所在導入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

系統時，仍會遇到不小的阻力，例如：醫師不願改變其診療模

式、醫療院所不願意付出相關訓練時間及成本，和系統間互通

性的疑慮。隨著愈來愈多的醫療院所瞭解採用電子化醫師醫囑

輸入系統帶來的財務效益、愈來愈多的醫師熟悉電腦文書使用

後，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的使用率可預見將會逐漸增加。

醫療院所應著重於改變管理方式，包括調整工作流程、降低醫

師的抗拒程度，以及建立合作的環境。 

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Veterans Affairs)是成功導入電子化

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之案例(5)。美國軍方已成功發展出退伍軍人

資訊系統架構(Veterans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
nology Architecture, VistA)。該系統使用圖形化之使用者介面，

即電腦化病歷系統(Computerized Patient Record System, CPRS)，
讓所有退伍軍人事務部所屬醫療機構內的照護人員可透過電

腦系統查閱及更新病患資料。CPRS 包含呈現由電子化醫師醫

囑輸入系統所開立的各項醫囑，例如：處方、特殊療程、X 光、

護囑及其他檢驗室檢驗等，效果良好，吸引該機構醫療人員之

使用。 

英國的國家醫療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是
少數幾個大型國家級電子病歷計畫之一(6)。英國由 2005 年開 

始推動此計畫，目標是到 2010 年時，完成建置集中式電子病 

歷系統，並保存六千萬份病患的病歷資料。計畫為自 2006 年 

5 月 起，針 對 英 國 基 層 醫 療 逐 步 推 展 國 家 資 訊 科 技 計 畫 

(National Programme for IT, NPfIT)。NHS 下設立的醫療聯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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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Connecting for Health Programme)中包含推廣以醫師診間為

基礎之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醫師可在其執業之診間中透

過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開立藥物處方、檢查檢驗，以及取

得病患過往醫囑資料，這方面的應用雖仍有病患資料安全的疑

慮，但推動之效果相當不錯。 

臨床決策支援系統(CDSS)是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重

要之工具，也是醫療院所醫療處置中重要的臨床決策支援。在

電子病歷裡，臨床決策支援具有許多功能與應用但是也有許多

限制、陷阱與使用障礙。 

從過去的文獻裡，可以發現某些照護警示(Care Reminders)
能有效的影響照護的流程及促進照護的品質。近年來，EMR 多

結合此類 CDSS 工具使用。 

CDSS 可以用警示作為工具，警示可以用(1)表達的形式， 

例如：列印，電子郵件等；(2)照護的時間，例如：病人看診，

給醫令等；(3)訊息的內容，例如：一般建議，病人相關資訊

等；(4)互動性，例如：被動式，具回應選項等，作為分類的方

法。 

根據經驗，所有類型的警示或多或少都有效果，電子形式

的警示比紙本形式的警示有效。許多使用者希望把警示用於在

面對年長的病患、慢性照護、問題較多的病患、需要較多醫療

的病患、以及病人安全等情況。有經驗的使用者希望警示能涵

蓋的功能有： 

一、 病人的特殊資訊及建議。 

二、 能支援一些自動的回應及選擇，如下醫令，在發送前能

有多次修改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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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有用的相關資訊，例如：用藥資訊。 

四、 簡短易懂的內容，擁有詳細資訊的連結；用單一按鈕執

行功能，例如：執行預設動作、替代動作等。 

使用者不喜歡警示的原因，則有： 

一、 太多的警示會引起警告疲勞(Alert Fatigue)。 

二、 警示在臨床上是不適當的，例如：錯誤的內容，點過了

仍然未消失，要做不符警示的例外決定須寫許多文件。 

三、 破壞工作流程，例如：應在開啟病人的基本資料時跳出

抽菸情況的警示，但卻等病人已經離開了警示才出現

等。 

使用者理想中之警示功能，則有： 

一、 警告(Alert)能更精確，例如：已經下醫令，而結果未出 

來的檢驗項目不需再提示，而應該在檢驗結果出來後，

再出現提示。 

二、 能給使用者設定提示出現的優先順序，勿只因符合條件

就跳出提示，例如：初次的急診病患並不需要提示有哪

些未做到的健康照護；擁有延遲、做記號等功能，例

如：遇到有胸痛的病人，能做記號，提醒後來要再聯絡

這位病人詢問他胸痛是否已恢復。 

三、 單一動作達成功能，例如：在警示的畫面就同時包含產

生醫令的選項；依動作自動產生紀錄，如有照著警示建

議作的紀錄，未同意警示建議而做了別的事的紀錄，而

可不必另外全部重新記錄一次；以及包含簡單的復原

功能。 

醫師常會忽略臨床決策支援的警示也是另一個重要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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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決的問題。忽略原因有：警告疲勞，例如：太多警告、不

合時宜的出現等；以及警告的不相關性，例如：警告內容太老

舊未更新，內容的作者、來源不明等。 

CDSS 中之警示系統若要能使醫療人員便於使用，功能上

需考量： 

一、 需使警示能更加明確有效，例如：由診斷、用藥、懷孕

期等，增加警示在臨床上的精確度；以照護者的種類、

專科，急性或慢性照護來區分各類警示；並以在工作流

程中的位置，例如：收集病史、特殊檢查、需開醫令的

檢驗項目等來區分各類警示。 

二、 給使用者選項，例如：可延遲或先關閉警示，而在方便

的時間再開啟；依動作而能自動產生紀錄文件；將例

外文件也列入選項中。 

三、 限制數量，例如：只顯示真正適當(具臨床精確性的)的

警告；針對特定對象，例如：護理人員、檢驗室人員的

警告；將警告依嚴重性、緊急性做優先排序；當在急性

照護等情況需符合更嚴格的條件再顯示警告。 

四、 依工作流程作調節，例如：將醫令警告與相關的醫令放

在一起，用藥的警告與相關藥物列表放在一起；使警示

搭配回應，而能比一般流程更有效率，如同一個畫面下，

按個按鈕就可以下醫令、評估問題、更新問題、產生文

件等，將讓使用者更喜愛使用臨床決策支援下的警示。 

所以在 CDSS 成為臨床常規使用工具前，仍有許多改進事

項待進行，包括：應用於病人決策支援、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

管理，以及臨床結果多變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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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療院所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之發展 

近年來，台灣的醫療院所在衛生署推動病人安全運動的敦

促下也在積極發展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並逐漸增加電子

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於臨床之應用。事實上，在醫療環境快速

變化與同業競爭日益急劇的狀況下，有效率的醫療管理，必須

將有限的醫療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運用。台灣的醫療院所近年

來多已將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全面導入門診診間電腦醫

囑輸入系統，透過電腦系統連結診間醫囑、藥局、檢驗檢查、

批價收費等作業；這種連結除了提昇了工作人員的效率，也扭

轉了傳統病人就醫「三長兩短」的現象，然而隨著個人電腦作

業系統均改採用圖形化介面與下拉式選單後，醫院傳統大電腦

終端機門診醫囑作業介面已逐漸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辦理成功，深受人民肯定，由於就醫可

近性高，台灣醫療院所病患就診次數高，平均每人每年就診 15
次，為世界之冠。門診就醫病人眾多，故診間醫師需以資訊化

工具提昇看診效率與品質。另外，早期間醫囑終端機畫面操作

較為困難，故門診醫師於看診時，傳統上多由醫師於病歷紙上

書寫病歷紀錄及醫囑後，交由診間護理人員輸入電腦列印交醫

師覆核後再交予病人，此種作業模式雖然提昇了門診看診的速

度與效率，然而卻易造成錯誤，發生危害病人安全(例如：護理

人員電腦輸入錯誤或因醫師書寫病歷不清楚導致錯誤等)。 

為解決以上問題，台灣醫療院所需要全新的診間電腦醫囑

作業系統，然而此系統必需滿足以下的功能： 

一、 門診醫師願意親自操作。 

二、 操作介面淺顯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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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料兼顧完整性及便利性。 

四、 與既有系統連結順暢。 

近年來，由於電腦資訊系統與人工智慧的發展，醫療人員

可透過診療行為的改變，採用更具效率之作業方式，達到品質

與成本持續性的改善目標。研究指出醫師採用標準化醫療基準

(Protocol-Generated)，可避免錯誤的發生，門診過程透過電腦 

化進行作業，將醫師看診、醫囑輸入、預約掛號、批價收費等

均納入電腦管理系統，同時將醫療流程標準化，可以降低錯誤 

率，提高效率及品質，系統架構如圖 96 所示。 

門診醫囑輸入系統基本功能為開立醫囑及查詢相關紀錄

和傳輸醫令資訊，所蒐集的資料可作為成本分析、病患疾病分

圖 96 門診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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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保險申報的依據，進一步可與臨床決策支援及病人安全資

訊系統結合，輔助醫療人員作業，全面提昇醫療服務品質。 

門診診間系統為提供診間醫師看診資訊的重要工具，提供

醫師及護理人員於診間所需的資訊，包括患者主訴、醫師臨床

客觀發現、檢驗、檢查單的開立、預約掛號處理等，並與檢驗

室、藥局等單位進行醫囑資訊的傳輸，可整合各患者基本資 

料、健保基本資料輸入、門診護理資料輸入、掛號資料選取、 

SOAP 資料輸入及醫師看診資料所需的資訊，提供醫師一個看

診時能更便捷的看診流程，讓醫師可適時掌握患者之就醫狀

況，提昇醫病關係。門診醫囑輸入系統(如圖 97 所示)支援範圍

包括開診前準備工作、病患報到、問診結束。 

開診前準備工作提供校正讀卡機、檢查醫事卡 PIN 碼以及

診間現場掛號，方便醫療人員於作業前的準備。病患報到除提

供患者問診紀錄的需求、SOAP 輸入、健保申報、轉科診掛號，

同時提供藥物過敏的相關資訊及提醒，以及過敏等相關資料與

提示。問診結束時提供修改問診記錄、表單列印等功能，此外，

亦可針對常用的主訴與客觀描述片語進行維護、疾病代碼或疾

病種類進行增減。 

圖 97 門診醫囑登入首頁 圖 98 病患資料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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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SOAP 輸入畫面 

圖 100 醫師編輯畫面 

圖 101 檢驗報告查詢 



15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開發上線後，對醫療院所之成效

簡述分列如下： 

一、 病人安全提昇。 

新的門診診間醫囑作業系統上線後，由於操作介面一目

瞭然且便利，並內建片語功能，醫師可運用點選及下拉式選

單之模式操作，故門診醫師均親自操作系統，大幅降低醫囑

書寫或輸入錯誤的風險，充分提昇門診病人之安全性。 

二、 病歷書寫品質提昇。 

以往因為門診就醫病人眾多，醫師於門診病歷書寫之 

品質方面較難以兼顧，易有書寫潦草或內容不全之狀況，新

系統上線後因系統內建病歷 SOAP欄位，醫師均需點選輸入，

且醫師於電腦系統輸入後可直接於診間列印內容並粘貼於

病歷上，故大幅提昇病歷書寫品質。 

三、 病歷資料完整性與延續性。 

透過系統電腦畫面的設計，醫師對於病人歷次就醫的狀

況及檢查結果均可一目瞭然，且檢驗檢查異常值及過敏藥物

均會主動提醒，醫師可獲得充分之資訊，同時也建構完整且

延續之病人病歷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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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驗資訊系統、放射資訊與影像管理系統 

現今的學術界與實務界均認為，資訊科技之應用是醫療院

所經營不可或缺之利器，實施電子化作業乃是時勢所趨。醫院

未來的發展趨勢，一定是盡其可能的運用資訊科技，來縮短病

人等待時間、提高醫療品質、降低成本、並加強與民眾、醫療

院所、供應商的聯繫溝通，以獲得競爭優勢。 

本節主要是介紹醫學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Picture Archiv-
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PACS)、檢驗資訊管理系統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報告查詢系統(Report 
Query System, RQS)的內容及資料的呈現方式，並敘及在醫院 

資訊化過程中，此三個系統對於提高醫療服務品質與提昇檢驗

檢查效率之成果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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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PACS) 
隨著醫學工程的進步，許多高科技的臨床醫療設備(例 

如：電腦斷層掃描、超音波、X 光機…等)不斷地被使用，且大

部份均以 X 光片或相片方式，協助醫師診斷工作。但其醫學影

像常造成檔案管理、影像保存與人力運送極大困擾與錯誤。這

種傳統作業方式，因為近年來因電腦與通信網路科技的進步已

有很大轉變，PACS 便是為了「無片化」的目的而產生，PACS
之功能在將各種醫療攝影裝備中攝得的影像，通過投影式造

影、斷層影像重組數位化後，儲存在硬體等相關儲存媒介，可

以通過網路傳輸到各個終端機，使得診間、病房、開刀房、急

診室等，需要時皆可即時查詢就醫者之影像。 

傳統影像檢查流程 

以往，在一般醫院，不管是 X 光片或是斷層掃瞄，病人須

先到放射科櫃台報到，接著進入檢查室拍攝，拍攝完後等待放

射人員沖洗出片子、整片、判讀及打報告，最後由醫師根據片

子進行診斷，經常需要 

三天到一週的時間。病 

人不僅需要再花費時間

和掛號費，來醫院看片 

子以及聽醫師診斷，醫 

師也不容易根據既有的

資料判斷，立即開出最 

能對症下藥的處方讓病

人盡快好轉(如圖 102)。 

 圖 102 傳統影像檢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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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S 影像檢查流程 

導入 PACS 後，病人拍好的 X 光片或是斷層掃瞄，可以透

過 PACS 傳輸到主治醫師的電腦上，當病人離開檢查室回到主

治醫師的診間時，拍攝資料早已傳到醫師的電腦由醫師進行資

料判讀(如圖 103)，
可大幅提昇醫療品

質與降低醫療流程

耗費之時間，另亦有

助降低遺失片子之

風險，檢查後迅速獲

得結果，不需要再另

外約診看報告，避免

冗長的等待，同時達

到全院「無片化」作

業需求，節省影像沖

洗、耗材及人工調片

之傳送成本。 

PACS 建置規劃 

一、 建置時程。 

一個醫學中心在有決心之領導者率領下，可以在四個月

內完成建置，醫護人員可在二個月內完成受訓及上線，上線

一個月內，就可以完全斷片(即不需再用藥水沖洗 X 光片， 

全部影像都電子數位化)。 

二、 規劃目標與範圍。 

(一) 全院無片化。 

(二) 全院性的 PACS 及報告系統：整合放射診斷科、超音

圖 103 PACS 影像檢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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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內視鏡、核醫科與 PET 等。 

(三) HIS 與 PACS 整合。 

(四) 國際化標準規格。 

系統效益 

一、 臨床效益評估。 

二、 檔案管理效益評估。 

(一) 節省儲存 X 光片所需空間成本(如圖 104)。 

(二) 片庫管理簡單方便、節省人力：待舊片掃瞄完成約可減

少 50%人力需求。 

(三) 避免 X 光片遺失、裝錯片袋、找不到片子之困擾。 

圖 104 儲片空間的改變 

項目 
時效改善情況 

前期 現行 

急件(診)等待時間 約 40 分鐘 90 秒 

門診預調片作業 預調約 40 分鐘 不須預調 

現場調閱 X 光片工時 
每日約 7.5 小時 

(150 件/日 X 3 分鐘) 
0 分鐘 

看診前後 X 光片歸類 約 1 分鐘 / 件 不須歸類 

病房文書作業及借還片時間 約 15 小時 27 分鐘/每天 不須借還片 

表 13 導入 PACS 臨床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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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像保存年限長、影像品質穩定(內視鏡、超音波、X 光

片之影像會發黃、變質)。 

(五) 24 小時服務。 

(六) 影像不因片子被別人借出而無法閱覽，可同時多人閱

覽。 

三、 耗材效益評估。 

(一) 節省各式軟片，顯(定)影藥水之費用。 

(二) 節省儲存 CT、MRI 光碟費用。 

(三) 節省超音波熱感應紙費用。 

(四) 自動洗片機、藥水混合機等設備維修保養費約降低

70%。 

四、 教學效益評估。 

(一) 醫院科際聯合討論時不必預調 X 光片，透過 PACS 
Viewer 調閱病人影像快速、方便，直接經由單槍投影機

進行聯合討論會，且多人可同時在不同地點看相同影

像，另可隨時調閱各種內視鏡、超音波及 X 光影像等互

相印證，輔助判讀訓練。 

(二) 透過網際網路進行線上遠距教學及同步會診。 

(三) 教學檔案製作快速且方便：影像品質佳，可直接下載。 

五、 其他效益評估。 

(一) 減少廢水、廢片等造成環境污染，符合環保。 

(二) 減少病人下次重複照射機會、降低病人輻射曝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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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資訊管理系統(LIS) 
電腦科技的進步日新月異，檢驗儀器的自動化、集中化，

及與主電腦連線來處理大量的資料而提昇工作效率，減少人為

疏失，是現代化檢驗的趨勢，也是每個檢驗部門必經之路。而

檢驗系統與其他醫院內部系統，例如：批價系統、門診系統、

藥局系統等，最大的不同點在於檢驗系統中含有大量的數據資

料，這些數據資料不但有數字，還有陽性/陰性、數字範圍等不

同型式的報告，要如何整合臨床檢驗室的各分析儀器，並與醫

院的主電腦系統進行資料傳輸與管理，提昇醫院內整體的工作

效率及檢驗室的服務品質，便是 LIS 檢驗資訊管理系統所要研

究的範圍。 

檢驗系統作業流程 

一、 過去傳統檢驗作業流程。 

過去病患到門診看診，醫師根據患者病情開立檢驗單，

病人逕至檢驗科等候抽血，傳統檢驗作業流程首先由抽血櫃

檯人員叫號，接著檢驗人員手寫病患姓名於試管及檢驗單

上，檢 驗 師 對 病 患 

進 行 抽 血，然 後 將 

檢體置於盒中等待

檢體接收人員拿至

各 組，各 組 人 員 為 

檢 體 編 號，同 時 將 

檢 體 上 機，最 後 根 

據檢驗結果核發報

告，供 各 單 位 醫 護 

人員查詢報告(如圖 圖 105 傳統檢驗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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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二、 導入 LIS 後之檢驗

作業流程。 

(一) 檢驗作業流程。 

導入 LIS 後之檢驗

作業流程如圖 106 所示，

病患拿檢驗單到檢體接

收站進行報到，檢驗人

員 經 由 條 碼 掃 描 (Bar-
code Scanner)快速而正

確地進行檢體接收，同

時列印出條碼標籤貼於

試管上(如圖 107)，接著

檢 驗 師 對 病 患 進 行 抽

血，然後將檢體置於盒

中等待檢體接收人員拿

至各組，例如：血液室、

生化室、細菌室等，各 

組 收 件 後 就 將 檢 體 上

機，病患基本資料及待

檢驗項目會自動由 LIS Server
傳送到儀器端，這部分就包 

含有雙向連線儀器及單向連

線儀器等方法進行，由這二 

個部分產生的檢驗結果報告，

就以自動化連線的方式登錄

圖 106 LIS 檢驗作業流程 

圖 107 正確辨識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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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S 檢驗資訊系統伺服器

內，各組人員根據檢驗結果

核發報告，最後供各單位醫

護人員查詢報告，提供完整

與順暢的檢驗自動化作業。 

(二) 病患安全維護。 

若檢驗結果超過檢驗危

急值，系統就會自動以 PHS
簡訊主動傳呼臨床醫師(如圖 108)；若病理檢驗結果為惡性

腫 瘤，亦 會 以

PHS 簡訊主動通

知 臨 床 醫 師 ( 如

圖 109)，讓臨床

醫師第一時間得

到 患 者 檢 驗 結

果，並通知病患

立即做進一步醫

療處置，大幅提

高病患治療的時

效性。 

系統效益 

使用 LIS 結合自動化檢驗分析儀(Automated Analyzers)對
檢驗作業的效益如下： 

一、 正確辨識檢體，維護病患安全。 

二、 整合各種全自動生化血清檢驗系統、全自動血液檢驗系

統及其他自動化分析儀，進行雙向連線操作，迅速完成

圖 108 檢驗危急值 PHS 通報系統 

圖 109 病理惡性腫瘤主動通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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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與上傳報告。 

三、 結合自動細菌檢測儀及客製化微生物檢驗作業系統，朝

向自動傳輸檢測結果(Autoverification)及無紙化報告作

業方式邁進。 

四、 結合自動血庫檢驗儀、客製化血庫作業系統及電子醫令

等配套措施，有效提昇輸血醫學之管理。 

五、 結合解剖、細胞病理自動化儀器及專用電腦配備，方便

醫療院所病理及細胞病理報告作業、報告列印及檔案管

理。可見使用檢驗室資訊管理系統可達到提昇整體病理 

診斷及檢驗作業品質的效益(表 14)。另外，導入 LIS 系 

統後之報告時效改善情況比較如表 15 所示。 

改善對象 改善方式 效益 

正確 

辨識檢體 

條碼化病患辨識系統，加速檢體簽

收，降低人為錯誤率 
防止醫療糾紛 

加速 

檢驗流程 

Barcode 採血管直接上機，不需排檢

體、人工編號與手工輸入醫囑 

儀器雙向連線，即時提供 Delta 
Check(系統自動將本次與前次結果

比較，若有異常將對檢驗人員提出

警示)及即時報告查詢 

節省檢體與報告處

理時間 

加速發送報告速

度、保障報告品質 

提昇醫師診斷效率 

降低 

試劑成本 

減少人為疏失，重複檢驗的試藥浪

費 
節省試劑成本 

提昇 

服務品質 

提供管理報表監控檢驗品質 

檢驗危機值 PHS 主動通知醫師 

客製化的血庫、微生物、病理檢驗

作業系統，改善檢驗流程 

全面化品質管制 

結合電子醫令，推

動無紙化檢驗流程 

維護病患安全 

表 14 新光醫院導入 LIS 效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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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院區檢驗資訊管理系統整合 

病患檢驗資訊如能流通於各醫療院所之間，則可避免大量

非必要重複檢查之費用支出。同時，病患也可減少承擔抽血、

靜脈注射等侵入性醫療所衍生之醫療風險。台灣在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後，由於醫療費用之負擔己由全民分擔，且由於醫療院

所均為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機構，故就醫之可近性大為提昇，

導致民眾常因細故而四處就診，由於醫療院所間之醫療資訊( 

含檢驗)並不互通，故民眾於就診之同時也衍生出許多「非必要

之重複檢查」，造成全民健康保險資源之浪費。台北市政府於 

2005 年 1 月 1 日將六家台北市立綜合醫院(中興醫院、仁愛 

醫院、忠孝醫院、陽明醫院、和平醫院與婦幼醫院)、四家專科

醫院(市立療養院、性病防制所、慢性病防制所、中醫醫院)整 

併為一個市立聯合醫院。為了提昇市立聯合醫院檢驗品質、提

項目 
報告時效改善情況 

前期 現行 

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間 40 分鐘 30 分鐘 

一般生化/毒藥物/肝炎類/腫瘤指標/荷爾

蒙報告完成時間 
8~12 小時 4 小時 

回收外送檢驗項目報告完成時間 3~4 日 當日 

病毒、細菌抗原檢驗項目報告完成時間 8 小時 3 小時 

血瓶培養報告發送時間 1 次⁄日 3 次⁄日 

結核桿菌培養及藥敏試驗報告完成時間 56 天 35 天 

細胞病理報告完成時間 96 小時 72 小時 

醫療院所病理報告完成時間 120 小時 60 小時 

移植檢驗報告完成時間 18 天 3 天 

表 15 新光醫院導入 LIS 後之報告時效改善情況比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63  

 

昇檢驗效率、降低檢驗試劑成本，與減少人事成本，台北市衛

生局推動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中央檢驗室之成立。除了緊急檢驗

所需服務之項目之外，所有市立醫療院所之檢體均由公務車運

載送至仁愛院區之「中央檢驗室」，統一檢體處理、檢驗、報

告並加資訊化之報告結果傳送至整合性檢驗資訊系統中，各院

區可透過網路做同步之查詢。市立聯合醫院整合性檢驗資訊系

統之架構如圖 110。 

為達到上述目標，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檢驗部門與資訊部門

同仁開始進行並完成： 

一、 各院區不同之醫令、衛材、檢驗代碼之整合。 

二、 確立醫令、衛材、檢驗編碼之原則。 

三、 利用 HL7 與 LOINC 標準將醫令、衛材、檢驗代碼標準 

化。 

圖 110 市立聯合醫院檢驗中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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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嘗試以 SNOMED-CT 代碼運用於病理檢驗之領域中。 

除了整合醫令、衛材、檢驗代碼之標準化工作外，市立聯

合醫院也在此一「整合性檢驗資訊系統」中添增「加值」功能，

包括： 

一、 檢驗異常值 PHS 通報系統。 

二、 地方基層醫師診所內之醫療資訊系統與市立聯合醫院

整合性檢驗系統連線，以做為「檢驗值」分享，避免重

複檢查。 

三、 檢驗報告整合查詢服務系統(圖 111、圖 112)。 

圖 111 檢驗報告查詢(a) 

圖 112 檢驗報告查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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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檢驗室設於仁愛院區，分為生化、血清、細菌、血液、

分子生物及病毒五組運作，檢驗項目超過 300 項。由於將各院

區檢體集中，作業量大，故引進「自動化」系統，包括： 

一、 大型自動化軌道系統(Laboratory Automation System)，如

圖 113、圖 114。 

二、 小型自動化軌道系統，如圖 115、圖 116。 

市立聯合醫院成立中央檢驗室並以整合性檢驗資訊系統

串連各醫院之檢驗工作，對經營成果有明顯正向效益。包括： 

一、 縮短報告發放之時間，提昇病患滿意度。 

圖 113 大型自動化軌道系統(a) 圖 114 大型自動化軌道系統(b) 

圖 115 小型自動化軌道系統(a) 圖 116 小型自動化軌道系統(b) 



16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 檢驗室自動化，大量減少人力需求，提昇檢驗人員之工

作效益。 

三、 試藥與試劑集中採購，以量制價，大幅降低試藥之成本

近 40%。 

四、 檢體集中一處檢驗，減少各院區高價檢驗儀器之購置、

安裝、維護與保險費，節省公帑。 

五、 檢驗結果經由資訊網路分享各院區、醫院、診所，可避

免重複檢查所衍生之採檢種類與數量，大幅減少全民健

康保險費用支出。 

六、 自動化檢驗系統，架構具模組化之優勢，容易擴充新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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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查詢系統(Report Query System, RQS) 
RQS 報告查詢系統提供一個異質系統整合平台，以各報告

系統間之溝通介面，整合不同系統之報告資料庫。以完整之報

告系統功能，提供即時且正確的整合性報告資訊給使用者，減

輕資訊單位之系統維護工作負荷，縮短報告查詢時間與減少錯

誤發生率，並提供使用者有效的分析圖表，為一完整的報告查

詢解決方案。 

過去報告查詢方式 

由 於 過 去 報 告 分 散 在 不 同 系 統，例 如 ： LIS、PACS 
及核醫系統等，導致查詢報告時往往要切換不同畫面才能查到

一種檢驗結果(如圖 117、圖 118、圖 119)，若是要查其他檢驗

還要回到首頁另外選擇檢驗種類，往往花費許多時間，且無法

比較歷次之檢驗結果，影響醫師對於患者診斷與治療的時效

性。 

圖 117 過去報告查詢介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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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過去報告查詢介面(b) 

圖 119 過去報告查詢介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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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S 報告查詢系統架構 

RQS 係將院內檢驗檢查系統：包括「檢驗室儀器連線管理

系統(LIS)」、「醫學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PACS)」、「核子醫

學科檢查系統」等完成後之報告加以整合，透過單一平台即能

查閱到所有系統產生的文字型，敘述型報告。RQS 資料流程架

構如圖 120 所示。 

圖 120 RQS 資料流程架構圖 



1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QS 報告查詢系統特色 

一、 簡單而快速之查詢介面。 

在 RQS 查詢報告，只要二到三個步驟即可查到所要 

報告，第一是在畫面輸入病患病歷號，第二是選擇「查詢範

圍」與「檢驗單種類」，「查詢範圍」預設為「三個月內」，

「檢驗單種類」預設為「所

有檢查單」，最後按下「 

查詢」鍵便可在同一畫面

提供所有檢驗檢查報告，

不需切換畫面，可同時查

閱 LIS、PACS、核 醫 與 

Tumor Marker 之所有報告

內容(如圖 121)，縮短醫護

人員查詢報告時間。 

二、 追蹤各項檢驗值變化。 

數值型報告自動比對

該項最近一次之檢驗紀錄

及顯示報告日期，檢驗值

若低於標準值，則以藍色

表示；若高於標準值，則

以紅色表示，檢驗值若超

出危險值(HH)，則以反紅

表示(如圖 122 為住院中糖

尿病患者)。 

三、 顯示歷史趨勢變化圖。 

透過圖型化介面，呈現病患之某些檢驗值趨勢變化，增

圖 121 RQS 查詢畫面 

圖 122 生化報告查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71  

 

加臨床判斷之依據。可迅速彙集及查詢病患之檢驗檢查報告

內容及趨勢變化圖(如圖 123)，增加臨床醫師診斷參考及提

高病患醫療品質，可看出治療前後比較，糖尿病患者血糖值

明顯受到控制。 

四、 惡性腫瘤報告之特別顯示功能。 

若該病理報告結果為惡性腫瘤，則報告結果以粉紅色底

顯示(如圖 124)，可追蹤癌症病患病情。 

系統效益 

一、 提昇診療支援服務品質：大幅改善醫療人員調閱報告、

診斷與治療追蹤的時效性。 

二、 提昇診療效率：醫療人員可在各地透過網際網路即時

調閱報告，同時多人查閱報告。 

三、 降低行政成本：完整的報告資訊化，降低紙張列印與報

告傳遞的成本，並減少傳統報告管理之費用，提供醫師

所需臨床資訊。 

四、 提昇醫療資訊品質：結合文字、統計圖表的多元化報告

系統。 

五、 強化臨床研究及教學：完整的病患導向資訊，有助於研

圖 123 檢驗值之歷史趨勢變化圖 圖 124 病理報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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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析與臨床教學。 

六、 完整的追蹤功能：透過此系統除可提供病人檢查報告

完整詳細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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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建構 PACS、LIS 及 RQS 以病患為導向，可大幅提昇 

醫療品質與降低醫療流程時間，也有助縮短檢查時間、以及降

低片子遺失風險，檢查後迅速獲得結果，不需要再約診看報 

告，避免冗長的等待，同時各專科醫師能在診間看診或在其辦

公室內看檢查檢驗報告與醫療影像並直接開立醫囑。隨著軟體

及運用程式的進步，將來更可進一步協助醫師進行診斷、教學

及醫學研究。如今利用上述先進科技，對醫學影像作影像擷 

取、處理、儲存及傳輸，使這些高成本設備能在醫院內充分地

被運用與整合，可以提昇醫院管理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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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藥事作業管理資訊系統與警示系統 

美國 Brigham & Women’s Hospital (BWH)用藥流程 

本節介紹美國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BWH)在設

計及推廣最新最好、封閉迴路的用藥流程之經驗(7)。BWH 是 

個 720 床的醫院，年住院人次達 45,000 人次。其藥事作業中，

住院配藥量約 620 萬份、經審查與同意的藥囑數達 160 萬張、 

藥事部門每年準備 27 萬份無菌產品。在這樣的服務量下，其重

包裝條碼中心工作量，能由 2004 年的 140 萬件大幅下降至 

2007 年的 34 萬件之主因，是供應商開始大幅採用條碼來標識 

產品，大幅減少重複工作的浪費。 

約在 2000 年~2001 年左右，BWH 針對所屬相關機構展開 

嚴格的給藥流程審查作業，並針對這些審查作業提出建議，相

關的建議包含在給藥流程中應用條碼科技、應發展床邊服務點

(Bedside Point of Service)系統、發展 eMAR (Electronic Medica-
tion Administration Record，電子給藥紀錄系統)。為能實際瞭解 

藥局給藥時可能發生的錯誤，針對藥局給藥紀錄進行事後審查

之研究，共有 19,338 份由藥局技術員發藥之給藥紀錄接受審

查，首先由藥房藥師(Staff Pharmacist)進行審核，結果發現有 

393 份(2.03%)錯誤；再經由研究藥師(Research Pharmacist)檢
核，檢核發現仍有 179 份(0.93%)錯誤，兩階段總計共有 572 份

錯誤(2.96%)，其中藥房藥師僅能檢核出約 69%的錯誤；一般 

藥局中常較缺乏第二道把關機制，所以往往仍有 0.93%的藥品

在給予病患時是錯誤的。雖然僅有 0.93%的錯誤率，但 99.1% 
的正確率對病人安全而言仍然是不夠的，這也形成發展系統的

動機。每年對一個 735 床、每年給出 600 萬份藥品的醫院而言，

約會發生超過 44,000 個錯誤，而其中約有超過 9,500 份給藥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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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通常是可能傷害病患的，約只有 1/3 嚴重的藥品錯誤會在調

劑前被發現，換算結果，每天約有超過 35 個可能傷害病患的 

錯誤，這項數據在醫院內並不是個顯著的資料，但隱藏在這個

數字後面，是發生在醫院外、可能傷害病患的藥品錯誤。為何

如此嚴格的要求好還要更好呢？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以下的數

據，如果 99.9%的正確率已經夠好了，那麼可能每三天就會發 

生一件嚴重的飛機事故；每天有 12 對父母發生抱錯新生兒之

事件；美國郵政局每小時會弄丟 16,000 封信；而每小時也將

可能有 37,000 台 ATM 發生錯誤，99.9%的正確率夠好嗎？顯 

然是不夠的。Partner 健康醫療體系亦針對藥物的部份以類似的 

概念發展高績效藥品小組(High Performance Medicine Team)，針

對議題包含病人安全、用藥安全，並包含發展相關的指引讓有

關醫療院所得以遵從。圖 125 是將相關的概念整理後，組成三

個安全用藥管理的大類，包含硬體(Hardware)、軟體(Software)、
人員(Peopleware)。 

圖 125 用藥安全系統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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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 BWH 正重新發展其藥局系統，原醫令輸入系統在

1993 年開發，1996 年更新成為網路介面系統，該系統使用至 

今，已逐漸不敷使用。首先，原有的系統並未考量其他專業人

員使用之經驗回饋，例如：護理人員及醫師；此外，原系統在

醫院及社區藥局之雙向溝通功能非常薄弱，只有社區藥局送出

處方更新要求，醫院才有再確認的功能。有鑑於病人安全的要

求提昇，因此 BWH 開始設計相關的三個系統：雙向溝通介面

的電子給藥紀錄系統、藥囑優先次序排定系統、條碼掃瞄系 

統。不幸的是，BWH 無法同時一併開發此三個系統，故仍只 

能分別開發。給藥時的精確度是給藥作業的基礎，因此 BWH 
開發的電子給藥紀錄系統，除考量到雙向溝通介面的設計外，

更設計系統自動拉出調劑時間、藥囑檢核時間等的指標，有利

於給藥作業效率之改進。另外 BWH 深刻的了解要加強醫院與

藥局藥師之間的溝通，並應了解藥局藥師如何排定其作業之優

先順序，因此發展出藥囑優先次序排定系統，利用視覺的線索

(例如：以顏色標示急件與一般件等)使藥局藥師更簡單明確的

瞭解藥囑之優先處理次序，並藉由標準調劑時間或由護理及醫

療人員依專業知識判斷之作業時間，能讓醫院瞭解藥局端給藥

作業之順暢程度，藉以調整相關作業。BWH 學習 Wal-Mart 的 

經驗引入條碼科技於藥局的物流作業中，將條碼科技整合至藥

品準備、給藥、以及遞送藥品的流程中。利用條碼的紀錄，讓

藥品在備藥及給藥的流程中能像 FED-EX 般進行藥品的追蹤，

並且利用各項作業時點的紀錄計算出給藥的標準作業時間，計

算此標準作業時間能夠提供相關人員進行作業安排之參考，並

能提供作業人員優先順序之視覺提示，系統自動記錄到的「時

間-動作」亦可提供未來進行分析及流程改善之用；而因藥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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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紀錄亦可與其他資訊系統連結，因此在開藥或給藥時，系統

亦可自動勾稽出詳細的臨床檢驗室及藥品資訊，提供決策支

援。 

BWH 自行設計及開發了以條碼為基礎的自動給藥機

(Automated Dispensing Machine)，並依此重新修正了給藥儲存

的流程。在 BWH 中，90%的藥物是由此名為 Omnicell 的機器 

發出，過去的流程中，需要大量的藥師及技術人力以備藥、核

對藥品…等，且必須每個獨立的機器單獨填充藥品，此外，還

需要藥師手動的進行重複藥品的確認。而新開發的系統則較有

效率，同一種藥品可同時被配送至 50 個機器內，另外利用條 

碼確認撿藥的正確性，如此正確率可以大幅提昇。 

此外，條碼科技亦被應用在自動藥物存取系統中，用來促

進藥品的管理，其與批發商之間建立一直接的溝通介面，並經

由存量管制自動發出訂單；採用永續存貨管理，無論是藥品收

受或配給，都需經過條碼的掃瞄確認；為能嚴格控管，故人員

均有個別的密碼，要操作系統就必須輸入個人密碼以啟動；此

外，也為能保存相關的資料，故而先預備了相當大的資訊儲存

空間。配合條碼的自動藥物存取系統，使得因要存取藥品而造

成的變動最小，系統的可靠度亦相對的提高。 

要在機構內採用 eMAR 與條碼輔助，需要制定很多基礎 

建設的決策以支援相關系統，包含要在機構內建設無線網路環

境、要針對醫療院所內的藥品進行條碼編號、員工識別證及病

患識別手環的準備、硬體的購買與安裝、軟體的設計…等。 

BWH 採用的條碼是二維條碼(Data Matrix)，優點包含： 

一、 相關的藥品資訊均能被此條碼儲存及讀取，例如：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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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有效期限、美國國家藥品代碼(NDC Number)。 

二、 比起 39 碼條編號體積節省 30 倍以上。 

三、 準確度提高。 

四、 使用一般印表機亦可以列印二維條碼。 

而缺點則是使用二維條碼需使用特殊專用的光筆才能讀

取，且其成本較高；雖然已經比傳統條碼攜帶的訊息量更多，

但仍然是有限的資訊攜帶量。 

BWH 將 100%的藥品都以二維條碼加以編號，清查所有過

期藥品，在施行過程中，許多使用者都因流程或既有作業改變

而回饋不滿之意見，例如：藥品包裝改變需要重新熟悉、個人

使用習慣造成的掃瞄問題、誤將條碼貼於可丟棄的外包裝上、

在 IV 袋上的條碼品質需改進…等，另外，還包含了因為列印 

不當造成的條碼錯誤問題。 

使用條碼系統時，相關的硬體也隨之改變，例如：引進二

維光筆，針對二維條碼的二維訊息進行掃瞄，並加入無線藍牙

功能，讓光筆的使用更具活動性；此外，亦將筆記型電腦裝置

於活動架上，創造行動工作站以利使用。然而，因配合移動性

作業，二維光筆時常發生不預期的摔落意外，一開始 BWH 
並未預期到光筆的耐摔性，然而在使用一段時間後發現，因摔

落產生的成本非常的高(更換新的二維光筆)，因此將所有的光

筆加以改良，在外層包覆橡皮以增加震動承受性，並更新相關

的程式以增強光筆掃瞄的敏感度。發展整合式 eMAR 系統能 

有效的減少抄寫及其所可能帶來的錯誤，並在系統中提供更多

視覺輔助提示，提醒護理人員病患給藥的優先順序；另亦利用

條碼的掃瞄取代傳統的「三讀五對」，減少人為可能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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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系統時，因資料庫串聯的結果，故可以將藥品資訊連結

至資料庫中，並提供即時臨床檢驗資訊，同時亦藉由與社區藥

局藥師的雙向溝通介面，提供臨床人員使用時的決策支援，以

及增進溝通之有效性。 

BWH 在開發這些系統時，粗估的成本約 850 萬美元，其 

中人員的訓練成本近 50%，但此部份的成本是發展與應用系統

裡最必需的部份。 

護理人力訓練的部份，主要提供四小時的課程，另外還包

含補充性電腦相關的訓練模組，在系統試行之期間裡，固定有

三組駐點人員提供諮詢服務(超級使用者、資訊系統分析人員、

藥師)；而在透過訓練及試行期間人員的反應，醫令輸入系統

(Order Entry System)軟體部份亦加強其功能，並在下達醫令的

作業上，因口頭醫囑無法在系統中產生功效，故 BWH 重新訓 

練醫師儘量以系統下醫囑，並也訓練相關專業人員(特別是護 

理人員)，在聽到口頭醫囑時，要找到最近的系統將醫師醫囑 

即時輸入。 

在實行這些系統時，BWH 發現一些作業環節特別需注意，

並需對員工特別進行訓練。 

一、 藥局作業： 

在 BWH 中，條碼系統的政策是藥品在給藥前一定要再

掃瞄乙次所有的藥品(每一種藥品逐項掃瞄)，然而在實施此

政策的早期，常常可以發現藥師疏漏了掃瞄所有的藥品，或

是可能因部份條碼品質不佳，故常可發現藥師直接至藥品 

資料庫中將 NDC 直接複製貼上到給藥系統中，未確實掃瞄

藥品；甚至發現有些藥師將藥品之條碼以照片複製列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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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掃瞄這些「偽」條碼。此外，藥師常被發現在給藥時未進

行掃瞄，待給藥完畢後再一一掃瞄這些偽條碼，但是常常又

會遺漏掃瞄。因此，在 BWH 中不斷的加強此部份的藥師訓

練。 

二、 護理人員作業： 

在護理人員的部份，亦常會有相關的作業疏失，沒有 

掃瞄藥品就取藥與給藥、在床邊給藥時未確實掃瞄病患手

圈、或是濫用緊急程序，完全沒進行任何掃瞄工作。部份護

理人員與藥師有同樣問題，在給完所有藥後，才進行藥品的

掃瞄，針對這些問題，亦進行加強的輔導與訓練。 

新開發的封閉迴路式給藥系統給 BWH 帶來許多實際作業

上的改變，而教育訓練所帶來的成本也遠高於預期，然而教育

訓練是系統成功的關鍵因素。另外，由於專業性的問題，因此

臨床人員最好是由臨床人員來指導運用系統。此外，在導入系

統 的 時 候，也 讓 醫 療 院 所 有 機 會 能 重 新 檢 視 給 藥 系 統 的 

細部流程，BWH 藉此機會重新改善了醫令系統 44 個部 

份。另外，員工對於新系統的接受度變化很大，通常高接受度

的員工在實際臨床照護病患時亦有較佳的表現；而接受度較

低的員工，通常在臨床工作上常會找「捷徑」完成工作，且通

常只求快速而不求好。因此醫療院所僅能透過不斷的教育訓練

讓所有的員工瞭解執行的決心與政策。 

在硬體設備的採用上，因為使用者是護理人員或藥師，所

以在硬體設備例如：筆記型電腦或準系統、行動架或手持式均

由護理人員決定使用，以確認使用者真實的需求。此外因涉及

許多細部流程的變動，因此瞭解各臨床人員的流程是必要的基

礎工作，並且能夠將條碼科技整合到其日常的工作中。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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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系統時，應能愈早納入臨床人員的經驗愈佳。 

在 2009 年開始，BWH 將會開始將電子自動給藥紀錄系統

推展至化學治療應用，並將擴大其整合範圍至急診部門、人力

及傳送部門、手術準備室(PACU)、NICU 及哺乳室中。此外，

亦將自動化的技術延伸到精巧泵浦平台之介面，藉由建立無線

環境，整合藥局以及電子自動給藥紀錄系統的作業，提供輸液

幫浦作業自動化的可能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無線環境愈

來愈發達，涵蓋的範圍也愈來愈廣後，愈來愈多的行動健康偵

測儀器能被漸漸的應用。 

前面提及，未來電子自動給藥紀錄系統將整合延伸至輸液

幫浦作業自動化中，藉由自動化的幫浦程式流程，透過條碼的

掃瞄(紅外線傳輸或無線射頻系統傳輸介面)，使得藥品與醫令

在系統中進行連結，自動依相關醫令設定為病患調整輸液施打

量。當然，在這樣的系統中亦加入了雙向溝通的介面，透過藥

局、醫令系統以及自動給藥紀錄系統的整合，讓病患之輸液情

形隨時在監控、動態調整的狀況中，並且亦能將病患施打過程

中之生理值自動回饋到藥局系統中以利調整。未來 BWH 亦將

逐漸開放整合，期望能達成下列目標： 

一、 eMAR 與藥局系統間的完全連結。 

二、 輸液幫浦自動化程式設計。 

三、 病患個人化及相關輸液資料庫。 

四、 無線網路自動更新輸液資料庫。 

五、 無線網路自動下載持續品質改善相關資料。 

六、 即時連線至輸液幫浦持續品質改善資料庫。 

七、 以 RFID 來追蹤輸液幫浦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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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BWH 將 eMAR 推行上線以來，相關藥物錯誤的指標都

有改善，給錯藥的個案比例自 1.84%下降至 1.55%；給錯病患 

的個案比例自 0.06%下降至 0.04%；而過期藥品的個案比例則

至 0.17%成功下降至 0.10%，當然相關指標均還有很大可以改 

善的空間，但其所呈現的改善趨勢成功的示範了電子化系統如

何實際改善臨床作業成效。 

BWH 亦成功的簡化了給藥流程，由藥劑技術員將藥品配 

送後，藥房藥師透過掃瞄條碼確認及檢核相關配送藥品，並在

固定配藥後一段時間由系統進行藥囑及配藥之比對檢核(自動

掃瞄)，藥房藥師及系統自動檢核發現的錯誤結果都會回饋至 

藥劑技術員，建立相關資料庫，在未來類似情形發生時自動提

醒或警示，如此病患的用藥安全更有效率並更有保障。而 

BWH 為能確認條碼的檢核是有效的介入，因此利用掃瞄條碼

前後的錯誤處方數證明。整體來看，條碼掃瞄不但能夠有效降

低 85%的給藥錯誤；另就藥品不良反應事件發生件數比例，亦

有顯著且長足的改善。因此證明，條碼技術的應用，對 BWH 
而言確實能達到品質改善的成效。 



18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台灣醫療院所藥物警示系統 

一、 病人用藥安全的重要。 

提昇病人安全、降低醫療錯誤是近年來世界衛生醫療 

院所及歐美國家最受重視的議題，也是各國醫療體系改革的 

重要方向之一，如何提昇病人用藥安全也是病人安全為重 

要的目標。由於病人消費意識高漲，對於醫療品質的要求也

日益增加，所以用藥疏失的預防比以往來的重要，用藥安全

近幾年來已漸漸為社會大眾所重視。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由處方開立到病患使用藥物的過 

程中，極可能會發生不同類型及嚴重度不等的用藥疏失。過

去用藥管理完全依賴人力，雖然已按照標準程序進行三讀 

五對(讀醫囑、藥品名稱、病患名稱，而後核對藥單上的病 

患名稱、藥名、給藥時間、給藥途徑及劑量)，然而人工比 

對容易因為人為疏失而產生錯誤，同時，醫療疏失常與藥物

使用過量及藥品的選擇不合適相關，醫療人員難以掌握病 

患完整的健康紀錄，並且核對所有用藥的交互作用，故難以

有效的預防醫療疏失的發生。 

二、 資訊化的用藥系統。 

(一) 過敏藥物檢核。 

資訊技術的力量在於擅長將龐大的資料彙總，並進行 

計算、比對、分析以及網路的無遠弗界，故凡是需要比對龐

大的資料或是複雜的邏輯運算時，便需利用到資訊化的技術 

進行協助，所以使用電腦支援系統可以迅速確實地發現藥 

物使用的相關問題，輔助解決選擇藥品、劑量、頻率、使用

天數、配伍禁忌等問題。 

在資訊化的過程中第一步便是「資料」的取得，之後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85  

 

過整理彙總後才能將「資料」轉換為「資訊」，而且在將「 

資訊」提供給線上人員使用前，還必需結合其他相關系統的

「資訊」及文獻的輔助，將「資訊」提供為有用的「知識」。

以新光醫院之「過敏藥物比對」為例，首先便必需針對病人

的過敏藥物史進行篩檢，當初診病患不論是透過含門診、急 

診、住院等任何管道而進入醫療院所的就診系統時，資訊系

統便會主動提示醫護人員詢問病患的「藥物過敏史」，而系

統亦會要求一定要詢問完成後才能繼續問診作業；若有藥

物過敏病史時便需輸入過敏藥物成分、過敏反應情形等相 

關資料，以供日後其他醫護人員參考使用。在如此滴水不漏

的嚴格把關下，才能確保在醫療院所進行醫療行為的所有 

病患都已經完成過敏藥物篩檢的程序。另外若部分病患無 

法清楚描述藥物過敏紀錄時，亦可經由健保 IC 卡上在其他 

醫療院所註記的過敏紀錄納入醫療院所系統中，進行過敏 

藥物的資料蒐集。另外在藥品的過敏資訊部分則是由藥劑單

位在藥品入庫時即完成相關資料的建檔，其他包含了藥品過

敏的佐證文獻及臨床報告等。而醫療院所在過敏藥物的檢核

系統除了有其他醫院的且同藥品項目的檢核比對之外，更加

強了同類藥品的比對，所以只要病患曾有某一類藥品的過 

敏紀錄時，系統便能在醫師開立處方的第一時間給予警示。 

因醫療院所已實行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作業，所以在 

輸入有過敏藥物病患處方時便已在畫面中先行提示，再加上 

開立時的比對、藥師發藥時再度比對，層層關卡把守之下，

決不會讓病患誤服過敏藥物之情事在醫療院所發生(如圖 

126)。 

(二) 藥品交互作用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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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病患藥物過敏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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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醫院藥局在藥庫備藥時對同一藥理之藥品庫存常

會有幾種不同的品項，所以在病患交互作用檢核功能，必需

跨越同一品項開立檢核限制的功能，意即病患在門診處方開

立時，資訊系統不能僅檢核開品項有交互作業的檢核，還必

須對其他同類藥品一起納入檢核的條件。但因如此，交互作

用的比對複雜度相對提高很多，所以一旦醫師誤開立有交 

互作用的藥品時，資訊系統必須給予立即提示(如圖 127)。 

但在文獻的提供度而言，交互作用的嚴重度不同，故系統還

必須有彈性的提供醫師調整及確認的功能，使檢核的動作 

不致影響看診的進行，如此也可確保病患開立藥品不會有 

交互作用的發生。 

(三) 避免藥品的浮濫開立。 

完整的藥品檢核系統必須利用資訊技術擅長核對資料

的特性，對藥品的開立除了進行重複用藥及抗生素開立等 

相關檢核。但大部分醫療院所受限於系統限制，對病患藥品

開立之藥品稽核僅只於當次用藥內容間比對，但完整的藥 

品比對方式應以「庫存管理」概念做為病患領取藥物之檢核，

圖 127 藥品交互作用提示及換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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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病患不論在任何一科門診、急診或出院帶回藥物，若未

服用完畢，即會被列為重

複用藥的檢核範圍之內，

所以當醫師此次開立的藥

品被系統檢核出重複開立

時，便 立 即 警 示 ( 如 圖 

128)。據統計，實行此檢 

核方式後，醫師開立重複

用藥被檢核出的比例大為

提高。不論是在病患用藥

安全性及重複領藥的醫療資源浪費管理上，都有相當明顯 

的效果。 

在病患藥品控管的範圍中，除了幫醫院做重複藥品的控

管外，對病患本身的抗生素控管也有相當的成效。新光醫院

在醫師開立抗生素藥品時，針對抗生素的特性及適應症及病

患年齡做第一步的檢核，並且要求在開立時填寫相關開立抗

生素的原因(如圖 129)，以做為管理及其他統計使用，另一 

方面亦可以減少抗生素的浮濫使用。在相關的抗生素控管

下，每月監測到約 30%第二線抗生素及 25%抗生素的開立 

圖 128 檢核病患持同類藥品畫面 

圖 129 開立抗生素藥品時需填寫適應症說明、理由及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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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而且每筆開立的抗生素用藥都能準確的得知開立原因

及使用範圍，每月於藥劑單位與感染管制單位皆會監測資

料。 

(四) 配合其他資訊系統的藥品檢核機制。 

使用電腦支援系統可以迅速確實地發現藥物使用的相

關問題，輔助解決選擇藥品、劑量、頻率、使用天數、配伍

禁忌等問題。由其在第一線醫療人員藥品開立時能夠將藥品

稽核的機制建立，便

可減少後續問題的發

生，所以在醫療院所

特別著重於臨床藥品

開立時之檢誤作業。

例如：利用電腦資訊

建構藥物不良反應篩

選與通報作業、抗生素的合理使用原則、藥品與檢驗值的連

結、藥物過敏警示系統、藥物交互作用、重複用藥、每日最

大劑量警示、給藥日數與重複檢核、懷孕用藥分級檢核、藥

品使用原則等(如圖 130)。 

但是架構此支援系統需要很多資訊整理連結才能達成

目標，因為目前大部分的醫療院所在建置 HIS 常常是分階 

段或由不同廠商建置，以致藥局資訊系統無法與醫院內的

LIS 及 PACS 結合。但有許多用藥是必須參考病患本身的身

體狀況，所以藥歷檔需要能與檢驗值密切連結，尤其是肝功

能與腎功能的狀況，檢驗與藥品的基本檔良好連結，可以減

少醫療疏失。醫療院所在資訊系統發展時若已以電子病歷為

目標，則所有的資訊皆以病人為中心，故同一病患之用藥歷 

圖 130 藥物開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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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值、生理檢查報告及放射檢查報告資料等，便能在單

一操作畫面及藥品開立資料即時比對(如圖 131)。 

另外，利用資訊技術計算的能力，進行檢驗值、年齡、

體重等資料進行用藥劑量的分析計算，輔助醫師藥物開立 

時複雜的計算。尤其是在開小兒科用藥及化療用藥時，常需

加入病患的體重計算使用劑量及每日量是否超出每日最大

劑量。小兒科磨粉劑量的計算，更需要精準掌握，因為近來

也常發生多家醫療院所在小兒用藥的劑量開立錯誤，導致不

可挽回的悲劇。而化療病患的的藥物施打在精準度及施打方

式則有一般藥品更多的複雜性，例如：劑量的設定、稀釋液

及稀釋量的說明及流速和流量的計算等，既複雜又繁瑣，但 

若不小心輸入錯誤便會對病患

產生極大的影響，甚至會危及

生命的安全。所以新光醫院特

別在小兒科藥品開立時加強了

劑量與體重、年齡的交叉比 

對，並且輔助醫師計算磨粉藥

品的劑量及最大劑量的控管，

圖 131 與檢查檢驗系統結合之藥品檢核相關提示 

圖 132 化學治療藥物開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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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療物品也提供了簡單的輸入介面(如圖 132 所示)，省去了

醫師在藥品開立時還需拿計算機計算劑量的痛苦。 

(五) 提供既方便又準確的輸入介面。 

一般醫師在開處方時最常發生的問題就在輸入速度太

慢，尤其是在藥品的輸入，若是普通服用的頻次劑量或許在

一般醫療院所的處方開立系

統都能應付，但是若有特殊

服法時，醫師往往就必須以

打字的方式逐一將服用方法

輸入在系統內。新光醫院特

別針對此問題開發了「特殊

服法作業視窗」(如圖 133)，

醫師只要在畫面上依照病患

的用藥需求勾選，便會自動

產生特殊服法之說明文字，並在藥袋及處方箋上列印，節省

了護理人員及藥師重複抄寫的困擾，並大幅提高了用藥的安

全性。 

(六) 民眾用藥的全方位關懷。 

民眾從就醫醫療院所獲得之用藥安全資訊普遍不足， 

導致於多數民眾在資訊不充分的情況下用藥。為了能夠讓民

眾清楚了解藥品特性，減少藥物的副作用或對個人健康的 

不良影響，促進病患安全用藥，新光醫院打破傳統提供病患

用藥諮詢的模式，改為全方位的用藥關懷模式。系統中提供

藥物諮詢服務與病患個人最完整用藥知識教育輔助系統，其

中包含自醫師在診間開立藥品時，便可在病人面前直接看 

到藥品外觀及使用方法、副作用等其他相關資訊(如圖 134)，

圖 133 特殊服法藥物開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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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導引到藥局櫃

台 的 專 屬 藥 師 諮

詢，或自「用藥諮 

詢導覽機」上的查

詢(如圖 135)，甚 

至病患回到家後有

所疑問時，還可自

行利用醫療院所網

站上查詢到自己當

日門診用藥內容及

相關資訊，包括了藥品外觀、適應症、禁忌症及副作用等，

使病患能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到自己在醫療院所所開

立的藥品最完整的資訊(如圖 136)，好像無時無刻都有一位

專業的藥師在旁守護著病患的用藥安全一般。當然，透過在

此一資訊平台的功能，我們也提供了其他的用藥資訊，像是

特殊藥品在使用上的影音示範說明，各類藥品的詳細資訊

等，若有需要更可以直接連結至衛生署藥品資料庫，病患及

所有民眾都能得到全方位的用藥知識及資訊，同時也落實 

圖 134 醫師在診間可立即告知病患藥品資訊 

圖 135 用藥查詢機 圖 136 醫院首頁提供用藥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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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病患在用藥上的安全性。 

(七) 資訊化用藥安全之效益： 

在醫療院所用藥系統的嚴密安全控管機制下產生許多

效益，以新光醫院為例： 

1. 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最方便的輸入介面：原來傳統之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輸入介面完成一份病患五筆

的藥品輸入約三分鐘(不含特殊服法或化療藥品類之複

雜輸入的藥品開立)，目前的介面僅需一分半鐘，速度約

提高 50%。 

2. 提供藥品開立人員及藥師最完整的偵錯機制：每月利

用系統偵測出藥品異常比例。 

3. 最完整的用藥安全諮詢平台：病患從在診間與處方開

立時，醫師便可直接告知外觀等相關資訊，到專業藥師

及藥品查詢導覽機的諮詢，一直到離開醫院利用網頁的

藥物使用諮詢，提供最完整的用藥諮詢平台，所以在每

季病患用藥滿意度的表現，始終維持都有九成以上的民

眾非常滿意用藥安全的服務。 

藥品控管項目 萬分率(每月) 
誤開過敏藥品 3.16 

三歲以下兒童藥物開立錯誤 0.21 

頻次開立錯誤 1.26 

同類藥重複開立 7.89 

每日最大量超出上限錯誤 3.05 

重複用藥開立 63.16 

表 16 偵測藥品異常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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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護理資訊系統暨行動護理車 

資訊是一門結合科學、電腦科學、資訊科學及認知科學的

領域，它是一門多面向的科學由不同的理論及知識發展而來，

由於健康照護資訊必須由前面所提的多種科學，發展而來，健

康照護就成了資訊的分枝，健康照護資訊就如同一個大循環與

多個健康照護科學相關，包含了資料修補、倫理、安全、決策

支持、病患照護、評值、介面系統、標準、健康照護資訊、影

像知識傳遞、電子健康紀錄及資訊維護等。 

而護理資訊是健康資訊的一部份，其可用於支持多門科學

的教育、實務、研究及健康照護資訊，1995 年 ANA (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定義護理資訊為結合電腦科技、資訊科學、

護理科學運用於護理資料、資訊與知識的處理與管理，著重於

護理實務的方法和工具以協

助護理實務與護理照護(8)。

它能適時收集、儲存、處理、

擷取、顯示和傳遞訊息並能

完成以下工作： 1.醫療照護

中護理服務與資源管理； 2.
提供護理照護中標準化的病

患照護訊息； 3.應用於教

育、研究並與護理實務結 

合(如圖 137)。 

在現今資訊發達的醫療照護環境中，各醫院莫不透過電腦

化的輔助，節省護理人員執行相關作業及書寫紀錄的時間。傳

統的護理工作中，護理人員除了要兼負起病患照護的責任外更

圖 137 護理資訊概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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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於工作中完成許多醫療相關資料的紀錄，如何兼顧醫療團隊

角色、病患照顧及資料書寫的各類需求，且減少因為人為或資

料處理而造成的錯誤，是每位護理人員所追求的。在病患照護

中，護理人員須透過專業知識與評估技巧去收集資料、確立護

理診斷、擬訂護理計畫，而由於護理過程中需要許多資訊，以

幫助臨床的判斷與決策，因此護理資訊系統乃因應而生。 

有鑑於護理資訊系統已是現今發展的必然趨勢，為突破傳

統的束縛，大量資訊系統引入醫療體系，對護理工作的任務及

內容產生了重大的影響，護理主管及基層護理人員如何在這改

變的過程中順利的蛻變，進而順利的推展護理資訊於臨床運

用，並能將其效益運用於病患的身上是各醫療院所積極努力的

方向。 

醫療環境中護理人員直接參與並影響病患的照護，在傳統

醫療業務中護理人員面臨複雜的作業及工作環境，透過資訊化

的整合將輸入的醫療紀錄轉存於終端機加以運用，人員可透過

資訊的自動擷取及分析，後端只要動動指尖即可將所需的訊息

透過整合、傳訊及呈現達到最終的目的，對於護理作業設定系

統來說，整合相關資料轉換為資訊，運用資訊所提供之意義加

以分析出可運用的知識，能夠做為簡化工作流程、提昇醫護作

業品質及病患照護品質等是護理資訊化推展之意義。 

臨床資訊系統在九○年代時開始發展，最主要歸功於自動

化、實證醫學、成效管理與標準化的趨勢。科技的運用可以協

助改善醫療品質與促進臨床改革。可是由於護理資訊與作業都

還未標準化，所以系統的建構是會比較困難。標準化與數據將

是持續改善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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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臨床資料可以從不同的資訊系統裡整合，例如：電子

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eMAR、EHR、檢查檢驗結果、行政、人

資、薪資、會計等。困難在於找出實證知識、轉化為日常工作

的一部份、並與資訊系統結合。在自動化、標準化、與結果管

理的趨勢下，護理詞彙的整理是整合系統的工作之一。CNPII 
機構(The Committee for Nursing Practice Information Infrastruc-
ture)的主要權責是協助美國護理協會(American Nurses Associa-
tion)在資訊架構上的建設與推動，而也同時負責持續發展、維

護、與整合 12 個 ANA 所認可的護理詞彙和資料元件。目前，

美國護理協會有認同許多不同的詞彙集和資料元件，例如：

Omaha System、NANDA、NIC、NOC、NMMDS、NMDS 等。

NMMDS 是護理管理，NMDS 是臨床資料元件，而 Omaha 與

NANDA/NIC/NOC，主要是運用在執行階段上(提供醫療服務 

的時候)。 

一、 Omaha 系統(9)。 

這個系統總共分為三個主要部份： 

(一) 醫療問題分類：共有四個區域、42 個問題、二組修飾 

詞，與症狀集群。主要是用來對病患做醫療評估。 

(二) 治療：共有四個類別、72 個目標，以及具體的病患資 

料。這個部分是用於醫護人員的作業，例如：標示他們

所提供的醫療服務。 

(三) 結果衡量表(系統使用者方面)：三個衡量使用者的指標

為知識、行為、與狀態。 

目前，這個系統約有 8,000 位使用者。而成功架設 

Omaha 系統的機構，都有事先做仔細的研究，包括閱讀相關

文獻、瀏覽網頁、案例研究、參加研討會、與進行示範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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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等，對於系統越了解越能成功的運用這套系統。執行這個

系統的主要困難，與其他新系統一樣，在於醫護人員不希望

做任何改變，所以需要管理階層的支持與加強員工訓練，來

提昇接受度。 

二、 NANDA/NIC/NOC(10)。 

在護理詞彙方面，主要的有 North American Nursing 
Diagnosis Association (NANDA)、Nursing Interventions Clas-
sification (NIC)、與 Nursing Outcomes Classification (NOC)。
目前總共有 188 個診斷、542 個治療，與 385 個結果的詞彙。

在運用上，NIC 可用來認定護理單位的專精項目、為其作能

力評估、以裁定護理照護的成本與了解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

被分派出去。而 NOC 則可以幫助設定目標評估、了解照護 

結果、發展範例病例、設定出院標準範圍，與察看病患人口

的評估。另外，NNN Linkages，則是結合了 NANDA、NIC
與 NOC，連結了診斷與治療，在照護的運用上有確切的幫 

助。NANDA/NIC/NOC 的目的，是讓護理人員可以透過標準

化的護理詞彙，來創造知識。 

台灣醫療院所之護理資訊系統發展緩慢，根據衛生署 

2005 年之調查，僅有 14.7%之醫院完成 80%以上電子化工作(2) 

，有待政府以政策大力推動。但是在美國，醫療院所護理資訊

系統之發展已跨越臨床作業之需求，已展延其系統到護理品質

管理與病患安全提昇之項目上。以下是幾個例子，說明美國醫

療院所近年來在護理資訊系統上所做的努力。最後，我們會以

新光醫院推動護理資訊系統之過程與結果，作為經驗分享。 

一、 Moses Cone Health System(11)。 

這個醫療體系，擁有五家醫院，員工超過 7,500 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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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位的護理人員。在 2005 年時，所有的醫院都得到了

Magnet 的認證。Magnet 是一個醫療院所的評鑑制度，注重 

實證成果，關鍵在於 Magnet Forces 與資訊的連結。他的 14
個「Forces of Magnetism」為：護理領導者的特質、醫療院所

架構、經營方式、人資政策與方案、 專業的護理模式、照護

品質、品質改善、 諮詢與資源、自主性、社區和醫療保健組

織、護理人員教師、護理形象、跨部門的合作關係、以及專

業發展。Magnet Forces 對於資訊系統的成功執行亦是重要 

的一環。可是在 Magnet 過程中，資訊的挑戰將是在於如何 

收集病患基本資料、就醫流程與回報「Magnet Moments」。 

在建置資訊系統前，這五家醫院都有著人員分配的問

題，因為全都是用紙本來紀錄調度。另外，排班部門在週末

時也不上班，而排班所花費的時間，每六週需要十個全職人 

力。這些問題導致員工滿意度的降低。所以，他們成立了一

個任務小組，以求增進滿意度、平衡工作量、減少排班的工

作量、與增加效率。所以，一個資訊系統是必須的，他們選

擇 Optilink Software System 作為資訊工具。對於他們來說，

資訊系統的建置，可以改善醫療品質與轉變臨床醫學，是

Magnet 過程中的一部份。 

Moses Cone Health System 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加護病 

房的排班。之前，只有一家醫院有 24 小時的加護病房照護。

他們發現，病患的住院天數(LOS)增加了、照護流程與實證 

醫學不一致、以及護理人員經驗與能力的不同。以他們的評 

估，增加照護並不是他們最佳的選擇，所以，資訊科技成為

了他們可行的選擇。這五家醫院，與 VISICU 合作，在所有 

加護病房單位與一些急診病床，建置了 eLink 系統，這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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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 24 小時的進行遠程監控。在做了這些改善後，住院 

天數從 4.2%(2006)降到了 3.56%(2007)，而死亡率降低了

10.2%，除員工滿意度以及照護流程的應用也增加外，也獲 

得更多醫師、病患、與家屬的支持。 

二、 UWM/Aurora/Cerner 合作(12)。 

另一方面，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UWM)則
與 Aurora、Cerner 一起合作，規劃出「知識基礎護理計畫」。

Aurora 是一個綜合醫療網路系統，擁有 14 家醫院，100 家診

所，以及 140 家的藥局、居家護理、安寧療養、與檢驗室。

他們的員工，有超過 700 位醫師與 7,000 位的護理人員。而

Cerner 則是一家醫療資訊公司，在世界上擁有超過 1,5000 
名的客戶。這個合作，把研究、實證護理醫學與工作流程結

合，來支持臨床決策、建置資料庫、進行分析研究、和改善

所有院所的醫療護理： 

這個合作機構，希望藉由眺望未來，做為決定未來能走

多遠的第一歨，並是否有充分的利用到科技、資訊、與作業

來改善醫療照護。他們希望在 2012 年時可以達成： 

(一) 護 理 知 識 是 依 照 臨 床 護 理 人 員 所 關 心 的 現 象

(Phenomena of Concern)而衍生的。 

(二) 護理知識的衍生可以即刻應用在護理工作上。 

(三) 這衍生而來的護理知識，是以友善的方式呈現在網路

上，得以隨時查詢(Referential Knowledge)。 

(四) 這衍生而來的知識，將導入至評估、認知問題、介入、

與成果的應用建議上(Actionable Knowledge)。 

(五) 應用建議將轉換至一個可讀的格式，並擁有獨立的資料

要素(Data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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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獨立的資料要素是以標準化的編碼，以利於資料分享與

溝通。 

(七) 編碼後的資料，根據著護理人員的工作流程為基準，嵌

入電腦資訊系統，以同時提供決策支援和照護紀錄

(Executable Knowledge)。 

(八) 這些登入在臨床資訊系統的資料，儲存在一個臨床資料

庫(Clinical Data Repository)，以便於持續照護的應用所

需。 

(九) 在臨床資料庫與資料倉儲的資料，可透過資料採礦，用

於病患報告、提昇服務品質、臨床研究、和發明新知識。 

(十) 護理方面的研究所需要的大量資料，是從成千上萬的樣

本裡取得。 

(十一)臨床資料和其他種類的資料，須一起分析，例如：人 

員配備、病患滿意度調查、財務資料、行政資料、與 

跨部門的成果資料等。 

到目前為止，他們所完成的工作之一，是護理系統概念

框架的設計。在這個框架裡，臨床管理知識與醫療系統結合

起來，建立參考知識，把知識行動化，帶入到電子資訊系 

統，同時支援臨床決策與紀錄。 

另外，他們也創建了參考性與行動性知識、將知識納入

到 Cerner 與 Aurora 的資訊系統裡、系統的及時應用、採掘 

與分析資料、用資料來推動改善、以及重新設計流程。 

設計一個護理資訊的應用系統，不只是將紙本轉換為電

腦，而是需根據護理人員在應用上的需求，並把複雜與廣泛

的醫療、護理資料元件，建入到一個友善的資訊系統。譬如

說，如果選擇壓瘡為關心的現象(Phenomenon of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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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品質指標(NQF 與 NDNQI 指標等)、作業優先順序、 

以及所擁有的知識內容，都須一併列入考量。全國性指標可

以提供一些照護過程與結果的基準。如果未到達這些指標 

的標準，那下一步應該是找出原因與進行改善。因為這個原 

因，應用知識的資料庫，必須擁有問題評估、治療方式、與

結果的資訊。 

當有足夠的精力、時間、考量、和專業知識，投入到初

期臨床資訊系統的設計時，會產生最好的投資報酬率。而建

立護理系統的挑戰，是在於如何把實證知識(Evidence-Based 
Knowledge)，轉換成可以應用在平時照護上，並納入到電子 

資訊系統。透過對病患照護結果上的影響，將也可以衡量照

護的價值。這也是跨部門合作的開始。 

三、 Trinity Health(13)。 

Trinity Health 是美國第四大的天主教醫療系統，共有 

46 家醫院、45,100 全職人力、與 7,346 位醫師。他們推動的

「Project Genesis」，是為改變醫療照護方式與增加病人安全

而定。願景總共分為三部分：臨床、收入管理、和資源規劃。

臨床部分，他們希望透過資訊科技去推動品質與財務方面的

改善，並讓臨床與非臨床的流程運作順暢。他們希望建立一

個所有整合醫院病患的資料庫、病患主索引、標準化資料、

不良藥物反應警示、診間醫令系統、醫令管理、與臨床病歷

紀錄之實質電子病歷系統。 

收入管理部分，包括病患管理、病患帳務、索賠管理等 

。而資源規劃部份，是總帳會計與供應鏈管理。 

這個計畫從 2003 年開始，在他們的 11 家醫院(75 床~ 

400 床)內實施，希望能找出需要糾正與改進的地方，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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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系統內的每一家醫院。他們發現，不管是否有參加計

畫的醫院，都把焦點放在實證醫學。另外，這個計畫帶來了

更多對於資訊科技的需求，例如：在資金與人力上的需要，

是他們遇到最大的困難。而且，有一些醫師則因為科技化的

關係，都不再願意親自到醫院去，希望能透過醫院的護理人

員來照護病患。但如果建制了一個好的系統，這就不一定是

件壞事。 

四、 西雅圖兒童醫院與區域醫學中心(14)。 

兒童醫院主要以病人安全與病患就醫滿意度為重點訴

求，讓資料與實證做為決策的基準。他們認為資訊科技只是

有助於改革的推動，但不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持續性表現改

進之方案(Continuous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PI)的推動，

需要所有員工的參與，讓大家成為合作夥伴而不是主客關

係，以減少員工的負擔與障礙。而院內高層則是需要意識到

改革的過程將是漫長的。 

CPI 的目的在於消除浪費、去除變異、建置標準作業、 

持續推動改革、以具體的數據做結論、並達到每次改革都有

50%的進步。 

CPI 的基本要素為核心工具(快速流程設計與系統執行

研討會)、完整的資料、全員參與、和領導者的投入與支持。

領導者必備的五個特質為存在感、高知識、參與感、堅韌、

與耐心。CPI 是一個跨部門的合作，主要人員包括醫院員工、

各科醫師、和病患家屬，一起評估、研究、以及重新設計照

護流程。 

以中央靜脈導管感染為案例，則每天所必須討論的「6th 
Vital Sign」是：注射管是否可以拔掉？是否可把靜脈注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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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換為口服？是否可以用灌食？是否可以減少抽血數

量？是否可以把抽血時間與換管時間合併一起？注射範圍

今天的狀況如何？標準流程裡也記載著何時可拔除周邊置

入 中 央 靜 脈 導 管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以上敘述的標準照護流程可以減少不必要之 PICC 
處置。另外，護理溝通也應需要改善。譬如說，一套由護理

人員自己設計的標準化護理通信系統，讓護理人員在任何 

時候都能取得需要的資訊。 

該院執行 CPI流程的重要成果包括：減少 47%員工每天

的走路量、減少 72%的行經距離、減少 87%的提前期(Lead 
Time)、以及減少 58%的切換。就執行結果而言，CPI 有效 

的消除了系統裡多餘的部份。 

醫護同仁認為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醫

師參與、管理階層的支持、大量的員工訓練與再教育、想改

變的決心、以及充分了解改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進步

是應該一歨一歨來，只追求不斷的進步，不追求一次完美。

而主管則必須去努力經營，不是把改革當成副業。 

五、 美國照護管理學院(ACHE)(15)。 

根據 ACHE 在 2006 年 10 月所做的研究，醫療院所推動

資訊建設的二個主要的原因為提昇營運效率與減少醫療失

誤。美國在 2007 年約有 430 億的資訊建設在進行。病房的 

建設項目包括：無線科技、獨立溫度控制、房內洗手台、電

腦化作業、與加大病房空間。無線系統的架構也增加了醫院

的靈活性。 

「時間-動作研究」是在美國的一個大型、多點的全國 

性研究，參與的機構總共有 274 家醫院、橫跨了 15 個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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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究是利用醫院無線系統之架設與 RFID 之建置探討一些

具體的環境因素，了解照護流程之影響因素，進而瞭解和病

人安全的關係。 

此研究總共分為四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可以用來驗證 

上一個階段的資料： 

(一) 階段 A 為基線數據，護理人員報告他們每天寫病歷所 

花的時間。 

(二) 階段 B 為二個問題的回答：護理人員將會定時的被問

到他們當時所在的位置與工作。 

(三) 階段 C 為在護理人員身上貼上 RFID 的標籤，以追蹤他

們工作的路線。 

(四) 階段 D 為在護理人員的手上貼上體溫測量器，以測量 

他們的身體狀況。 

這個研究，總共收集了 2,201 的工作班別，等於是 

21,955 小時的資料。平均有 76%的護理人員參與了研究， 

96%完成整個過程、3%自動退出。 

研究發現，護理人員主要有四個工作區塊。其中，病歷

紀錄佔據了最多的時間，大約有 16%~34%的時間(96 分鐘

~204 分鐘)。其他時間則花費在藥物管理、溝通、與衛材管 

理上。透過這些感應器材，他們知道了每位護理人員的行經

路徑。另外，他們也發現每一位護理人員，不管是否在同一

個護理站，他們的行徑都不同，因為沒有接受過標準化的訓 

練，而是自己摸索最好的行徑。所以，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來除去不需要或多餘的步驟，以增加對病患照護的時間。 

ACHE 認為未來醫療照護的模式，將會以病患為中心、

增進溝通管道、並降低成本與失誤。醫師、藥局、與社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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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可以達到更完美的結果，造就健康的客戶。所以，靈

活與適應性強的科技是必要的。雖說資訊可以幫助整理與追

蹤治療，三個關鍵的領域是健康與預防、衛生環境及慢性病

護理。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病患週遭的環境(住房、食物、 

水、當地安全等)。 

ACHE 強調每家醫療院所都必須做出自訂的系統以符

合他們本身的需求。可是，就算擁有了最佳的系統，還是不

能保證員工會自動的接受與使用。工作流程亦需要重新設

計，通常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人力，所以持續的系統訓練

以及領導階層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他不但可以提高 

接受度，還可以減少恢復時間(Recovery Time)。另外，就如

上述的非預期結果，也是不可忽略的，因為不管如何的小心

避免，終究會發生。 

歷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單獨的資訊系統並不能幫助

減少醫療疏失，他只能達到促進的效果。領導者的支持、遠

見、團隊精神以及作業標準化，才是成功的關鍵。所以重點

須著重在工作流程，讓臨床流程驅動科技，而不是以科技來

驅動流程。 

六、 新光醫院。 

新光醫院多年來不斷努力發展先進護理資訊系統，今以

新光醫院為例說明護理資訊系統之架構及其在臨床上之使

用。該院於 1996 年起開始將護理計畫表單導入資訊系統， 

但建置在文字介面的 DOS 環境下，臨床應用上的限制，造成

護理表單登錄困難、透過手動輸入，容易增加輸入錯誤的機

會，純文字功能無法滿足複雜且繁重護理工作所需。於是新

光醫院漸進式改變系統建置環境；於 2003 年起開始逐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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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介面取代舊有文字介面之環境。於 2006 年起更運用 

大量圖形選取介面、與資料庫自動連結病患基本資料、系統

判斷資料自動進行決策等功能運用； 2007 年起更將護理工

作車結合無線網路發展「行動護理站」，將護理站帶到病床

邊並以護理資訊系統取代紙本運用，在護理照護的行動作 

業中即能「同步、即時」依評估、計劃、確立問題、執行照

護、評值等護理過程完成紀錄並回傳系統供其他相關醫療團

隊人員運用，以能即時並共同解決病人問題，不僅提昇醫療

作業效率，降低資料重複輸入錯誤率，簡化團隊作業時間，

更增加護理人員使用滿意度，進而促進醫護及病患間的互

動、滿足住院來賓需求、提昇護理服務品質及有效率改善健

康照顧品質。 

護 理 資 訊 系 統 架 構 及 功 

能為： 

(一) 結合病人照護資訊、護理計

畫照護成效、行政管理、護 

理品管及護理教育等功能為

架構進行設計(如圖 138)。 

(二) 輸入功能由文字介面轉置為

圖形化介面，自動化連結提昇資料正確性(如圖 139)。 

圖 138 護理資訊設計架構 

圖 139 文字介面轉置為圖形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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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往護理評估以

紙本填寫，耗費

量大且造成紙張

浪 費 及 查 詢 困

難，透過護理資

訊系統的建置，

建立完整評估資

料庫，結合不同

表單設計，一次

資料輸入可由系

統完成五種不同評估：入院評估、身體評估、高危險性

跌倒評估、高危險性皮膚受損評估及出院準備服務評估

等(如圖 140)，減少手寫資料時間、錯誤發生率及減少 

紙張使用量，並透過彙整評估表資料進行分析及統計進

而達到節能省碳、提高工作效率及醫療品質。 

(四) 自動判讀家族圖譜解決護理人員繁複的家族史紀錄，利

用下拉勾選的方式建置家族圖譜，圖形化輔助介面及自

動決策功能，提昇護理人員判讀及資料資料的正確性。 

圖 140 單一評估即可產生五種評估表 

圖 141 簡易操作的家族圖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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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藥品、檢驗試管查詢功能，可讓護理人員於病人床旁執

行給藥作業功能，能針對不清楚藥物，即時進行完整且

正確查詢與辨認，包含藥品外觀、適應症、使用劑量、

禁忌症、副作用…等資訊(圖 142)，避免病患用藥錯誤，

提昇病人用藥安全；並對床旁收集檢體樣式進行查詢。 

(六) 護理資訊系統提供臨床整合、簡化、自動化等功能外，

也同時有分析功能，不僅可以用數據表示同時可以依不

同狀況產生不同的圖表(圖 143)。透過圖表化的報表， 

使 用 者 可 以 很 輕 易

的了解目前的狀況，

不 管 是 對 於 護 理 品

質 及 病 患 照 顧 的 監

控 或 是 護 理 研 究 及

護 理 教 育 都 有 很 大

的幫助。 

圖 142 藥品查詢功能 

圖 143 依使用者需求產生分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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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護理行政：透過主護機制及派班表來指派護理人員照

顧病人。由於醫院床數太多，若是每次排班都要重新指

派護理人員是非常不方便且浪費時間的事情。透過主護

機制，護理長在排班時可以先指派護理人員長期照顧的

床位，以減少排班時間。另透過統計出來的資料使護理

長可以清楚知道該護理站護理人員照顧經驗、依不同診

斷及病人指派最適合的護理人員及依護理人員經驗去

培訓護理人員。透過上述的機制達到減少護理人員排班

時間，使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及培訓護理人員(圖 144)。 

(八) 行動護理站建置： 

護理工作為複雜的作業，依病人特性及單位業務而異，

平均一般病房照護病人之護理工時為一個半到二個小時，護

理人員耗費在病人與護理站間往返、照護紀錄登錄、病人相

關佐證照護資料查詢及完成照護後許多表單紀錄等，均是造

成床旁護理服務工時無法提昇的主要原因。護理資訊系統行

動化運用，協助護理人員自護理站作業推進到床邊(Bedside)
臨床照護作業，每個護理人員就是一個護理站，協助護理人

員更專注於照護病患，並大幅提昇工作效率，醫師也能夠透

 

圖 144 護理資訊系統協助照護人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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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攜帶式的行動設備存取病歷資料、藥物資訊、醫療檢驗報

告。這些應用都能讓醫護人員能夠更快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

資訊，提供更好的臨床照護，這隨處都能存取網路資源的方

式也讓醫療照護的型態快速轉變，達到行動醫療照護的目

標。藉由行動護理車的協助，可將病患的相關資料帶到病床

邊，使得護理評估、確定病人健康問題、擬定護理措施，照

顧的過程中可即時的寫入評估內容、執行過程，以利於進行

成效評值，皆完成於病床旁邊，可與病人直接溝通，並有助

於醫療及護理人員即時查詢病患的資料、增加即時性決策參

考資料，做為病人治療之依據。 

行動醫療護理站作業特性包括： 

1. 不須浪費時間頻繁來回奔波於護理站及病房，醫療人員

可利用行動醫療車所安裝的平板電腦，在巡房時將病患

狀況直接輸入存進醫院的後端系統，亦可透過無線網路

擷取後端系統的資料，除了讓護理人員的工作流程簡化

及有效率，更可降低誤診或給錯藥的機率。 

2. 即時輸入資料、藥物資訊查詢、醫療報告存取、即時會

診醫師照護。 

3. 行動電子病歷線上作業、行動醫療作業、即時開藥、即

時開立檢查單、即時給藥檢核與即時輸血檢核作業。 

4. 詳細之病情與檢驗數據或診斷，例如： PACS 可以電腦

臨床解說。 

為了追求護理作業之「行

動化」，新光醫院早於 2002 
年時已將 PDA 導入醫療作業

中(圖 145)，開發出一套與電

圖 145 PDA 版護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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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系統連結並應用於臨床之醫囑、藥囑及護囑等之作業系

統，以期突破原本護理作業的效率及正確性，然而 PDA 尚 

有其大小容量及攜帶的限制，未達理想，故再於 2007 年以 

行動護理車(表 17、圖 146)取代 PDA 式之行動作業，以其擁

有較佳的運算能力、較大的觸碰式螢幕較容易點選、無線資

料上傳等，更能符合護理人員的需求，經由完善無線網路架

構建置，資訊系統結合提供更便利查詢，為過去紙本資料難

以達到的功能。 

  PDA 行動護理車 

螢幕大小 螢幕大小： 320X240 螢幕大小： 1024X768 

資料傳輸 資料需連接插座後下載 資料透過無線網路傳輸 

運算能力 運算能力差 運算能力優於 PDA 

表 17 PDA 與行動護理車優劣勢比較 

圖 146 行動護理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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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系統開發成效與未來展望。 

NIS 及行動護理車建置後，簡化護理紀錄及臨床工作的

複雜度，相關成效及預期效益分析如下： 

1. 病人方面服務成效： 

增進醫病及醫護的溝通，提供病人安全的照護環境，透

過病患手圈確認、護理資訊系統資料確認，及藥袋上的條碼

確認，可協助護理人員於病患用藥時，多次確認病患名稱、

使用藥品、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交互作用，同時可利用行動

護理車，以多媒體的方式輔助藥品的使用說明。同樣的，於

病患輸血時，亦可透過行動護理車進行血液核對的作業，針

對病患的血型、血袋的血型、血品、到期日期、血袋量等資

訊進行確認，做為病人安全的把關，減少人為疏失的機會，

2008 年度以護理部評值 29 個護理單位，病患輸血/備血技術

正確性達 99.82%。 

由於行動護理車可與院內的檢查、檢驗、PACS 及相關 

報告系統連結，故行動護理車可以多媒體的方式展示病患 

的報告、檢體照片、手術外觀、住院前後外觀等資訊，協助

進行衛生教育，可增加病患的瞭解，並且更準確的執行衛生

教育，增進與病患之間的溝通，促進「護病關係」。 

2. 人力工時之成效。 

行動護理站作業能即時輸入及查詢，一般病房 46 床佔 

床率 85%計算，白班安排六位護理人員，每位護理人員負責

六到八位病人照護，平均完成醫囑確認、護理作業登錄、完

成護理紀錄、資料查詢及計價等作業耗時等為二至三小時/

天/每人，以 29 個護理單位計算，每天耗時為 522 小時進行 

相關作業； NIS 上線後，相關作業因自動化連結，平均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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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護理單位每天則可節省 348 小時，一年更可節省

127,020 工時。 

3. 節省護理表單紀錄時間： 

透過行動護理車的協助，使得護理人員的工作型態更為

簡便，比較系統導入前後資料填寫的時間節省如下表，以一

個病患為單位，平均節省 21 分鐘表單書寫時間，新光醫院 

一般病房住院病人數平均 460 人/天，共可節省 161 小時/天 

於護理表單之紀錄時間。 

4. 節省表單成本支出： 

以開發之護理紀錄表單，例如：入院病人護理評估表、

護理紀錄單等共計 20 份，其中有五份表單為每位病人共通 

使用，每份表單依病人病情狀況耗用二到五張，一般病房住

院病人數平均 460 人/天，共計節省 11,500 張需印刷表單成 

本/每天，每年約可節省將近 2,098,750 元紙張成本支出。 

5. 提昇表單紀錄滿意度。 

NIS 系統上線後，分析護理人員執行表單紀錄滿意度：

分別針對方便登錄數值、易於修改輸入錯誤的資料、易於查

詢輸入之數值、易於選擇護理目標及措施、方便編輯紀錄內

  過去作業狀況 行動護理車 節省書寫時間 

1. 生命徵象護理紀錄單 2 分 1 分 1 分 

2. 輸入及輸出紀錄表 5 分 1 分 4 分 

3. 入院護理評估 10 分 5 分 5 分 

4. 護理計畫 2 分 1 分 1 分 

5. 護理紀錄 40 分 30 分 10 分 

總計 21 分 

表 18 護理表單書寫時間節省整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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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自動帶入生命徵象、I/O、檢驗室報告…於紀錄中、可

自動帶入醫囑內容於紀錄中等功能進行調查，平均滿意度 

為 83.2%。 

新系統建置成功因素，除了軟硬體設計之配合外，參與

執行人員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當新系統上線時，參與人員面

臨新的改變與挑戰，應証改變理論推展系統以 NIS 為例，執

行策略架構如圖 147。 

圖 147 推行 NIS 為例運用醫療院所改變途徑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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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的世代不僅僅只要求資料電子化，而是要讓使用

介面更人性化，使用者操作起來更容易上手。在新的護理資

訊系統解決了不少問題，但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些功能將會 

越來越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因此資訊部門需不斷努力 

創新以求提供護理人員更好的護理資訊系統，進而使護理人

員提供病患更好更優質的服務。新光醫院未來護理資訊系統 

開發的重點將放在護理品管及臨床照護。 

6. 使用電子化的紀錄表單紀錄病患血壓、血糖、體溫…等

資料並進行統計及彙整，經由彙整統計的資料進行分析

及長期追蹤，使病患獲得最優質的服務及照護。 

7. 使用電子化評值表對各護理站隨時進行評估，對護理站

的品質做長期監控及分析，若發現異常可即時檢討及改

善。 

8. 在所有護理表單及評值表電子化後使全院達到無紙化

的目標，讓醫院不光只是照護病患，在照護病患的同時

也對地球環境保護盡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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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病房管理資訊系統 

入出院病摘系統 

背景說明 

入出院病歷摘要可說是病人住院紀錄中最關鍵之資訊，記

載內容包括了入出院之診斷、疾病臆測、檢驗檢查結果、理學

檢查結果、治療方針、診療過程等資訊，故對醫師而言，需花

費相當時間整理資料及書寫。 

本系統主要目的在協助醫療人員入出院病歷摘要製作作

業的進行，由於住院系統所牽涉的資訊範圍極為廣泛，例如：

住院管理及醫令、護理站、處方、檢驗、放射、手術室、供膳、

血庫、批價、健保申報等相關資訊系統。一般醫療院所既有大

電腦終端機畫面雖有提供入出院病摘的輸入及列印功能，然而

因操作不便且醫師需在各系統間不斷切換以查詢相關資料，造

成醫師需下載資料整理後，另以個人電腦內之文書軟體自行繕

打，對於資料的正確性及資料庫的建立並無實質幫助。 

為克服以上問題，資訊部門需要建置一套方便醫師使用之

入出院病歷摘要製作系統，然而此系統必需滿足以下的功能： 

一、 醫師便利操作且不受空間限制。 

二、 便利輸入與點選。 

三、 醫師可查詢相關檢驗檢查資訊。 

系統架構與簡介 

入出院病摘系統包括病歷記載、檢查排程、檢驗結果查詢

及醫令系統等，住院病患自辦妥住院手續後，連結護理站，並

由醫師開立診斷、手術通知、單一劑量、檢驗、放射等醫囑，

並傳輸至相關個別系統以協助各系統之資料彙整功能運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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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醫師為病患開立出院通知時，再由個別系統將相關資料彙整

至住院批價系統，以利病患進行最後繳費動作，其後相關資料

再匯入住院健保申報系統以利健保申報作業之進行。 

過去礙於舊有系統輸入操作以及換行較為困難，故新系統

(如圖 148)開發時主要強調操作簡單，畫面以簡單且編輯容易 

的方向處理，去除過去換行困難的困擾。此外，新系統同時提

供片語的功能(如圖 149 所示)，並且可於醫師間及各科別間複

製、分享，使得操作更為容易。 

新系統的設計架構彙整許

多模組(如圖 150 所示)，包含片

語模組、舊有資料的轉入、範 

本的提供、以及 RQS 資料的彙

整，由文件編輯畫面提供給使 

用者，最後提供列印的功能。 

圖 148 病患查詢畫面 圖 149 系統片語編輯畫面 

圖 150 作業模組 

圖 151 流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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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的過程透過流程控管(如圖 151 所示)，對於每個步驟

給予一定的先後順序，確保資料的完整與一致性，例如：若未

完成出院病歷摘要，則無法列印所需的資料，過程中予以控管。 

系統效益 

以往因大電腦終端機入出院病摘不易操作，故醫師多以個

人電腦之文書製作軟體繕打，然而此種方式仍需親臨大電腦終

端機查閱病人檢驗檢查資訊及相關醫囑資料，甚為不便。也有

部分醫師因過於忙碌，僅將以前病人之病摘資料進行姓名及診

斷等欄位之修正，卻忘了修正性別或相關資料，造成入出院醫

囑嚴重錯誤。新系統開發上線後因操作介面簡單及相關檢驗檢

查資訊查閱簡便，故深受醫師肯定；另一方面因為內建片語及

檢驗檢查查詢功能，醫師可運用點選及下拉式選單之模式操作

及點閱。 

另在台灣新制醫院評鑑中明定出院病摘之完成期限，新系

統亦可供病歷管理單位追催稽核出院病摘之完成狀況。 

圖 152 系統回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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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科會診系統 

背景說明 

癌症自 1982 年起一直是危害國人身體健康的頭號殺手。

2007 年，台灣因為癌症死亡人數有 40,306 人，也就是約每 13 
分鐘有一人死於癌症，高居死亡人口百分比第一位(29%)(16)(見
圖 153)，由此可知，對於癌症的治療與預防研究實是刻不容緩

的議題。 

以往國內醫院對於癌症診斷與治療，都是各專科自行診斷

治療，缺乏多專科團隊診療照護模式，且未建置癌症期別、診

斷治療與追蹤之資料庫，因此無法評估不同癌症期別的存活

率，因此衛生署參考歐美經驗，自 2001 年 10 月起補助每年新 

診斷癌症個案達 500 案以上醫院成立癌症防制中心，並自 

2005 年起由國民健康局共計補助 27 家醫院辦理「癌症防制中心

-全面提昇癌症診療品質計畫」，協助醫院推動癌症多專科團 

圖 153 2007 年台灣地區(含金馬)主要死亡原因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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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診療照護(Multidisciplinary)模式，並建立癌症期別、診斷治 

療與追蹤之資料庫，改善國內癌症預防及診治服務品質。 

系統架構與簡介 

新 光 醫 院 為 達

到癌症期別、診斷治

療 與 追 蹤 之 資 料 庫

的 建 置 與 多 專 科 醫

師會診的目的，多專

科 會 診 系 統 於 是 因

應而生。系統中約可

包 含 三 大 使 用 者 角

色，個案管理師、主

治醫師和各科醫師，

如圖 154 所示。 

主 治 醫 師 確 立

癌 症 病 患 之 診 斷 並

收案後，系統告知個

案管理師開案，接著

輸 入 癌 症 病 患 各 項

基本資料，並選擇其

相 關 檢 查 與 檢 驗 報

告，及須會診的各科醫師，在主治醫師確認該病患檢查、檢驗

報告無誤後，選擇或輸入分化程度等各項臨床評估數據，由系

統計算出癌症期別後(如圖 155)，再選擇治療指引建議，在確 

定會診醫師清單後，通知各會診醫師上多專科會診系統進行會

圖 154 多專科系統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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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回覆(如圖 156 所示)，各科會診醫師針對病患診斷、期別、及

治療指引填寫其意見，完成後由主治醫師依各會診意見做最後

診斷確立，並交由個案管理師做結案動作。 

系統效益 

新系統之精神是採取以病人為核心，藉由電腦系統的協助

採取線上會診會議的模式，整合醫療團隊提供癌症病人適切的

醫療照護，避免傳統醫療團隊意見無法整合，或是需另專門安

排時間召開團隊會議討論，可大幅降低個案管理師及醫療人員

之行政作業程序，使醫療人員能花更多時間在病人身上。 

藉由醫院內多專科醫療團隊、安寧醫療團隊及癌症登記小

組等團隊的合作與癌症多專科會診系統等人力與資源的全力

配合與團隊合作下，期望得到以下效益： 

一、 醫院癌症醫療品質的提昇，使來院病患得到安心且完整

的癌症防制服務。 

二、 資料庫的建置得將原本零散的癌症相關醫療資訊做整

合，以利於國內癌症醫療資訊的統計與研究，並達到後

續追蹤的服務。 

圖 155 選擇或輸入臨床評估網頁 圖 156 各專科醫師會診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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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專科醫師的共同參與會診，使病患能有更周詳且明確

癌症治療計畫。 

四、 此外，新系統未來期望結合 CRM 系統，達到更完善且 

全面的長期追蹤計畫與服務。由於目前只針對國內六大

癌症做登錄與資料庫建置，期望後續增加其他癌症資料

的建置，促進國內癌症的診療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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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整合式即時流程管理系統 

2008 年 2 月 15 日美國國家工程學會發表「工程的大挑戰」

(Grand Challenges for Engineering)一書，其中「促進健康資訊」

(Advance Health Informatics)一章中提及「…現今，對於系統性 

的獲得、管理及使用相關資訊於健康方面的健康資訊學發展取

向，長足的提昇了醫療服務的品質及效率…」、「…醫師們深

受資料過量之苦，因此需要一個系統化的電子系統以便尋找治

療特殊病患及支援決策，並能在各照護點提供即時、個人化的

醫療建議…」(17)，文章中表達了醫療服務產業中對於整合式、

即時系統的需求；此外，服務流程中各照護點之資訊管理亦日

趨重要。本文試著介紹幾個整合式即時流程管理系統來說明在

醫療服務產業中的需求及可能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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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病患流程管理系統 

某日，手術室的接待櫃檯人員引導一位男性病患進入了某

一手術房間，一切程序都沒有問題—只除了麻醉排程中這位病

患應是女性。醫師立即意識到病患被引導至錯誤的手術房間，

而這樣的錯誤可能發生在病患被推進手術室、恢復室…任何地

方，對於病患之手術安全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與資訊部門人

員溝通後，資訊人員迅速裝置室內定位系統(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IPS)，結合對病患等身分之偵測，使系統能針對當有 

病患誤入其他診間、手術室時，自動發出警訊給相關人員進行

處理。 

如圖 157 所示，病患在接待櫃檯時，即由櫃檯人員發給一

訊號發射器(一個小盒子或一個小標籤)，這個發射器每數秒即

發出自身編號之訊息乙次，透過設於各定點之訊號接受器接受

訊號，並將此配對資料送至系統主機中，系統將其資料比對病

患身分資料及手術排程資料後，如果判定病患不應出現於此訊

號接受器所在空間，則會自動發出傳呼機警訊給相關人員(手 

術室接待人員、醫師、護理人員…等)進行處理。這樣的系統自

動偵測、比對病患所在地資訊，並發出警訊，無需人工再進行

病患位置確認、發出病患錯置地點警訊。 

除自動偵測及發報外，系統亦能藉由流程監控軟體自動整

合一動態位置地圖(如圖 158)，如圖中所示(箭頭處)，一位在排

程中應位於第 1、2、或 3 號手術室的病患卻顯示於第 4 號手術

室，系統以不同色調表現這位病人是在錯誤的位置，並同時發

報給流程管理者進行處理。同時，此一動態地圖亦能顯示出各

個手術室成員的位置，如此系統亦能同時發報給最接近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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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之病患附近的醫護同仁，即早引導病患至正確位置。 

圖 157 錯誤位置偵測系統訊息流示意圖 

圖 158 動態位置地圖擷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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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室流程管理系統 

由於手術室內之空間有限，因此如何增進醫院之效率變的

相當重要。手術室流程管理系統是醫療院所常見需要之整合即

時資訊系統，能夠提供手術管理者進行病患在恢復室及外科樓

層(設計用以緩解恢復室的負擔及減少恢復室的等候清單)之間

流動的管理。設置手術室流程管理系統目的是監控病患自手術

室轉入恢復室的進程。病患進入手術室後之相關時間均被記

錄，並透過醫院之內部網路使位於外科樓層之人員亦能掌握。

病患停留於恢復室的時間可做預設，停留時間能由恢復室人員

手動修改，系統會於設定轉出時間若干分鐘前，經由自動傳呼

系統送出訊息通知

病患之主護，以加 

速病患接送，其流 

程示意圖如圖 159。

在測試的期間，進、

出恢復室的時間均

被系統自動紀錄， 

並經檢討會議予以

改善。利用此一介 

於手術室、恢復室 

及外科樓層之即時

通訊系統確實能減

少因空間有限造成

的流程延誤，提昇 

醫院效率，增加病 

患滿意度。 

圖 159 手術室流程管理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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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可移動資產管理系統 

醫療院所內可共用之可移動醫療設備常因不清楚實際擺

放位置、以及到底有哪些資產，因此常發生維修不及和重複購

買等問題。因此需開發能讓使用者快速、簡單使用的系統，以

尋找、追蹤資產。並為這些資產安裝識別標幟(可用 RFID 及標

籤條碼)，及開發資訊系統進行資產之管理，進而達到開源節流

的目的。 

做為識別的方法。RFID 具有主動發出識頻的特性，故在 

設備移動及識別時具有一定的方便性；但在美國醫學協會雜

誌中的研究報告指出，醫院內使用的射頻識別(RFID)會干擾關

鍵醫療照顧儀器(18)。該研究是在 2006 年 5 月於荷蘭阿姆斯特 

丹大學的學術醫學中心完成，即操作一個主動 RFID(125kHz) 
及一個被動 RFID(868MHz)系統，而該系統與其他 41 台醫療 

儀器距離為 30 公分(一步左右距離)。經過 123 次電磁波干擾測

試後，RFID 引起 34 個 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電磁

干擾)，其中 22 個被歸類為具有危險性的干擾、2 個為主要干 

擾，10 個屬輕微干擾，而主動 RFID 系統亦引起 8 個干擾。 

該研究的一項結論指出，RFID 在關鍵醫療保健環境的安 

裝應該要求現場 EMI 測試並要求比照國際標準來更新。另一 

項結論則是，對病人、醫療設備驗證或追蹤而言，快速導入 

RFID 的可行性仍有待觀察。 

但為要在重要設備安裝識別標幟以進行管理作業，新光醫

院另行考慮「標籤條碼」的方案。因其具有建置成本低(包含無

線設備及識別標幟)及佈建技術門檻低的特性，在系統設計上 

有較大的彈性空間；但較 RFID 的自動性而言，標籤條碼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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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需較多的人為操作輔助方可完成一項項的作業流程。所以若

採用「標籤條碼」方案時，優化的流程設計是系統成功與否非

常重要的關鍵。 

一、 前置準備工作： 

(一) 設備標籤條碼化： 

目前新光醫院內之財產標籤未完全使用條碼，故「財產

標籤條碼化」為該系統建置的首要工作(財產標籤條碼型式

如圖 160)。而在標籤條碼材質的選擇上則需考慮貼紙的耐 

磨度及可否用水清洗及酒精消毒的問題，因各項醫療設備 

在臨床使用上常會有碰撞及磨擦的情形，且在使用後亦常需

要以水、酒精等液體來進行 

消 毒，一 般 紙 張 所 列 印 出 

的標籤條碼常會因此使條碼

變得模糊不清而無法辨識， 

造成後續在條碼讀取作業的

困難及障礙。 

(二) 員工識別證加印條碼： 

新光醫院之員工識別證目前亦無列印條碼，但於設備借

用、歸還等相關作業皆需將操作人或借用人之員工編號輸入

至系統內，若需紀錄操作人

及借用人時更不方便。故欲

使系統作業流程及操作程

序流暢，可在目前使用員工

識別證下方補印員工編號

條碼(如圖 161)，即可解決

上述作業之不便。所以在系

圖 160 條碼化之財產標籤型式 

圖 161 員工識別證加印條碼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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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使用前需配合將全院識別證加印條碼作業完成。 

(三) 病患識別手圈加印條碼： 

新光醫院現行病患識別手圈係以病歷名條貼紙書寫病

床號後貼在塑膠手圈上，若依現有系統開發之需要，在病患

識別手圈上加貼列印病歷號之標籤識別條碼(如圖 162)，配

合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之相關資

料庫內容，便可即時得知目前醫療設備正使用於某一護理

站、某一病床；若再配合醫囑系統及護理資訊系統(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NIS)上線，更可進一步得到目前病患使

用設備的內容及預計何時使用完畢的相關資訊。 

而且，現行使用之病患識別手圈因未與資訊系統結合，

故當病患轉床或轉病房時，為避免發生醫療錯誤起見，必須

重新再製作一個寫上病患資

料及病床號之手圈。若將病

患識手圈加印條碼，再配合

連線 HIS 及 NIS 系統後，於 

病 床 邊 以 標 籤 條 碼 讀 取 機

(Barcode Reader)後便可得到

病患電子病歷之相關臨床資

訊，並可在病人安全上做更

深入的檢核及安全上的控管。 

(四) 可共用可移動設備盤點： 

因本系統之設計主要係以即時之設備使用狀態判斷全

院欲使用單位之借用情形，故全院各單位應先行盤點出單 

位所屬「可共用之可移動設備」種類及數量明細並登錄至系

統中，以提供全院各單位於需要時以系統進行查詢、借用、

圖 162 病患識別手圈加印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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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還及預約借用等相關作業。 

二、 系統主要功能： 

(一) 設備查詢： 

各單位於需要使用「可共用可移動設備」時可進入系統

執 行 總 覽 查 詢 ( 如 圖 

163)，點選其中一項設

備後即會顯示全院該

設備於各單位中之位

置及目前使用狀態(如

圖 164)，圖中顯示紅 

色者即是該設備正在

使用中，顯示黃色者 

為該設備已被預約或

已被借出但尚未開始

使用於病患上，而顯 

示綠色者即為目前閒

置可使用的設備。由 

於設備使用狀態係以

樓層及平面圖方式顯

示，使用者可輕易利 

用視覺化判斷出目前

距離自己最近的設備所在位置，並可直接執行借用的功能。 

(二) 設備借用： 

欲借用者於「設備查詢」畫面查詢到閒置可用的設備後

可立即點擊進行借用功能。一旦點擊後，系統主動利用 

PHS 簡訊功能通知設備所屬保管單位值班人員，且該設備 

圖 163 全院可移動之可共用設備查詢 

圖 164 各設備使用狀況可立即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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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立即被註記為「預約中」之狀態，其他欲借用者便無法同

時進行借用。該借用者至設備所屬單位領取設備時，保管單

位值班人員以登錄過帳號、密碼之「行動式條碼讀取機」(如

圖 165)將設備上之標籤條碼讀取後再讀取借用者、保管者 

之員工識別證條碼後，「行動式條碼讀取機」即可透過院內

已架設的無線網路系統將讀取資料傳送至伺服器主機，系統

便將自動執行「設備借用」功能。 

(三) 設備啓用功能： 

在各設備貼上「財產標籤條

碼」後，另 再 貼 上「ON」及「 

OFF」的 識 別 條 碼，以 便 利 用 

條碼啟動設備及關閉設備的功

能。若同一設備可執行多種項目

時，則可再依各設備可執行項目

以批價碼或其他編碼製成「設備

執行項目條碼識別表」(如圖 166)

圖 165 行動式條碼讀取機外觀及功能特色 

圖 166 儀器上列出可執行項目

及「ON」、「OFF」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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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在設備上，以做為設備執行明細資料輸入使用。 

借用者將設備移至需使用病房之病床旁邊，於病患安裝

設備後，便可利用「行動式條碼讀取機」將貼在設備上的「 

財產標籤條碼」、「ON」識別條碼、「病患手圈條碼」、及

「執行項目條碼識別表」共四組條碼後(或可再加上「員工識

別證條碼」共五組條碼)，無線傳輸將上述條碼資訊傳輸伺 

服器主機中，系統即將該設備設定為啟用狀態，並可利用 

HIS 之病患基本資料得知病患目前所屬護理站及病床號，立

即標示在系統上供其他查詢系統使用者辨識。同時查詢者 

亦可由系統得知該項設備之啟用時間、項目等相關資料，所

以使用設備之相關資訊將完全透明化。 

(四) 設備使用完畢： 

當病患使用設備完畢時，需利用「行動式條碼讀取機」

讀取貼在設備上的「財產標籤條碼」及「OFF」識別條碼，

無線傳輸將上述條碼資訊傳輸伺服器主機中，系統即將該 

設備設定為使用完畢狀態。同時醫護人員可依設備上張貼之

「財產標籤條碼」上所列之保管單位，將設備歸還回原保管

單位或依提示等下一位被預約的借用者前來領取。 

(五) 設備歸還： 

當借用者依設備上張貼之「財產標籤條碼」所列之保管

單位，將設備歸還回原保管單位時，保管單位值班人員需利

用「行動式條碼讀取機」將設備上之標籤條碼讀取後再讀取

「借用者」、「保管者」之員工識別證條碼後，「行動式條

碼讀取機」即可透過院內已架設的無線網路系統將讀取資料

傳送至伺服器主機，系統便將自動執行「設備歸還」功能，

系統同時將設備設定在「閒置可使用」的狀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35  

 

(六) 設備預約： 

當欲借用者於系統查詢時，若所有設備皆於使用中、預

約中或借出中時而無法順利借用到設備時，欲借用者可不需

選擇特定某一單位之設備，直接點選「預約」功能鍵，系統

即會將目前使用者之預約資訊(包含借用人、借用設備)紀錄

於系統中，當全院此種設備有任何一部使用完畢時，系統即

會主動以 PHS 簡訊通知預約者，可以到某單位領取欲借用 

之設備(如「(四)設備使用完畢」之說明)，同時在使用單位註

記「使用完畢」時，系統亦會以特殊訊號(例如：特別之振動

或警示音)透過「行動式條碼讀取機」提示使用者，不需立即

歸還設備回原單位，僅需等下一位預約者前來借用。 

所以當預約者至該單位領取設備時，原借用者仍需比照

保管單位值班人員於「(二)設備借用」之程序操作。 

(七) 設備追蹤盤點： 

系統於每日針對全院設備使用完畢但未歸還之設備寄

發電子郵件通知所屬保管單位主管，設備所屬保管單位主管

亦可利用系統查閲及盤點該單位所列管各設備之目前所在

位置及狀態。另可結合 HIS 之資料清查已出院病患仍未歸 

還之異常資料，以對單位保管設備有效管理及追蹤。 

(八) 管理性報表： 

因新光醫院所有「可共用可移動設備」之借用及執行狀

況資訊已全面透明化，故針對各項設備之使用明細資料，系

統可隨時統計出各項設備之使用率及使用狀況統計，包含 

使用單位、使用項目、使用時間及流通率(非於本單位之使 

用比例)等，並可利用這些統計資料隨時進行單位財產盤點，

有效管理醫療設備及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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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效益： 

(一) 基本效益： 

1. 全院可共用可移動醫療設備資訊化管理後，可使得全院

設備使用量及使用率透明化，並透過系統管理性統計報

表，精準掌握全院各項設備之使用效益，再結合 HIS 之

項目收費資訊及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財產

維修系統並可精密計算出設備之使用效益，以做為日後

採購該設備之評估佐證。 

2. 能在第一時間取得醫療設備之使用狀態，使醫護人員可

以立即使用到設備進行臨床醫療作業，以減少醫療疏失

及增加病人安全。 

(二) 其他衍生效益： 

1. 全院作業條碼化後，相關資料項目皆以條碼做為讀取資

料之方式，加上全院無線網路已全面佈建，故可在其他

系統開發相關程式以增加其更多效益，例如：在 NIS 
中，於病患照護時便可利用病患識別手圈及血袋上之條

碼或藥袋、藥盒上的條碼資料進行比對，以增加臨床病

患照護時之資料正確性，對病人安全性有更多一層的保

障。 

2. 一般病房護理人員於病床旁量測體溫、血壓、心跳 

(TPR)及輸出/入量(I/O)可利用「行動式條碼讀取機」上之

數字功能鍵輸入，再利用無線網路系統將輸入資料傳 

送至伺服器主機，系統自動紀錄於 NIS 表單中，增加護

理人員工作效率及減少重複抄寫登錄的負擔。 

這樣的系統對於服務提供者而言能夠最簡易、快速的 

提供最近可用的設備，管理者能總覽掌握現行資源，生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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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能利用其決定哪些設備應該且可以進行維修工作。 

設備類別 設備名稱 廠牌 規格 財產編號 保管單位 

電擊器           

12 導層心電圖機           

呼吸器           

輸血加溫器           

輸液加壓器           

Portable Monitor           

ICU Portable 

Monitor 

          

SpO2 檢測機           

Feeding Pump           

IV Pump           

空針 Pump           

自動血壓計           

表 19 單位可移動之可共用設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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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中心「RFID 最佳排程系統」 

「預防重於治療」的觀念已深植人心，現在社會太多的物

質享受所帶來的文明病，也讓人心生畏懼，所以「早期發現疾

病，早期治療疾病」的觀念也突顯健康檢查的重要性。以往健

康檢查流程都是以人工作業進行排程，使得健康檢查來賓往往

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在等待檢查、等待檢測儀器、等待服務人員

來告知下一關的檢查、等待拿檢查報告，等待佔了健康檢查大

部份的時間，使得健康檢查往往是冗長又無效率的作業，而且

易造成醫護人員的混亂。因此，導入 RFID 系統，提高健康檢 

查中心的排程效率，簡化人員的作業，同時可以使來賓不論到

何處都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照顧。 

以往到新光醫院做健康檢查的來賓所要執行的檢查，都必

須透過值班人員來掌握每一檢查室的進度，同時監控健康檢查

來賓本身所要檢查的項目內容。而健康檢查來賓所要進行的檢

查，並非侷限在一處，因此值班人員需費心費力地掌控每一環

節，避免健康檢查來賓因等候時間過長造成身心俱疲的現象。

同時，由於整個健康檢查流程都是採人工作業(從排程、健康 

檢查單、身分辨識等)，難免會有疏失的情況發生，並造成不必

要的醫療錯誤。整體上，新光醫院健康檢查中心過去所面臨的

問題如下述所列： 

一、 無自動排程系統：健康檢查來賓所要執行的檢查，都必

須仰賴值班人員來掌握每一檢查室的進度，同時監控健

康檢查來賓本身所要檢查的項目內容，造成值班人員需

費心費力地掌控每一環節，而不是將時間花在照顧健康

檢查來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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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掌握不佳：由於在健康檢查中，許多項目可能因為

檢驗複雜費時，而造成該項目等待人數大排長龍，相對

的，許多簡單的檢驗項目能在短時間內完成，不但造成

健康檢查來賓無法完整掌握時間調配，也造成許多醫療

資源(例如：設備、醫護人員…等)因調度不佳而產生不

必要的浪費。 

三、 無法掌控健康檢查來賓動向：由於健康檢查來賓可在

院區內自由的活動，時常發生健康檢查來賓未準時到達

檢查站之情況，造成醫護人員額外的負擔。 

四、 無自動身分辨識：診療過程當中，除了透過人工比對資

料外，尚未能夠透過系統來做健康檢查來賓的身分辨

識。 

為了解決上述問題，因此醫療院所可以建置 RFID 系統， 

即時動態調整健康檢查來賓的健康檢查流程，以提昇健康檢查

的效率、減低人工調度的成本，同時提供來賓優質的健康檢查

服務。 

新光醫院健康檢查中心採用主動式 RFID 技術以標準 Wi-
Fi 技術之主動式 RFID，可減少建置費用重複投資，降低建置 

成本，方便管理及維修。透過主動式 RFID 的特性可自動獲知 

健康檢查來賓的身分辨識及所在位置，再經由與被動式 RFID
的雙重資訊確認計算健康檢查來賓所花費的時間來與後端的

自動排程系統連結，及時可以經由系統機動調整健康檢查流

程，以及後端系統所需要的立即資訊。在健康檢查的過程中，

排程系統會收到 RFID 的即時資訊，系統隨時調整此健康檢查

來賓的健康檢查流程，提昇健康檢查的效率同時減低人工調度

的成本(如圖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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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RFID 後之作業流程 

健康檢查作業流程如圖 170 所示，當健康檢查來賓進入健

康檢查中心報到後，先換衣服並進入第一站，接著領取 Tag， 

然後量身高、體重及血壓，排程系統即開始針對此健康檢查來

賓所選擇的套餐，進行自動排程的工作。之後，將最佳的排程

結果通知護理人員，讓護理人員直接執行。如此，將大幅度地

減少護理人員於醫療資源調度所需花費的溝通等工作成本。 

當健康檢查來賓未於時間內到達診療間時，醫護人員可透

過系統得知此健康檢查來賓目前所在的位置，並在最短時間內

將健康檢查來賓帶回(可減少因插隊造成其他健康檢查來賓不

滿的事件)。 

當佩帶 Tag 的健

康 檢 查 來 賓 進 入 診

療間時，透過讀取健

康 檢 查 來 賓 所 佩 帶

的 Tag，系統會將目

前 進 入 之 健 康 檢 查

來賓的資訊顯示於

圖 167 新光醫院健康檢查中心 RFID 提昇檢查效率同時減低人工調度成本 

圖 168 RFID 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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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螢幕上，並且與排程系統所排定的來賓做一比對，確認人

員身分。 

流程改造如下所述： 

一、 所有健康檢查來賓可以任意選擇檢查項目，業務人員以

客製化方式訂定建議的受檢項目。 

二、 在檢查日的前一天，排程系統會自動安排所有受檢者在

次日的檢查步驟，使所有檢查據點都不會有過多的等侯

時間。 

三、 第二天健康檢查來賓來到健康檢查中心，服務人員將給

予來賓 RFID 手環，護理人員以 RFID 讀取器了解健康 

檢查來賓下一步要做何項檢查並引導來賓至下一檢查

站。所有流程都依照前一天安排好的流程，照表操課。 

四、 為了使健康檢查來賓能順利走到下一個檢查點，醫療院

所 在 沿 途 及 交 叉 路 口 設 有 觸 控 式 多 媒 體 導 覽 系 統

(KIOSK)，指引健康檢查來賓正確的行進方向。 

五、 有效率的作業流程改造，使得臨場護理人員可以輕鬆應

付眾多的來賓，工作壓力較少。 

六、 動態排程系統機制。 

進入排程系統之前，來賓需先完成前置檢查，包含抽 

圖 169 觸控式多媒體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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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血壓、身高及體重量測等檢查，而後排程系統將會進入

「自動排程模組」。排程系統以「自動排程模組」告知來賓

下一間診療室為何，啟動時間點可區分為「排程開始」與「 

檢查完成」兩個部分。 

圖 170 導入 RFID 後之健康檢查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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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排程開始。 

來賓經過前置檢查後，由護理人員透過健康檢查報到系

統將來賓的資料與 RFID Tag 進行配對。配對完成後，來賓 

即 啟 動 自 動 排 程 模

組，系統將來賓排入

合適的診療室，如圖 

171 所示，來賓 G1 
的前置檢查完成後啟

動「自動排程模組」， 

將來賓資料排入診療

室 C。 

(二) 檢查完成。 

排程系統中每間

診 療 室 設 置 兩 個 佇

列，分別為「檢查區」

及「等待區」，系統 

率先將所有來賓納入

「等待區」，第一位 

來賓可經由護理人員

指示使用讀卡機，讀

取來賓的 RFID Tag
後，自動進入「檢查區」，當「檢查區」的來賓完成檢查 

後，藉由讀取卡片觸發排程系統啟動自動排程模組，將來賓

排入其他適當的診療室。安排檢查室的流程如圖 172 所示，

來賓 G3 完成前置檢查後，自動排程模組將來賓 G3 排入診 

療室 C。 

圖 171 排程開始模組示意圖 

圖 172 檢查完成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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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系統特色 

一、 強化資料分析。 

在資料分析應用的部份，系統能將所收集到資料進行分

析，例如： 

(一) 計算整個健康檢查流程花費的時間，透過分析健康檢查

來賓的資料(例如：當日健康檢查來賓總人數、性別、年

齡、教育程度…)，可以推估出在不同的年齡層(性別、教

育程度…)其個別所花費的時間為多少，進而可計算出 

在怎樣的組合下，能讓健康檢查來賓在最佳化的狀態 

下完成健康檢查。 

(二) 計算每個檢查站所花費的時間，由這些資料的收集，健

康檢查單位能知道每個檢查站的檢查項目、醫療人員 

與健康檢查來賓的相對關係，例如：在檢查項目為婦

科、健康檢查來賓為女性之情形下，當醫師為男性、女

性時其個別所花費的時間為多少…。 

(三) 當健康檢查來賓使用 KIOSK 在查詢其他的資訊時，由 

系統紀錄健康檢查來賓所查詢的資訊，例如：為醫院自

有之產品，則可由醫護人員至該健康檢查來賓前為其介

紹，若為異業結盟的部份，則在健康檢查來賓結束健康

檢查流程後，可針對其有興趣的部分，為其介紹或給與

相關資訊。 

二、 建立無紙化的醫療環境： 

(一) 當健康檢查來賓於診間進行各項檢查項目時，可依對各

健康檢查來賓的診斷狀況，適時輸入診斷的結果，例

如：各項理學檢查、眼科檢查、耳鼻喉科檢查等等的報

告資料。如此一來，便可省去繕寫醫師手寫的診療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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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避免因字體潦草而造成錯誤，更可節省重複輸入

的時間。故當健康檢查來賓在短暫的休息之後，判讀醫

師便可將當日的結果立即向健康檢查來賓解說，並完成

健康檢查的程序。 

(二) 若健康檢查來賓曾至該醫院做過健康檢查，則透過此系

統中將建立的健康報告模組，醫護人員可透過系統得知

來賓個人的過去病史、過敏病史及服藥紀錄等資料，而

不需要透過紙本的病歷表。當健康檢查來賓進入檢查點

時，檢查醫師除了可以立刻讀出健康檢查來賓的資料，

還能了解各個健康檢查來賓的特殊情況，例如： 

1. 有呼吸道疾病及心臟疾病的來賓在執行麻醉時要特別

小心。 

2. 有心臟節律器及最近接受心臟血管內支架置放手術的

來賓不適合接受 MRI 檢查。 

3. 對於顯影劑過敏的來賓應避免注射顯影劑，例如：電腦

斷層造影檢查。 

(三) 到檢的健康檢查來賓可以隨時透過設置的 KIOSK 藉由

RFID 讀取後端資料庫的資料，了解哪些檢驗(檢查)項目

已完成，而哪些項目仍未完成，以完全了解個人檢查的

狀況。 

(四) 透過 RFID 可以做為健康檢查中心及社區內的診所醫師

之間傳遞訊息的橋樑，透過 RFID 與後端資料庫的連 

結，並即時得知來賓個人的病歷資料摘要，使健康檢查

中心醫師不必花時間翻閱厚重的病歷。社區診所醫師也

可經由 RFID 了解來賓的檢查結果，作為以後治療的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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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高儀器利用率： 

透過此系統的導入，在排程上可更為順暢，可增加每日

的健康檢查人數，如此一來，便可提高健康檢查中心的儀器

利用率。相對而言，因排程的改造，亦可增加代工中心進行

檢查的數量。 

四、 降低健康檢查來賓等待時間： 

在健康檢查時，有許多不可預期的狀況使得預計排程無

法進行。例如：醫師在健康檢查過程中突然離去、健康檢查

來賓應到卻未到、健康檢查來賓所花費的檢查時間超出預

期…等等。此時，「動態排程系統」將依照現場狀態與需求，

即時決定每個健康檢查來賓接下來之因應排程並通知服務

人員需進行之處理工作，避免健康檢查來賓空等，縮短等待

時間。 

五、 降低高階健康檢查價格： 

一直以來各醫院都在尋求 RFID 的最佳應用模式，但往

往礙於 RFID 技術上的不穩定，成本過高等因素，而遲遲無 

法全面性的導入。此計畫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使用 RFID 除

了能提昇營運的效率、健康檢查來賓與醫護人員的滿意度

等，更可為醫院帶來實質上的收益。在計畫中藉由使用 

RFID 為管理工具輔以健康檢查流程的改造、再搭配上健康

檢查報告系統的導入，將可有效縮短健康檢查的時間(含取

得報告)，如此一來，不但能提高每日的健康檢查人數，亦可

有效推動觀光健康檢查，更因此而降低健康檢查費用，讓民

眾願意接受較高階的健康檢查。 

六、 提昇健康檢查來賓安全： 

由於健康檢查來賓將佩帶 RFID Tag，因此當健康檢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47  

 

來賓進行每個檢查項目時，都能藉由讀取 RFID Tag 來辨識 

健康檢查來賓之身分及其所進行的檢查項目，以確保健康檢

查的安全與正確。 

七、 提昇滿意度： 

透過 RFID Tag 讓醫院可提供更多元的服務，讓一般健 

康檢查來賓感受到醫院提供的貼心服務。提供服務如下： 

(一) Tag 附有呼叫鈕，當健康檢查來賓需要服務人員時可隨

時按下呼叫鈕，服務人員可得知來賓位置以利提供服

務，如此一來，健康檢查來賓將能感覺受倍受尊榮。 

(二) 提供上網查詢健康檢查資料，讓來賓隨時都可得知歷年

健康檢查數據，對自身之狀況能進一步的掌握。 

(三) 透過醫療院所間合作，方便健康檢查來賓就醫，健康檢

查來賓可自由選擇任何與該醫院有進行資料分享的醫

療院所進行後續的治療行為。 

(四) 健康檢查區中提供觸控式多媒體導覽機，提供健康檢查

相關資訊(下一檢查項目所在位置及大約等待時間、已 

檢查項目、未檢查項目)；健康相關醫訊(保險相關、休 

閒旅遊、投資理財)，供健康檢查來賓參考。 

八、 客製化的健康檢查服務： 

透過排程系統的導入，健康檢查來賓可以不再受限於事

先所預約的健康檢查套餐，健康檢查來賓可依個人之需求隨

時增加檢查項目，同時也不會增加醫護人員的負擔。 

九、 異業結盟： 

在此系統中，主動式與被動式 RFID 兼用，其中主動式

RFID(2.45GH)最主要是用於定位，而被動式 RFID(13.56 
MHz)主要用於辨識。目前被動式的 RFID 已被廣泛的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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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管制(例如：門禁)及儲值付款(例如：悠遊卡)，因此若 

要應用在異業結盟上，未來只要雙方協議使用同一標準之

RFID 協定，則健康檢查來賓即能使用相同的 RFID 卡片在 

異業結盟的醫療院所間進行消費或與旅館的門禁等結合。 

同時，更可在 RFID 內事先紀錄來賓的基本資料(例如：

病歷、喜好…等等)，來提昇整個服務的品質。譬如說，當來

賓進入和我們結盟的旅館內後，旅館業者可以依據來賓的 

身體情況安排適當的住宿及餐飲。例如：來賓有氣喘則配 

置空氣清淨機，有心臟病則安排低樓層方便出入的房間，有

糖尿病則安排特製餐飲，讓來賓不論到何處都可以得到完善

的照顧。 

十、 院際間資訊交換，達成醫療資訊資源重複使用： 

本系統透過與其他簽約醫院的合作，建立一資料交換平

台，當健康檢查來賓完成健康檢查且所有檢查數據皆完成

後，系統將會自動將健康檢查資料透過網路上載至資料平

台，並提供健康檢查來賓一組帳號及密碼。當健康檢查來賓

至其他合作醫院進行診療時，可提供其帳號及密碼給其他合

作醫院的醫護人員以取得屬於該健康檢查來賓的健康檢查

相關資料。其他合作醫院並可利用該院現有之醫療院所應用

整合(Enterpris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AI)，將醫院健康檢

查來賓的健康檢查資料分送至其他院區，以達到資源的共

享。 

系統效益 

表 20 中所列指標為新光醫院導入 RFID 系統後所產生效

益，透過這些指標可知資訊化後之健康檢查單位可以提供更多

顧客滿意之服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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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制度的實施，對於台灣各醫院而言都會面臨更大

的挑戰。在成本壓力與緊縮政策的限制下，面對不斷擴增的大

型醫院成立與有限的患者來源，競爭環境亦愈形激烈，醫院必

須朝向品質與成本效益兼顧之醫療院所化經營發展，而優質服

務概念的導入，正是在面對全民健康保險制度財務緊縮的成本

壓力下，醫院可以創造永續經營價值的重要關鍵。 

 

效益項目 導入前 導入後 

平均每位來賓等待的時間 106 Min/人 40 Min/人 

檢查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3 天 

檢查報告人工輸入錯誤率 1% 0.1% 

流程客製化的百分比 0% 10% 

健康檢查時間 5.5 小時/人 4.5 小時/人 

將資料放進院際資料交換平台的筆數 0 筆 317 筆 

健康檢查來賓滿意度調查 89.5% 95.5% 

尋找健康檢查資料紀錄時間 5 分鐘/人 0.5 分鐘/人 

每天可以接受的一日健康檢查來賓人數 25 人 35 人 

表 20 新光醫院導入 RFID 系統後所產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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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上述各項應用均只是醫療照護體系可能的應用，未來在新

科技的發展趨勢下，如何利用網路解決方案針對資訊進行整合

及創新成為共同議題。如何整合資料不僅只是將不同的資料展

現於同一個畫面中，還包括經由分析這些資料產生新的應用資

訊，不僅只是瞭解各項資料，系統更能進一步的「消化」(針對

所得資料進行分析彙整)這些資料，並將這些資訊即時回饋給 

使用者。在病人為中心的精神下，未來仍需繼續努力開發那些

能夠提昇效率、改善工作流程及促進病人照護安全之資訊系

統，以提昇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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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加護病房資訊系統 

現代化醫療院所都計畫於重症加護病房建置臨床資訊系

統。希望藉由資訊系統的建置，提昇加護病房臨床人員的照護

能力及醫療服務品質，並藉由相關資訊的收集，作為未來醫療

服務資訊分析之需。相關的醫療設備資料的收集必須有適當的

介面驅動程式且醫療設備必須有適當的輸出介面方可連結加

護病房整體資訊系統架構(圖 173)。 

理想之全自動化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圖 174)必須具

備： 

一、 允許接收床邊設備的輸出訊息，以取得正確病患的生理

相關資料。 

二、 須能自動與醫院的資訊系統(HIS)、檢驗系統(LIS)與影

像系統(PACS)連結。確保這些連結能夠正確的將病患相

圖 173 臨床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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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自動結合，減低臨床工作人員的負擔。 

臨床資訊系統由下列主要元件組成： 

一、 床邊工作站(Terminal Server)：床邊的紀錄工作站。 

二、 網域伺服器(Active Directory Domain Controller)：使用

者安全管控。 

三、 終端伺服器(Terminal Server/Citrix Server)：提供

Wireless Thin Client 的使用服務。 

四、 主伺服器(Enterprise Server)：臨床資訊系統主要核心需

為一套功能齊全之資訊管理系統，即一個良好加護病房

資訊系統的中心資料庫，它主要的工作項目是控制所有

的病患資訊的紀錄、病患紀錄內容的設定及設備資訊的

訊息傳遞活動。其他工作包含病患紀錄的管理，使用者

的工作站設定值及權限控管，顯示介面，控管追蹤及住

院病患清單。 

五、 資料服務伺服器(Data Service Server/Backup Server)：負

責接收床邊儀器的資訊，並擔任臨床資訊系統的備援主

機。且提供報表查詢服務的伺服器。 

六、 歷史資料伺服器(Archive Server)：負責儲存過去長期的

病患紀錄，隨時提供線上使用者查詢。 

七、 床邊設備資訊集中器(Device Concentrator)：負責將床

邊儀器的訊號轉成網路 TCPIP，將資料傳送至資料服務

主機上。 

八、 HIS/LIS HL7 伺服器(HIS/LIS HL7 Gateway Server)：負

責與院內 HIS/LIS 主機連繫，將相關資料轉換成 HL7 
格式，傳送至資料服務主機上。 

九、 資料伺服器(Information Center and Database Server)：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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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收集床邊監視器的資料，並產生相關波形圖，提供網

路方式線上即時查詢。 

十、 Anti-Virus/Security 安全伺服器(Anti-Virus Server)：負

責防護臨床資訊主機連結至院內網路時，避免病毒感染

及各臨床工作站的病毒碼更新。 

十一、 高信賴度功能。 

加護病房資訊系統透過資料庫紀錄檔之傳送功能與系

統功能充份整合，充份發揮可用性。透過從一台伺服器傳送

交易紀錄到另一台伺服器的方式傳送紀錄檔，自動同步實體

上分離的資料庫，可達成異地備援及迅速回復運作，管理容

易。另有功能可以在任何串聯的端點中移轉，當主機發生問

題時，簡易的透過管理工具，可以迅速的將系統回復正常運

作。 

圖 174 臨床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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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護病房資訊系統可以分為三大部份，包括：加護病房臨

床資訊系統、床邊儀器整合系統與病患資訊整合系統三部份。

以下分別討論。 

一、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 

(一) 系統功能。 

1. 病患管理：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能提供完整的病患管理功能，包

含病患的入院、轉入、轉出、出院等相關功能與紀錄，可以

搜尋病患的先前住院紀錄，查閱相關的病史。可以依據使用

者的角色身分設定相關權限，以決定該員可以使用紀錄或是

瀏覽病患紀錄，提供病患隱私的保護。此病患管理的功能，

亦可以透過 HL7 的機制，由醫院的住院管理系統自動連結。

此外，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亦需可以由系統的中央監視站

直接輸入各式病患相關資訊，此資訊亦可以自動轉入加護 

病房臨床資訊系統的病患資料中，使流程更為自動化，降低

錯誤機率。 

2. 流程表： 

以表格及圖形的方式來呈現臨床使用的流程表中的資

料，並與紀錄的時間緊密結合，使用者可以依據臨床的需 

要，紀錄病患的生命徵候、觀察、護理評估、及介入性的活

動等資料，動態調整查閱資料的時間解析距，提供從五分鐘

到全天候各小時不同時段的資料解析，例如： Q1H、Q2H、

Q8H、Q5Min、Q15Min、Q30Min…。 

3. 圖形化表單： 

任何生命徵候或相關數值資料，可以透過系統自動描繪

趨勢圖，提供臨床醫師與護理人員相關數據與圖表，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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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員可以輕易了解病患重要病情走向，以做出適當的醫療

措施。 

4. 異常值警示： 

對於病患的生命徵候或是檢驗資料，當數值超出正常值

的範圍時，系統會自動以顯著的顏色提示，讓使用者可以注

意該數值。並對資料提供輸入值的檢查，避免使用者輸入錯

誤的資料。 

5. 自動紀錄： 

針對生理監視器及床邊醫療儀器的輸出資料，系統可以

提供自動紀錄的功能。使用者可以設定病患重要生命徵候 

自動紀錄的間隔時距，例如： Q1H、Q15Min…的方式，自 

動將相關資料，自動紀錄於相關的紀錄表單中。降低護理人

員抄寫數據的作業時間。 

6. 檢驗室結果綜覽： 

檢驗室的檢驗結果，可以設定獨立的流程表來呈現特殊

相關的病患資訊。檢驗的資料可以用特性群組的方式來呈

現，並可以圖形的方式顯示紀錄，作為輔助醫療決策之用。 

7. 預設表單及表格： 

一般的表單及表格的紀錄可以透過加護病房臨床資訊

系統的設定功能，建立一般常用的紀錄表單，其中相同的紀

錄資料，可以在不同的單張中互動呈現，流程表中的生命徵

象或是其他監測資料，亦可自動連結至電子表單中，讓所有

相關資料不必重複輸入，節省護理人員抄寫時間，並避免抄

寫錯誤的發生。一般常見的紀錄表單，例如：入院許可證、

入院身體評估、醫師醫療進程、護理評估、出院彙總表…等

均可加入此一群組以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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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問題清單與編碼： 

病患住院期間的診斷、問題或治療處置的實施，可以記

錄於問題清單與編碼的表單中，醫護人員可以自行輸入文字

紀錄，亦可以透過標準的診斷碼(ICD-9、ICD-10 與 ICPM)來
做紀錄。可以使用使用者預先自訂的分類內容及加護病房臨

床資訊系統提供診斷或處置的關鍵蒐尋方式，亦可與協力廠

商的診斷標準作整合，加入常用的診斷或處置內容。 

9. 病患病況摘要：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可以提供醫護人員們病患完整

的彙整資訊以便讓醫護人員於每日巡房之使用，讓醫護人員

能夠快速的瞭解病患的最新狀況。此病患的彙整資訊，可視

各臨床單位的特性與需要進行各自不同的彙整資訊。 

10. 評分系統：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加護中心的護理人員，提供各式

重症病患評分系統，作為評估病患疾病嚴重程度及其可能預

後之用。 

11. 事件紀錄：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可以直接瀏覽或導入病患的相

關波形圖(例如：心電圖、呼吸器與腦電圖等)，將其轉貼至 

病患的電子表單中。 

12. 傷口紀錄： 

可以將數位相機的照片直接存入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

統中，亦可剪貼螢幕畫面進行紀錄。透過數位化的相片儲 

存，使用者可以不需以複雜的文字描述傷口，醫師亦可以追

蹤紀錄傷口治療的狀況與進展，利用其他繪圖工具描繪的圖

形，剪貼到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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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取資訊：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支援 Thin Client 的資訊技術，醫

護人員可以使用無線的電腦設備，例如：平板電腦、內建無

線網路卡之手提式電腦…等，巡房時可在病人身邊查看病患

的即時資訊，不需返回護理站。當無線網路中斷時，系統自

動提示，待進入無線網路訊號範圍時，系統會自動連結，原

本輸入之資料均存在，可繼續使用系統。 

14. 列印功能：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的列印，可以手動或是系統自動

列印，且其可依據使用的實際需求列印出不同時間解析度或

自行定義的區間範圍的資料，並可以預覽列印。 

15. 病患就醫史： 

因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將會持續追蹤所有進入臨床

系統的病患，醫護人員可以觀看病患就醫的表單。每一個住

院紀錄都標示著轉出日期及診斷。 

16. 資料庫：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應該採用彈性的設計，臨床資 

訊系統的記錄方式，可以透過系統設定的方式來達成。資料

庫除了擁有交易式資料庫的特點，亦需提供分析式資料庫 

的架構。可以將大量床邊儀器的資料透過分散式的設計理

念，將資料與紀錄資料庫做連結，不影響線上記錄的效能。

透過獨立報表資料庫的彙總，提供臨床的資料倉儲平台，讓

使用者可以透過一般的報表工具做臨床資料分析。 

(二) 資料分析及報表。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透過資料分析及報表製作資料

庫的建置，可以使臨床使用者能夠查詢相關資料、建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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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報表及分析研究病患紀錄資料，不可影響到臨床資訊系

統的正常運作及效能。此分析報表資料庫為加護病房臨床資

訊系統的臨床資料倉儲系統(Clinical Data Warehouse)。其中 

包含了病患所有已記錄的資料，但其內容以資料單元的形 

式存在，而不與表單的方式關聯，因此其資料結構相較於交

易式的線上臨床紀錄資料庫為簡單，故查詢或資料分析均 

較為容易。提供了醫師作臨床資料分析一個良好的環境。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可以提供臨床倉儲資料庫的管

理及線上臨床資料抽取。透過資料庫管理軟體應用程式與適

當權限的管控，讓相關人員可以使用資料庫的資料。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資料庫，運作於獨立的伺服器

上，需定期將臨床線上資料載取至資料庫中，兩個伺服器間

的資料傳輸量很大，故網路頻寬需要以高速網路連結。 

加護病房臨床資訊系統提供一個 OLAP (On Line Ana-
lytical Processing)的資料環境，使用者可以透過工具來擷取

查詢其中的資料。 

一般常見的資訊包括： 

1. 分析資料以改善病患的照顧品質。 

2. 追蹤成本及效益。 

3. 一般的日常作業報表。 

4. 標準報表輸出。 

(1) 表單。 

(2) 流程表。 

二、 床邊儀器整合系統。 

儀器整合系統為整合床邊儀器(例如：生理監視器、呼

吸器…等)的解決方案，可從床邊醫療儀器與設備以臨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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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進行數據收集，自動透過網路傳輸，並以標準 HL7 
介面運作，極為容易給醫院網路其他系統運用。 

臨床上的好處包括： 

(一) 減少數據抄寫錯誤。 

(二) 改進臨床紀錄的製作。 

(三) 病患狀態與趨勢能準確的監控 。 

(四) 節省紀錄時間。 

三、 病患資訊系統。 

透過網路方式取得病患的資訊，方便使用者在任一有網

路的地點取得病患及時的資料。 

加護病房資訊系統涉及許多醫療儀器內設參數與內儲資

料輸出時與系統間之介接。醫療儀器種類眾多，標準化介接介

面的形成有待學界與產業界之相互配合。由於加護病房內病患

所需之紀錄種類繁多，紀錄之次數也極為頻繁，如能透過床邊

儀器整合系統介接資訊系統，可使護理人員省下大量紀錄之時

間，從事病患照護。對重症病患而言，是照護品質的重大進展。

透過網路取得病患相關資訊，可由遠距進行重症病患照護，提

昇偏遠地區重症病患照護品質，也是目前美國、加拿大等幅員

較大國家常有之措施。另外，從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護的角度來

看，加護病房紙本紀錄所耗費之紙張至鉅，醫療院所朝向「無

紙化醫院」發展的過程，加護病房資訊化與無紙化是最難也是

最需解決的標的，加護病房資訊系統未來仍有相當大之發展空

間，值得關注。 



26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61  

 

第八節 無紙化作業系統(電子病歷) 

由於許多主觀與客觀環境的需求，美國健康醫療照護體系

現今面臨如何能將臨床資訊系統，不僅是應用於大型教學醫

院，且能縱向連貫至社區照護醫院或其他機構，例如：社區執

業醫師、護理之家及郊區診所之中。許多健康醫療照護機構早

已投資大筆資金在實施行政資訊系統以及醫療人員隨身可用

的臨床應用系統上，但目前都正轉向讓系統更能用以促進病人

安全、醫療品質及降低成本的應用上。常見之臨床應用系統擴

展的例子是：很多醫療院所目前正將其原有之加護病房資訊

系統、HIS、LIS、RIS、PACS、NIS，以及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

系統經過系統整合介面而擴展至 EMR 的層次。 

在醫療院所中實施電子病歷系統或任何健康醫療照護資

訊系統都需要與使用者長時期的訪談、規劃與發展，有時需要

花費數月，甚至是數年的時間逐步擴展的歷程。事實上，許多

醫療院所正各自處在應用資訊系統的不同階段中，也各自面臨

許多不同的問題，有待其各自發展適合其機構之策略加以逐一

解決。但是發展之終極目標仍是建立一個能夠提昇醫療品質、

促進病患安全、具有交換機制、增加使用與取得便利，且安全

性極佳之電子病歷。 

事實上，病歷是病患存留在醫院的最重要紀錄。即使一個

人不生病，仍然會有許多與醫療相關之紀錄，包括：出生、疫

苗注射、成長、生產，老化及至死亡，所以，一個人的一生裡，

即使沒有生病，也會存有大量與健康相關之「醫療紀錄」

(Medical Record)或稱「病歷」。 

醫療院所存放病患病歷，其目的為紀錄病患過去之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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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疾病症狀與徵象與過往疾病有著某些關聯性，審慎查閱過

往之觀察與紀錄，可以做為本次診察之參考與依據。而且，由

於病患本身沒有專業之醫療知識，自己描繪過往病史並不精

準，而每次疾病發生時，都有專業之醫護人員為病患專業之描

述與紀錄，這些紀錄可以在另外時空間與時間裡，分享給其他

的醫護專業人員，協助他們診斷與診察該病患，有助於疾病之

治療。更進一步，這些病患資料，經過整理分析，可以與其他

醫療人員分享經驗與知識，進行醫療人員在職，職前甚或在學

教育以作為「醫學教學」之一部份。有時，病歷資料之妥善保

存可以讓專業人員有機會回溯性的審閱其診斷，治療與手術之

適切性與妥善性，一方面可做為醫學研究與進步之參考依據；

另一方面，也是證據醫學之根基。 

早期之病歷是以文字記載為主，所以多靠醫護人員將所觀

察，檢查與進行過程中之一切，盡量以文字將之記載下來。但

是近日科技發展快速，病歷紀錄之型式早已不限文字。動態影

像，靜態影像，圖、表、影帶，聲音均屬於病歷紀錄之可保存

模式。也因如此，如果仍以紙本方式保存病歷，勢必產生許多

資料難以適當保存之困擾。由於紙本病歷充滿著不同醫師的字

跡，通常難以被讀懂，容易發生撰寫不完整的情況，在需要使

用時常常無法借閱(不活動病歷)等原因，在醫療院所用之以作

為照護人員間溝通、申請保險費用與醫療研究之工具時也頗為

不便。另外，紙本病歷往往缺乏任何主動提供決策支援的能 

力，且資料蒐集的能力差，不易被分析。今日，傳統紙本病歷

被動的角色已不再符合需要，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需要建立更

具主動性的分析工具，且具能主動提供照護者臨床決策支援能

力，提供最新相關研究結果、提示及警示或其他知識支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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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病歷應可扮演醫療人員重要之工具，可以用以協助醫療

人員確認其診斷及治療。 

有許多與醫療紀錄與醫療行為相關之資訊系統在發展中，

這些資訊系統在醫療行為裡各扮演不同的角色，這些資訊系統

之功能，在某些狀況下，又有些重疊，所以在說明與討論電子

病歷時，往往要對這些專有名詞，加以定義。否則，易產生使

用之混淆(4)。 

一、 Automated Medical Record (AMR)。 

AMR 是早期在 EHR 的演變中用來表達與病歷文件自動

化流程有關的名詞，現今已很少使用。 

二、 Clinical Data Repository (CDR)。 

CDR 是 EHR 的一個元件，主要用於自許多不同的來源

擷取及儲存所需資料，提供線上即時資料的使用。臨床資料

倉儲(Clinical Data Warehouse, CDW)是從此資料庫中提取的

資料，通常用來處理回溯性的資料分析。 

三、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 

臨床決策支援系統是 EHR 的一項功能，提供警示、提 

醒及相關知識(例如：醫療文獻、研究報告、及藥品知識庫) 

供醫師決策使用。本系統通常配合結構式資料輸入工具以確

保紀錄資料的完整性及準確度，並能提供醫師監控照護品質

及病患安全的協助。 

四、 Computer-Based Patient Record (CPR)。 

本詞彙常被用作 EHR 的同義詞，是一種資訊化之長期 

病患照護紀錄，能提供許多超越紙本紀錄所能提供的功能 

及資料。 

五、 Computeriz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C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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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 常被用來指稱醫院中電腦化的醫療資訊應用軟

體，發展良好的 CHIS 可能會使 EHR 的應用更加具有成效。 

六、 Computerized Medical Record (CMR)。 

CMR 有時用來形容病歷影像系統，通常用以形容完整

EHR 的前段處理流程系統。 

七、 Computerized Provider Order Entry (CPOE)。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是一套用來接受及傳遞醫令

的系統，其用來接受由醫師開出之完整且明確的醫令資料，

在開立醫令的同時，亦提供醫師有關交互作用、劑量、重複

處置、處方建議等的臨床決策支援之警示與提醒。雖然電子

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大部份用於醫院作業中，但亦可用於 

大型醫療團體(包含檢驗、物理治療及其他服務之部份)。電 

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與醫令溝通系統不同，後者是由一 

般職員將醫師的手寫醫令打字後傳送之系統。 

八、 Continuity of Care Record (CCR)。 

在國際 ASTM 標準發展組織的努力下，由美國家庭醫 

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ractice)、美國小兒醫 

學 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麻 州 醫 療 協 會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及其他團體整合而成的新概

念，主要指稱在醫師轉診時用以交換的標準資料。 

九、 Digital Medical Record (DMR)。 

通常用來形容使用「Pull」網路系統的病患紀錄，通常 

這類系統更常被用來指稱臨床訊息發送系統，其結果通常 

可被一遠端系統所存取。 

十、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 

本名詞是目前使用來形容健康資訊系統最廣範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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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本詞彙已被 HL7 標準團體註冊使用，成為第一個被正 

式功能性定義的 EHR。 

十一、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在形容醫師執業時所使用的系統上，本詞彙是最常被使

用的一個名詞，當用在醫院資訊系統中，通常僅用來形容電

子健康紀錄(EHR)中影像的部份。 

十二、 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EPR)。 

因 Computer-Based Patient Record 的縮寫「CPR」亦代表

心肺復甦術，故本名詞為能與心肺復甦術區分而被發明，有

些專家認為兩者類似，但包含範圍不同。 

十三、 Electronic Prescribing (e-Prescribing)。 

電子處方系統是指處方的電腦化，並藉由電子傳輸將處

方傳到藥局之系統。這個系統可能是一隨身化的隨身處方系

統，或是一個經臨床決策支援下接受完整處方的 EHR 系統。

雖然電子處方系統多數用在群體醫療或獨立醫師執業組織

中，但有時亦會應用電子處方系統於醫院出院及門診藥品醫

令，或一般診所藥品醫令，病患可在社區藥局中領取相關藥

品。 

十四、 Integrated Care Record Services (ICRS)。 

本名詞主要用在英國，與 CCR 相同概念。 

十五、 Patient Care Record (PCR)。 

PCR 常用指醫院中電腦化的護理或其他臨床資料，與

Patient-Carried 或 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不同。 

十六、 Patient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PMRI)。 

於 HIPAA 行政簡化條款中使用，亦由國家生命及健康 

統計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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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VHS)建議用為病患醫療紀錄電子資料交換標準的用詞。

使用此名詞的目的在於推廣發展標準及其採用，並不包含要

求醫療院所實施的一個特定之系統。 

十七、 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 

PHR 是個較新的概念，指稱包含從病患自我報告或由 

健康照護服務提供者提供之相關健康的整合資訊。PHR 有 

許多不同的形式，其範圍包括照護者所維護的紀錄(通常經

由網路或傳真傳遞)到病患自我維護的紀錄(紙本或電子)，通

常也被稱為 Patient-Carried Record (PCR)。 

綜上可知，電子病歷並沒有一個單一且被廣泛認同，並被

大眾使用的定義。美國病歷協會(Medical Records Institute, MRI)
捨棄對電子病歷及相關系統做單一定義。而以詳細定義電子病

歷系統在發展歷程中的各個階段之方式適切描述電腦化的健

康資訊系統。根據 MRI 之電子化健康紀錄分類模式(4)： 

一、 第一階段：自動化醫療紀錄(Automated Medical Record,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在這個階段，醫療院所仍然依賴紙本醫療紀錄系統，雖

然幾近半數以上的病患資訊均由電腦整理、儲存，以及印出

黏貼於病歷上。醫療院所在此階段中可能將部份功能自動

化，例如：病患掛號、排程、報告結果(放射及檢驗結果)等。

然而此階段紙本病歷系統仍然是主要接觸病患臨床資訊的

資訊來源，而各種紙本病歷存在的問題(分享性、易讀性及完

整度)均仍存在。自動化醫療紀錄由醫療院所進行管理。 

二、 第二階段：電腦化醫療紀錄(Computerized Medical Re-
cord, Document Imaging)。 

第二階段包含利用文件影像系統將病患醫療紀錄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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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許多病患的臨床資訊被掃瞄進入病歷，並且以最佳電子

影像的方式儲存於系統中。醫療院所使用的文件影像系統能

夠改善原紙本病歷的分享性及儲存空間的問題，然而，文件

影像系統仍然無法針對資料進行收集及分析，僅只是將原 

有紙本病歷轉為數位化的紀錄，並且加上某些索引及搜尋 

的功能。換句話說，電腦化醫療紀錄與紙本病歷的結構相 

同。就像自動化醫療紀錄，電腦化醫療紀錄是由機構進行相

關維護及管理。許多醫療院所並未選擇使用文件影像系統，

他們認為這樣的資訊非常浪費儲存系統且是一個不必要的

階段。 

三、 第三階段：電子化醫療紀錄(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Active Tool, Organization Level)。 

直到目前為止，病歷系統均被用來作為被動儲存的設

備。第三階段起，機構開始視病患的紀錄為主動的工具，能

提供臨床人員決策支援、知識庫的提示及警訊功能。本階段

電子化醫療紀錄仍然是由醫療院所管理及維護，但 EMR 已

提供臨床人員決策的支援及其他協助。例如： EMR 可能警

示臨床人員有關病患對某些藥品過敏的紀錄，或是兩種藥品

不應同時混合使用。IOM 在 2003 年的報告中，將 MRI 對

EMR 的定義擴展，並且將下列的核心元素加以定義： 

(一) 健康資訊及資料(Health Information and Data)：包含醫

療及護理診斷、藥品清單、過敏、人口統計學、臨床觀

察及檢驗結果的資料。 

(二) 結果管理(Results Management)：管理各式電子結果報

告(例如：檢驗結果、放射療程結果…等)。 

(三) 醫令輸入或管理(Order Entry or Management)：結合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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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醫令輸入系統的使用，特別是用於藥品處方醫令。 

(四) 決策支援(Decision Support)：運用電腦化的臨床決策支

援，例如：提示、警訊及電腦支援診斷。 

(五) 電 子 化 溝 通 及 連 結 性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vity)：使病患照護過程中的相關人員間或與病

患的溝通更有效率，包含使用電子郵件、網頁訊息及遠

距醫療。 

(六) 病患支援(Patient Support)：包含自病患衛生教育教材、

居家監測至遠距健康之相關資訊設備。 

(七) 行政程序(Administrative Processes)：促進及簡化部份行

政程序，例如：排程、優先性確認、保險查證等。亦可

應用決策支援工具用以確認選擇臨床試驗或慢性病管

理計畫的病患。 

(八) 報告及公共衛生管理(Reporting and Population Health 
Management)：針對公部門及私部門的報告建立標準用

語及資料格式的要求。 

為能支援這些元件，醫療院所應建立相關支援系統如

下： 

(一) 全醫療院所統一辨識病患系統。 

(二) 提供臨床人員在病患照護過程中獲得相關照護資訊的

機制。 

(三) 一般性的工作站，包含一般病歷軟體、結構及介面。 

(四) 保全系統，用以監控接觸病患資訊與電子簽章，並同時

能確保資料的品質與整合性(例如：該系統能監控資料

在編輯時，不至於遺漏部份應選擇或填寫的資訊)。 

各臨床人員如何運用 EMR 系統與其過往如何使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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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歷有關，例如：醫師可能使用 EMR 來產生處方、參考藥 

物警示、以及傳送病患注意事項，為能讓這些功能付諸實 

行，醫療院所必須架構好資訊基礎建設以擷取、處理與儲存

相關資訊。總而言之，EMR 是一個主動管理病患照護過程 

的工具。 

四、 第四階段：電子化病患紀錄(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Spans Across Organizations)。 

電子化醫療紀錄僅是單一醫療院所中的病患資訊，電子

化病患紀錄則是包含所有與病患有關的健康照護相關資料，

相關資料是由二個以上的機構中集合而成的，電子化病患 

紀錄將病患的所有臨床資料收集並儲存於一個中央資料庫

中，例如：一位基層醫師在辦公室診療病患後，將此病患轉

入某醫院住院，而後病患出院後轉至復健機構，所有與病患

診療過程相關的臨床人員均可以提取與此病患本次就醫各

階段的資料。此階段的電腦處理基本需求包含： 

(一) 能辨識所有病患資訊的系統。 

(二) 一套能結合同一病患在不同機構中所有相關資訊的方

法。 

(三) 一套共通的用語及資料結構。 

(四) 各相關機構對於安全性的共識。 

五、 第五階段：電子化健康紀錄(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Longitudinal and Comprehensive)。 

本階段的 EHR 較上個階段提及的電子化病患紀錄包含

的範圍較廣，包含病患的健康資訊及其他相關訊息，且相關

訊息不僅只由醫療院所進行維護及管理。健康資訊可能包 

含個人抽菸習慣、營養紀錄、運動程度、牙齒健康、及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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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訊，是一個以病患為中心，所有與這位病患相關的醫

療及健康的訊息均被紀錄，並且當此病患接受治療或照護

時，所需要用到的相關資訊即可提供給照護者作參考，並提

供更有效能的治療。本階段 EHR 是包含一位病患從生到死 

所有與健康相關的長期紀錄。 

在醫療院所臨床使用中，MRI 所定義的五個階段通常沒 

有線性或順序性的使用關係。例如：醫療院所不一定要使用文

件影像系統後才能再導入 EMR 階段。這些階段僅讓大家瞭解 

在採用 EMR 相關系統時，隨著時間發展所產生的的系統演變 

過程。最終的目的還是發展與施行一個能提供臨床人員對病患

的醫療及健康更全面性的管理資訊系統。這五個階段只是一個

用來描述使用電腦化系統管理健康資訊程度的方法。 

在 MRI 的五個電腦化階段裡，前三個階段均只提及在醫 

療院所內如何將病患的資訊管理電腦化，直到第四個階段以上

才看到在醫療院所間的資訊分享。現階段，醫療院所習慣於使

用 EMR 指稱在醫療院所內使用的電子病歷系統，而 EHR 是指

稱提供跨醫療院所間資訊分享的系統。在不同臨床應用系統間

整合及分享資料有許多挑戰，當嘗試著要在不同醫療院所間分

享資訊時，需要有相關的標準來統一資料的定義，因此現今已

有許多醫療院所提出很多計畫開始朝向訂定共通的標準進行

努力。但是，標準要能形成，仍需要經過冗長的過程，凝聚更

多的共識才有可能達成。 

所以，現在已然明確，EMR 與 EHR 與單純的將紙本病歷 

電子化有很大的不同。EMR 是一提供給臨床人員管理病患照 

護的主動性工具，其具備決策支援的能力，並讓臨床人員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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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關的提醒、警示及其他知識協助，這一切的功能都是紙本

病歷系統不可能辦到的。然而由於並沒有一個 EMR 普遍性的 

定義，有些健康資訊系統經銷商或提供者將其文件影像系統亦

稱為 EMR，事實上，這裡所定義的 EMR 與文件影像系統相去

甚遠，文件影像系統是用來組織及維護醫療紀錄的一種電子化

儲存方式，而 EMR 系統在搜尋紀錄的功能上遠優於文件影像 

系統，EMR 能累計相關的資料並加以分析，並能主動提供照 

護者在管理病患照護上的決策支援。這是在醫療院所中推廣採

用 EMR 系統時最應被考量的一個重要的不同點。 

不同於 MRI，另有一種較簡單之分類方法，將電子病歷分

為 EPR、EMR、EHR 三階段，介紹如下，其差異點如表 21(19)。 

一、 電子健康紀錄(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讓經授

權的健康照護提供人員與病患在任何時地均可獲得之

電子化紀錄。 

二、 電子醫療紀錄(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通常

指由單一醫療院所擁有之定期照護紀錄，相關紀錄可在

某單一自動化的健康照護提供者體系中被存取。 

三、 電子病患紀錄(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EPR)：單一病

患或個人的電子資訊，電子病患紀錄系統是經特別設

計，以電子化的方式提供病患或個人的紀錄。其不必限

制於單一臨床資訊系統。 

就功能性而言，EHR 之發展可分為四代：第一代的功能 

著重在「病患、照護提供者及地點的基本資料」，其功能細節

包括：病患基本資料，例如：姓名、地址與其他生命統計資 

料，此外也包含病患、照護者與地點的單一辨識子。第二代的

功能著重在「檢視各種結果」與「病患就診紀錄」，前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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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因子 EHR EMR EPR 

存取角度 
以病患為中

心 

以照護提供者

為中心 

以機構或系統為

中心 

終端用戶 

各種健康照

護提供者 

主要為醫師與

診間人員 

主要為護理人

員、藥師及相關

專業人員 

適用環境 
整體照護過

程彼此分享 

通常適用於社

區中的診所內 

通常適用於醫療

院所或藥局 

時間間隔 

長期-從生到

死 

時段性-取決於

醫病關係的時

間長度 

時段性-取決於

病患在醫療院所

或其他健康相關

處所內的時間 

仔細程度 

選擇性資訊-
通常依不同

臨床目的在

照護體系內

分享的資訊

包括：基本

診、病史、

藥物史、檢

驗結果、診

斷影像結果

等資料 

詳細資訊-通常

指用以提供醫

師決策輔助之

臨床紀錄 

詳細資訊-通常

指用以提供照護

參與者決策輔助

之臨床紀錄 

表 21 病患資訊管理技術的差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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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包括：讓所有照護提供者均可閱覽病患之檢驗結果，並能

遠端調劑；但不包含修改處方或開立新處方。後者功能細節則

包括：讓照護提供者能閱覽病患在醫療院所內就診紀錄之摘

要，包含其治療療程(例如：診斷骨折療程所需的後續照護)或

單一就診紀錄。第三代的功能著重在「醫令輸入及結果檢視」、

「警示提醒」與「提供臨床業務指引」，「醫令輸入及結果檢

視」的功能細節包括：讓醫師以電子方式開立及送出病患的處

方箋及檢驗單，如此適當的藥局、檢驗室或診斷影像單位之人

員可以在線上閱覽處方及檢驗單並作後續處置。「警示提醒」

的功能細節包括：自動提醒或警示參與照護之醫師及藥師有

關過去已完成的檢驗項目或可能的不良藥物交互作用。「提供

臨床業務指引」的功能細節包括：系統性的輔助照護人員及病

患進行臨床決策，以提供特殊臨床情況下更合適的健康照護。

第四代的功能則著重於「複雜的決策支援」，其功能細節包 

括：由臨床人員輸入或其他系統帶入病患特定的臨床資料，將

會針對病患提供臨床建議，例如：支援開立處方、檢驗與檢查

單開立、支援照護路徑提示，以及醫療參考文獻。 

到了 2002 年時，Harris Interactive 調查 EHR 在各國之使用

率(19)，發現瑞典為 90%、荷蘭為 88%、丹麥為 62%、英國為 

58%、芬蘭為 56%、奧地利為 55%、德國為 48%、比利時為 

42%、義大利為 37%、盧森堡為 30%、愛爾蘭為 28%、希臘與

美國為 17%、西班牙為 9%、法國為 6%，西班牙則為 5% 
(圖 175)，歐洲似乎較美洲地區有更高之使用率。以醫療人員使

用資訊系統之內容來看，各國發展之程度也有差異(圖 176)。 

2004 年根據 HIMSS 的調查，在美國約有 49%醫院使用

EMR，8%醫院使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6%醫院使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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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各國 EHR 使用率(2002 年) 

圖 176 各國醫師運用資訊科技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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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給藥紀錄，95%醫院使用檢驗室及藥局資訊系統，37%醫院 

使用照護點終端機(Point of Care Terminals)，85%醫院使用放射 

資訊系統，28%醫院使用 PACS，較其他國家統計的採用率低。

在澳洲、芬蘭、丹麥、荷蘭、英國及瑞典，均有超過半數的初

級照護醫師使用 EMR 系統；值得注意的事，這些國家若不是 

採行單一付費者系統，就是政府強制推行 EMR 使用。 

因為在美國 EMR 的採用率較低，2004 年美國病歷協會進

行研究找到一些能增加醫療院所採用 EMR 意願的項目及其比

例，茲列如下(19)： 

一、 行政與財務功能。 

(一) 排程、預約、住院、出院(55%~58%)。 

(二) 單一醫療院所病患索引(47%)。 

(三) 多醫療院所病患索引(35%)。 

二、 資料擷取、審閱及更新功能。 

(一) 基本資料(59%)。 

(二) 檢驗結果(50%)。 

(三) 過敏及藥物史(45%~48%)。 

(四) 檢查結果(42%)。 

(五) 過往醫療史(40%)。 

(六) 出院病摘(39%)。 

(七) 住院紀錄及手術紀錄(35%)。 

(八) 問題清單(32%)。 

(九) 由決策支援系統產生的警示(29%)。 

三、 遠距 EHR 存取(37%)。 

四、 醫囑輸入(檢驗、檢查、藥局)。 

(一) 護理人員或其他同仁輸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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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師在決策支援系統支援下輸入(17%~22%)。 

(三) 醫師在沒有決策支援系統支援下輸入(11%~17%)。 

五、 電子處方至外部藥局。 

(一) 檢視藥物史、過敏檢查、與藥物交互作用(25%)。 

(二) 更新處方(19%)。 

(三) 新開立處方(18%)。 

六、 參考資訊的存取(藥品參考及成份、符合性政策指引、行

政政策等)(30%~39%)。 

七、 電子郵件。 

(一) 照護者間溝通(49%)。 

(二) 照護者與病患間溝通(20%)。 

八、 臨床資料庫。 

(一) EHR 資料、文字、申報代碼(42%)。 

(二) EHR 資料、文字、申報代碼、臨床編碼(21%)。 

(三) EHR 資料、文字、申報代碼、影音資料(11%)。 

(四) EHR 資料、文字、申報代碼、臨床影像(26%)。 

九、 用 以 協 助 研 究 之 病 患 相 關 資 料 倉 儲 或 二 手 資 料 庫

(22%)。 

加拿大調查醫院使用 EMR 之目的，其結果如下(19)： 

一、 增進在醫療院所內讓健康照護人員分享病患紀錄資訊

的能力(76.1%)。 

二、 提昇照護品質(59.3%)。 

三、 改善臨床程序或流程效率(68.0%)。 

四、 減少醫療錯誤(促進病患安全)(55.4%)。 

五、 開發臨床決策支援(58.5%)。 

六、 提高病患滿意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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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增進照護的連續性(68.4%)。 

醫療院所及服務提供者發現，如果他們希望在傳遞健康照

護服務的過程中更具效率及效能，EMR 系統確實能協助其達 

到此一目的。此外，他們也更加瞭解到 EMR 系統對病患、醫 

療服務提供者、醫療院所及社區的價值，他們發現到 EMR 系 

統能協助促進品質、提昇病人安全並能節省行政成本。 

在台灣，紙本病歷常被引述之缺點包括(20)： 

一、 儲存面。 

(一) 紙本病歷依法需儲放七年以上，病歷空間不足。 

(二) 病歷多為單頁入夾，多次使用後，就易發生病歷毀損、

掉頁、缺頁與遺失的問題。 

(三) 紙本病歷儲放於病歷室，需以人工入庫，人工歸檔容易

遺落或歸錯檔夾的問題。 

(四) 死亡病歷不易保存，現以死亡縮影之方式存放，但仍難

以久置。例如：經年代久遠，仍有難以儲存或不易儲存

之困擾。 

二、 應用面。 

(一) 由於翻閱不易、格式不一、字跡潦草，病歷資料的可利

用性有限。 

(二) 由病人的各項紀錄來審核帳目，相當費時，漏帳事件比

例偏高。 

(三) 紙本病歷無法多人同時使用，影印病歷費時費力且易侵

犯病患之隱私權。 

(四) 紙本病歷不是格式化之病歷，無法快速查詢到所需的資

料。 

(五) 紙本病歷歸類不易執行，對資料次序需加以系統化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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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尾數彩色法、流水號法)。 

(六) 紙本病歷分類的統計功能不彰，常需另外費時費力費工

整理分析。 

三、 管理面。 

(一) 利用紙本病歷進行病歷統計以分析資料時，過程繁複，

耗用大量人力。 

(二) 紙本病歷管理不便，會造成財力物力之浪費，空間、紙

張、置物架…等之購置需大量費用。 

(三) 紙本病歷管理不便，會造成研究、教學及臨床歷史資料

的損失。 

(四) 不易調閱老、舊病歷或若需調閱大量病歷，需花費甚多

之人力與工時，影響教學、研究與服務之效能。 

(五) 不活動病歷，易使病人擔心誤診。 

四、 安全面。 

(一) 紙本病歷之管理不易，不易保障病歷之保密性與病人之

隱私權。 

(二) 病歷具有法律上的責任，內容不得加以刪除或去除。紙

本病歷不易稽核，也不易防止刪除、偽造與添加內容之

問題。 

五、 整合面。 

(一) 紙本病歷難以整合，在轉診轉院之狀況下，不易防止重

複檢驗、重複用藥的問題。 

(二) 由於紙本病歷沒有整合與交換之機制，醫護人員需費時

費力重複詢問病人過往診斷及過往治療過程的相關情

事。 

(三) 申請紙本病歷、交換病人出入院或轉介的訊息，需要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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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複雜的行政管理。 

(四) 病患例如：受多位專科醫師之照護，在具多本紙本病歷

之情形下，傳遞病歷資訊困難度極高。 

六、 使用面。 

(一) 難以有效追蹤紙本病歷、借用流程行經之處所與閱覽之

人員。 

(二) 使用紙本病歷，需徒手計算各種報表，費時無效益。 

(三) 紙本病歷複號不易察覺。 

(四) 病歷合併不易，分散放置，極易遺失。 

(五) 病患長期住院、資料極多，病歷裝訂不易、結構差與過

厚重。 

(六) 紙本病歷閱讀困難，其因在於格式不一、文字潦草與資

料分散。 

(七) 紙本病歷資料格式多為文字性之敘述，影音多媒體之內

容難以整理。 

(八) 紙本病歷抄寫繁複，抄寫之過程易發生錯誤。 

(九) 醫師撰寫病歷沒有結構式紀錄之標準格式，此類病歷難

以產生衍生性之功效。 

在台灣，電子病歷常被引述之優點與需加強之重點，包括
(20)： 

一、 儲存面。 

(一) 利用資訊保存電子病歷可以節省大量病歷儲放空間。 

(二) 利用資訊便於病歷資料檢索。 

(三) 電子病歷資料儲存可靠且持久，不易失真，可提供高品

質的病歷資料。 

(四) 電子病歷具有較良好的回溯性資料審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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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面。 

(一) 使用電子病歷易於發揮資料的快速統計功能。 

(二) 容易利用資訊工具由電子病歷取得提供管理決策所需

的資料。 

(三) 電子病歷可快速提供醫療工作執行狀況與結果。 

(四) 電子病歷可以提供護理站執行醫療計畫與護理計畫。 

(五) 電子病歷系統支援醫師做診斷工作。 

(六) 電子病歷可以有效提供保險給付申報之疾病資料。 

(七) 電子病歷可以快速和便捷的提供醫學研究與醫院管理

所需之統計與分析資料。 

(八) 電子病歷結構式資料能便利的提供作為醫學研究使用。 

三、 管理面。 

(一) 醫療電子化管理可提昇整體服務品質增進醫院(診所)的

形象。 

(二) 電子病歷之管理人員交接容易，減少因人員異動的影

響。 

(三) 病歷電子化可降低病歷保存成本。 

(四) 病歷電子化可讓醫院管理者加強對病患及醫療人員的

服務品質。 

(五) 病歷電子化可以提昇病歷資料的完整性及正確性。 

(六) 病歷電子化可以減少人為錯誤並精減作業人力。 

(七) 病歷電子化可以減少病患醫療花費，避免重複用藥與重

複檢查之浪費。 

(八) 電子化病歷可以增進疾病分類人員與費用申報人員間

之橫向溝通。 

(九) 病歷電子化可以節省影印病歷所產生的紙張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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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病歷電子化可以提高病歷調閱品質及效率。 

四、 安全面。 

(一) 為保障病人隱私，醫院內部需設計許多資訊安全措施，

以免病患醫療資訊外洩。 

(二) 電子化病歷之病歷複製容易，要強化電子病歷之防偽措

施。 

五、 環境面。 

(一) 可提高醫療資源之資訊共享需求。 

(二) 協助合理化、標準化、消除浪費之死角，增進同業間之

競爭優勢。 

(三) 電子病歷統計資料，可做為事先防範疾病的傳染及維護

社區的保建工作之用。 

(四) 電子病歷可做為醫療品質保證及醫院評鑑的依據。 

(五) 電子病歷可以經過資訊交換機制，提供推廣公共衛生工

作之所需資料。 

六、 系統面。 

(一) 病歷儲存系統可與現有電腦系統整合。 

(二) 需重視與中央健保局資料庫的整合分析。 

(三) 相當容易與新科技產品銜接配合。 

(四) 增加、取消或改變一個新的作業步驟時，只需小小的改

變。 

(五) 可達到病歷快速傳送的效益。 

(六) 透過資訊管理，可掌握病歷位置狀況。 

(七) 可促成各種報告自動傳送。 

(八) 電子病歷之內容經有線或無線網路，均有安全性的疑慮

資訊安全務期為推動電子病歷之首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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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跨醫療院所面。 

(一) 電子病歷可將檢查或檢驗結果，可直接傳送至相關單

位，減少連絡之時間與人力浪費。 

(二) 電子病歷可快速便利提供各部門所需的醫療服務資訊

及研究心得。 

(三) 電子病歷可有效提供病人轉診所需的病歷資料。 

(四) 電子病歷可加速醫院掛號及病歷送達的時間，可以加速

病人看診，減少候診時間。 

(五) 電子病歷作為參與治療醫事人員討論溝通之工具。 

(六) 電子病歷可以促進醫院作業流程改造。 

在美國，過去 20 年間，許多的研究已經證實使用電子病 

歷及其他臨床資訊系統的價值。由 Kaiser Permanente 健康政策

研究所發表的報告指出，電子病歷之價值可分為幾個主要的類

別： 1.提昇品質、照護結果及安全； 2.增加效率、生產力及減

少成本； 3.改善服務及提昇滿意度，以下分述之： 

一、 提昇品質、照護結果及安全：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能利用電腦化系統提醒或警示相關

的臨床指引之醫師遠較無法利用此功能的醫師可能提供病

患預防性醫療照護服務。其他的研究發現在出院部門使用電

腦化的提醒，對於各種疾病預防照護有顯著的效果；電子病

歷系統能在醫師開藥或藥師與護理人員給藥時，增加藥物使

用之適切性、減少藥物不良反應、提昇藥品劑量的準確度，

且能降低因疏忽造成的錯誤，例如：未能針對檢查報告適時

反應，或忘記執行必要的檢查檢驗等。一般電子病歷之資訊

科技能藉由以下的方式降低醫療錯誤率： 

(一) 查知錯誤及不良反應即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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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警示錯誤及不良事件之發生。 

(三) 提示預防發生錯誤及不良事件之方法。 

(四) 在不良反應事件發生後能採取快速、適切的應變模式。 

(五) 針對不良反應事件進行追蹤及提供回饋。 

良好之電子病歷系統能有效改善部門間溝通、適切提供

醫療人員相關知識做為支援臨床決策、確保完整遞送重要資

訊(例如：藥品的劑量)、協助即時計算及核對、即時監控及 

同步提供決策支援。若能有效的將這些功能整合至臨床照護

流程中，這些功能均能協助提昇醫療品質、照護效率與病人

安全。 

二、 增加效率、生產力及減少成本： 

使用電子病歷系統能提昇效率，增加生產力及降低成

本。在沒有電子病歷系統時，臨床人員常因為尚未得到相關

的檢查、檢驗結果，故往往會安排病患進行許多其他不一定

必要的檢查；因此電子病歷系統能增加工作效率的其中一

個方法即是讓臨床人能即時收到檢驗檢查的報告。此外，電

子病歷對於學名藥及處方藥的提醒及警示能有效降低藥品

成本。 

使用電子病歷系統能有效協助醫師長期節省其時間，並

且能降低與存取病歷過程有關的成本。使用電子病歷可以 

為醫院省下大量儲存病歷空間，亦能省下轉譯醫師的手寫 

病歷至電子系統中的費用。其他電子病歷所能帶來的效益包

括病歷紀錄品質較佳、申請保險給付時較易通過、降低藥品

費用、增加放射檢查的利用率及減少帳單錯誤等。 

三、 改善服務及提昇滿意度： 

運用電子病歷系統能改善服務，並能促進員工及顧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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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病患對於醫師對其進行診療時已利用電子病歷相關

健康資訊(健康史、過敏反應、藥物使用、檢查檢驗結果)備 

妥感到滿意。許多質性研究顯示病患對於醫師在檢查室內使

用電子病歷均有正向的反應，一般民眾會認為，使用電子病

歷的醫師態度較積極創新，使用電子病歷對於醫病關係的 

建立並沒有負向的影響，反而因為對病患有完整的瞭解及 

週全的照護而能促進醫病關係。 

電子病歷另一方面也能正向的提昇醫護人員及行政人員

的滿意度，使用電子病歷的醫師反應，運用系統後能提昇其病

歷的品質、改善效率、增加工作滿意度及減輕工作壓力。而病

歷紀錄品質的改善，亦減輕後續批價作業的困擾及增加作業效

率。而其他的使用者，例如：護理人員及其他支援作業人員亦

反應，使用電子病歷能幫助其更即時的反應病患的狀況；特別

是其他支援作業人員表示，使用電子病歷能協助其在報告撰

寫、資料整理及處理帳務資料上更迅速正確。 

許多已採用電子病歷系統的醫療院所均已感受到系統帶

給該醫療院所的價值，以下茲選擇並簡述數個醫療院所在採用

電子病歷系統後，實際產生的成效。 

一、 Roswell 小兒科中心(Roswell Pediatric Center)(21)。 

Roswell 小兒科中心是在喬治亞擁有三個診所的小兒科

專科醫院，規模並不大，由九位專職小兒科醫師組成，每年

約有 82,000 人次之就醫。2001 年起開始尋求一個 EHR 系 

統，讓其能輕易的整合其既有的業務管理及帳務系統。最後

Roswell 決定採用 NMS 電子病歷資訊系統以協助 Roswell 將

其例行業務自動化。該 EHR 系統是一個針對每個診間進行 

紀錄、自動抓取相關資料且支援臨床決策的系統，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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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後，Roswell 的工作流程及照護程序均被重新檢視及

設計而成為更增進工作流程效率、改善照護者間的溝通及病

患照護。據 Roswell 估計，使用該系統後，全職病歷調閱工 

作人員人力需求由 13 人降為 5.8 人，每年病歷調閱之次數 

由 440,000 份降為不到 70,000 份。財務方面，Roswell 發現 

使用了 EHR 系統後，能抓出 18%遺漏帳款，讓 Roswell 瞭 

解到電子病歷系統除能滿足其原有的需求外，也為該中心帶

來可觀的經濟效益。 

二、 辛辛那堤兒童醫院(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
cal Center, CCHMC)(22)。 

CCHMC 是一個 475 床的非營利兒童專科醫院，在該地

區扮演醫學中心的重要角色。在 2007 年，CCHMC 共有 388
位小兒科醫師、61 位外科醫師、40 位放射科醫師、38 位麻 

醉科醫師，以及 1,258 位醫療人員，全院共有 10,281 位工作

人員服務病患。CCHMC 每年門診約有近百萬人次就醫，急

診服務約有近十萬人次，住院人次則每年可達近三萬人次。

為了加強社區服務，CCHMC 每年也從事近 15,000 人次之 

家庭訪視。2007 年引入 Epic 電子病歷資訊系統，該系統整 

合了超過 30 個 CCHMC 既有的資訊系統，包括： HIS、RIS 
、LIS、加護病房資訊系統、PACS、出院病歷摘要系統、電

腦醫令系統，以及臨床文件系統。 

CCHMC 致力於將電子病歷導入醫療院所內加以應用，

因而在病人照護、安全、效率、成本、規範遵從度及病患滿

意度等面向上有正向的效果。例如：給藥錯誤率下降 35%、

處方開出後至病患領藥的時間縮短 52%、X 光影像結果改以

電子傳遞因而減少底片的使用、急件的處理時間更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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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臨床決策支援、並能讓慢性病患透過安全網路連 

線至系統中隨時隨地瞭解其相關健康資訊。 

CCHMC 現在已將其服務範圍擴展至慢性照護，居住地

與該醫院較遠之慢性病童的家屬可透過網路系統了解其自

身狀況，透過該網路可以看到病患的檢驗結果及其他醫療 

資訊外，亦可透過安全加密網路與臨床人員進行討論與溝 

通網路資料，包括： 1.檢驗結果(包括：文字、數據與圖形) 

； 2.完整之過敏與藥物清單； 3.各種臨床上之考量； 4.住院

有關事項； 5.門診相關事項； 6.有關疾病之治療計畫。這種

互動式之關懷，提供醫病良好關係之基礎。 

此外，CCHMC 亦使用一電子資訊系統用於手術時期護

理、麻醉及加護照護上，針對這些病患需要特殊照護的部份

採取「任務式控制」(Mission Control)，從手術登記至緊急照

護復原期連續追蹤病童的病況，相關醫護人員均可以在任何

時候透過此系統瞭解病童的「現行狀況」、「過往處置」階

段中發生的任何情況，以及病童完整的醫療紀錄，在處理病

童危急的狀況時可以有更正確之反應。 

三、 梅約診所(Mayo Clinics)(23)。 

梅約診所是全世界最大的整合型、非營利群醫診所，

2008 年統計，共有 3,317 位專科醫師、46,656 任工作人員、

3,235 位住院醫師在其中工作，進行照護病患的工作。每年 

至梅約診所就醫人次約有 2,300,000 人次，約有 140,000 位 

住院人次，病患人數超過 520,000 人。在梅約診所旗下每個 

醫院、診所等都有不同的電子病歷系統，每年約有 25,000 
位病患(約 5%)在一個以上的梅約醫療體系中有就診紀錄， 

為能傳遞這些病患的資料給另一個就診點，需要耗費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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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話與傳真進行溝通。梅約診所一開始利用搭橋策略，先

選擇分別在 Arizona、Jacksonville 及 Rochester 架設資訊中 

心，先重新整合此三州內部各醫療服務機構的病歷系統資 

料(約有 1,500 種不同之文件型式)，建立 Master Patient Index
資料庫，再將三個資訊中心作為伺服器架設點，提供其他醫

療服務人員得以透過網路自此三個工作站中存取資料。經過

這種漸進式的推廣整合方式，梅約診所調查 30,000 名員工 

之意見與看法，回收問卷約有 28%，其中有 23%(1,892 人) 

使用過這個系統，其中約有 79.7%的人員認為此系統確實可

以改善病患照護品質；整體人員對系統的連線速度評比約

92.3%，而使用此系統後，受訪員工對此系統滿意度約為

87.9%。有了機構內的成功經驗後，梅約診所現將此系統推 

廣至所有梅約醫療體系中(共含 70 個診所及 17 間醫院)。 

四、 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UPMC)(24)。 

UPMC 是一個總部設在賓州匹茲堡的非營利全球醫療

體系，是匹茲堡當地最大的醫療院所，員工超過 50,000 人，

年平均收益達 70 億元。UPMC 旗下包括 20 家三級、專科及

社區醫院，以及 400 個門診服務點、醫師辦公室、退休及長

期照護機構。其間接創造了在西賓州地區 80,000 個就業機

會，同時亦被評選為全美前十大醫療研究機構之一，每一年

回饋社區超過 2.88 億以補助其醫療服務、慈善捐款、及未 

被保險給付的照護；另外，UPMC 亦在社區中辦理超過

3,000 項社區活動，包含預防吸菸、兒童肥胖、感染管制、農

業勞動保健等。 

為能讓在照護時能取得相關的資料、使資訊系統具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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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較複雜程度之跨資料庫搜尋能力、穩定的提供不重複用藥

及過敏警示等訊息、自動將醫療人員治療(臨床行為)與其治

療結果(成效)配對連結，以及在經過卡崔娜颶風後醫療院所

之「資訊應變計畫」亦應列在醫院的任何一種災難應變計畫

之中，UPMC 開始思索「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介面應是

解決相關問題的關鍵技術。根據 HIPPA 在 2000 年報告顯 

示，「互通性」可區分為幾個類別：(1)基礎型；(2)功能型；

(3)語意型；(4)語意與決策支援型。 

UPMC 在經充份的資料蒐集、內部討論後，展開其

UPMC 互通性計畫，目標在於建立一個可跨機構、語意型互

類別 目的 舉例 

基礎型 

在一個應用系統中看

到彙整自不同系統的

資料 

電子病歷與檢驗室系

統間的資料內容互相

轉換 

功能型 

將資料分類為已設定

好之類別 

檢驗室系統的資料經

由 HL7 匯入電子病歷

系統中 

語意型 

將標準化的資料整合

及轉換成一般含意 

將檢驗室所輸入的代

號翻譯成設定好的標

準單詞 

語意與決策

支援型 

持續的在對所有系統

內的資料充份整合了

解後提供適當的警示 

當某醫師開立使用顯

影劑之放射檢查醫囑

時，警示病患之

Creatinine 值高於閾值 

表 22 互通性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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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資訊平台，讓醫療院所內的臨床人員均能得到所需的 

病患資料。為能達到這個目的，所有在 UPMC 內的臨床系 

統資料都必須進行整合，包括病患資料、病患主訴問題清 

單、過敏反應紀錄、用藥紀錄、檢驗室資料、診斷資料等等。

再者，相關的資料可能以各種型式存在於醫療院所中且有待

轉錄至系統中，可能是 PDF 檔、文字檔、或紙本檔案。此外 

，為能達成這些目的，住院與出院之流程亦需加以整合。 

在建置這樣的系統時，UPMC 團隊遇到許多困難與挑

戰，其中最大的三個挑戰即是語言統一、技術複雜度、實際

執行。醫療院所內的臨床人員必須使用共通的語言進行臨 

床工作的紀錄，因此 UPMC 針對紀錄中不同的元件採用不 

同的標準，例如：在用字的方面，UPMC 採用編碼系統、標

準用語的標準(例如： SNOMED-CT、LOINC、RxNorm 與 

Go 等)；文法的部份建立訊息格式的標準(HL7 2.x、NCPDP 
SCRIPT、Continuity of Care Record/Continuity of Care Docu-
ment)；而在語意的部份則是建立標準的資料模式(HL7 
RIM)，因外為能減少不良藥物反應事件的發生，UPMC 先 

由各個不同的醫療院所中搜尋有哪些事件以及其意涵後，將

這些不良藥物反應事件的定義加以統一，並使其成為藥事及

過敏反應之決策支援資料庫。第二個挑戰是技術的複雜度，

若要各個機構間的系統分別建立互通性，則在 UPMC 內約

120 個不同的系統間就要建立 5,000 多種以上的介面，範圍過

於廣泛及複雜，因此 UPMC 決定建立一個互通性資料平台， 

120 個系統只需針對本身的系統如何與平台標準進行統一建

立介面即可，也就是只需建立 120 個介面，如此不但較易發

展，同時也便利於各個系統間的管理與維護。第三則是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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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語意型的互通性系統並不是個全有全無的系統，它能

直接轉譯最常使用的字，根據使用經驗，在系統中的訊息通

常以不超過 500 個編號即可以進行 80%以上的溝通，且溝通

品質良好。這樣的使用經驗也讓 UPMC 做為開發更深層語 

意型互通性系統及繼續推廣的基礎，並持續不斷改善系統。

而在全面實施此系統後，目前共有 18 個醫院採用此一系統，

未來將繼續將語意型互通性系統建置於所有的醫院中。 

五、 Denver Health(25)。 

Denver Health 是一個提供基層照護的醫療機構，客戶來

源包括一個 500 床的丹佛醫學中心、丹佛市衛生局、丹佛郡

衛生部、落磯山地區創傷中心、社區家庭保健中心、丹佛健

康醫療計畫、「Denver Cares」外展計畫、更生治療外展計畫、

丹 佛 學 校 保 健 中 心、地 區 毒 藥 物 防 制 諮 詢 中 心 與

「Nurseline」、落磯山反恐應變中心、以及 911 緊急照護。

Denver Health 是最大的 Medicaid 與未投保人醫療照護提供

者。從 1992 年起，他們總共提供了 20 億無保險的照護。另

外，他們也提供兒童保健計畫、更生治療照護、創傷照護、

以及災害防制。他們的服務，涵蓋了科羅拉多郡與其他 28 
州。在丹佛市，有 25%的丹佛市居民(約 16 萬人)，與 35%在

丹佛的兒童，加入了 Denver Health。 

在 2003 年的時候，Denver Health 為了提昇病人安全， 

改善照護品質，與降低成本，開始了他們轉變的過程。其中，

包括工作流程與資訊科技的改革，照護流程的重新修訂，並

解決勞工短缺、法規、以及病患不滿的問題。 

與紙本系統相比，電子病歷系統可以很簡單的克服資 

訊存取與研究的侷限(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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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ver Health 在 2004 年時，以 LEAN 為樣本，開始實 

施「Getting IT Right」，來迅速改革工作流程。六個對的改 

變為：對的人、對的流程、對的環境、對的溝通、對的文化、

與對的獎勵。而資訊科技則是這些改革的基礎。Denver 
Health 了解到資訊科技是醫療照護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醫

療是一個資訊的行業，將對的病患的對的資訊，在對的時間

傳給對的人。 

由於醫師對資訊的依賴，所以系統的整合必須要包括資

訊的整合，而資訊的整合需要集中化、標準化、以及簡單的

呈現所有資料來源。一開始的時候，Denver Health 想以單一

供應商來建制系統。可是，後來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供應 

商，可以提供他們所要的系統。另外，所有採購的東西，都

需經過資訊部的審核，以確保與系統相容，進而可以順利的

整合。 

但若要把遠景變成現實，主管們都必須全力支持與投入

到改革過程，並必須認同資訊科技的重要性。Denver Health
的主管與醫師們，成立了一個資訊指導委員會，來支配所有

資本支出。 

紙本 電子病歷 

單一點的存取 
多個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的查詢、存

取病患資料 

很難去管理照護 
可以設定醫令、規則、與提醒來管

理照護 

很難去評估照護的品質提昇、效

率、與研究目的 
電子化的資料庫可便於分析 

表 23 紙本與電子病歷系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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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 2003 年時，Denver Health 虧損了 2,300 萬元， 

每一個部門都有縮減預算，但資訊部的預算卻只受到一點 

點的影響，顯示了主管們對於執行電子病歷系統的決心。 

在發展與維護資訊科技的基礎架構上，耐心也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改革過程只會越來越複雜、耗費越來越多的經 

費。所以，Denver Health 建立了雙系統，當主系統故障時，

有一個備份系統可以應用。而在 2007 年，他們的主系統總 

共停機了四分鐘。 

在醫院的醫療區域(病房外、牆上、護理車上、檢查室 

等)，總共放有 4,000 多台電腦，約等於每三位醫師共用一 

台。另外，Denver Health 非常注重將醫療照護虛擬化。目 

前，已經創建了一個結合語音、視訊、與資料的網路。他們

總共有 400 台伺服器，其中有 100 台已虛擬化，其他的則會

在 2008 年底前完成。這個系統每年需花費 100 萬元去維持。 

Denver Health 的電子病歷系統對醫師最重要的一個特

色是儀表版單點登入。雖然最開始的時候，這個功能只是一

個為了便利而外加的功能，但是卻變成了醫師接受並使用這

個系統的主要因素。單點登入提昇了系統的使用度，也讓醫

師看診效率提昇了 30%。另外，臨床紀錄與給藥核對的功能 

，還未完全實行，藥物核對已完成三分之一，而臨床紀錄會

在 2009 年推出。 

推動新系統後，總共創建了 1,656,136 筆資料在 Denver 
Health 的 Master Patient Index (MPI)。而重複醫療資料，則因

為醫療資訊管理(HIM)與資訊資源整合的關係，從 10%降到

了 0.02%。疫苗追蹤也大大的改善了疫苗接種率，二歲兒童

提昇到了 85%(46%的提昇)以及一歲兒童的 92%(26%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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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有了這個新的電子病歷系統，醫師可以列印他們所需 

要的表格(例如：檢驗結果、門診表單、電子生長曲線表、藥 

單、與其他醫療紀錄)，書寫資料在上面，然後再掃描至電 

腦裡。當臨床紀錄功能開啟時，將會替代現有的掃描工作。

可是，由於大部分的醫師都不習慣背對著病患，所以他們必

須要事先將病患資料列印出來。所以，Denver Health 現在也

開始去重新規劃診間，讓病患在醫師視線的 90 度範圍內。 

目前，Denver Health 有百分之百的診間醫令系統使用

率，每個月有超過 20 萬筆的醫令。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 

統也減少了各個部門的作業時間，放射科節省了 62%，檢驗

室省了 55%，而藥劑部省了 83%的時間(給藥時間從 84 分鐘

降到了 7 分鐘)。 

資料庫可以結合費用、門診、住院、藥物、或所有其他

方面的資料來進行分析。它也可以用來審查照護方法或制定

臨床協定，來提昇病患的健康與幫助臨床研究。 

在未來，重點將會是發展一套完整的電子病歷系統，可

以即時的傳遞資料，讓資料更便利、更實用。最後的目標，

將是在每一個照護點都可以提供資料給每位醫師，把對的資

料以電子的方式更有效的傳遞給他們。 

六、 美國國防醫療體系(5)。 

美國軍方在 2004 年時，著手於全面實施電子病歷系統，

並在 2007 年時完成系統更新，稱之為 AHLTA (Armed For- 
ces Health Longitudin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本段將試著

介紹美軍醫療體系電子病歷系統的建制與實行經驗，包括 

如何提昇醫療人員對於新系統的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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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包括戰地的臨時醫院，美國軍隊共有 65 家醫院、412
診所、414 牙科診所，與 132,700 位醫護人員。每天都有超過

12 萬人次就診，而每週約有 642,400 門診人次、19,600 住院

病患、102,900 牙科門診，與 2,100 名新生兒。病患族群有現

任與退役軍人，還有其受益人與家庭成員，目前大約有 910
萬人。 

(一) 資料登入的速度。 

因資訊電子化，病患資料只需登入一次，並會在下次病

患來看病時，自動顯示病患的基本資料。在介面的設計上，

則採取了醫師比較偏好的儀表版呈現方式，可以一覽所有資

料。目前，開啟新病歷的時間，從 12.2 秒增快到只需要 5.1
秒。開啟舊病歷，則從 14.2 秒到 5 秒左右。而如果要開啟所

有看診資料，則還是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但通常醫師並不需

要開啟所有資料。所以幾個主要的功能，都已達到目標，而

所有功能的開啟時間加起來，也比預期目標少了大約 10 秒。

另外，資料登入方式，例如：打字、複選、語音，與手寫，

和每人對電腦的熟悉程度，也都會影響速度。 

(二) 系統的穩定性。 

系統有時可能會因為主伺服器當機、連線不良、或維修

中，而無法登入。美軍醫療院所，作為一個橫跨了 19 個時 

區的醫療體系，要求完全不能有停機時間，所以，部分的備

援是必要的。每間醫院的資料，都會儲存在當地的電子系統 

裡，並匯到中央系統存放。可是，在一開始實行的時候，因

為每個地區的人員，在沒有事先報備的狀態下，都會以自己

的習慣喜好，對系統做少許的修改。所以，原本預估只需要

六個月的時間就能實行新系統，卻花了二年半才達到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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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三) 自訂介面。 

醫師都希望能把電子病歷的介面做的與原來紙本病歷

的格式相同，以自己熟悉的方法記錄資料。可是在設計系統

時，必須重新考量原有紙本病歷的格式是否是最佳的格式。

以城市道路規劃為例：城市在發展之初時，若無針對市內所

有道路進行完整的規劃，而僅是在原有的道路上舖覆柏油，

雖然這些路對居民而言是最熟悉的路，無需再花時間熟悉，

但這些道路未必是最直、最好走的路。所以，在設計介面 

時，需要慎重考慮如何才是最好的方式。把紙本看診格式電

子化，是美軍醫療的一個成功案例。另外，醫療流程也需發

展出一個通用的協定(Protocol)，就像食譜一樣，以求一致性 

。由於每位醫師的看診流程不同，在制定好協定後，醫師可

依照協定來提供標準性的醫療服務。 

雖然軍醫不是以量計酬，但一個自動化的資源評估與管

理系統仍是需要的。這個系統，可以協助軍方了解資源分 

布，例如：醫師人力是否足夠。與人工計算相比，電子系統

大約有 910%的準確性。 

(四) 人性化的診間設計。 

除了言語上的溝通，醫師與病患的關係，通常有很多心

理上的因素，例如：肢體語言、面對面的時間、與態度等。

但由於電子化的關係，醫師很有可能因為要面對電腦，而背

對著病患，無法面對面的與病患交流。所以，重新設計診間

的空間有時是必要的。 

(五) 系統的實施。 

在系統設計上，有加入研究與資料採礦(Data Min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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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所以醫師都非常期待。可是，執行時卻比想像中困難，

所以資料採礦直到現在都沒有被廣大運用。一開始，系統只

允許由疾病的診斷來做縱覽(Diagnosis Surveillance)。可是， 

由於美軍醫療分布在許多戰區與不同國家裡，常常會發現不

知名的疾病，所以，系統後來必須改由可以從症狀來做縱覽

(Symptom Surveillance)。另外，當初預估系統只需半年就可 

完成，可是卻延遲了二年。所以最後，在資料採礦功能還未

建制完成，就先行推動了電子病歷系統，很多醫師也因此表

示不滿。AHLTA 從 2004 年的 1 月開始發展，直到 2006 年 

的 12 月完成，而資料採礦系統到 2007 年 2 月時才推出，稱

為 Theater Medical Data Server，可讓所有在戰區的醫師看到

病患在其他戰區得到的治療。醫師可由這個系統產生兩種報

告，專案(Ad Hoc Report)與預設(Canned Report)。可是由於這

個系統在推出時沒有告知醫師，所以很多醫師都不知道電子

病歷系統有這項功能，這也讓他們了解到推廣的重要性。目 

前，這個系統總共有 500 位使用者，預計明年能達 2,000 位。 

讓系統偏離預定方向的主要原因： 

1. 不清楚的要求(Unclear Requirements)：在設計系統前，

應聽取精通電腦與對電腦作業不熟悉的人的綜合意見，

以確定每個人都知道如何運用系統。 

2. 脫離正常作業程序：不論何人提出建議，都必須經過標

準程序去更改系統。這樣可確保所有當地的系統都與中

央系統一致。 

3. 舊系統的承接(Legacy System/Information)：很多舊系統

都沒有一套完整的紀錄，所以，在系統的轉移上，會很

難去正確的預估其複雜度，與需耗費的時間、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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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提昇使用者對電子病歷的接受度，友善的介面與使

用者建議系統是最高優先。AHLTA 電子病歷系統的最終使

用者調查(End User Website Survey)，是一個連續性的網路系

統。醫師可上網登入建議與提出問題，並會有一個票單。依

照著票單，也可在網上查詢建議處理的進度。唯一的缺點 

是，醫師必須記得票單號碼，不然沒有其他方法可查詢。 

另外，人員訓練也是重要的一環。AHLTA 系統的訓練，

醫 師 可 隨 時 上 網 接 受 互 動 性 的 訓 練。訓 練 網 站 (http://
www.navyahlta.com)也同時開放給所有人瀏覽，不需要密碼。

第一批訓練人員為 5,500 位醫護人員，而每年都會有四分之

一的新人來受訓。 

(六) 系統滿意度調查。 

對於新系統，滿意度約 3.5(以 1 到 5 的量標來測量，5 
為最高分)。軍方在 2007 年 5、6 月，做了一次最終使用者調

查，希望能了解哪方面的改善可增加使用者對於 AHLTA 的

滿意度。 

有 33.8%的使用者，最希望改善電子系統的速度，第二

大是介面的改善(16.8%)。而有 13.4%的醫師，希望把資料紀

錄的架構完善，以自訂資料採礦的症狀縱覽功能。此外，還

有醫師希望能把病症按照器官系統排序，以便於查詢。其他

建議則大多只應用於軍方的 AHLTA 架構上，而不適用於其

他電子病歷系統。 

以美國軍醫對於推動電子病歷系統的經驗，醫師的接受

度是可以透過不同的方法提昇的。 

1. 設計友善的介面與操作：不需重複登入資料，自動呈現

病患基本資料，以及多元化的登入方法，例如：打字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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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滑鼠點選、語音等。 

2. 妥善處理服務器當機、連線不良、或因維修升級而無法

登入系統的問題。 

3. 由於每位醫師都會希望能以自己所熟悉的方式記錄資

料，所以在設計新系統時，必須平衡自訂化與系統一致

化(Enterprise-Wide Process Uniformity)。 

另外，對於推動新系統的阻力，也是可以克服的。第 

一，需解決資源問題，正確的登入資源代碼，以提昇電腦計

算的準確性。第二，需理解以及克服醫師與病患之間互動的

障礙，例如：重新設計診間，讓醫師可以跟病患面對面。最

後，需妥善處理醫師對於回饋比付出多的問題。例如：之前

提到過的，資料採礦系統沒按照預期推行，減少電子病歷的

功能，導致醫師的不滿與期望落空。 

七、 Graybill Medical Group(26)。 

Graybill Medical Group 在 1932 年創立，為在 San Diego
地區的醫療機構，共有五家分院，45 位醫師，每年有 15 萬 

就診人次，是該地區最大的私人基層醫療機構。在 2004 年 

時，基於改善醫療品質與降低成本之考量，將資訊電子化，

把原本的管理系統與電子病歷系統結合。Graybill Medical 
Group 在實施電子醫療系統的過程與經驗中深刻的體驗到，

醫療院所應如何有效的整合系統、新系統的優缺點、分享成

果、和新系統對於員工的影響。由於 Graybill Medical Group
原有系統的目的在做有效之醫療管理，而在結合電子病歷系

統後，流程得到了改善、減少了開支，並增進了服務品質。 

Graybill Medical Group 為能徹底的瞭解各種不同系統的

硬體需求及軟體功能，共送出 30 份資訊委外專案，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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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份回覆，並實際參訪六家廠商後，由督導委員會決定合作

廠商，建置單一伺服器系統。 

在挑選系統時，另一個考量重點即是網路系統的選擇。

2004 年時 Graybill Medical Group 開始規劃其資訊系統，當 

時無線網路系統尚未能提供如同有線網路系統一樣的穩定

度與速度，故選擇架構有線光纖網路系統。Graybill Medical 
Group 共花費六個月的時間建置其網路系統，在此六個月期

間，Graybill Medical Group 也同時開始選擇其所需之軟體及

硬體。 

另一個考量的重點是建置系統的費用。需要充分了解供

應商之財力狀況，以確保供應商能提供長期的支援服務。關

於軟體功能，主要考量為病患資料、保險費用、與轉介系統

等的呈現方式。另外，由於醫師希望能擁有病患的完整資 

料，而需要把所有病歷掃描至新系統，所以，掃描功能也是

主要考量之一。 

在設計操作介面時，Graybill Medical Group 成立了醫師

用戶群，通常有 15 位醫師一直都有參與會議。而在完成系 

統設計後，如有醫師希望更改介面，則需要一半以上的醫師

同意，方可更改。Graybill Medical Group 並成立了營運小組 

，每個星期與廠商的企劃經理會面、討論。 

Graybill Medical Group 對於新系統的目標，包括：便捷

病歷存取、縮短病患等待時間、有效列出病患所有須繳交費

用、無須重複登記資料、零失誤、零病歷遺失等。在改善流

程方面，Graybill Medical Group 希望病患在就醫過程中，醫

師只需要登入紀錄一次，並可隨時在家查看病患資料。在新

的看診流程裡，病患進來時，櫃檯人員會把病患資料登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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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內，以通知護理人員病患已完成報到。護理人員收到 

後，會把病患帶入診間進行初診。初診完，以電腦知會醫師

病患所在的診間。醫師問診後，如病患需要其他檢查項目，

會以電子傳送至檢驗科，如不需要另外檢查，則會傳至收費

部門，病患付費後即可出院。 

Graybill Medical Group 的資訊電子化，分為三個步驟：

訓練、實行、監控。訓練總共花費了六個月時間，讓所有員

工可以學習與熟悉新系統。為了訓練醫師新系統的操作，第

一個星期看診時間減少了一半，而第二星期減少了四分之

一，以此類推。由於是逐步推動，所以等到完成全院系統更

新，也耗費了六個月。為了改善與監控新系統的運作，

Graybill Medical Group 建立了公告版，讓醫師可以提出建 

議。另外，每一週電腦會依照六個預設標準，來評估醫師的

電子病歷運用。 

一開始時，雖然電子病歷已開啟，醫師依然會要求護理

人員提供紙本病歷，所以成本非但沒減少，反而由每月二萬

元增加到四萬元。在新系統執行後六個月，執行委員會決定

不再為醫師取紙本病歷。現在，所有標準都已達到 100%。 

系統結合並非零缺點，在執行上也非常困難。例如：遇

系統故障，需要有一個應變措施。Graybill Medical Group 替

每位醫師準備了應急包，內含紙張、保險求償單、病患轉介

單、聽寫磁帶與機器等。如需因系統維護當機而改為紙本，

其他醫院則會印出病患資料，並以傳真或快遞送至醫院。 

在執行初期，由於需要增加人員來訓練與裝置新系統的

費用，第一年呈現出負投資報酬率。但從第二年開始，因效

率的提高與文書用品開銷的減少，例如：減少紙本病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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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與應用，投資報酬率逐年增加。在第三年，也就是 2007
年時，因為成本的降低與效率的提昇，投資報酬率原預估為

601,142 元，但卻到了 1,862,171 元。 

Graybill Medical Group 在 2007 年時，辦公用品費用與 

儲存空間需求降低，減少了醫院不少的開支。因為工作流程

的改善與效率的提昇，而節省大量工作時間。 

在 2005 年的時候，為了了解新系統對於服務方面的改

善，Graybill Medical Group 實施了 Advanced Access 計畫。 

由於電子化帶來的效率提昇，醫師一天可看更多的病患，縮

短了病患等待時間與增加病患滿意度。在新系統還未實行

前，家醫科醫師的效率為每日 40~50 位病患。而 2007 年，比

之 2004 年，增長了 7%。2005 年州政府進行滿意度調查， 

有五個重要指標： 1.等候時間小於 15 分鐘； 2.醫師解釋詳

細度； 3.醫師看診時間的適切性； 4.醫師傾聽； 5.醫師表達

對病患的尊重，這些指標滿意度，均在 90%以上。 

之前，病患看病需等待 18.25 天，現在只需 1.21 天。而

在爽約的病患方面，因為電腦會在三天前，自動的傳送電子

信件提醒病患，則從 8%，降到了 2.5%。另外，按照 Graybill 
Medical Group 的舊有系統，連續處方的取藥需要經過 11 個

步驟的流程，但在新系統裡，廢除了不必要的流程，省下 

350 小時，等於少了二個全職人力。在節省成本與提昇服務 

品質的同時，病歷審核亦已達到 100%，這對 Graybill Medi-
cal Group 來說，是第一次。 

帳款上，Graybill Medical Group 也因新系統的實施，減

少了未支付款項，並更能準確的替病患申請保險醫療補助。

例如：病患不符合為補助對象，也可馬上知悉，並立刻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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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方式。之前，申請 Medicare 補助，需要四天，而現在只

需四小時。2005 年時，保險公司拒絕付款的有 4%的案例，

2007 年已低於 0.5%。以量計酬的付費，也因效率的提昇與 

正確的費用編碼，從 2005 年到 2007 年，增加了 15%。目前 

，大約有 810%的帳款都已電子化。 

另外，Graybill Medical Group 正在設計 PACS 與電子系

統結合的介面。由於還未實施，所以仍舊是把放射科照出來

的影像，掃描至電子病歷系統。 

Graybill Medical Group 認為，讓系統成功結合的因素，

包括醫師用戶群、堅強的核心小組、緊湊的系統結合過程、

醫護人員訓練、系統標準化、與工作流程分析。尤其是醫師

用戶群的存在，為主要因素，因為使用者不但可以直接設計

以及反應最適合他們自己的介面系統，也可以增加他們對於

電子系統的接受度。為了增加接受度，Graybill  Medical  
Group 也完整的分析每一個工作流程，並積極的教育員工， 

電子系統所帶來的新契機，是工作項目的不同，而不是工作

流失，以降低恐慌。例如：原是手寫的工作，可以轉換成電

腦輸入的工作。實施變革的困難，主要來自員工。但例如：

成功實施新系統，將會提昇工作效率、增加病患滿意度、更

加便捷的存取病歷、與降低醫院成本。 

八、 新光醫院。 

電子病歷系統是一種病歷資料以電子化的方式製作，並

加以儲存、運用，內容包括醫護人員紀錄、檢(查)驗報告及 

影像、其它各類醫事人員執行業務所製作之紀錄等，提供使

用者臨床支援及連結醫療資訊網站等功能。近幾年來，病人

自主意識抬頭，紙本病歷的難以取得，導致病人於看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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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過程中，往往耗費過多時間及精力，造成醫療過程缺乏

連續性。過去紙本病歷往往因為病歷儲存空間不足、管理困

難造成人力物力的耗費，同時容易因字跡模糊、資料掉落等

問題而造成資料不完全，電子病歷不僅可解決以上問題，同

時有利於資料的分享、資料分析、決策支援，及後續研究及

管理活動的進行，可促進院內、院際間各部科醫療資訊整 

合。衛生署近年來委託台灣醫學資訊學會推動電子病歷，促

進醫院間病歷資料格式的統一，民眾可透過隨身碟存取自己

的病歷資料，將病歷資料還給民眾，促使病歷資訊透明化，

促進全民健康，同時方便民眾就醫時病歷資料傳遞及讀取。 

電子病歷非但具備記錄病歷的功能，同時也保有個人的

健康紀錄追蹤的效果，包含飲食紀錄及規劃、運動規劃，血

糖、血壓等資料，甚至還可以存放非醫療院所產出的資料，

將不同來源的資料做整合與分類，方便民眾自我健康管理。

電子病歷系統包括的範圍廣義而言，涵蓋院內所有醫療活

動，包括門診醫囑輸入系統(OPD)、入出院病歷摘要系統

(INP)、急診系統(ER)、檢驗報告系統(LIS)、報告查詢系統

(RQS)、護理紀錄系統(NIS)、醫療影像系統(PACS)等，圖  

177 為醫療資訊系統的整合架構圖，連結後不同系統，由電 

子病歷系統進行資料整合(如圖 178 所示)，並提供查詢畫面

(如圖 179)，同時可連結 SOAP 查詢(如圖 180)、藥物查詢(如

圖 181)、PACS 畫面(如圖 182)等。 

電子病歷發展並非是沒有障礙的過程。電子病歷雖提供

許多優勢，然而其中仍需對於資料外洩的可能提供防禦，資

料傳輸時皆需加密，透過登入時的身分辨識，並且利用時戳

註記每筆資料的時間，保障民眾的資訊安全。同時，礙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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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系統整合架構圖 

圖 178 資料彙整畫面 

圖 179 資料篩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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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0 SOAP 查詢畫面 

圖 181 藥物查詢 

圖 182 PACS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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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病歷相關法律規範尚未完善，故於實行時仍存在潛在的阻

礙，皆為未來討論的議題。 

一般將病患的電子醫療紀錄系統視為整合醫療院所中

各個臨床資訊系統的中心。用以組成病患的病歷資料本來就

來自於不同的來源－無論是紙本或電子資料。在電子環境

中，資料由對等的應用程式或資料庫中集結而成，至少包

含： 

(一) 住院或掛號系統：包含病患基本資料、醫療保險或付費

者資料、醫師姓名、就診原因與日期等。 

(二) 會計帳務系統：包含病患帳務資料，例如：最後診斷及

處置碼、收費、服務日期等。 

(三) 醫事臨床(放射、檢驗等)系統：包括診斷用檢查檢驗、 

治療處置、檢查檢驗結果等。 

(四) 電子化醫師醫囑輸入系統：包括醫師醫令、下醫令時

間、醫囑執行現況等。 

(五) 藥事系統：含藥囑內容、調劑情況、給藥情況等資料。 

(六) 其他臨床及行政系統：例如：護理、物理治療、營養衛

生教育文宣、排程資訊等。 

(七) 知識基礎/參考文獻系統：連結至 MEDLINE、最新研究

結果、診療指引等。 

(八) 遠距醫療及健康系統：提供醫病線上溝通相關紀錄等。 

有時候上述的功能可能包含在某個單一的套裝軟體中，

但通常在大型醫療院所中，這些功能在過去的 20~30 年間已

陸陸續續的進行開發或採購，許多醫療院所現在面臨的挑戰

是如何將病患的臨床與行政資料整合在一起。如果想要完成

電子健康紀錄(EHR)系統，現在就應該開始規劃並發展機構

的電子病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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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資訊安全作業系統 

隨著筆記型電腦與個人數位助理(PDA)等行動運算裝置日

漸普及，以及使用者亟於擺脫有線的束縛，無線網路環境正是

提供人們即時存取任何資訊的工具。無線網路環境如果能夠結

合醫療資訊系統、及其他整合之應用系統，其無限空間和即時

資料存取的應用，可提供不同使用單位快速存取最新資料外，

更可簡化文件輸入方式，減少複雜的人力及作業。以有線或無

線方式，將前端之行動裝置與後端系統與資料庫連結及資料即

時同步。因此醫療院所開始全面部署無線區域網路環境，可攜

式、有彈性、快速、有效率是無線系統帶來的優勢，讓醫護人

員可將更多的工作焦點放在病患的照護需求上。希望藉著無線

科技的進步，可為醫療院所創造無線行動醫療的環境，為醫護

人員提供無線醫療照護系統，提供「臨近照護」的工作機制。 

醫療院所使用無線網路之優點，首推就是提昇醫護人員服

務之及時性。手機、PDA 以及筆記型電腦等各種行動工具，多

年來已成為員工之常用配備，這類裝置讓員工能發揮以往無法

達 到 的 服 務 及 時 性。若 有 一 個 涵 蓋 各 角 落、安 全 無 虞 的 

WLAN，再加上像是無線 IP 電話等裝置，提供更便利之連結功

能，將進一步提昇醫療院所之服務能力。透過全面涵蓋各角落

的 WLAN、無線 IP 電話、統合式訊息傳輸。一個全面涵蓋的

WLAN，能將效率無限提昇，節省成本，並帶來其他效益。例

如：許多維護廠商與合作夥伴需使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和院

內同仁一起研究問題。然而，在 WLAN 建置完成後，他們可方

便地透過自己熟悉的模式存取自家公司系統，提高儀器維護效

率。且提供員工無線上網環境，可提高員工行動時的工作效 

率，會議時只要與會人員自備筆記型電腦，配合電子會議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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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先了解會議議程及簡報內容。且因應作業資訊化需求，對

於院區部份網路點不足區域，或需臨時性上網之處，運用無線

環境，即可輕易連接網路，省卻添購網路設備及施工配管之耗

費，譬如醫療院所使用多台筆記型電腦透過無線網路辦理醫院

大型會議報到，此臨時櫃檯，使用完即撤離，完全不用施工配

線，破壞原有裝潢。醫護人員可以透過無線網路發展各式行動

醫療，提昇醫療服務之效率與品質。醫護人員可以更方便且更

快速地透過無線網路來獲得工作上所需重要資訊及存取應用

程式，大大提昇醫療照護的品質。 

但在享受科技帶來的便利性的同時，資訊安全問題更是不

可忽略，但若能採取適當的規劃就能將資訊安全的風險降至最

低，並能兼顧資訊的便利與資訊安全的平衡。例如：若是有外

來訪客想借用公司網路來收發電子郵件，可能就會有管理上的

漏洞，需能將其導入院外網路，使其無法進入院內網路系統，

透過伺服器管理主機來監控無線網路，看哪些人在使用裝置，

雖然無線網路的優點為不需實體佈線，且基地台可隱藏建置，

有方便又有美觀的效果，但其造成的資訊安全漏洞仍需防範。 

但在方便之另一面向，使用者使用網路越方便也意味著電

腦所遭受的資訊安全威脅也越大，許多人的電腦已經由網路被

電腦病毒綁架而不自知，而且電腦病毒網路化的結果讓病毒從

北京到台北比直航包機還快，所以建構能從網路入口閘道端的

防毒架構，以及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取得病毒樣本、然後加以分

析並找出解決方案，成為醫療院所建立安全無虞的資訊安全的

重點。 

醫療院所有責任保護自己的資訊系統，資訊相關可能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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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包含電腦病毒、電腦室火警、未經測試的軟體、員工盜取臨

床與行政資料，以及蓄意或無意對醫療院所硬體、軟體或資料

造成的傷害或誤用等等。健康照護組織的安全計畫應能預測並

能查知可能發生的威脅，並能採取相關措施或程序避免傷害的

發生或減輕其造成的損失。醫療院所的資訊系統安全計畫應包

含保護病患相關的資料，以及保護醫療院所的資訊資產，例

如：網路、硬體、軟體以及相關應用系統。 

在醫療院所中要發展有效的安全計畫主要面臨的挑戰是

如何平衡安全性的需求及其所需的成本，因為醫療院所很難估

算被駭客攻擊且造成重大傷害，或修路時不慎挖斷地下網路光

纖的可能性多大，故而相關所需的成本亦很難進行估算。此 

外，如何平衡健康照護資訊系統安全性及健康照護資料及資訊

的可獲得性亦是個需要進行取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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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資訊的威脅 

整體而言，健康照護資訊的威脅可分為三類(4)： 

一、 人為威脅： 

人為蓄意或無意造成的干預，可能是內部員工，或是外

部人員造成。人員(不滿的員工、電腦駭客、惡作劇者)蓄意 

的破壞行為包括盜取資料、故意變更或破壞資料等。電腦病

毒是蓄意電腦破壞最常見且最具破壞性的方式，對電腦化的

病患資料及健康照護應用系統產生極大的威脅。許多機構 

均曾有過因電腦病毒、特洛伊木馬程式或蠕蟲程式攻擊造 

成資訊安全威脅的經驗，許多醫療院所因其網路伺服器設 

計已知瑕疵或程式缺陷而飽受惡意的網路攻擊之苦。 

非蓄意傷害的原因通常是缺乏正確使用的教育訓練或

人為使用錯誤。當使用者彼此分享密碼或自不安全的網站上

下載資料時，即可能為醫療院所增加潛在的安全威脅。一般

而言，由醫療院所內部來的資訊安全破壞事件遠高於由醫療

院所外部來的破壞事件，所有產業中最常見的內部破壞形式

即是安裝或使用未經驗證的軟體、利用醫療院所電腦資源從

事不法通訊或活動(瀏覽色情網站、購物網站與電子郵件騷

擾等)，以及利用醫療院所電腦資源從事個人獲利行為。 

二、 自然與環境威脅：例如：洪水、火災或電力中斷等。 

三、 技術功能不正常：例如：硬碟損毀且無備份。 

醫療院所面對病毒攻擊所要付出的成本相當可觀，例如：

資料損毀、核心技術遭竊、工作停頓等造成各種生產力損失。 

健康照護資訊系統的安全也應包含避免電腦硬體的損失，

其中，意外事故、竊盜與災害損失均是造成損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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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照護資訊很容易受到內在或外在威脅危害。無論

相關的威脅是有意或無意造成的，都形成健康照護資訊系統安

全的危險因子。無論醫療院所的大小，行政、實體或技術性的

安全防護對醫療院所而言均非常重要。 

在美國，由衛生部門在 HIPAA 的規範下制訂的標準提供 

醫療院所發展全面性安全計畫的基礎架構，這些規範設計可保

留其彈性與可擴充性，同時亦無需仰賴某一特定技術開發，至

為方便。台灣目前尚未訂定醫療院所資訊安全作業標準，在發

展電子病歷時，考量資訊安全之規範，常以 HIPAA 安全性規 

範作為參考，以下是對 HIPAA 安全性規範之簡單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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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AA 安全性規範(27) 
HIPPA 安全性規範，於 2003 年 2 月 20 日由美國聯邦衛生

部公告，所有符合健康醫療定義相關機構(Covered Entities,  
CEs)均需於公告後兩年內修改相關軟硬體以適用 HIPAA 安全

性規範。HIPAA 安全性規範與 HIPAA 隱私規範相關性非常 

大，隱私規範包含範圍遍及所有受保護的健康資訊(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PHI)，但是安全性規範僅規範電子化的健康

資訊(ePHI)，ePHI 被定義為利用電子形式進行傳輸的受保護健

康資訊。HIPAA 安全性規範並特別適用某些特殊電子資訊形 

式或傳輸機制，ePHI 可能儲存於任何種類的電子媒體中，例

如：磁帶、磁碟、光學磁碟、伺服器或個人電腦；其傳輸亦可

能透過各種媒介：網際網路、區域性網路(Local Area Networks, 
LANs)、或透過磁碟傳輸。 

HIPAA 安全性規範於 1998 年 8 月公告，規範內容確認受 

保護電子資料的保密性之一系列行政、技術及實體安全程序，

以利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遵守。 

HIPAA 標準所適用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包括：健康計畫、

健康照護資訊交換所與以電子形式傳輸受保護健康資訊的健

康照護服務提供者，包含各種可想的到的健康照護機構內之服

務提供者，例如：醫院、診所、醫師辦公室、護理之家…等。 

各個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需強制遵守 HIPAA 安全性規範的

所有規範，或是這些規範是具「可適用性」則各有定義。強制

遵守的規範是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必須要遵從的相關規範，

但對於「可適用性」的規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遵從的情形可

以是下述任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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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規範內容執行。 

二、 在達到標準或規範目的之前提下執行部份安全性指標。 

三、 若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能證明相關的規範不適用，在健康

醫療相關機構不執行相關規範的情形下，仍能符合該標

準時，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即可不執行相關規範。 

因為安全性規範制定的目的不在限制使用的技術，故健康

醫療相關機構有相當大的彈性可選擇所使用的技術，健康醫療

相關機構可使用非標準的技術，或提供不使用相關規範的合理

理由。 

一、 HIPAA 安全性規範內容。 

(一) 管理防護。 

1. 安全性管理功能：要求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制訂並確

實執行有關預防、偵測、封鎖、修正違反資訊安全性事

件的政策及程序，主要包含四項執行細則： 

(1) 風險分析(必要)：各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必須針對

受保護健康資訊的保密性、整合性及可用性之相關潛

在風險進行精確且詳細評估。 

若一個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察覺不到已存在的風險或威

脅，則其絕不可能建立有效的危機管理計畫。在健康照護產

業，風險分析是個相對較新的概念，在 HIPAA 公告前，很 

少機構曾經完成正式的安全風險評估，但這不表示風險分析

對健康照護機構而言就不重要。美國衛生部將威脅分為三大

類： 

A. 自然威脅，包括：地震、土石流、雪崩、颶風、水災，

與颱風等天災。 

B. 人為威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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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蓄意破壞：電腦損害、網路攻擊、惡意軟體傳送或 

不經允許侵入內網或資料庫。 

(b) 非蓄意破壞：不小心的刪除部份資料、輸入錯誤資

料、按錯鍵，與關錯電源…等。 

C. 環境威脅，包括：停電、汙染、滲液，與化學物浸潤…

等。 

威脅所帶來之面對危機，健康醫療照護機構應行風險分

析。風險分析之方法，依序分為八個步驟(28)： 

A. 確認分析的範圍。 

B. 收集資料。 

C. 確認並紀錄可能的威脅與傷害程度。 

D. 評估目前的安全性措施。 

E. 決定威脅發生的可能性。 

F. 決定發生威脅後可能產生的影響。 

G. 決定危機的程度。 

H. 再次確認組織的安全性措施與結束紀錄。 

(2) 風險管理(必要)：各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必須至少

在某合理且適當程度上採行某些降低風險及弱點之

安全性指標。而風險處理模式則可分為三個步驟： 

A. 制訂並採行風險管理計畫。 

B. 確實執行安全性措施。 

C. 評估並維護各項安全性措施。 

(3) 處罰條例(必要)：各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必須針對

無法遵從安全性政策及程序的員工明訂適當的罰則。 

(4) 資訊系統活動審閱(必要)：各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

必須訂定並執行例常性的資訊系統活動紀錄審閱，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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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稽核日誌、存取報告及資訊安全意外追蹤報告。 

2. 分派安全性責任：本項標準沒有相關執行細則。主要的

目的是希望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能確認相關人員擔負

監控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資訊安全及程序的開發進度之

責任。 

3. 員工安全：本項標準求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建立及執行

相關的政策及程序確保所有員工能「適當」的存取所有

應受保護之電子型式健康資訊，並能預防不該存取之員

工不當的存取資料。 

(1) 驗證且/或監控(可選適用)：各個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

建置確保員工在存取受保護健康資訊時身分經適當

確認及(或)監控。 

(2) 員工通關程序(可選適用)：應制訂決定每個員工存取

適切性的程序。 

(3) 終止程序(可選適用)：當員工離職或調職時，健康醫

療相關機構應有相關程序終止或變更其可存取資料

權限。 

4. 存取資料管理：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執行驗證電子化

受保護健康資訊存取的政策與程序。 

(1) 功能獨立之資料交換所(必要)：如果大型健康醫療相

關機構扮演電子病歷資料交換所(Clearinghouse)之角

色，則需將此機構之電子健康資訊與資料交換所之儲

放電子健康資訊分開獨立，不可未經授權就得以存

取。 

(2) 存取授權(可選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有適當的

程序授權員工經由不同應用系統存取電子化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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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例如：工作站、交易、程式或其他程序。 

(3) 存取權限的建立及修改(可選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

構應基於存取授權的原則建立相關的程序，以建立、

歸檔、審閱及修改使用者的存取權。 

5. 安全性覺察及訓練：本項標準要求健康醫療相關機構

對其員工制訂相關覺察及訓練課程計畫。相關訓練應包

含對惡意軟體、登入監控及密碼管理的定期安全性提示

及說明。 

(1) 安全功能警示系統(可選適用)。 

(2) 惡意軟體侵入之保護措施(可選適用)。 

(3) 登入監測系統(可選適用)。 

(4) 密碼管理系統(可選適用)。 

6. 有關「資訊安全」事件處理流程：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

制定及確實執行資訊安全事件應變的相關政策及程序
(29)： 

(1) 以盜用或非法得到的密碼開啟 ePHI。 

(2) 損壞的備份使 ePHI 無法復原。 

(3) 電腦病毒入侵干擾有 ePHI 的資訊系統之運作。 

(4) 存有 ePHI 的電腦遭竊賊盜竊。 

(5) 未經授權的使用者用前員工帳號登入有 ePHI 的資訊

系統。 

(6) 未先將電腦裡的 ePHI 資料移除就讓別人使用。 

7. 應變計畫： 

(1) 資料備份計畫(必要)。 

(2) 災難復原計畫(必要)。 

(3) 緊急模式運作計畫(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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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測及修正程序(可選適用)：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

定期檢驗及修正所有應變計畫。 

(5) 應用及資料重要性分析(可選適用)：各健康醫療相關

機構應評估特殊應用與資料的相關重要性以支援應

變計畫之準備、修正等。 

8. 評估：本項標準要求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為能回應可

能影響電子受保護健康資訊的改變，應定期的進行技術

性與非技術性的評估。 

9. 業務相關合約及協定：本項標準規範電子受保護健康

資訊交換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與其他業務相關機構間

的正式協定情形。 

(二) 實體防護： 

1. 設施使用控制： 

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制訂及實施經驗證通過後才能實

體上與電子資訊系統及設施接觸的政策及程序。健康醫療相

關機構應確保健康照護資訊系統中的每一個元件的安全性，

且均應有相關人員負責，這些人員由資訊安全負責主管管

轄。例如：內科部主任應負責確認所有的內科部人員均已接

受訓練，瞭解各項安全性措施可如何協助他們維護病患資訊

安全。網路管理者則須負責給予新進員工系統初始密碼或在

員工離職/轉職時協助更改其帳號權限(終止或改變)。 

(1) 應變作業(可選適用)：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設置

管理接觸設施之程序以支援在災難復原計畫及緊急

模式運作計畫中提及之遺失資料的復原。 

(2) 設施安全計畫(可選適用)：為避免未經認證的接觸、

破壞及竊盜，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必須設置相關設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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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程序(30)： 

A. 門鎖、監視錄影器、警報器及限制區的警告標示。 

B. 財產控管，例如：在財產上貼標籤或刻字。 

C. 人員控管，例如：識別證及訪客通行証或由員工帶領。 

D. 私人保全服務或設施周邊的巡邏。 

(3) 設施接觸控制及驗證(可選適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

應設置控制及驗證接觸設施人員身分之程序。 

(4) 維護紀錄(可選適用)：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針對修

繕及調整進行紀錄，並應有相關程序。 

2. 工作站使用： 

本項標準要求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執行能確認用以存

取電子化受保護健康資訊的工作站功能適切性的政策及程

序。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接觸控管是設計要限制無權接觸病患

資料的人員無法接觸健康資訊。因此一般而言，健康醫療相

關機構接觸控管包含設備管理、設施安全計畫、健康醫療相

關機構接觸人員身分驗證、維修紀錄存檔、訪客登記程序、

庫存管理系統等。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內應有一套類似庫存管

理的系統，能讓健康醫療相關機構了解哪些設備正在被使用

中，通常這類系統會涉及將各個設備貼上或加裝獨特的編

碼，並紀錄每個編碼設備所在位置。另一種設備管控是安裝

防盜設備，例如：電腦鎖、警鈴…等。 

設施安全計畫通常指確保某些特定區域只有經過授權

的人員才能進入該區域之計畫，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的主電腦

作業區通常是這類區域中管控最嚴格的處所，必需安裝有影

像監控及個人安全確認機制。附上員工照片的識別證是健 

康醫療相關機構中常用的控管人員進出特定區域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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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管制區域可能會進一步要求人員輸入某組密碼，或利

用已建檔之員工證感應後才能進入。同時，設施安全計畫也

包含訪客登記程序，每個訪客均需登記，並發給一個臨時的

許可證件後才能進出健康醫療相關機構不開放的區域。 

3. 工作站安全：本項標準要求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能建

置用以存取 ePHI 的工作站實體防護，並且能管制相關 

作業人員身分。 

能夠存取病患資訊的工作站應放置於安全且在監控下

的環境中，例如：在接待區的工作站應可利用某些遮光或防

窺的設備防止被其他人員閱覽到螢幕內顯示之資料。工作站

的安全還包括設置工作站使用政策，除規範何為適切之工作

站使用程序外，亦將分享工作站(硬體、軟體或資訊)之原則 

詳述於其中。健康醫療相關機構若容許員工在機構外(例

如：家中)工作時，對於員工如何適切使用健康醫療相關機

構的電腦資源(硬體、軟體、網路存取)應有明確指引，而員 

工亦應透過安全連線、身分驗證後才能存取病患之資料。 

為能達到各層面的資訊安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須要針

對所有可能存取健康照護資訊的人員(正式員工、代理商、 

合約廠商等)進行教育訓練，包括安全性及保密性覺察訓練。 

4. 設備及媒體控管：在搬動內含 ePHI 資料之硬體與電子

媒體進出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時，應有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進行管控作業。除了 ePHI 之外，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的 

儲存媒體亦應加以保護。媒體控管是管理接受與移除硬

體、軟體與電腦媒體(硬碟及磁帶)進出健康醫療相關機

構的行為與相關媒體的動向之相關政策與程序。同時，

媒體控管包含了資料的儲存管控，例如：備份磁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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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於人員進出控管的安全空間中。電子媒體最後處置

亦是媒體控管的範疇，銷毀硬體或相關電子媒體內的病

患資料應註明於政策之中。包含四項細則： 

(1) 處理方式(必要)： ePHI及其儲存之硬體與電子媒體最

終處理之政策及程序。 

(2) 媒體再利用(必要)：在相關媒體再利用時，健康醫療

相關機構應制訂相關政策及程序規範須先將原裝載

之 ePHI 刪除。 

(3) 課責(可選適用)：各個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都應設立並

保留相關硬體及電子媒體搬移的紀錄，並須載明各項

設備的負責人員為誰。 

(4) 資料備份與儲存(可選適用)：在搬動設備前，健康醫

療相關機構應建立 ePHI 之可讀取備份資料。 

(三) 技術安全： 

1. 使用權限控制：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有相關政策與程

序及規範只有在管理防護中定義的人員或軟體才能存

取健康醫療相關機構電子資訊系統中之 ePHI。 

(1) 單一使用者身分辨識(必要)：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給予

每一位使用者一個單獨的辨識名稱，以供辨識及追蹤

使用者身分。 

(2) 緊急使用程序(必要)：在緊急狀況時，各健康醫療相

關機構應有一套流程以提供必要的 ePHI。 

(3) 自動登出(可選適用)：當使用者停留一段時間而未有

進一步動作(由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自行訂定時間長短)

後，則系統會自動終止電子處理階段。 

(4) 加密與解密(可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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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療相關機構中與病人有關的資料應是有需要知

道的人才能讓其存取相關資訊，「分享」是現代化資訊系統

的重要元件，但是還需要依靠網路及資料庫管理員針對各種

資源之存取權限進行控管。健康資料的存取控管包括三種模

式： 

A. 以使用者為基礎之存取控管(User-Based Access Con-
trol)：依據使用者識別身分認可使用者的安全機制。 

B. 以角色為基礎之存取控管(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系統的存取權限是依據員

工的工作角色而訂。雖然 RBAC 比起使用者為基礎的

存取控管在權限的設定上需要較多技術(每個人可能

有多個不同角色，故而需要分別不同系統設定)，但

RBAC 在新系統引入時，只需要設定不同角色的功能

即可(速度較快)。 

C. 以情境為基礎之存取控管(Context-Based Access Con-
trol)：此類存取控管是三種模式中最嚴格的一種，同 

時考慮「誰」(嘗試要存取資料的人員身分)、「如何」

(嘗試要存取資料的人員權限)與「情境」(嘗試要存取資

料的情境)。 

試以一個實例說明，張三是醫院內健康資訊管理部門 

的主管，在使用者基礎存取控管機制下，張三因個人的身分

(輸入正確的帳號及密碼)而對院內的 LIS 擁有瀏覽的權限；

在角色基礎存取控管機制下，張三因其身為醫院的員工，且

醫院的員工被認可可進入 LIS 瀏覽；若醫院採用情境基礎存

取控管機制，則張三使用自己正確的帳號及密碼登入，且只

有在他使用部門內的工作站進入系統時，才能正確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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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 並瀏覽相關資料。若張三在醫院的急診部門工作站登入

時，則他可能會被拒絕存取。有時情境控管機制甚至會加入

時段的管控，例如：張三是日班員工，當他在夜間嘗試登入

系統時，就可能會被系統鎖住。 

2. 稽核控制：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針對硬體、軟體及相

關程序進行紀錄，以供稽核相關資訊系統的各項活動。

資訊系統考核追蹤紀錄定義是指可以顯示哪些人員接

觸過電腦系統，且這些人員在特定時間裡進行哪些作業

的紀錄。很多不同的軟體可協助網路管理員監控網路資

源的使用。考核追蹤紀錄是由特殊的軟體彙整而成的紀

錄報告，在資訊系統安全維護中，這些紀錄用途可整理

如下： 

(1) 個人權責稽核：利用紀錄分析個人資訊使用行為時，

員工需為其違反醫療院所政策及程序的非正常使用

負責。 

(2) 重建電子事件：紀錄可用以重新建立何時某個電腦

系統被如何使用，當有可疑的內部或外部安全破壞事

件時，紀錄有助於重建事件始末。 

(3) 問題監控：某些稽核軟體能協助監控系統問題，例

如：硬碟損毀、系統資源的濫用，造成問題發生時之

網路資源耗損。 

(4) 入侵偵測：系統能偵測未經驗證的系統存取事件。 

3. 一致性：建置相關政策與程序以避免 ePHI 遭不適當修

改或破壞。 

4. 人員或健康醫療相關機構之「個體驗證」： 

驗證登入之人員或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確為該人員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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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醫療相關機構之應有正常程序(31)： 

(1) 需要提供只有本人知道的資料，例如：密碼或 PIN。 

(2) 需要提供只有本人擁有的憑證，例如：卡片或鑰匙。 

(3) 以個人獨特的生物識別證明，例如：指紋、聲音、臉

的特徵、或虹膜辨識。 

確保企圖存取資訊的個體身分之子系統是健康資訊系

統存取控制機制安全性保證的一道防線，其在 HIPAA 安全 

性規範中被定義為「確認個人身分即是其所宣稱之身分」的

機制，通常至少包含兩部份：「自動登出」與「單一使用者

識別子」。 

自動登出是電腦在一段預設時間長度的停止活動後，自

動終止的安全程序。很多軟體都能協助網路管理員進行此類

控管，使用者一段時間未進行任何活動後，系統將會啟動類

似一般工作站之螢幕保護程式之程式，而使用者需再輸入一

個網路密碼以停止此登出系統畫面。通常，為防止藉由重新

啟動電腦即能終止此登出系統，各裝置尚會安裝某些驅動程

式。同時，自動登出系統還可包括預防使用者更改螢幕保護

程式、當使用者未連線到網路時可自行設定個人密碼等功

能。若有任何錯誤的登入事件發生，系統亦會自動紀錄登入

人員身分、持續時間及登入人員之資料，並產生報告。 

系統管理員會提供每一個健康照護資訊系統的使用者

單一的使用者「識別子」(結合文字與數字)，讓使用者得以利

用其在健康醫療相關機構內的資訊系統中活動，通常此「識

別子」被稱為「使用者識別子」(User ID)或「登入識別子」

(Log-In ID)。但「識別子」通常是公開或廣為人知的，部份因

為通常健康醫療相關機構亦會使用此識別子當作個人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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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帳號，或此類帳號通常與個人的姓名有關，因此通常

需再加一層安全防護機制。 

最常見的實體驗證機制即是「密碼系統」，其他的包括

使用個人識別碼(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s, PINs)、生物

特徵識別系統(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Systems)、電話回撥系

統(Telephone Callback System)，以及憑證(Tokens，是一小而 

易於攜帶的電子設備，它是將特別的金鑰、獲授權之相關權

利資訊及加解密之處理能力等，與某特定個人結合在一起)

等。這些方法可以單獨或結合使用，大多數的安全專案均建

議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建置分層安全系統(Layered Security 
Systems)，也就是採用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安全機制以確保健

康照護資訊系統的安全，意即只用某一方法保護可能不足，

但是一連串具保護功能的加密方案就可以發揮較大的功效。

如果使用三種有效度為 70%的安全控管系統，則整套安全 

控管系統可發揮約 95%以上防護效果。 

部份學者認為使用「雙重鑑識」(Two-Factor Authenti-
cation)系統會更有效加強防護效果，「已知事物」(例如：密

碼或個人識別碼)、「已有事物」(例如：提款卡、憑證或磁條

卡)以及「個人特徵事物」(例如：指紋辨識、聲音辨識、虹膜

辨識或視網膜辨識)三種驗證方法之中任選二種或三種即構

成此類系統。 

(1) 密碼系統。 

健康照護資訊系統最常使用的存取控管機制即是個人

ID 與密碼(或個人識別碼)的結合。密碼通常是「一串無間隔

的字元組成，讓接受使用者存取要求的電腦系統辨識使用 

者是否為系統指定有權使用人之一」。但密碼同時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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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損密的弱點，很多使用者可能會分享他們的密碼給他

人，或是不經意的在公開場所揭露他們的密碼。例如：他們

可能會因為密碼不易記憶而將其寫下來，或用電腦檔案存檔

於其所使用的電腦中，以利隨時可以複製及貼上使用，這些

行為都容易造成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資訊系統安全上的缺陷。

因此醫療院所應明確制訂防止此類錯誤使用密碼之策略、方

法與規定，透過不斷的員工教育訓練以及明確的罰則以避 

免此類事件發生。 

密碼系統的另一個常見的問題是：當密碼愈容易記憶

時，它們也愈容易被其他人猜出來。雖然健康醫療相關機構

中通常會將密碼加密儲存或處理，但有很多稱為「密碼破 

解」(Password Cracker)的軟體可供使用者用以解密及取得密

碼。這些軟體的原意是要協助辨識那些不確定或忘記密碼的

使用者找回密碼，但不幸地，未經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資訊系

統授權使用的使用者也通常會利用這些軟體來取得密碼並

不當的存取健康醫療相關機構資訊。因此健康醫療相關機構

應建立清楚且強制執行的密碼選擇指引，例如：在選擇密 

碼時，「不建議」採取的行為包括： 

A. 選擇其他人可以輕易猜出的密碼，例如：身分證號 

碼、生日、姓名、寵物的名字、子女姓名或車名等。 

B. 選擇一個在字典中可以查找得到的字，因此破解程式

可以快速的在其字典中尋找到這個密碼。 

C. 選擇一個目前正被新聞熱烈報導的字。 

D. 選擇一個與原有密碼相似的密碼。 

E. 與其他人分享密碼。 

選擇密碼時，「建議」採取的行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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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密碼應由八個以上的字母及至少一個數字組成，如果

系統能區分大小寫字母，則應摻雜使用。 

B. 選擇一個記得住的密碼。 

C. 常常更換密碼(有些網路系統會要求使用者定期變更

密碼)。 

(4) 生物特徵辨識系統。 

生物特徵辨識系統是使用個人生物資訊作為辨識子的

系統，例如：聲紋、指紋、掌紋、視網膜、面紋，或全身掃

描。雖然此類系統被稱為未來的潮流，但此類技術目前尚未

能廣泛使用。 

然而，生物特徵辨識系統在健康照護資訊系統安全性維

護上未來將可能扮演愈來愈重要的角色，生物特徵辨識系統

設備通常包括： 

A. 讀取器或掃描裝置。 

B. 將掃描資料轉換為數位格式的軟體。 

C. 儲存供比對使用之生物資訊資料庫。 

目前，相關資訊業者已整合發展出一套生物特徵辨識設

備的標準，稱為 BioAPI，這個標準可以幫助整合不同廠商製

造之軟體，並能彼此互動。 

(5) 電話回撥程序。 

當健康醫療相關機構的員工必須在家中存取健康照護

資訊時，特別安裝的回撥軟體將會在其數據機連線至系統

時，要求使用者輸入其數據機使用之電話號碼，如果該電話

號碼並非醫療院所授權使用號碼，則該系統將會拒絕使用者

連線存取。 

(6)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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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可能是各種型式的設備，例如：鑰匙卡等，用以插

入門上感應器或電腦中以開放使用。因此憑證驗證系統是依

據憑證的擁有與否進行控管。缺點是憑證可能遺失、放錯地

點或遭竊。當系統採用密碼與憑證結合之雙重驗證時，須注

意該密碼(或 PIN)不應寫在該憑證上，或兩者存放位置不應

過於相近。 

5. 傳輸安全性：針對透過網路傳輸的資料，應建立技術指

標以預防有未經驗證的存取。 

(1) 一致性控制(可選適用)：建立確保電子化傳輸 ePHI沒

有未經偵測且未經不適當修改之安全性指標。 

A. 防火牆保護 

防火牆是一個或一組支援兩個網路間存取控管政策的

系統，這個系統可能是指單一的軟體，或是軟體、硬體及相

關政策的組成。防火牆能防止外部使用者自某些區域連線至

健康照護系統網路中，或是防止內部使用者連線至外部某些

區域。 

防火牆基本可分為「封包過濾器」(Packet Filter)(網路層

級)與「代理伺服器」(Proxy Sever)(應用程式層級)。封包過濾

器是預設將某些類型的資料過濾掉或允許某些資料傳輸進

某個網路的路由器，早期此類路由器很容易當機，隨著設計

的改善，其所能提供的保護服務也愈來愈多。代理伺服器是

較複雜的防火牆設備，任何外部要求內部資料交易的活動其

實均只停留在此伺服器中，由此伺服器於內部整理相關需要

資料後再提供給外部。 

雖然防火牆可視為健康照護資訊系統整體的安全性保

障，但某些類別的攻擊仍然可穿透它，許多病毒即是以夾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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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件檔案中進入健康照護資訊系統，然而防火牆並不會偵

測並阻擋它們。 

B. 病毒檢查 

電腦病毒有很多不同的種類，常見的類型包括： 

(a) 檔案感染：此類病毒會攻擊某些程式檔案，當執行

這些被攻擊的程式時，相關檔案也會因此傳播至其

他檔案。 

(b) 系統或開機紀錄感染：這類病毒是針對磁碟或硬碟

的系統區進行攻擊，造成感染。 

(c) 巨集病毒：主要是感染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在

其程式中插入不想要的字元或片語。 

蠕蟲(Worm)是一種特殊的電腦病毒類別，通常會儲存 

於電腦中並自動進行複製，通常是透過電腦間傳送電子郵件

而傳播。而特洛依木馬(Trojan Horse)則是一串具破壞性的程

式碼，通常會隱藏在另一串看來無害的程式碼之後，例如：

隱藏在某個巨集或電子郵件之後。 

現今市場上販售許多有效清除及預防病毒的軟體，這些

程式主要包含三個特徵： A.以記號為基礎掃描(Signature-
Based  Scanning) ； B.終 止 - 常 駐 監 控 (Terminate-Resident 
Monitoring)； C.多層級一般性掃描(Multilevel Generic Scan-
ning)。 

記號基礎掃描是系統利用辨識某個病毒的特徵或記號

進行掃描。每當出現一種新病毒時，防毒程式開發者將此病

毒的特徵紀錄至資料庫中，當應用軟體、訊息及檔案被下載

或開啟時，程式即會依據此資料庫進行比對掃描。終止與常

駐(Terminate-and-Stay-Resident, TSR)掃描通常在電腦軟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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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執行時，在後端進行掃描。TSR 防毒軟體對於偵測某些

很難偵測到的病毒很有用，例如：隱形病毒(Stealth Virus)與
千面人病毒(Polymorphic Virus)。多層級一般性掃描則是引 

入專家分析技術以捕捉前兩種特徵無法掃描到的病毒。 

病毒檢查對於健康照護資訊系統而言非常重要，因它是

最常發生的攻擊來源，其所造成的傷害及損失也很大。防毒

軟體只有在不斷持續更新病毒資料庫時，才能發揮其功效。 

(2) 加密(可選適用)： 

無論是否有需要，在傳輸時，所有 ePHI 均應先經加密 

處理。資料加密是為能確保資料自某處利用網路傳輸至另 

一處的過程中，即使有人竊聽連接埠或從中攔截資料，資料

的安全性能仍受到保障之技術。這項技術在具敏感性資料透

過大眾傳遞的過程中顯得格外重要，特別是健康照護資訊，

這類的資訊應設定安全性為不能截取、複製、更改與刪除。 

密碼學是一個涉及非常多其他學門技術的科學，在此僅

介紹與健康照護有關的幾項技術：公開金鑰基礎建設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與良好隱私(Pretty Good Pri-
vacy, PGP)。在此先就幾個密碼學中使用之名詞加以解釋： 

A. 明文(Plaintext)：指稱尚未被加密前的文字。 

B. 加密演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將明文轉為加密

型式的電腦程式。 

C. 密文(Ciphertext)：經加密演算法轉換過的文字。 

D. 金鑰(Key)：用以產生加密文字及還原解密文字的獨

立資料。 

最早的加密系統使用單一金鑰，也就是加密與解密使用

同一個金鑰(或代碼)，但這樣的系統必需傳送者與接收者均



33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要知道金鑰為何，因此又產生了如何保護金鑰的議題。 

A. 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32) 
公開金鑰密碼技術(Public Key Cryptography)是指在一

個公開金鑰的系統中，存在兩組金鑰，一為私人金鑰(Private 
Key)，一為公開金鑰(Public Key)。以公開金鑰進行加密的密 

文只能以私人金鑰解密；而以私人金鑰加密的密文則只能

以公開金鑰解密。藉由此技術，密文很難被破壞或解密。 

公開金鑰基礎建設是加密技術、軟體及服務的結合，健

康醫療照護機構可採用內部 PKI 模式或與應用服務提供者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簽約以取得 PKI 系統的服

務(主持及管理)。PKI 系統在健康醫療照護機構內的可能應

用之一是用於電子郵件的安全傳送上，信件傳送者自 PKI 系 

統取得收件者的公開金鑰後，利用其將信件加密，並寄出加

密的郵件；收信者收到加密郵件後，利用私人金鑰自動將此

郵件解密。其他在健康照護中可能的應用包括確保網路基礎

的健康紀錄或其他健康照護資訊系統連線的安全性。 

PKI 系統的缺點包括：(a)系統要價昂貴；(b)與其他系

統難以整合。然而隨著 HIPAA 標準對線上健康照護交換的 

安全性層級要求提高，PKI 系統在健康醫療照護機構中的應

用愈來愈可能增加。 

B. 良好隱私(Pretty Good Privacy, PGP)(33) 
PGP 是資訊業界發展出的一套具開放原始碼的加密軟

體，其目的是要讓一般的使用者也能使用高安全性的電子郵

件及資料。PGP 利用公開金鑰密碼技術與數位簽章，只要在

傳送及接收的工作站安裝相同的 PGP 軟體，就可以到達到 

加密之目的。早期，甚至可以在網路上免費下載 PGP，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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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有 PGP 相關之商業軟體在市場上販售了。 

(四) 組織、政策、程序及檔案： 

1. 組織：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訂定相關的合約，以讓相關

利益人簽定該機構所訂定之資訊安全規範。 

2. 政策及程序：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建立並確實執行符

合標準的政策及程序，並落實細則與其他要求。 

3. 檔案：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持續維護相關政策及程序。 

(1) 時間限制(必須)：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保留相關檔案

六年。 

(2) 可用性(必須)：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確保這些檔案隨

時可提供給負責執行政策及程序之人員。 

(3) 更新(可選適用)：各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應固定檢視相

關檔案，並作適當更新。 

二、 無線環境的安全性。 

最廣泛使用的無線網路標準(IEEE Standard 802.11)中，

最常使用的加密技術是「有線等效保密」(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EP)，然而 WEP 已被證實仍然有很多缺陷，且不 

適合用於傳輸敏感性資料時使用，因此目前仍有許多新式 

無線網路環境加密技術正在開發中。然而目前加密技術仍 

是選擇性使用而非強制使用，故而無線網路環境的安全性 

仍然受到很大的威脅。 

健康醫療照護機構內與無線網路有關的手持式設備及

筆記型電腦之安全性保護仍然是很大的挑戰，醫療院所應制

訂管控下載特定病患資訊至個人設備時的政策及違規罰則。

除了物品管控標準機制及筆記型電腦管理權責分派外，醫療

院所也應提供員工一些降低被偷竊風險的設備，例如： 



33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 外觀看來不像裝電腦之盒子。 

(二) 連接在桌子上的鎖鍊，當其與電腦分開時，未經認可的

人員即無法開啟電腦。 

(三) 讓電腦自動回報其所在位置的警示系統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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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醫院防毒系統與電子郵件過濾系統建置經驗分享 

健康醫療照護機構受到來自於網際網路威脅的風險範圍

很廣泛，大到癱瘓攸關人命的生命支持系統，小到侵害資料安

全進而危害病人的隱私權，且電腦中毒後會嚴重影響員工工作

效率進而降低醫療服務品質。另據報載統計，台灣每位電腦族

平均每天會收到一百封垃圾電子郵件；刪除一封約花三秒，每

人一年就浪費 30 小時。以一天工作八小時計算，十年下來，每

個人光是刪垃圾電郵，就

花掉 38 個工作天，這尚 

不包含因誤刪郵件產生

的損失及不必要的誤會。 

醫療院所在建置病

毒安全防護架構可從閘

道、網路周邊、伺服器、

桌上型電腦及行動裝置

保護每個網路進入點的

安全，並使用垃圾郵件過濾器(如圖 183)，大幅減少垃圾、釣魚

及病毒郵件進入醫療院所，增進同仁工作效率，並因電腦中毒

狀況減少後大幅降低維護成本。 

各項防毒設備功能及效益包括：網頁過濾器主要功能避

免用戶端因開啟網

頁而感染惡意程式

或誤入釣魚網頁(如

圖 184)，並且依醫 

院政策避免員工瀏 

圖 183 新光醫院防毒架構圖 

圖 184 網頁過濾器檢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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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不 當 網 頁 ( 如 圖 

185)，其他例如：診

間、批 價、住 院 櫃 

檯、行動護理車等電

腦則無法瀏覽院外

網 頁，以 減 低 中 毒 

風險及避免員工上

網影響服務品質。 

防毒牆主要功能為強制院內電腦需達到資訊安全要求才

能連接網路，包含需安裝防毒軟體、病毒碼需更新版本、修補

作業系統漏洞更新等，若電腦不符合上述要求，使用者在上網

時就會出現說明畫面並導引使用者安裝防毒軟體或相關更新

以符合基本安全要求(如圖 185)。 

垃 圾 郵 件 過 濾

器主要功能為過濾

垃 圾、釣 魚 及 病 毒 

郵件進入醫療院所

(垃圾郵件過濾器檢

查流程，如圖 186)，
若使用者發現有正

常郵件無法接收，仍

可至郵件隔離區將

郵件取回。以新光醫院為例，該院在使用垃圾郵件過濾器後平

均每月可以攔截約 36 萬封垃圾郵件，在 2008 年 1~9 月間，新 

光醫院共有 4,044,908 封郵件，其中被過濾掉 3,229,700 封郵 

件，約減少 80%的郵件數量(如表 24、圖 187)。 

圖 186 垃圾郵件過濾器檢查流程 

圖 185 防毒牆檢查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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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醫院透過防毒牆檢查全院電腦防毒軟體，電腦一律安

裝趨勢防毒軟體並自動更新病毒碼。若電腦中毒後會經由伺服

器將中毒電腦相關訊息傳遞至協力廠商，協力廠商會依電腦中

毒狀況提供解毒程式或提供解決方案，資訊人員可以提前得知

郵件種類 

  
月份 

直接阻擋 

病毒郵件 

進入院內

隔離區垃

圾郵件 

直接阻擋

垃圾郵件 
合法郵件 全部郵件 

1 555 62,876 200,548 95,262 359,241 

2 467 63,858 284,494 81,452 430,271 

3 571 72,993 361,454 104,457 539,475 

4 3942 63,821 327,001 96,698 491,462 

5 10,468 68,451 315,364 90,457 484,740 

6 10,574 67,645 261,225 81,255 420,699 

7 9,595 78,628 275,196 92,396 455,815 

8 8,457 74,621 304,180 80,516 467,774 

9 709 105,559 196,448 92,715 395,431 

合計 45,338 658,452 2,525,910 815,208 4,044,908 

表 24 新光醫院 2008 年 1 月至 9 月各月垃圾郵件過濾統計表 

圖 187 2008 年 1 月至 9 月垃圾郵件過濾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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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中毒情形，並透過醫療院所已建置的資產管理軟體遠端

派送解毒程式或遙控使用者電腦協助解除病毒，若電腦無法連

線則派員到場掃毒，以達到最短時間內取得病毒樣本、然後加

以分析並找出解決方案的目標，作業流程如圖 188。 

圖 188 一般用戶中毒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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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管理系統-VPN 系統 

新光醫院為管理需要開發了「追辦系統」、「電子會議廳」、

「電子會議廳」等工具，然為了系統安全性考量，院內同仁及

高階主管均只能在院內透過 Intranet 連線使用，因公出差或休 

假時無法透過網際網路使用，此時便只能夠過電子郵件連繫，

然電子郵件在使用上雖可達聯繫之功能，若要落實於管理則有

隔靴搔癢之情況，為使同仁及高階主管能於院外透過網際網路

連線運用管理系統，使管理能不受到時間及空間的限制，資訊

部門勢必需找出一條「安全」「便利」的連線方式。 

一、 遠距管理系統 VPN 建置與功能。 

虛擬私有網路(簡稱 VPN)，利用公眾網路架構，透過加

密的通訊協定，達到加密認證機制，讓遠端使用者能夠透過

任何標準瀏覽器存取醫療院所網路系統。但為確保院外同仁

與合作夥伴遠端存取的穩定與資料安全，透過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是一種網路安全傳輸協定) VPN 連線後，遠端 

連線期間的資料與各種應用傳輸的安全性需加考量。為要醫

療院所資訊安全建立最後一道防線，防止網路威脅入侵可能

帶 來 的 災 害， 

醫療院所資訊

人員勢必得兼

顧「遠端存取」

與「終端安全」

之 機 制 ( 圖 

189)。 

圖 189 VPN 兼顧「遠端存取」與「終端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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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 VPN 之應用，新光醫院之 VPN 除了供醫療院所

同仁及高階管理者連線管理系統進行管理外，另亦擴及特約

基層醫療院所與合作廠商，透過 VPN 連線及權限管控之方 

式進行醫療院所維護相關資料如下表 25、圖 190。 

使用者 人數 使用權限 

醫院員工 2,146 行政、醫療等資訊系統 

特約基層醫療院所 82 查詢 RQS、PACS 等資訊系統 

合作廠商 9 維修特定電腦或醫療儀器 

表 25 使用者權限 

圖 190 員工使用 VPN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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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 VPN，新光醫院亦發展行動診間服務，由醫護 

人員攜帶電腦設備之安養中心等處為病人看診，以 VPN 連 

線 HIS 大電腦進行醫囑開立或檢驗檢查報告查詢以充分提

高醫療及服務品質。 

另透過 VPN，新光醫院亦發展行動診間服務，由醫護人

員攜帶電腦設備之安養中心等處為病人看診，以 VPN 連線

HIS 大電腦進行醫囑開立或檢驗檢查報告查詢以充分提高醫

療及服務品質。 

二、 達成效益： 

(一) 透過 VPN 系統連線提高工作效率，同仁主管不受時間、

環境因素影響，只要透過電腦及網際網路連線即可進入

院內系統處理相關業務甚至參與會議。 

(二) 對國內、外醫療儀器廠商，可直接維修醫療儀器(系統)，

節省廠商到院維護的費用，亦可使醫療院所與廠商簽訂

維修合約時有較大議價優勢。 

(三) 運用 VPN 系統於臨床診療活動，至安養中心進行行動 

診間看診，強化社區服務品質。 

(四) 節省建構成本： VPN 的架設在設備的使用量及頻寬使

用上均較專線式的架構節省，故能使網路的總成本降

低。VPN 將較專線式的架構成本節省 20%~40%左右；

而就遠端存取而言，VPN 更能比直接撥接至公司內部 

網路節省 60%~80%的成本。 

(五) 網路架構彈性較大： VPN 較專線式的架構來的有彈性，

當有必要將網路擴充或是變更網路架構時，VPN 可以 

輕易的達成；相對的，傳統的撥接或專線式架構便需大

費周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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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管理方便：較少的網路設備及實體線路，使網路的管理

較為輕鬆；不論基層醫療、養護機構、維護廠商與員 

工，經過授權，均只需透過網際網路的路徑即可進入院

內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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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網際網路服務系統 

網頁 

美國醫療體系近日在醫療服務面向上，特別強調「服務如

家」的概念(34)，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賓至如歸」。「家」往

往給人熟悉、舒適的感覺。在美國，第一線基層醫師對病患而

言即為一位相識，甚至熟悉的醫師，也是一位受到病患信任的

朋友。「賓至如歸般的醫療照護」應具備兩個原則：可及性與

知識。可及性表示病患在未感受到壓迫的情況下可獲得照護，

過去醫療院所所設計的就診流程往往必須於等待室中等待前

面候診與看診的人結束，進入診間後後面仍有人在排隊，這種

狀況容易造成病患有壓迫感，不符合「家」的概念，故如何提

供患者所需的可及性，為相當重要的議題。美國醫療院所運用

網頁強化醫病關係之作法，可以做為台灣之參考。 

在美國，分析醫療服務內容可以發現，負責最多作業者是

護理人員。護理人員往往負責最多的事宜，包含抽血、紀錄、

安排事情、與保險公司接洽、訂購藥物、移動病人、記錄生命

徵象等等，而後是櫃台人員，接下來是病患，病患於就診之前

必須辦理許多程序，最後是醫師，其中，醫師的業務內容已相

當具效益，對於疾病的瞭解使得可以快速處理。實現「賓至如

歸」般的醫療服務概念，需仰賴延伸服務，最重要的即為保留

病患及醫療人員相對的時間與資源，病患希望與醫療人員更多

的互動，而醫療人員同時也希望與病患有更多的互動，而不是

花費時間填寫病歷資料、表格。 

過去護理人員寶貴的時間往往花費於表單的填寫、或是資

料鍵入的工作。若是電子病歷系統需要許多人員填寫資料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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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則表示該系統不適用。系統針對資料的傳輸，若需要傳輸

資料至轉診單位，不應該以紙本列印，再由人員手動傳真至相

關單位，而應該藉由介面的整合，提供資料傳輸的功能，過程

中不需要紙本實體的列印。此外，轉診的過程應同時給予病患

一份資料，若是轉診單位沒有收到相關資料，則病患擁有一 

份，如此可提昇轉診效率，降低轉診之成本。 

接電話是一種耗費，也是一種干擾。由於接電話的人往往

都不是被找或被需要的對象，人員往往需要另外找所需要的人

或是撰寫留言，工作會受到許多干擾，同時，這樣的電話往往

會引發更多的電話打來。若是可透過語音留言系統(Voice Mail 
System)蒐集所有的留言，由人員統一時間聽完，統一回覆，可

節省許多時間，同時回覆較有效率。若是可以打造一個減少電

話的體系，則可以走在醫療服務領域中領先的位置。 

民眾若不瞭解網站的作用時，往往難以激起他們使用的動

機。在美國，醫療院所開始於早期使用保密訊息(Secure Mes-
sage)系統時，雖然通知所有病患上線登入，然而實際登入的比

例只有 2%。而後於新病患填寫資料時，醫療院所同時要求留 

下電子郵件網址，發現登入比例提高至 36%。後來告訴病患診

所將透過網站告知檢驗與檢查結果，而後發現登入比例上升至

70%，扣除 65~70 歲以上的民眾沒有使用電子郵件，該比例與 

民眾擁有並使用電子郵件的比例一致。由此可見，民眾確切的

知道該網站的功能時，就會樂於參與網站之運作。 

透過這一類資訊系統的整合，人員可以減少接電話、傳送

檢查報告的時間，增加與病患的互動，如此給予人員相對的時

間及資源，提供個人化服務，給予病患延伸的服務，實現「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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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歸」般的醫療服務理念。 

將電子化儀器與設備結合於流程之中，可促使整體工作流

程運作安全提昇，效率增加，然而系統設計應著重考量作業方

便，例如：若人員需將病患的電子郵件以人工鍵入，容易出 

錯，應考量由系統自動帶出。同時畫面應予以整合，透過友善

的畫面(如圖 191 所示)，提供該病患所有的檢查檢驗表單勾選，

最後提供文字編輯器撰寫信件，使得撰寫郵件，附加檔案變得

容易，減少寄送通知所需的時間。同時系統提供良好的提醒系

統，若病患回覆則提供通知病患已回覆，若病患於某定期(例

如： 48 小時)內沒回覆則會提供警示訊號作為提醒。 

網站服務較門診服務對民眾而言更好，是因為網站可以提

供 24 小時服務，同時病患不會感受到排隊就診的壓迫感，可慢

圖 191 郵件撰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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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閱覽與敘述自己的情形。醫師對於疾病本身必然相當熟悉，

於診間會談病患時最重要的就是瞭解病患的問題，並讓病患感

覺自己被瞭解。透過網站訊息的傳送，由於病患擁有許多時間

慢慢敘述自己的狀況，醫師可透過患者自己的敘述、用詞，增

加對病患的瞭解，相較於診間感受到壓迫而快速的回答，醫師

可快速閱讀患者主動提供的資訊，同時完成非常詳細的病歷紀

錄。此外，病患往往較容易於電腦前闡述不容易面對面描繪的

內容。例如：一位職業婦女，同時需顧及工作、家庭，表面上

處理的很好，但是內心充滿焦慮、緊張與沮喪，某日因利用訊

息敘述自己無法兼顧的情形，讓醫療人員提早發現其問題，抑

止其輕生之念頭。 

資訊系統的介面設計應盡量友善。系統管理員要能時常接

受使用者意見，並進行修改，系統的操作介面應簡單容易，登

入畫面如同接收電子郵件的畫面，可立即查看是否有新訊息 

(如圖 191 所示)，能夠「同步」接收訊息為系統設計之目標，可

以提昇反應之效率。過去利用電話通知往往礙於時間的壓力，

造成訊息片段、有限，若利用網站通知，病患可將所有問題立

即回覆，而無須等到看診時間致病患之反應與回覆因時間的區

隔而造成內容遺漏。 

此外，資訊畫面中可查看該病患簡單的問題與處置列表，

同時可提供其他病患所關心的醫療資訊，對病患而言也都相當

實用，可以多添加其內容。同時，網站可提供醫院、診所內部

的相關表單，故新病患於前來之前可先將表格填妥，無須於診

間另外填寫。此外，相關系統要有及時更新的功能，以便讓民

眾上網可以查看到最新的訊息。對那些不使用電子郵件的病患

應保持紙本文件寄送的作業模式，雖然仍有些麻煩，然而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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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資訊化已節省醫療人員相當多的作業時間。另外，網頁

可以提供人員介紹的畫面，民眾可提早認識醫療護理人員，直

呼名字，增加彼此親切感。 

電話與網頁都屬於工具，其使用由醫護人員依情況選擇，

若病患處於緊急、緊張的情況，希望與人說話，敘述很多，得

到的回覆卻只是安排時間前往，容易造成焦慮，則不考慮利用

網站回覆，往往可以透過電話溝通。透過資訊技術的協助， 

50%的轉診病患到達醫院之前，所有相關病歷資料皆已到達， 

同時這樣的服務無須另外收費，在美國極為常見，這是一種 

「賓至如歸」般醫療服務理念的實踐。台灣之醫療院所可以做

為提昇醫療服務品質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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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在美國，近幾年來，愈來愈多的病患開始利用網路搜尋與

自身相關的健康資訊與尋求醫療照護，且愈來愈多的病患願意

直接在網路上與他們的醫師討論其個人化的健康需求。相反

地，醫師這個族群對於這些工具的接受度卻遠低於病患。部份

醫師認為透過電子郵件與病患接觸將會增加其工作量，無法得

到給付，並且可能隨之產生許多法律、安全性及病患隱私的疑

慮。許多報告均在研究醫病之間使用電子郵件進行溝通的效

果。就技術面而言，醫病溝通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進行處理的任

何事情，從醫師約診、確認帳單、慢性病長期處方箋領藥、到

尋求醫療建議或會診等，但真要實際可行還有遙遠的距離。 

在美國，用電子郵件來進行醫病溝通的數量呈成長的趨

勢，醫病之間願意使用電子郵件進行溝通的目的有很多種，包

含追蹤病患、說明醫療建議、續配處方藥，與病患衛生教育等。

只有醫師篩選過並自覺應該回覆之訊息，醫師才較願意與病患

利用電子郵件進行溝通。雖然醫病間的溝通真的會因為電子郵

件系統而有所改善，但同時醫師的工作量也增加了許多。 

利用電子郵件進行醫病直接溝通的醫師多反應他們能更

直接的針對病患的問題進行回應，增加他們作業的便利性。過

去，許多醫師常抱怨他們常在與病患進行「電話捉迷藏」，常

常只能在病患的答錄機留言。科學家研究發現使用電子郵件系

統對醫師及病患均有許多益處(4)： 

一、 電子郵件是非同步的溝通工具(不再有電話捉迷藏)，醫

師可以依其便利性回應多個病患的問題，如此可以避免

在看診過程中被來電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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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減少電話佔線時間。 

三、 具易讀性。電子郵件的訊息能清楚的分辨由哪位病患寄 

來，並能讓患者用自己的話來說明，減少因透過電話溝

通可能造成的訊息遺漏(訊號不良…等)；此外，因為其

訊息是用打字的，故而比起手寫字跡更易辨識閱讀。 

四、 利用電子郵件進行溝通可以自動紀錄對話的往來，許多

資訊系統會將電子郵件的紀錄直接放入病患病歷中。 

五、 使用電子郵件不會增加醫師的工作量，或降低生產力。 

六、 減少病患看診次數與來電次數。 

七、 減少行政作業，增加醫師的生產力。 

八、 減少病患在看診過程因醫師來電干擾看診時間。 

然而，在大量使用電子郵件進行醫病之間溝通前，至少有

六個重要的議題是使用電子郵件溝通必須先思考的(4)： 

一、 基礎建設的複雜度(Complexity of Infrastructure)：支援

線上醫病溝通工具所需的技術基礎複雜度差異很大，從

簡單獨立的單一產品到將完整溝通紀錄整合至病歷中

的 EMR 系統。 

二、 整合的程度(Degree of Integration)：電子訊息傳送可以

是獨立的系統，亦可以是醫院整合系統中的一部份。聯

結在醫院 EMR 系統中的傳訊系統可直接將醫病溝通過

程整合至病患病歷中。 

三、 訊息的結構(Message Structure)：線上訊息可以是結構

化的或是非結構化的，某些傳訊系統會提供訊息範本或

以預設表格的方式指引或限制傳遞給醫師的資訊格

式；某些系統則沒有限制，病患可以像寄給自己的朋友

或同事一般任意撰寫信件內文，然後傳送給醫師。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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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非結構化的訊息處理方式很不同，並且影響醫療院

所的作業流程。例如：病患要求續配處方藥時，結構化

的訊息可以讓病患直接從選單中選擇要續配的藥品，如

此可以減少誤解病患需求的可能性。此外，結構化的訊

息亦可讓電腦系統針對內容進行判讀，並可自動將相關

訊息分送給承辦人員。 

四、 成本(Cost)：同樣的，線上醫病溝通系統的價格亦因其

複雜度等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 

五、 安全性(Security)：使用線上系統時，病患的隱私是最被

顧慮的部份，因此電子郵件在透過網路傳輸時應進行加 

密，只有被授權的使用者才能閱讀相關的資訊。 

六、 給付(Reimbursement)：許多醫師都擔憂其花費在利用

電子方式與病患溝通的時間無法得到合理的報酬。美國

現在已發展出針對醫師線上處理病患事務所花費時間

補償的方式包括(1)由付費者依處理訊息件數給付；(2)
由病患自行依訊息件數支付；(3)由病患以年費繳納方

式給付。 

當醫療院所選擇在醫病或臨床人員間使用電子郵件系統

溝通時，除了上述六點外，尚需在醫療院所內建立相關的政策

與指引，以供醫護人員執行之方法與依據。 

電子郵件之使用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運用電子郵

件作為醫病溝通之工具也不再是一件不可能之事情，使用電子

郵件作為醫病工具時應考量一些隱私與安全性的問題。美國使

用電子郵件作為醫病之間的溝通工具已有一段時間，也發展出

了一些作業準則(參考附錄一)，這些準則可以作為我國發展以

電子郵件為醫療照護體系工具時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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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社區化健康醫療資訊系統之建置 

第一節 建置背景 

美國的土地面積很廣大，是台灣的 268 倍；美國的人口眾

多約為台灣的十倍；就像台灣一樣，美國也有著人民健康與醫

療照護等眾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三項議題就是： 

一、 如何降低醫療支出，減輕醫療浪費。 

二、 如何提昇醫療品質，減少醫療失誤。 

三、 如何加強病患安全，減少醫療傷害。 

許多證據顯示將民眾之健康與醫療資料電子化、網路化並

連結於各醫療相關機構可使病患照顧之延續性增加，解決上述

三項健康醫療重要議題。 

美國與台灣不同，美國幅員廣大，地區與地區間醫療資 

源、法規、社會福利條件與保險制度都是自由發展、各自獨立，

造成各州之法律不盡相同，經濟條件與社會福利之狀況在各城

市之間有極大差距。保險體系亦隨著各類保險機構之不同組

成、不同目的、不同資金來源產生不同的保險制度。台灣恰好

相反，台灣的幅員不大，人口流動性較高。台灣人民之健康與

醫療都由「全民健康保險」單一制度涵蓋。由於台灣地區幅員

小，地域性高以及單一保險制度之特性，使得台灣在醫療資訊

體系之建立上，可以像美國單一的 RHIO (Regional Health In-
formation Organization)運作。美國則因其人口地域差別過大以

及保險制度多元化，各地區必需依各自之需求，以不同 RHIO 
來運作，RHIO 之間醫療與醫療資訊的交換則需要靠著另外建

立一套共通資訊標準之連結以達成，全國性醫療資訊共享是一

個難度甚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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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推動 NHIN 與 RHIO 之主要機構，稱為 ONC (Office  
of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35)。此

機構於 2004 年成立在 DHHS 之內。雖然 ONC 是一個機構，但

是事實上，ONC 只有一位首長、幾位幕僚以及有限之經費，他

們靠著理想在全美國不斷的鼓吹與演說醫療資訊改革的重要

性來推行 RHIO 於各地。 

在 ONC 成立之前，美國將全國性之醫療資訊網路建構稱 

為 NHII (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地區性之醫

療資訊網路建構稱為 LHII (Local Health Information Infrastruc-
ture)。ONC 之首任官員為 David Brailer，他認為，幾乎所有健 

康醫療資訊均發生在小的地理範圍內，所以 RHIO 之建構應由

此一區域之利害相關團體(Stakeholders)共同決定。用 RHIO 來

替代 LHII，在名稱上更能讓民眾了解其內涵；同理，他們也用

國家醫療資訊網路(National-Wide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NHIN)一詞，替代了 NHII。 

早在柯林頓總統時代，美國就嘗試建置社區化之健康醫療

資訊網路，在那個時代，社區醫療資訊網路(Community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CHIN)的概念與現行之 RHIO 類似。由於 

諸多人為阻礙與資訊條件尚不成熟，CHIN 之推動並不成功。 

到了布希總統時代，ONC 推出了 RHIO 之概念與架構，在剛開

始也曾有許多人質疑 RHIO 是否會像 CHIN 的發展一樣，最後 

只會走上無疾而終的狀態，然時至今日，RHIO 已然逐漸成形。 

美國的 RHIO 和 HIE (Health Information Exchange)面臨了

許多挑戰，包含了財務、利害相關團體的參與、安全性、管理

及資料分享等，這些都是要維持 RHIO 和 HIE 運作不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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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對於州或區域層級的政策制定者、醫院的領導者、醫療

社群和分散在全國的客戶群而言，RHIO 和 HIE 要成功，必需 

要能在區域層級上，有良好的合作，建立互信基礎，並利用國

家標準進行資料交換。在這裡提到的許多資料，並不只是用在

診間提昇醫療照護的品質，還能用來提昇全體國民的健康，例

如：疾病監測。 

HIE 包含了許多利害相關團體，希望藉由安全的電子醫療

資訊交換和使用，提昇健康照護的品質、降低醫療錯誤和降低

成本。HIE 在 NHIN 中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如圖 192 所 

示，傳統上每個健康照護的單位都是獨立的，彼此僅能透過點

對點的方式進行資料交換，而 RHIO 和 HIE 則是建立在這之 

上，藉由區域的合作，遵循國家標準，建立小型的資料交換的

模式，而州政府則是扮演指導和監督的角色，在這之上的則是

國家層級的健康資料交換，亦即 NHIN，讓國民不管在何地何

時，只要想看自己的健康資料，即可利用網路取得資料。 

圖 192 HIE 的進程及在 NHIN 中的角色(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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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6 年以來，全美國迄今已成立 587 個 RHIO，其中，

成功運作的有 475 個，正進行組成的有 102 個，已宣佈失敗的 

有 112 個。HIE 在州的層級上，有 45 個州致力於建立跨區域 

的 HIE，其中 15 個州處於規畫階段，12 個州處於初步建置階 

段，13 個州已有許多進展，5 個州已完成當初的建置規畫(37)。

HIE 不論在區域的層級或州的層級上，都必需相互協調合作， 

並採用國家標準進行資料交換，國家層級亦然，若在國家層級

沒有良好的協調合作，即便區域層級和州層級的 HIE 再完整，

最終還是會變成一盤散沙。 

美國的 RHIO 是民間組織，並非政府部門。地域是其組成 

基本要素，且通常都是以「行政區域」，例如：市、郡、縣、

州、省、多行政區域為基本單位。少數 RHIO 未有以地理區域 

為單位，跨過州界；另亦有一些 RHIO 是以某一特定疾病患者

為族群作為成立一個 RHIO 單位。所以，RHIO 其實是以非常 

多種多元化的方式存在與運作。然而一旦 RHIO 之「轄區」界 

定完成，則在此轄區之重要相關利害團體代表就要盡心參與。

多元化之參與代表可使 RHIO 之活力增加，爭議降低。通常每 

一 RHIO 必需含有一定數量之醫院代表、醫師代表、僱主代表、

開業醫師代表、健康中心代表、消費者代表、中央衛生單位代

表、地方衛生單位代表、社區居家照護代表、檢驗單位代表、

社區長期照護單位代表、保險公司代表、社區藥局代表、各種

就業團體之代表、公共衛生主管官署代表與醫療品質促進團體

之代表。 

在美國成功運作的 RHIO，他們的成功多是源自他們管理

得宜，具有永續性之計畫、財源，及完善的法律支撐。一般而

言，資訊技術不是 RHIO 成敗的問題，開辦及相關資訊投資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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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籌措與組織團隊之形成往往是推動其發展阻礙原因，而整

理美國近年來之經驗，RHIO 之成功需面對許多困難與挑戰
(38)： 

一、 一般性之困難與挑戰。 

二、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恐懼失去其本身之原有既得利益。 

(一)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憂慮在新團隊優先順序中排序在

後。 

(二)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間缺乏信任及責任感。 

(三) 如果沒有強大且持久的誘因，參與運作團體很難持續對

RHIO 的興趣。 

(四) 團體參與 RHIO 運作的動機並不一致，增加合作之困難

度。 

(五) 政治面之政策對 RHIO 決策及財務運作會有干擾。 

三、 多團體共同運作 RHIO 之困難與挑戰。 

四、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之間原本既存之競爭關係。 

(一) 參與 RHIO運作團體對 RHIO政策及程序不易達成共識。 

(二)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對自身顧客隱私權保障之顧慮。 

(三)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對自身財務或人事成本考量，特別

是小型或鄉村的服務提供者。 

(四) 各相關利害團體對資訊交換共識之達成。 

(五) 各相關利害團體之領導及管理能力各有不同。 

(六) RHIO 運作範圍內醫師及付費者的誘因。 

(七) RHIO 各相關利害團體對投資報酬的預期高低不同。 

(八) 該 RHIO 永續經營之能力。 

(九) RHIO 運作模式責任歸屬明確程度。 

五、 RHIO 在技術與安全議題之困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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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相關利害團體對新作業模式之調適與對既有系統轉

換或捨棄不用之決定。 

(二) 新資訊作業模式之可審查性。 

(三) 新資訊作業模式之驗證機制。 

(四) 新資訊作業模式之在不同團體間的可相互交換性。 

(五) 新資訊作業模式之安全及法律議題。 

(六) 資訊作業模式之標準。 

(七) 資訊作業模式之系統是否能夠完全整合各相關利害團

體之個別資訊作業模式。 

六、 RHIO 外部合作夥伴問題之困難與挑戰。 

(一) 業務延續性：各相關利害團體原有資源之損毀及回復

能力。 

(二) 對各參與 RHIO 運作團體責任賦予及對各參與團體控制

能力。 

(三)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對外聯繫之標準及控制模式。 

(四) 參與 RHIO 運作團體資料可信度問題：病患資料可能無

法配對或資料錯誤。 

(五) RHIO 資料所有權及更改權之問題。 

(六) 安全：資料及實體資訊的安全性。 

而 RHIO 之成功與否決定於是否能克服下列挑戰： 

一、 從接觸到病患就要開始保護病患資料的安全性及隱私

性。 

二、 維持各相關利害團體全體機構對 RHIO 的信賴。 

三、 讓政府各層級持續參與討論，對當地相關議題保持瞭解

並獲得支持。 

四、 找到可發揮功效的領導人及合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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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找到能促使各醫療服務提供者持續對其內部系統投資

的財務誘因。 

六、 替資訊科技與 RHIO 尋求多重財源。 

七、 瞭解美國鄉村及小型醫療服務提供者的需求及可能解

決方案。 

八、 平衡及促進大型健康體系之間的合作，消除競爭。 

九、 持續溝通及教育合作夥伴、顧問及社區民眾。 

十、 利用跨機構的合作建立成效。 

十一、 找到每位合作夥伴及參與團體的價值及利益。 

十二、 電子病歷需採用共用辭彙與建立標準。 

所以，經營 RHIO 和 HIE 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建立可以運

行的商業模式，它必須要能跨越區域及州的限制，不會受限於

任何地理區域，且在財務上能夠自主，不依靠政府的幫忙。有

90%的美國健康醫療機構認為這件事有點困難或非常困難。事

實上，各個利害相關團體不確定 RHIO 能帶來的價值，所以要 

說服其參與，就必須要了解他們的需求、找出他們的弱點(生產

力方面、成本方面和品質方面)，並提出明確的數字證明 RHIO
的好處，讓他們相信 RHIO，進而參與 HIE。自各個利害關係 

團體的角度看來，使用 RHIO 的顧慮如下： 

一、 病人的觀點：隱私是很大的問題，要確保在資料交換的

過程中，不會侵犯病人的隱私。 

二、 醫療服務提供者的觀點：在健康照護領域裡，服務提供

者是彼此競爭的，因此需要提出誘因，進而讓他們願意

分享資料。 

三、 醫院的觀點：加入 RHIO 不會減少就診的病患，不會減

少醫院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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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O 可以帶來的服務非常多，在長期照護過程中，可以 

使醫療照護提供者對病人的病史有完整的了解，避免掉重複的

檢驗，減少醫療資源浪費；在公共衛生方面，可用來做疾病監

測，防止疫情的蔓延；在研究者方面，則可以利用去除識別碼

後的病歷，進行研究。雖然多數人都瞭解 RHIO 能帶來的好處 

為何，但只是學術期刊中的數字是不夠的，各個利害相關團體

需要更為具體的數據使其瞭解它們可以自 RHIO 中得到什麼效

益，之後才可能真正的參與。 

由於共同的資料交換平台難以建立，而專屬或者一對一的

資料交換方式，不論在技術層級或法律層級上，都相對容易許

多，因此，Google 在 2006 年 8 月就率先提出 Google Health 2.0
方案，而「微軟」更尾隨推出 HealthVault 網路平台以為因應。

在「微軟」推出的 HealthVault 網路平台中，共計有 410 種以上

的健康醫療服務和儀器裝備廠商提供服務。使用者可自行上傳

自己的醫療資訊。另此系統提供整合醫院和醫療器材公司服務

平台，讓各相關產業所使用或生產的醫療器材亦可直接與這個

平台連線，上傳病人的資訊和健康狀況。「微軟」為能擴展醫

師與醫院對此服務平台的使用率，也提供開發工具(Health-
Vault SDK)給各相關產業使用者，讓他們能透過此工具發展網

路醫療服務及所需的軟體。 

這些商業模型是藉由一對一的資料交換形成，雖然方便快

速，但無法真得取得完整健康紀錄，因此這些模型並不會與

RHIO 有所牴觸；事實上，當各利害相關團體利用這種模式管

理自己的健康紀錄並體會到其中的好處後，會更加積極地參與

RHIO，以期望取得更完整的健康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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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美國發展 RHIO 所累積的經驗，都可以作為我國

未來發展醫療資訊網路交換平台之參考。讓我國得以事先預作

相關之因應，減少推動之阻力，加速完成醫療資訊網路交換平

台之建立。 

觀念上，RHIO 是國家資訊網路(NHIN)之基本單位，RHIO
靠著 NHIN 所建立之規則，串連在一起，NHIN 中醫療資訊技 

術的部份，主要關鍵是連接醫療照護提供者、民眾和其他與健

康保健相關的所有人，在一個全國性、安全性、整合性的醫療

資訊架構平台上共同使用其相關服務。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能

夠提供醫療資訊上決策支援，亦可讓偏遠地區的病患接受更好

品質的醫療照護服務，其所試圖達到的目標如下： 

一、 在標準基礎下，發展具有安全的交換資訊能力。 

二、 增進醫院、檢驗室、醫師、藥師、任何醫療照護提供者

之間照護資訊的流通與協同合作。 

三、 保證資訊的使用，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在適當的地點。 

四、 保證民眾的醫療資訊是安全與機密。 

五、 給予民眾管理與掌控本身的個人健康紀錄的能力，並且

可以讓民眾存取電子病歷系統(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System, EHR)或其他醫療資訊來源。 

六、 降低醫療錯誤的風險，透過實證醫學支援適當的照護方

式。 

七、 透過減少醫療錯誤、不完整的病患資訊，降低醫療保健

的成本。 

八、 透過可存取的方式，獲得更準確的照護資訊，增加選擇

性，降低醫療保健成本，有效促進醫療市場品質、增強

競爭力。 



358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執行美國國家醫療資訊網路的人員希望將國家醫療資訊

網路計畫推向跨網結構(Network of Networks，即網際網路)的方

式，在美國各洲之間或區域性的醫療資訊交換和其他網路連接

的建置，透過這樣的連接方式，與其他網路和資訊系統之間做

溝通，以便支援康健資訊的交換。 

在國家醫療資訊網路推動的目標中，隱私權與安全性是非

常重要的議題。在計畫目標中，必須注意幾項相關的主要關鍵

要素： 

一、 建立在標準基礎下的資料交換。 

二、 確保民眾的醫療資訊是安全與私密。 

三、 民眾能夠自行管理與控制本身的個人健康紀錄。 

由以上的關鍵要素讓我們瞭解所有的健康醫療資訊交換

必須建立在具有保障病患安全與隱私能力的平台之上，才能夠

讓民眾有意願使用此一資訊交換的平台自行管理與控制自身

的個人健康紀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359  

 

第二節 RHIO 儲存與交換模式分類 

在各式 RHIO 之架構中，所有健康醫療資訊儲存(Data 
Model)之方式可分為三大類(39)： 

儲存類型 

比較項目 

集中式 

(Centralized) 
分散式 

(Decentralized) 
混合式 

(Hybird) 

特徵 從各資料來源彙

集醫療資訊，並

儲存在一個分享

式資料庫中 

資料無需與其他

來源資料一同儲

存於遠端的資料

庫，可儲存於原

接受服務機構中 

結合集中式及分

散式儲存的特點 

儲存時確認

病患身分的

方法 

允許重複資料存

在，並利用配對

方法(例如：

EMPI)配對病患

資料或連結各筆

資料 

通常以部份病患

資料產生病患辨

識資料以及紀錄

資料來源，一般

紀錄於病歷搜尋

服務中 

部份資料彙集於

集中式資料庫

中，部份資料則

分散儲存，不同

的資料有不同處

理模式 

讀取時確認

病患身分的

方法 

利用全國性之人

名索引查詢配對

的資料 

利用病患索引資

料(EMPI)至系統

中搜尋，系統會

列出病患曾看診

過的所有地點 

與分散式儲存資

料庫類似，同時

使用機率配對作

為配對規則系統 

特殊考量 免在配對病患資

料時產生困擾，

但仍然在插入資

料時會發生問題 

病患的醫療資訊

可能被分散式資

料庫排除 

需決定哪些資料

需集中儲存，哪

些需分散式儲

存；而集中與分

散儲存中有關病

患身分、技術及

政策問題仍然同

時存在 

表 26 健康醫療資訊儲存方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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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健康與醫療之相關資訊已經可以經過電子郵件加

密之方式，經過收、受雙方之聯繫而加以傳遞，但是此種未經

資訊整合平台傳送之方式只是整個 RHIO 資料交換之起步，有

人稱之為資料交換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在病患的隱私與資料傳送安全的機制已經過周延之考量

後，現今健康醫療資訊交換之模式可分為二大類： 

一、 集中模式(Centralized Model)： 

此一交換模式需建立一個且共通性(Interoperability)之

資料交換平台，此一模式需經 RHIO 內之各相關機構共同成

立一個集中化之資料儲存所(Centralized Data Repository, 
CDR)，資料使用標準化之命名(Terminology)與資料輸入之 

方法，所有 RHIO 之成員均可使用此一 CDR 進行對病患之 

連續性照護(Continuum of Care)。 

其優點是能強化醫療照護的品質，促進病人安全，並降

低行政及運作成本，缺點則是同一 RHIO 集中化之 CDR 資 

料庫，偶爾會有難以區分之病人，病人身分(ID)之確認有時 

不容易；且因許多不同的工作者均能在 CDR 內看到病人之

相關資料，不易保護病人之隱私。 

二、 分散模式(Federated Model)： 

此一模式是在 RHIO 內不具 CDR 的建置，也不需要建 

立 RHIO 內之統一化的標準，不涉及病患資料「擁有」的問

題，此種模式僅單純的在 RHIO 所屬各醫療院所與相關機構

間「閱覽(View)」病患相關病史、診斷、各種檢查結果以及

與決策相關之資料。這種模式對原來各單位之影響最小、變

化極小，對原有之工作者接受度也較高。 

RHIO 資訊交換內容與交換程序則可分為四個類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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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同醫療院所與同層級的照護體系內做資訊交流。例

如：一家醫院的病歷或藥劑系統可以得到檢驗結果資

料。 

二、 在跨醫療院所但同層級的照護體系做資訊交流。例如：

只做醫院間連結的 RHIO。 

三、 在同集團但不同層級的照護體系(醫療與非醫療)間做資

訊交流。第三類型會比其他的更容易達成。可是，在案

例研究裡發現，這類的資訊分享會面臨著不同的挑戰。 

四、 在跨集團與不同層級的照護體系間做資訊交流。最好的

例子是一個涵蓋不同層級照護體系的社區 RHIO。 

RHIO 資訊交換所需注意的六個面向(40)： 

一、 系統間統一傳送資料，保留資料在醫療或經營上原有的

目的與意義。 

二、 資料統一呈現，讓應用不同系統的利益相關團體可以看

到一致性的訊息，特別是當這些資料的一致性在醫療或

經營上相對的重要。 

三、 統一應用管控，讓利益相關團體在應用不同的系統時，

醫療院所 

照護體系 
同醫療院所／集團 跨醫療院所／集團 

同照護 

體系 

第一類別：系統與系統的

介面 

例如：醫院內的檢驗、放

射、與藥劑介面 

第二類別：有限的 RHIO 
例如：醫院間的資訊交流 

不同照護 

體系 

第三類別：集團資訊分享 

例如：醫院與診所的資訊

交流 

第四類別：完整的 RHIO 
例如：醫療院所間的資訊交

流 

表 27 對於跨醫療院所與不同照護體系間資訊方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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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一致性的來呈現內容與導航控制作業，並做到系統

應用的一致性。 

四、 統一維護資料的安全與完整性，讓只有經過授權的人與

程式才可以觀看、操作、建立、與更改資料。 

五、 統一保護資料保密性，就算資料在不同利益關係團體或

系統間流動，也能避免未經授權或不必要的資料存取。 

六、 統一保證系統品質，讓應用可互相操做性系統的利益相

關團體，可以依賴系統的可用性與感應性。 

RHIO 資訊傳輸模式之演變(40)，簡述如下： 

一、 手動資料輸入：必須以鍵盤或語音方式重新輸入資料

到不同的系統。 

二、 掃描：紙本資料經掃描後以檔案類別存入，但並不能儲

存影像內容來進行處理。 

三、 仿真／捕捉螢幕：電腦從螢幕顯示上捕捉資料，然後傳

送至其他程式。 

四、 分批資料傳輸：集結資料，以分批方式傳送至其他系

統，通常會造成傳送上的時間差異。 

五、 即時介面：應用 HL7 或其他標準，以純文字、個別資 

料、或圖形，來即時的在系統間傳送資料。 

六、 連結：從網頁上點擊連結來觀看與分享資料。 

七、 應用系統的整合：不管資料被儲存在哪個系統，都可以

從單一應用介面來存取。通常這個會透過元件的整合

(COM/ActiveX/.NET)或網路服務，也可能會需要整合廠

商或醫療院所所開發的套件。 

瞭解 RHIO 運作之可能模式後，在第三節就會將 RHIO 之 

應用做實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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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RHIO 應用實例 

在推動 RHIO 多年後，2008 年之 HIMSS 年會裡，有一個 

專題對 RHIO 進行回溯性分析與檢討，報告中陳述，美國擁有 

世界上最昂貴的醫療系統，約 GDP 的 16%，並預計在 2015 年

增長到 20%，另外，根據美國國家醫療聯盟之分析，美國醫療

服務系統充斥了低效率、過多的行政費用、價格膨脹、管理不

善、不適當的照護、浪費、和欺詐。隨著醫療需求的增加，沒

有保險的美國民眾很難得到高品質的醫療照護。而昂貴的醫療

費用最終還是會由病患來負擔。目前，美國有 15%的人民無法

得到醫療照護、25%付不出他們的醫療費用、並有 5%的中小 

企業沒有幫他們的員工投保(41)。 

HIMSS 報告也陳述區域健康資訊組織(RHIO)在許多方面

都面臨著挑戰，例如：財務、利害關係團體的參與、安全性、

管理、與資料分享等。而這些也都是要維持一個醫療院所運作

不可或缺的要素。所以，「電子醫療資訊計畫」與 HIMSS 合 

作，發展若干有關於醫療資訊交換平台的訓練計畫。以醫療資

訊的現況來看，從地方上原已存在的良好合作關係來建立

RHIO 互信基礎是必要的，因為，很多資料都只是儲存在地方 

的醫療院所裡。因此，需要增加與全國資訊網路聯繫的機制。

目前，RHIO 並沒有一個廣泛使用的共同交換標準與交換機 

制。因此，加速資訊交換標準與交換機制之建立是聯結地方與

全國健康資訊最重要之資訊任務。 

根據學者在 HIMSS 之報告，在醫療資訊交換(HIE)方面， 

則是有取得一些進展。2007 年，HIE 的運作大約有 25%依靠獎

助金，而 75%則是需視其運作成果以爭取後續資金的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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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HIE 的資金來源包括醫院、公私立付費機構(資助金 

或合約)、診所、檢驗室、與慈善機構。資金來並不穩定，以量

計費的收費系統對 HIE 的發展是一大問題。因為，在這個系統

下，分享病患資料並不能為美國醫師帶來利益上的好處。所 

以，如果政策能提供醫師一些獎勵，則可以鼓勵整個社區的資

訊分享。另一個困難是，雖已新發展出許多不同的資訊分享模

式，但是尚沒有一個「最好的資訊分享模式」。雖然美國有足

夠的空間供各個模式來發展，但卻需要更多的協調與合作才能

找到「最好的資訊分享模式」。所以，管理應該是要在美國州

政府與聯邦政府層級為之，並由政府正式賦予具體職務與責

任，以凝聚醫療資訊交換的努力。目前尚未有一個如評鑑機構

的監督系統管理 RHIO 之運作，來裁定醫療資訊交換平台的共

同標準與規格以支援橫跨不同區域的資訊分享。 

由於目前沒有正式的全美國 RHIO 管理架構，所以現在所

欠缺的是一個獨立、無黨派的實體，可以以公正、受信任的方

式，來代表公共與私營的機構進行 RHIO 之整合工作。成立一 

個獨立實體重要的原則包括： 

一、 該實體的存在目的應是為了全國人民的利益。 

二、 該實體應建立和加強各利益關係團體之間的信任。 

三、 該實體應支持整個醫療產業的參與。 

四、 當必要時，該管理實體應有做出決策的權利。 

五、 該實體應建立、運作、與規劃出一個可行的方案，以求

永續經營。 

六、 該實體應具有應變的能力。 

在美國，一個能讓醫療資訊服務與 RHIO 內之醫療院所持

續遵循的關鍵誘因，是連結公共衛生政策與 Medicaid 給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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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建立一個全國的資訊網路，州政府也需要介入參與發展

新政策來建置 RHIO 主要相關醫療院所的標準與資格。此外，

RHIO 需要發展新的商業模式來經營。而一個醫療院所加入

RHIO 常需要思考的風險有三項，包括：營運風險、市場的風

險、與執行風險。所以 RHIO 業務規劃能否聯結上述各種重要 

元素是成功與否的關鍵因子。 

目前，美國 RHIO 所面對的挑戰，包括宗旨與願景的模 

糊、醫療產業與醫療市場之不確定，以及醫療改革所產生的非

預期結果。很多 RHIO 都在交叉路上徘徊，有些是因為財務上 

的問題，而有些是目標不明確。但是，最大的障礙，是無法在

美國醫療系統的經濟架構下，找到一個適合 RHIO 的永續經營

商業模式(7)。 

現在，某些美國健康計畫慢慢開始意識到 RHIO 的價值。 

一些健康計畫，透過與大型的檢驗室合作，已經可以讓他們的

客戶從網路上存取醫療資料。如果他們想要得到客戶所有的醫

療資料來建立完整的病歷，可以透過 RHIO 取得。與健康計畫 

的合作，需要維護病患的隱私權與安全性。因為，雖然在美國

每一州的健康計畫都可以合法讀取他們客戶病歷，但是大部分

醫師與病患，還是都不希望健康計畫或保險公司未經同意隨意

翻閱病患健康醫療相關資料。 

現在，美國各州政府也越來越積極的研究醫療資訊科技以

及醫療資訊交換。各州的 RHIO 有著不同的做法。例如：德拉 

威州有一個全州共同性的 HIE，田納西州有數個自行採用的

HIE，而亞利桑那州為以地區行使以及全州通用的 HIE 並存使

用之模式。RHIO 不僅在地區方面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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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與州層級方面聯繫，並推向全國化。 

2007 年美國全國州長協會會議裡，討論到州政府應扮演 

著教育者的角色，幫助大家了解 RHIO 能帶給大家的好處與它

的重要性。再者，該會議也決議要以決策者與啟發者的方式，

來推動 RHIO 與科技。另外，也決議州政府在各個 RHIO 中要 

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州政府也可以扮演其他角色，包括：付費

者、提供者、以及買家。全國州長協會因此也成立了醫療資訊

科技專案辦公室。其中一個任務小組，為醫療資訊交換小組，

他們的任務，是去了解： 

一、 如何讓 Medicaid 支持醫療資訊交換。 

二、 對於 HIE 與 RHIO，公共衛生該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 

三、 如何將員工福利變成醫療資訊交換的一部分，進而促進

HIE 的應用。 

總而言之，RHIO 之發展與美國健康醫療體系近年來的發

展息息相關。RHIO 成敗對美國健康醫療體系之改革扮演關鍵

角色。在 2014 年以前，RHIO 之應用、發展、營運模式都將是

美國健康醫療體系不會中止的議題，且讓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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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lit/Rambam/Sheba RHIO(39),(40) 
Clalit Health Services 是以色列最大的 HMO，為 380 萬以 

色列人提供醫療保健服務。這個組織是由 14 家醫院(總共有

5,500 張病床與 600 個部門)、1,300 家診所、400 間藥局、和 80
家以上的檢驗室與影像中心所組成。 

Sheba Medical Center 是以色列規模最大的醫學中心，總共

有 1,700 張床，和 120 個部門與診間，為以色列中部地區的民 

眾與許多不同的 HMO 提供檢驗檢查服務。每年，門診病患約 

有 112 萬人次、急診 17.3 萬人次、以及住院 11 萬人次。 

Rambam Medical Center，這個 900 床的公立醫學中心位於

海法(Haifa)，為以色列北部地區民眾(超過 150 萬人)與美國海 

軍的第六戰艦提供醫療服務。 

Clalit HMO 體認到在以色列境內，其臨床人員常與其他醫

療體系之臨床人員照護同一個病患，但卻無法取得跨體系間病

患完整的醫療資訊，因不同體系間至少存在著 25 個以上彼此 

無法「溝通」的臨床資訊系統。這使得醫師為能確定適當的診

斷及處置時，常需要開立許多重複且不必要的檢驗檢查或醫療

處置流程。因此在 2001 年，以色列的 Clalit、Rambam 與 Sheba
三個健康照護體系決定合作組成一個 RHIO，這個 RHIO 涵蓋

500 萬名病患、16 個醫院(超過 8,100 張床)、400 間藥局、80 個

檢驗與影像中心、1,300 位基層與專科醫師，以及 10,000 位臨 

床人員之使用，累積至今，這個 RHIO 已彙整了 20 億份以上 

之資料紀錄。 

在建立這個 RHIO 前，各醫療服務提供者共同對於他們所

需要的資訊系統作了討論，對其目前所有的醫療體系內的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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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現況進行通盤瞭解，歸納數點如下： 

一、 各醫療體系內現有的資訊系統數量龐大(HIS、EMR 系 

統等)。 

二、 各醫療體系內的資訊環境異質性很高。 

三、 各醫療體系的機構規模及服務量均非常大。 

四、 各醫療體系間彼此存在競爭關係，且對資訊的需求都不

同。 

五、 各醫療體系對於敏感且複雜的數個議題，例如：倫理、

安全、隱私、績效、編碼系統等，應能共同討論出最適

合的解決方案。 

而在討論後，這個 RHIO 決定應用分散模式 RHIO 資訊系 

統以解決上述問題，分散模式網絡將連結的醫療院所系統視為

不同的節點(Node)，能讓擁有不同醫療資訊系統的各醫療院所

以其所需要的模式建立其虛擬病歷(Virtual Patient Records)，而

不需要建立中央資料庫或更換現有儲存系統。所有的資訊仍以

其原有格式存放於原機構中，並且由原資料擁有者進行維護。

RHIO 系統依照統一醫療架構(Unified Medical Schema, UMS)將
各來源資料依一套預先設計的資料格式功能加以標準化，並傳

送至網絡中不同的臨床資訊系統中。這套系統能讓照護提供者

接觸到從不同來源彙集而來的病患資料，照護提供者僅須登入

由其醫療院所內安全性存取控管系統驗證之網路系統即可。 

Clalit/Rambam/Sheba RHIO 的臨床人員輸入一小部份的病

患基本資料做為查詢，此部份將會用以與全國病患主索引

(EMPI)進行比對並辨識出病患臨床資料或醫療資訊儲存哪些

機構系統中，若照護提供者已進入某一電子病歷資料庫中，則

系統將會把病患及使用者的識別資料傳送至伺服器中以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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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進相關系統，而後系統將會回傳各個資料庫中與病患有關

的資訊至需查詢資料的人員眼前。照護提供者只消簡單點擊他

們想瞭解的病患資訊，系統就會自動連結至相關的系統資料庫

中，並依據 UMS 設定的格式回傳資料。 

系統強調能讓各機構中的臨床人員「即時獲得」病患的資

料，當某些系統不允許即時查詢資料時，系統將使用「離線」

介面(Off-Line Interface)以配合實體資料庫，並取得病患在不同

系統即時存入的資料並將其儲存於中間節點的資料庫中，以供

需要的使用者讀取。在某些只提供擷取出資料的系統中，能從

離線的實體資料庫中批次(Batch)處理病患資料。上述兩個案例

中，這些跨所有節點的資料都會轉入技術廠商的 UMS。網絡 

上所有節點都透過具安全性、能支援的廣域網路(Wide Area 
Network, WAN)彼此連結，並針對通訊管道(虛擬私有網路，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及資料均予以加密。 

為 能 夠 在 不 同 的 系 統 中 辨 識 及 連 結 病 患 資 料，Clalit/
Rambam/Sheba RHIO 採用 EMPI 的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克服在

不同系統間多重且不完整的紀錄、多重辨識身分、資料的轉 

置、拼錯、暱稱與別名、地址寫法不一致、以及因錯誤判讀不

同身分代碼造成讀取錯誤資料的狀況。全國病患索引從多個登

錄系統中將病患索引整合為單一索引，如此可以改善病患基本

資料群的配對。一個照護提供者輸入部份病患基本資料並尋找

病患的某些資料，無論是使用既有的系統介面輸入，或是使用

前端(Front-End)閱覽系統輸入；種種的活動都引發能與 EMPI
連結之虛擬辨識集合(Virtual Identifier Aggregation, VIA)服務，

在從 EMPI 接收回應後，VIA 服務將會創造一個在所有內部流

程中特有的單一辨識碼，並依此提取不同資料庫的病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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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更有效率的讓使用者使用 RHIO 網絡，Clalit/Rambam/
Sheba RHIO 將系統分為數層： 

一、 資料整合層(Data Integration Layer)：此層級負責將原有

系統內的資料取出，建立原有系統與新網路系統的溝通

管道，並由此將其輸入新系統中，並將其文件依其自訂

的 UMS 進行轉換。 

二、 資料層(Data Layer)：此層級負責將從各機構臨床資料

庫中取出的資料進行儲存，這個臨床資料庫是設計用來

彙集並管理來自不同來源、異質性高且動態的資料。透

過這個網絡搜尋及取得資料的過程都是透明的，原資料

來源不會因之被揭露。 

三、 溝通及傳送層(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Lay-
ers)：溝通層負責自不同的節點中彙集臨床資料，遠端

節點的臨床資料儲存於遠端節點資料層，資料依照專有

的通訊協定進行蒐集，最初資料先存於發出搜尋要求的

節點暫存區，這些資料再與產生的虛擬病患物件(Virtual 
Patient Object, VPO)整合，所謂的 VPO 是一個以病患為

中心的物件，其中包含所有與病患相關的資訊。至於實

際傳送時，溝通層利用傳送層的通訊管道基礎傳送，如

此可以進行加密及解密，確保傳送時的安全性。 

四、 業務層(Business Layer)：業務層負責將累積於溝通層的

原始資料轉換成索取資料人員可瞭解的資訊，這些依顧

客要求轉換格式的資料將透過 VPO 被傳送至表現層

(Presentation Layer)。 

五、 表現層(Presentation Layer)：表現層是這個系統中的「前

台」。這一層能將經過處理及轉換的資料以使用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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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呈現，如此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的瞭解相關資料。 

六、 安全層(Security Layer)：安全層是跨上述不同層級的一

項重要技術，是各層級中資料保全機制的統稱。安全層

的建置目的在防止未被認證的人員接觸到電子保全醫

療 資 訊 (Electronically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ePHI)。 

七、 管理層(Management Layer)：管理層結合管理工具，能

對各個子系統、模組及服務進行管理。管理的層面包含

日常作業、系統設定、系統檢驗及監控。 

八、 系統層(System Layer)：系統層提供系統軟體開發工具，

並整合所有開發者需要的核心要素，包含知識庫、系統

平台及環境。 

Clalit/Rambam/Sheba RHIO 選擇使用這些系統技術的原因

是它們可以有效協助整合各不同機構的資料，且無需花費過高

的成本。系統透過各機構自訂的 UMS 轉換並回饋相關資料， 

而在系統開發早期，透過蒐集所有現存的訊息文件(Message 
Documentation)來開發及設計各機構的 UMS，整合愈來愈多各

種不同格式的訊息文件，例如： HL7、ASCII、CCR、Edifact、
XML 等。視資料的多寡，每一個節點完成全面整合約需耗時 

三到六個月。從臨床的觀點看來，使用這個整合性 RHIO 系統 

對臨床人員的益處很大，例如：某位照護人員可簡單且熟練的

使用自己熟悉的介面瞭解病患長期檢驗值的趨勢，無論在原來

的檢驗機構中是用什麼報告格式呈現，這樣可以大幅減少臨床

人員手動將不同系統中的資料自行整理及分析比較。同時，因

使用者面對的系統介面仍然是(或近似)原機構使用的介面，因

此對於臨床人員所感受到的「改變」程度很小，並且減少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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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熟悉系統可能造成的作業中斷。 

當然在這麼龐大的 RHIO 系統中，在整個網絡中確保病患

資訊的安全是很重要的課題。這些 RHIO 照護提供者都同意， 

使用分散模式系統因資料的所有權仍在各個原來機構中，能提

供病患資料較佳的保護，機構中的使用者均須經驗證才能進入

系統讀取病患資料。此外因使用節點網絡架構，所以即使有部

份節點系統當機，也不會影響整個系統的表現，因資訊仍然會

透過仍然可以使用的節點傳輸至使用者所在的節點中。 

未來仍陸續會有新的夥伴加入這個 RHIO 中參與整合，或

現有醫療體系亦可能會再作功能性的擴增，而因各個系統的所

有、維護權仍在各原機構手中，所以仍保留未來持續升級或擴

增功能的能力，可能會再擴增的部份簡述如下： 

一、 網絡：分散式網絡架構提供增加或刪除節點的功能，非

常具彈性及模組的概念。 

二、 臨床領域：剛開始實施時可能只有部份臨床功能開放

加入，但隨著時間的推進，會有愈來愈多的臨床功能加

入 RHIO 的資訊交換行列中。 

三、 使用者：每一個使用者都是使用網路系統連線讀取資

料庫內的資料，因此無論是在機構內或很遠的另一端均

可以新增使用者，只要新使用者經機構的認證後，就可

以透過網路讀取機構允許閱讀的相關資料。 

Clalit/Rambam/Sheba RHIO 的最大成就即是該系統穩定且

完全的在其組成體系中被應用，包括 14 家醫院、1,300 個診所 

及許多附屬檢驗室、藥局及其他機構。參與 RHIO 的機構無論 

是管理者、醫師或其他照護者均發現在使用此 RHIO 後確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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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其病患照護品質、病患安全、滿意度以及照護結果，也有許

多人對於病患資料取得的速度感到滿意(八秒內即可取得)等。

以下列出數個 RHIO 系統帶來成效之範例： 

一、 減少重複且不必要的檢查檢驗：資料的分享讓臨床人

員得以透過系統查詢過往的檢查或檢驗結果，對於病患

目前的狀況能給予更詳盡的診斷參考。 

二、 降低醫療錯誤的可能：即時取得病患的資料包括曾處

方的藥物，可以避免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 

三、 縮短照護週期：臨床人員認為整合性的病患資料有助

其瞭解病患的狀況，並能減少住院與再住院的風險。同

時因取得病患的資料速度較快，因此增加照護病患的時

間，同時也提昇其正確診斷及治療病患的能力。 

四、 主動照護：系統能提供提示的功能，例如：若病患曾住

院或接受某些治療，系統將會提示臨床人員，如此讓照

護者間的溝通更有效，並能管理病患照護的延續性，特

別是在急性及社區照護的銜接上。 

Clalit/Rambam/Sheba RHIO 的關鍵成功因素包含下列四

項，證實這種資訊架構值得外界多加學習。 

一、 提昇病患照護：在推動的最初期階段，RHIO 的所有參

與規劃整合人員均將此資料分享的活動視為提昇病患

照護品質的路徑，這樣的信念持續導引 RHIO 網絡的管

理。 

二、 採用分散模式架構：結合分散模式架構與相關技術對

於某些爭議性議題(例如：資料所有權與安全性問題等)

提供解決方法。同樣的，架構及技術方案的彈性減少了

潛在的成本以及臨床工作流程中斷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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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臨床人員的參與：在發展 RHIO 的過程中，規劃者持續

邀集所有各機構內之行政及臨床利害相關團體參與，集

結及瞭解其對系統的需求及對採用與實施資訊分享技

術後的建議。 

四、 持續、分散式的管理：在 RHIO 中個別機構能自行決定

該如何使用其所取得的病患資料以因應其不同的臨床

目的。此外，設在個別機構、Clalit 總部、以其他技術夥

伴支援團體內的支援機制也讓相關使用者對資料分享

系統產生持續性的信賴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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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wood Clinic(42) 
Rockwood Clinic 成立於 1930 年，是華盛頓大斯波勘地區

(Great Spokane Area)一個由醫師主導的醫療服務機構，包含 

180 位醫療照護提供者及 800 位員工，擁有 28 個服務據點。

Rockwood Clinic 在大斯波勘地區提供基層醫療、次專科、外 

科、檢驗室及放射檢查之服務，並另設有手術中心、癌症中心 

、物理治療、腸胃科門診手術中心。 

2005 年 Rockwood Clinic 決定在體系內推廣機構間病人主

索引(Master Patient Index)的 EHR 系統，分二階段實施，先將過

去的病程紀錄、檢驗結果及放射檢查報告轉入系統中供使用者

查詢；再於全面推廣前 60 天開始教育訓練，並分批(護理基本

功能、醫師功能)將相關功能上線。經過推廣，在 2006 年 6 月 

開放過去資料的電子查詢，包含 200 萬份病程紀錄及 1,000 萬 

份檢驗室報告；而在 2007 年 5 月 25 萬份放射檢查報告及醫院

報告亦轉入電子資料庫中。 

而在第二階段的推廣中，Rockwood Clinic 成功的將所有

EHR 功能逐步的在各個服務點內建立起來，從 Valley Clinic
(2006 年 5 月)、Cheney Clinic(2006 年 7 月)、Medical Lake  
Clinic(2006 年 7 月)，Moran Prairie(2006 年 9 月)等。在全面實 

施 EHR 系統後，發現在三個月內 EHR 系統降低了抄寫相關成

本 80%，且亦節省了相關醫事人力(再配處方藥核對人力…等)。

而在醫師的生產力方面，除剛實施 EHR 系統時，醫師因作業 

流程變動習慣之關係平均生產力略有降低，可以看出整體而

言，EHR 系統對醫師生產力提昇均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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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RHIO(43) 
加州是全美面積第三大(410,000 平方公里)、人口最多

(33,871,648 人)的一州，以其多樣性發展著稱，其醫療體系亦各

自發展，體系紛亂。長期發展的結果是，所謂的加州醫療體系

已不再是一個體系。後果是，醫師有 30%的時間在紙本病歷中

找不到自己想要的資訊、大多數病患同意重複檢查，每七個住

院病患、每五個檢驗檢查個案中就會有一個病患無法追蹤其相

關資訊，更有甚者，根據統計，一個病患可能有五個以上的地

區將其檢驗結果以(電子)郵件、傳真、通訊軟體或電話的方式 

送入目前所在的醫療院所。 

每五位加州人就有一位受到州政府醫療補助，因此，加州

州政府每年需支付 360 億元醫療相關費用；此外，每年還需另

支付公立醫院之醫療人員薪資及退休人員津貼約 30 億元。所

以，加州州政府對於如何能解決上述無意義的醫療重複及浪費

非常有興趣。 

在與 23 家廠商、八個其他州的 RHIO 代表、加州的醫院、

診所及五個加州地區性的醫療資訊交換平台(Health Informa-
tion Exchange, HIE)代表會談後，將五個初期計畫整合成一個 

統一技術研究計畫，著重於建立以使用為基礎的基礎建設，以

最有效率但對財務影響最小的方式將醫療資訊轉移至新平台。 

幸運的是，加州長期以來在各區域已建立許多地區性的醫

療資訊交換平台，許多醫療院所的資訊均已整合在這些本地或

區域性的 HIE 服務中，因此，建立 CalRHIO 僅須整合不同 

HIE 的不同需求即可完成辨識病患身分、系統權限控管及整合

之服務。因此推動 CalRHIO 採用的策略是先建立州層次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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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及服務基礎，而後再與各地區 HIE 服務整合。CalRHIO 推動

初期，共有 15 個地區性或區域性的 HIE 加入計畫。 

而在實施七年後，CalRHIO 估計因醫療資訊交換，每年約

為州政府財務節省下 90 億元的支出，且在此期間，其他地區因

州政府的推廣以及早期加入者所展現之成效而亦紛紛加入，所

有主要的都會區均已納入 CalRHIO 之中，而在廣大的鄉村地

區，雖無法將所有的資料均加入整合，但仍能自平台中查詢到

國家級檢驗室檢驗結果、全國性連鎖藥局之用藥紀錄及藥品利

益管理資料、其病患至城市區醫院或診所就醫後，鄉村的醫師

可透過病歷蒐尋服務(Record Locator Service)瞭解其就診結果。

約 90%加州人的醫療資訊可以透過 EHR/PHR 被經授權之照護

人員查詢，且也提供研究人員一個更安全、具隱私保護的疾病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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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Health in Canada(44) 
Capital Health 是加拿大最大的教學醫療體系，位於亞伯達

省(Alberta)。Capital Health 體系內擁有 2,700 床一般急性病床、

6,500 慢性病床；每月居家照護服務約 10,000 人次，另外每年

Capital Health Link 約接到 600,000 通接受當地遠距醫療服務的

電話，其轉診服務區亦相當大，每年約有 160 萬人次的轉診病

患接受其服務。Capital Health 僱用 30,000 位員工，2,400 位醫 

師，約有 55%的基層醫療醫師均在其服務網絡內；同時，它也

是加拿大醫學生訓練最大的基地，每年約有 6,500 位醫療領域

相關學生在其體系內接受訓練。 

由於其體系涵蓋幅員甚廣，服務病患甚多且差異性亦大，

醫院照護與居住地醫療服務提供處(基層醫療)的連結需求變得

非常大。過去各個不同的醫院、診所、檢驗所…等均架設自己

的資訊系統，各機構使用自身設定的病患索引進行資料的處理

及查詢，但 Capital Health 引進醫療院所病患主索引(Enterprise 
Master Patient Index)作為資料庫間的串連，並架設一個 net-
CARE 臨床資訊平台供資料在不同機構間進行交換；同時，亦

連結省級檢驗機構(公共衛生)、藥品資訊網絡、社區影像診 

斷報告等資料庫。如此，病患無論在哪裡接受醫療服務，其醫

師就可以透過其病患主索引進入資料庫瞭解其相關資料。這項

計畫自 2003 年夏季開始進行規劃，直到 2004 年 4 月正式全面 

使用，而根據 2008 年統計，netCARE 內的病歷數已達約 173 
萬筆(表 28)，而其使用人數亦逐漸穩定的成長中。 

Capital Health 針對體系內的醫師進行使用調查，多數醫師

均同意使用 netCARE 確實能減少病患等候時間(31%)、索取資

料的電話及傳真數(70%)、紙本病歷數(64%)、不需要的重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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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檢驗(61%)，以及使用其他電腦系統的機會(55%)，顯示出使

用此系統確實對病患、服務提供者，及機構本身具有效益。 

此外，糖尿病在加拿大是主要導致眼盲、腎衰竭、洗腎及

截肢的原因，也是加拿大健康照護體系醫療相關支出的前五大

疾病之一，粗略估計，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位可能得到糖

尿病。在 Capital 中，約有 80.4%的糖尿病患(根據流行病學推 

估母數)已被確診，而其中僅 17%在糖尿病疾病管理計畫中登 

記(圖 193)。為能落實確診及追蹤管理糖尿病患，Capital Health
針 對 體 系 內 凡

患 有 慢 性 疾 病

的 病 患 均 登 錄

至 單 一 資 料 庫

中 (非僅限於糖

尿 病 患 者 )，並 

透 過 電 子 工 具

針 對 病 患 加 以

管理 (增加疾病

管理服務量 )， 

資料類型 netCARE 中的病歷數 

檢驗室檢驗 56,000,000 

影像診斷(X 光、CT、MRI 等報告) 1,900,000 

文字報告(出院病摘、手術報告) 630,000 

居家照護訪視、疫苗接種 22,000 

所有病患病歷 1,728,000 

所有臨床資料筆數 58,500,000 

表 28 netCARE 系統中各資料類型病歷數 

圖 193 Capital Health 中糖尿病患者人數統計 
(2004.01~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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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患自行回報醫療資訊以利醫療服務提供者進行其健康狀

況監控及管理。推廣至今，已有超過 200 位基層醫師加入此系

統，而登錄資料亦以每週 1,000 位病患的速度增加中，透過科 

技的輔助，提供提醒及警示，各種不同專業的醫療照護相關人

員可以隨時掌握病患群的健康狀況，並給予所需的醫療輔助( 
衛生教育、飲食指導…等)；而病患亦會在健康狀況控制得宜 

的狀況下，減少因疾病加重造成的財務負擔，並擁有較好的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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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C RHIO(45) 
紐約哈德遜谷(Hudson Valley)的 THINC RHIO 創始於 2001

年，可是在過去的七年裡，卻是以研究與開發為主。這個 

RHIO 的建立是為了凝聚社區內相關人員之信任，至於服務的

持續性則由醫療資訊照護者來維持。THINC RHIO 是一個扁平

化的組織架構，每年只需要 25 萬元的開銷(包括行政和法律費

用)，相關利害關係團體包括社區健康中心、公共衛生單位、醫

師、消費者、醫院、雇主與付費者等。理事會則是由醫師醫院

代表、社區健康中心人員、公共衛生人員、消費者與商業代表

所共同組成。其他營運委員會包括：消費者與隱私、安全與技

術、品質與醫療、公共衛生與財務。 

紐約哈德遜谷之相關人員同意以商業的模式推動 RHIO，

而負責推動之 THINC RHIO 是一家位於紐約州哈德遜山谷區

的非營利公司，致力於改善醫療品質與病人安全。該機構包含

由多個利害相關團體(醫師、醫院、雇主、使用者、消費者、公

共衛生機構、社區健康中心、國家政府代表、商界領袖、民眾

及其他醫療衛生機構)共同組成的公共部門和私部門。 

該組織的架構除實際執行計畫內容的團隊外，另針對其相

關業務設置了五個委員會負責主管監督相關業務執行，包括： 

一、 隱私與消費：如何保有消費者隱私權的維護。 

二、 安全和技術：加強資訊網路的安全維護。 

三、 品質與臨床：提昇臨床醫療的品質。 

四、 公共衛生：所管轄區公共衛生議題的提昇。 

五、 財務管理：機構財務的掌控調配。 

在此五個委員會之上，則設置一個由組織成員組成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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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董事會代表包含： 

一、 醫師代表。 

二、 醫院代表。 

三、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四、 公衛機構。 

五、 消費者。 

六、 商業代表。 

THINC RHIO 的主要目的在推動使用醫療資訊系統進行資

訊網絡的交換，推動電子病歷的共享，並建立一個雙向的公共

衛生健康監測制度。其透過該地區醫療單位、國家公共衛生機

構、臨床醫師及供應商的合作，組成網絡進行資料的交換。為

能有效監督，其相關財務及業務執行均透明公開，並由參與者

共同監督決議。 

MedAllie 是 THINC RHIO 的主要合作夥伴，在 THINC 
RHIO 的成立及推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其在過程中

提供的服務包括： 

一、 推動落實電子病歷：協助配合醫院診所推動電子病歷，

提供相關資訊技術資源協助，進行電子病歷人員訓練等

相關事宜。 

二、 哈德遜山谷地區的醫療資訊交換平台(HVHIE)：為建立

區域可共享的資訊平台，進行資料的整合動作，包括針

對資料進行標準化、編譯及格式化，並達到資訊共享。 

三、 病歷報告服務：推動病歷健康紀錄符合標準制定，對於

醫療品質及公共衛生的提昇有實質效益。 

在 THINC RHIO和 MedAllies的資訊整合及資源提供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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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德遜山谷地區也進行了醫療資源的重新分配整合及相關

倡導措施，讓計畫能確實落實，其推動的各項活動包含： 

一、 基礎設備配置：提供當地小型診所或資源分配少的區

域相關資訊設備，盡量達到區域內資訊資源的平均普

及，才能落實資訊共享的目標。 

二、 臨床照護的重新設計：針對導入資訊技術後，配合資訊

設備可提供之服務，納入臨床的醫療照護流程，重新檢

討設計。 

三、 透明度：醫療資訊共享情況下，病人資訊的透明度提

高，進行相關說明會，讓民眾及醫護人員瞭解安全性及

隱私性，進而接受參與。 

四、 補償機制的改革：計畫中編列相關經費進行計畫配合

津貼。 

五、 客觀評價：參考各界提供之意見，隨時進行檢討及改

進。 

以慢性疾病的個案舉例，慢性疾病的治療及照護是涉及許

多相關單位，如果藉由資訊的整合，將可使慢性病患得到更完

善的照護；透過資訊系統讓社區醫療院所間的資料得以彼此

交換共享，對於分配醫療資源及規劃相關政策有所助益。 

THINC RHIO 藉由整合病患自主健康管理系統、資訊傳遞

系統的設計、決策支援系統、臨床資訊系統，以政策及資源整

合分配的概念，將病人及照顧團隊之間進行連結，經由不斷的

改善而得到最後的成果。在照護流程與資訊結合的規劃下，

THINC RHIO 設計了一套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流程指引，建立

九個標準流程項目並分別配分，總分為 100 分，各項目下又包

含了許多的細項，透過加總九個項目之得分獲得整體流程執行



38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之總分，並藉此評值。各標準及其配分如下： 

一、 資料存取及通訊(9)。 

二、 病患追踪和登記方法(21)。 

三、 照護管理(20)。 

四、 患者自我管理(6)。 

五、 電子處方(8)。 

六、 追踪測試(13)。 

七、 轉介追踪(4)。 

八、 業績報告及改進(15)。 

九、 先進的電子通訊設備(4)。 

各個機構可藉由自我測驗進行評分計算，並將總分結果分

為三個範圍為三個階段的認可標準，由第一階段循序晉升到第

三階段的標準，三階段的計分方式如下： 

一、 25~49 分：第一階段。 

二、 50~74 分：第二階段。 

三、 75~100 分：第三階段。 

四、 0~24 分：不通過。 

該評估機制的規劃和使用對於疾病的預防或慢性病的照

護有很大的助益，規劃建議內容時將考量方便受測人員自行在

診間或辦公室進行測試，提供其方便性的評估工具，此系統可

用以評估醫療院所或醫護人員在使用現有資訊設備進行疾病

預防、治療與病患照護的觀念是否已達醫療院所標準，對於病

人安全品質多一道驗證機制。 

另外於哈德遜谷建立一個共享的醫療資訊交換平台，提供

各醫療院所的醫療資訊系統整合介面。該系統結合了醫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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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檢驗室、藥局、社區健康中心及診所醫師辦公室所使用的資

訊系統，提供資訊的整合溝通與電子病歷紀錄的共享。其所設

計的平台能讓醫療院所間分享病患資訊，並能廣泛且即時的得

到病患完整的病歷資料以作為輔助診斷。透過資料庫的標準格

式化，整合各種不同來源的資訊，以共通的術語和標準再進行

編譯，最後呈現給使用者的是依據國際通用標準格式產生的病

歷報告，對於病歷書寫品質及公共衛生需要更能有效提昇。 

此外，管理亦因資訊的進展而加以資訊化及標準化，即能

同時取得大量的資料，以資料基礎進行管理外，更同時節省人

工彙集資料產生的成本、人力，也能很便利的隨時讓新的使用

者加入分享網絡中。 

THINC RHIO 在 2008 年推出的 P4P 計畫，所用的醫療模 

式，是以病人為中心、賓至如歸般的醫療服務(PCMH)。傳統的

付費模式是以量計價，與它相比，PCMH 擁有多元化的計費方

式。 

這個為期二年的計畫，共有八個保健計畫參與。加入計畫

的 500 名醫師，250 位將應用 EHR 系統，並與另外 250 位社區

的基層醫療醫師比較。2009 年，將有 300 萬美金的總經費，補

助內科、家庭醫學、與小兒科，可是他們都必須要有 EHR 系統

的認證，並接受 HL7 的測試。150 萬美金由 THINC RHIO 統籌

規劃，另有 50 萬美金則作為該健康計畫活動經費。健康計畫將

會報告資源情況，並以此來判定 PCMH 是否真能達到有意義 

的改變。 

THINC RHIO 預計自 2007 年~2011 年規劃並實施論績效計

酬(P4P)制度，初期二年計畫已網羅高達 500 名醫師將參加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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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計畫預算為 300 萬美金，150 萬美金由 THINC RHIO 統 

籌規劃，作為行政庶務的相關費用及計畫補貼，其他 150 萬美

金則作為該健康計畫活動經費。參與醫師需為哈德遜山谷當地

執業的家庭醫學科、內科及兒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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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紐約州 RHIO 介紹(46) 
紐約得到的第一筆資助金來自 HEAL I。總共有 26 個 

RHIO 得到這個計畫的資助，總金額為 5,400 萬美元，所以每 

個醫療院所可以拿到約 10 萬至 500~600 萬元。而最新 HEAL  
V 的金額，則增至 1.04 億美元。在比較過這 26 家 RHIO 後， 

會發現他們有一些共同點：建立合作關係(結合醫院、商家、健

康計畫與供應商)、了解社會資源的重要性、擁有主要的地方優 

勢、以及面臨同樣的障礙(包括明確的改善結果、健康計畫、持

久的資金來源，和醫師的參與)。 

紐約的電子醫療合作(NYeC)是由紐約衛生局與其他民間

的利益團體所組成，集結 26 家 RHIO 來討論一些關鍵問題， 

例如：隱私與安全性、永續經營、與法規。圖 194 為 NYeC 的

醫療院所架構圖。除了與衛生局的合作，NYeC 亦也可以藉助 

政府的評鑑或認證(為 26 家 RHIO 設立標準)，來增加合法性。

在未來，NYeC 需要與衛生局達成正式的合作，讓它可以在不 

管是哪個政府之下，都可以繼續運作。 

紐約州在執行 RHIO 時的醫療院所架構如圖 194。從組織 

圖中可以瞭解，其健康部門推動醫療電子化分為三個層面：政

策、計畫管理與執行面，設置一個紐約 eHealth 合作會議統籌 

相關事務。 

執行面的部份，設置教育及溝通委員會及政策與運作協調

會，教育及溝通委員會主要致力於讓所有策略伙伴能夠瞭解這

個平台的運作，所有策略伙伴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提供其政策

建議並加以討論。政策與運作協調會則主要致力於各項計畫的

制定、提供計畫運作的方式以及管理運作的方針，計畫則交由



388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合作工作小組(Collaborative Work Group)制訂實際作業原則及

標準，並由各承接計畫小組(HEAL、NHIH 與 CDC teams)在執 

行後回饋其執行實務供合作工作小組進行標準及規則的修訂。 

圖 194 紐約州 RHIO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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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羅里達州 RHIO 介紹(46) 
佛羅里達州的州長在 2004 年 5 月的時候，簽訂了一個行 

政命令，建制州長健康資訊架構諮詢委員會(GHIIAB)，來促進

佛羅里達州資訊系統架構的發展與執行。這個命令，也進而開

創了佛羅里達州醫療資訊網路系統(FHIN)。FHIN 的願景，是 

透過 RHIO 組織來整合佛羅里達州的臨床醫療資訊交換平台，

幫助醫師獲得及時與準確的醫療紀錄，以為他們的病患提供高

品質的醫療服務。 

佛羅里達州設置有佛羅里達醫療資訊網絡(Florida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FHIN)，其設置的宗旨是要透過科技推廣 

電子健康紀錄及區域性健康資訊網絡，並借此提昇病患照護。

因此其積極針對佛羅里達州的各個區域的健康資料的流通性

進行整合，透過電腦主機收集佛羅里達州來自各個地方的資料

庫記載的病人，並建立病人索引資料。由於資料庫中建有佛羅

里達州各地區的病人索引，假例如：想要尋找某個病人的健康

資料的話，就可以透過 FHIN 連接來自不同地方的資料庫，去 

找到欲查詢的病人資料。 

圖 195 FHIN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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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IN 是由地方基層建造起來的，透過全佛羅里達州 RHIO
與地方醫療院所的合作，來做醫療資訊的交換。FHIN 獎助金 

計畫在 2005 年開始，讓地方的利益相關團體可以更專注在 

HIE 的規劃、營運、與訓練。總共有八家 RHIO 在這獎助金計 

畫裡：大彎地區醫療資訊組織、佛羅里

達中部地區醫療資訊組織、社區健康資

訊組織、佛羅里達北部地區醫療資訊組 

織、佛羅里達東北地區醫療資訊組織、 

棕櫚灘郡社區健康聯盟、佛羅里達南部

地區醫療資訊組織、以及坦帕灣地區醫

療資訊組織。 

FHIN 的策略是： 

一、 利用獎助金計畫來建制醫療資訊網路，以發展地方的

RHIO。 

二、 連結 RHIO 系統與州的伺服器，讓 RHIO、其他州，以及

聯邦政府可以互相交換資訊。 

三、 設立一個非營利機構來管理 FHIN，並為 RHIO 制定互 

操作性的標準。 

在佛羅里達州醫療管理局(AHCA)、與佛羅里達州藍盾

(BCBSF)，為 FHIN 所規劃的業務計畫裡有提到，如果立法院 

在一開始的前三年能給予 2,580 萬美元，那 FHIN 可以在五年 

內完成自主作業。但是，當 GHIIAB 在 2007 年結束時，FHIN
開始重新考慮與評估策略，他們的新策略包括： 

一、 繼續 FHIN 獎助金計畫。 

二、 建立佛羅里達州醫療資訊交換協調委員會：協助建立

年度 獎助金額 

2005 150 萬 

2006 200 萬 

2007 200 萬 

2008 680 萬 

表 29 FHIN 歷年獎助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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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安全、統合、涵蓋整個佛羅里達州的電子醫療資訊

交換系統，並提供 RHIO 技術上的指導與醫療資訊安全

的建議。 

三、 透過與醫療資訊安全及隱私機構(HISPC)的合作來減少

HIE 的障礙。 

四、 確保佛羅里達州 RHIO 的永續經營。 

五、 為 RHIO 的發展尋找其他資金來源。 

而根據他們的經驗，醫療院所都不願意與沒有做過風險評

估的 RHIO 合作。所以，AHCA 開發出了自我風險評估工具，

讓 RHIO 能用來改善他們的政策與加強醫療院所對他們的信

任。 

FHIN 為棕櫚灘郡的社區健康聯盟(PBCCHA)，聯盟成員 

包括醫院、資助商、免費診所、以及衛生與社服部門。這個聯

盟的重點，並不是放在 RHIO 上，而只是提供一個讓他們能更 

方便交換資料的方法，去除重複資料登入，並讓所有資料都可

以在得到病患同意後，由網路上取得。而像是佛羅里達州東北

部醫療資訊協會(NEFHIC)與佛羅里達州北部地區醫療組織

(NEFRHO)，也是透過醫院、檢驗室、與健康計畫的合作來帶 

動電子資訊交換。NEFRHO 最初由幾位醫師建立，因為他們了

解到資訊交換的價值。其目的，是在經過病患的同意後，為醫

療照護者提供單點登入，與存取病患的資料。這個計畫也與

Availity 合作，來發展一套醫療資訊交換平台，存取全州病患 

的資料。這樣的一個系統，可以執行電子資料交換(EDI)，並提

供及時的行政與醫療服務。這個合作的第一階段，是提供醫師

一個簡單的網路連結、整合資料、提供電子化的環境、及查看

不同來源的資料彙總。從參加這個合作的七個機構，他們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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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了九萬筆客戶資料，並可以從網路上存取資料。 

而佛羅里達州醫療管理局(AHCA)所預期的 2008 年 RHIO
營運狀況如表 30。 

另外，Medicaid 的電子病歷系統則預計將透過 RHIO 在

2008 年的春天推出。這個系統的 eMPOWERx 軟體，可以為醫

師提供病患 100 天內的處方箋資料。醫師可以從他們的桌上電

腦，開立處方箋給任何一家藥局。當用 PDA 來測試時，他們發

現，與非系統內的醫師相比，處方箋的開立減少了 25%。這個

改變，可以讓 Medicaid 每月每個病患平均節省 48 元，大約是 

每個月 180~200 萬元。 

在未來，AHCA 將會持續的與立法院和佛羅里達州內的

RHIO 合作，來創造一個成功的醫療資訊交換系統。而政府的 

撥款與合適的商業模式對於 RHIO 的持續性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AHCA 與佛羅里達州 RHIO 協會，必須要繼續在政策以

及技術上合作，來確保永續經營。 

項

次 
營運指標 

2007 年 Q4 
實際達成 

2008 年 

Q1 目標 
2008 年

Q2 目標 
整體目標 

1 驗證機構數 48 27 54 97 

2 
在網路內分享資料的

機構數 38 27 59 96 

3a 驗證的醫師辦公室數 1,527 432 610 1,154 

3b 驗證的臨床人員數 1,672 595 916 1,731 

4 參與病患數 167,280 95,364 172,714 341,800 

5 網路內查詢數 13,079 32,250 50,848 95,348 
6 查詢回覆結果數 10,654 6,550 19,761 29,561 

表 30 2007~2008 年預估 RHIO 營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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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arkle 基金會的「健康連線」，也是 NEFRHO 的合作 

夥伴之一。它創立於 2002 年的 6 月，主要工作是探討如何降低 

醫療成本與提昇病患安全。這個組織所建立的連結架構，可以

幫助病患、醫療院所、雇主、以及政府能更密切的結合。畢竟

團隊精神對於改善醫療品質與降低成本有很大的幫助。透過個

人醫療紀錄的管理與存取，病患與其他消費者可以從中獲利，

並協助支援照護管理團隊。Markle 基金會的另一個合作計畫，

為醫療計畫聯盟(GPHA)。GHPA 成立於 1950 年，總共由 32 家

在堪薩斯州中西部的偏遠地區小醫院所組成，是一個在美國最

悠久、最大規模的獨立非營利管理系統之一。當這個地區計畫

在 2002 年開始的時候，他們成立了一個資訊科技資料中心，為

28 家偏遠地區醫院提供應用服務供應商(ASP)。而 GPHA 也從

美國農業部門(USDA)得到了貸款補助，來購買和裝置醫療系

統、電子病例系統、社區醫療資訊交換平台、遠端學習系統、

以及社區個人健康紀錄。每家醫院每月可以得到約 2,800 美元

的補助。 

USDA 的貸款補助，有註明幾項計畫，他們包括： 

一、 提供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與遠程醫療(DLT)服

務。 

二、 安裝西門子的 Application MedSeries4 Clinical Suite & 
Laboratory。 

三、 架設遠程醫療網路的設備。 

四、 建立 HIE(包括單點登入與存取)。 

五、 建立交換平台的結構(HCIE)。 

六、 創建社區的總病患索引(Super MPI)。 

七、 安裝電子病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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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安裝影像系統的瀏覽器來讀取醫療紀錄、支援藥劑部的

系統，並整合放射科影像、傳真、語音、照片、和數據

資料。 

九、 架設社區健康資訊網路與個人健康紀錄以連結至整個

地區的醫療網，讓民眾可以擁有更健康的生活和降低醫

療費用。 

十、 建立一個新的資料與訓練中心，並讓它成為新的中央樞

紐。 

十一、 連結至 Kan-Ed 互連網。 

十二、 實現永續經營。 

FHIN 成功的原因在於： 

一、 由佛羅里達州的州長以及立法機關的背書。 

二、 由區域性醫療資訊組織提供基金。 

三、 由佛羅里達州州長的醫療資訊建設諮詢平台來領導。 

而其推動 FHIN 的策略則是透過網路發展分享病患的資

訊、推廣可交換式的病患資料，並鼓勵醫院及診所使用電子醫

療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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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HealthCare(47) 
Partners HealthCare 是位於波士頓的非營利整合健康體系，

由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BWH)與 Massachusetts Gen-
eral Hospital (MGH)於 1994 年整合成立，體系內除包含 BWH 
與 MGH 兩所教學醫學中心外，還有許多社區醫院、專科醫院、

社區健康中心、醫師網絡、家庭照護、長期照護服務，以及其

他健康相關單位成員(如表 31)。除了在麻州東部(波士頓區)提

供占率約 22%之醫療服務外，Partners HealthCare 也是美國著 

名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並為哈佛醫學院之主要教學醫院。 

醫療照護 社區醫療 持續性醫療 

●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 Massachusetts Gen-
eral Hospital 

● Brigham and 
Women's/Faulkner 
Hospitals 

● Brigham and 
Women's Physician 
Organization 

● Massachusetts Gen-
eral Physicians Or-
ganization 

● Martha's Vineyard 
Hospital 

● McLean Hospital 
● Nantucket Cottage 

Hospital 
● Newton-Wellesley 

Hospital 
● North Shore Medical 

Center 
● MGH Institute of 

Health Professions 

● Partners Community 
HealthCare, Inc. (PCHI) 

● Partner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BWH Health Centers: 

• Brookside Commu-
nity Health Center 

• Southern Jamaica 
Plain Health Cen-
ter 

◆MGH Health Centers: 
• MGH Back Bay 
• Charlestown 

HealthCare Center 
• Chelsea Health-

Care Center 
• North End Commu-

nity Health Center 
• Revere HealthCare 

Center 

● Partners Continuing 
Care: 

● Boston Center for 
Rehabilitative and 
Subacute Care 

● Clark House at Fox 
Hill Village 

● North End Rehabilita-
tion and Nursing Cen-
ter 

● Partners Hospice 
● Partners HomeCare 
●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of the Cape and Is-
lands 

● Shaughnessy-Kapla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 Spauding Rehabilita-
tion Hospital Network 

● Youville Hospital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表 31 Partners HealthCare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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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來，BWH 與 MGH 是美國著名的教學醫學中心， 

兩者在醫療服務、學術研究上有優異的表現，然而由於同處於

麻州東部，彼此競爭，在長期「醫武競賽」的情形下，投資與

設備之經費快速上升，專業人才亦不斷增加，然而研究發展之

項目彼此甚多重疊，且收治病患之病床亦在病患不斷增加的情

況下趨於飽和。長久下去，只會造成醫療、學術及研究的資源

因無法整合而浪費，對兩家醫院而言亦無助益，正所謂「合則

兩利，分則兩弊」。因此，在兩家醫院內部具慧眼之醫學大老

堅持之下，1994 年終於整合兩家醫院成立了 Partners Health-
Care 體系。整合麻州東部的醫療資源，提供給麻州病患，甚至

民眾整合式、持續性的照護服務，並整合相關教學、訓練計畫，

提供給各類醫事人員更完整、全面性的教學與訓練。 

Partners HealthCare 成立使命為服務社區、致力於精進服

務、教學及研究、並領導整合健康照護體系發展。 

Partners HealthCare 整合的重點在於： 

一、 高階行政中心整合：類似董事會的組成，同時管控所屬

各醫院之經營、重大儀器採購、特殊醫療中心發展以及

提昇整體醫療流程效率。董事會成員由各醫院之醫師主

管按固定比例組成，確保醫院之發展與醫療專業整合。 

二、 各醫院運作獨立：各醫院在人事上自行控管，獨立經營

與運作，僅受 Partners HealthCare 監督。 

三、 醫療部份獨立運作：為尊重各院醫療部份長期既有文

化，加上醫師自主性高，各醫療部門未作合併，僅由跨

院合作計畫加強彼此合作。 

四、 鼓勵特色發展中心成立，但以行政力量避免所轄醫院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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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競爭，將相關資源集中發展為不同的特色發展中心。 

Partners HealthCare 致力於發展「高績效醫療」(High Per-
formance Medicine, HPM)，因此體系內大量採用許多醫療資訊

工具藉以達到此一目標。2005 年開始採用電腦化的醫囑系統，

能適時導引醫師開立對病人最適切的藥物，在 2007 年底完成 

全面電腦化作業。另外，為能讓病患的資訊有效率的在不同醫

院、醫師團體等健康相關體系內流動，Partners HealthCare 亦積

極推動電子病歷(EMR)的作業，目前約有 88%的醫院醫師使用

電子病歷針對其病患進行健康管理，而約有 85%的社區基層醫

師使用電子病歷。 

預計在 2010 年時，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內的醫院均會 

採用一個整合性的醫療資訊系統，藉此可以降低許多醫療錯誤

的發生。除了對醫師下醫囑時的決策輔助系統外，針對護理人

員的給藥亦能藉以確認其給藥正確性(給予正確的病患、在正確

的時間給藥、給予正確的劑量)，研究顯示，使用醫師電子醫囑

系統可以降低約 55%的藥事相關錯誤發生率，而使用決策輔助

系統則可降低 83%的醫療錯誤率。 

此外，Partners HealthCare 亦利用居家醫療資訊系統針對 

其部份病患進行追蹤，例如：急性心肌梗塞病患、心臟衰竭病

患或糖尿病病患，確認病患確實依醫師指示自我健康照護，並

且能瞭解病人健康管理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些資料亦能回饋

至 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之臨床路徑中(已建立於電子病歷

中)，並協助提供臨床診療、處置指引的實證醫學證據。 

不能忽視的是，在美國醫療體系中，10%的病患耗用了體 

系內 70%的資源，這種重症耗用較多醫療資源的情形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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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HealthCare 須面對重症治療的效率與效果進行改善，因

此 Partners HealthCare 採用三個策略來改善此一情形： 

一、 使用風險辨識軟體，區別哪些病患之病情可能進展為耗

用大量醫療資源。 

二、 成立一個充血性心臟衰竭(CHF)管理先導計畫，該計畫

結果顯示，接受此一管理計畫的 CHF 病患成功的降低 

了 15%的再入院率。 

三、 在州政府的支持下，針對 1,500 名具高風險但未納保之

病患，推動一個 24/7 護理訓練計畫。 

Partners HealthCare 成立一個由相關醫療、藥物、檢驗等專

家組成的委員會，透過此委員會內相關成員的共識制訂出實證

醫學基礎之臨床指引，用以指引醫師在開藥或開立檢查單時能

作最適當、最具成本效益的選擇。這些臨床指引亦整合進電子

醫囑系統中，並於醫師下醫囑時以綠(最佳)、黃(第二選擇)、紅

色(最後選擇)的跳出提醒視窗，提醒醫師注意所開立醫囑之效

益。這樣的機制讓 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在使用高價藥物及 

放射線檢查的效率，節省醫療體系內的醫療資源外，亦節省病

患之醫療負擔。 

1994 年成立 Partners HealthCare 不久後，Partners Commu-
nity HealthCare (PCHI)亦成立，包含超過 1,000 名內科、小兒 

科、家庭醫學科醫師以及逾 3,500 位專科醫師提供麻州東部地

區 15,000,000 位民眾之社區健康服務。為能更有效的管理社區

民眾之健康，PCHI 組成一個管理服務組織(Management Ser-
vices Organization, MSO)，提供醫師管理服務、品質促進計畫、

資料分析、資訊系統、財務管理以及簽約之服務。PCHI 之給付

為論績效計酬(Pay for Performance)，提供更多財務誘因給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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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確保民眾之健康。而後，Partners HealthCare 亦結合了

MGH 與 BWH 兩醫院之健康中心體系，並另結合其他相關持 

續性照護服務，用以確保體系內民眾之健康及照護完整、持續

性。 

在住院醫師與專科研究醫師訓練的部份，Partners Health-
Care 整合體系內的教師資源，並整合許多 MGH 與 BWH 的教 

學計畫，目前已整合了 29 個教學計畫，參與這些計畫的醫師 

將面對更多不同病患族群。 

在醫師在職訓練的部份，除整合體系內的教育資源外，亦

安排醫師定期在各不同醫院間輪調，如此能平衡體系內醫院之

醫療水準；更結合哈佛大學醫學院的教學與研究資源，提供醫

師最先進的醫學知識。此外，Partners HealthCare 為能更有效的

讓體系內的醫事人員接受相關教育訓練，亦利用資訊科技，引

進知識管理系統、網路會議系統、心臟衰竭臨床研究資料庫等

等的系統，期能讓體系內的人員更有效率的進行在職進修與訓

練。 

在政策參與的部份，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與 MGH 合作

成立健康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Policy, IHP)，除提供

MGH 之決策分析支援外，也將此服務拓展至整個 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中，同時亦與哈佛大學醫學院健康照護政策 

系、MGH 一般醫學部門產學合作，一方面能接觸到全國健康 

照護服務與成果研究領先的學者及全國性健康照護研究議題，

另一方面將日常健康照護臨床問題納入研究議題，以拓展決策

及研究的範疇。 

我國衛生署推動山地離島地區的整合性醫療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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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嘗試著藉由整合山地離島地區與

醫療資源較充足的區域進行醫療資源的整合。在此同時，卻也

忽略了在醫療資源較充足的區域中，醫療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

不均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於在醫療資源「過剩」的區域內，因

醫療系統間未經整合而造成更多醫療資源的耗費。Partners 
HealthCare 的醫療體系整合之關鍵成功因素即在於由內部發動

及資訊充分共享，可以作為我國推動整合性醫療服務計畫的參

考。 

由 BWH 及 MGH 兩所知名教學醫學中心發動整合成立的

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不但整合了醫院、診所、社區健康照

護中心等醫療體系，更向前端結合了哈佛醫學院、公衛學院等

學術研究資源。在各醫院依其發展成立特色中心，而體系內之

開業醫師，則以「論績效計酬」(Pay for Performance)由其為民 

眾健康把關。另外，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成立一專門研究小

組，研究將最新的科技引入體系中，除了醫療科技外，資訊科

技亦是其涉獵的範圍。 

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分析： 

一、 優勢。 

(一) 整合醫療體系內部資源，有效降低分散管理成本及資源

浪費。 

(二) 透過整合性醫療體系，提供病患較完整且具持續性的醫

療照護。 

(三) 整合教育與研究資源，醫師與醫學生得以面對不同病患

族群，提供各多層面訓練。 

(四) 與哈佛醫學院合作，取得研究與教學資源，同時亦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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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臨床人員進修認證。 

(五) 結合哈佛大學研究資源，提供實證醫學基礎之臨床指

引。 

(六) 大量運用資訊科技，整合體系內部相關資料，提供資訊

交換平台。 

(七) 社區醫療採論績效計酬，提供正確財務誘因使基層醫師

傾向確保民眾健康。 

二、 劣勢。 

(一) 體系內支付制度主為「論量計酬」，財務誘因無法遏止

醫療資源之過度耗用。 

(二) 醫療資訊安全，系統整合成本較高。 

最後，綜言之，在醫療費用不斷攀升的壓力下，世界各國

政府都在尋找降低醫療成本與增加醫療院所經營效率的方法。

從 2000 年起，醫療資訊科技已成為解決辦法重要部份。而醫 

療系統的改革，在美國 2008 年的大選當中，也已是重要的議 

題之一。這證明了美國國內所有的人，不管是病患、雇主、醫

療人員、或保險公司，都非常在意這個問題。在未來的幾年裡 

，仍需要做許多工作與協調來了解 HIE 在降低醫療成本與增 

加醫療院所經營效率議題上的真正價值。 

醫療資訊科技(HIT)的真正價值，在於醫療資訊科技能以 

運用電子科技傳送資訊，可以改善醫療品質、降低成本、促進

經濟成長與協助醫療院所增加競爭力。因醫療服務的提供是侷

限在當地，透過 RHIO 集結附近區域之醫療服務資源的形式， 

提供更貼近當地民眾需求之服務。目前，美國各州之州政府已

經越來越積極，而聯邦政府也一直鼓勵著他們與地方上的醫療

資訊科技組織合作。但是，依然存在著許多問題。例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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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費用，需由誰負責、誰去保護病患的隱私權等問題。 

除了美國之外，加拿大也開始往醫療資訊科技與醫療資訊

交換方面發展。雖然有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也與美國面臨著同

樣的問題，譬如說，資訊體系發展速度不如預期、廠商的問題、

與民眾適應問題。而雖然只有部分的 RHIO 會成功，但是還是 

需要繼續努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低負擔的醫療服務。對於

醫療資訊科技，並沒有一個模式是可以適用於所有 RHIO 的。 

可是，成功的案例還是有一些共通點： 

一、 要限時，因為改變不會在一夕間達成。 

二、 要隨時警惕，因為一個違反隱私或安全的事件，很可能

會毀掉一切努力。 

三、 建立信任、領導、與合作關係。 

四、 取得資金，最初的資金對於永續經營是非常重要的。 

五、 要靈活與變通，因為有可能隨時會發生變化。 

但是，改革也有可能會為所有人帶來非預期內的影響，例

如： GDP 值的改變。而這些非預期的影響，有時候會大於改 

革上的受益。所以，RHIO 的挑戰之一，是減輕非預期結果的 

影響，與降低醫療費用的經濟效應。解決的辦法，是把精力盡

力放在想產生的理想結果，並仿效在其他產業成功過的策略： 

一、 利用測試與傳統手法來達到理想結果。 

二、 需要整體、有系統的來面對問題與規劃解決方案。 

三、 認知自己所推動的是革命性的計畫。 

四、 不停行銷理念以求民眾的接納。 

所以，RHIO 的下一步，是確認他們的宗旨、目標、資源、

與合作夥伴。而雖然科技可以提供一個好的基礎，但仍然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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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最大問題橫阻於前：資金來源以及永續經營。最好的辦法，

是讓所有的人都加入，包括民眾、雇主、醫師、社區、政府等

團體，一步一步的來。因為，政府補助金額總有一天會結束。

所以，RHIO 必須去尋求其他資金來源，並提出他們存在的實 

質價值與確切的投資報酬率(ROI)，而不是只有一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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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以院區模式試辦 RHIO 之經驗

分享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訊系統變革之目標 

電腦與通信科技日新月異，深深地影響了社會各個層面，

對於那些屬於提供服務的產業衝擊更為嚴重，未加緊腳步跟上

時代者終究會被淘汰。妥善運用資訊科技所帶來之快速與準

確，提昇醫療院所經營效率與產業競爭力實為醫療院所必要之

發展方向。 

民眾對於醫療衛生資訊產業的需求也隨著時代在改變，從

原本的醫療照護轉為健康照護。照護地點也從醫院內部轉到醫

院外部，換言之，就是將健康醫療服務遞送到民眾家中。醫療

資訊產業服務內容也由管理面展延到服務面。服務對象也由醫

事人員擴及到全體民眾。照顧全體市民健康是台北市政府之義

務，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係為市府唯一之醫院更是義不容辭，因

此推動醫療資訊的行動化及公衛化本為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未

來資訊工作所努力的目標。 

醫療產業與其他產業之不同點，在於醫療院所的從業者都

是在行動中工作，因此資訊工具也需跟著工作者移動，尤其在

病患照護過程中醫療人員經常會在接到呼叫器呼叫後就要找

電話回電，以便得知病患病情，接續做出決定。充份運用行動

化的資訊工具，不只能夠加速行動、縮短回覆時間，更能追核

結果。在醫療院所中醫師、護理師、醫檢師、放射技術師、復

健師、行政同仁及所有醫療相關輔助人員必需密切互動，以便

節省工作時間同時提昇效率，而充分的運用行動化資訊工具是

必要的途徑。此外，一位醫師的每日必需行動於手術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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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間、急診、檢驗室、個人研究室、圖書館、未完成病歷室、

餐廳、教室及會議室之間，因此理想中的醫療資訊作業環境就

是將資訊行動化，醫療人員隨時隨地皆可以調閱病歷、影像及

檢驗資料，立即對病患需求做反應，如此可以大大的提昇工作

效率，因此行動化是未來醫療資訊作業系統的趨勢，如果不能

行動化就無法深度資訊化，病歷電子化的意義與效果就不易顯

現。 

醫療資訊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在於使用醫療資訊的普及

性，醫療資訊使用對象應從醫療及公衛相關從業人員延伸到全

體民眾。因此，將醫療資訊進行公衛化是政府的責任，針對全

國百姓的福祉，政府理應營造健康服務資訊產業。醫療資訊公

衛化包含網路寬頻化、行動無線化，利用此「雙化」行動可擴

大醫療資訊公衛化的規模，拉近醫院、社區及民眾的距離，更

可以落實家庭醫師制度、落實「保健康，也保疾病」的健保給

付政策，進而改變醫師的醫療行為，改變民眾的就醫行為，創

造醫療資訊「個人化、家庭化及全民化」，提昇「低成本」的

社區健康照護需求，降低「高成本」的就醫需求。遂此，台北

市立聯合醫院將本著醫療資訊行動化及公衛化的目標規劃資

訊發展的計畫。 

為提昇各院區醫療資訊系統功能並撙節政府財源，減少醫

院資訊系統重複支出，於 1999 年衛生局即設立市醫研發中心，

其下設資訊整合組，推動市立醫院資訊整合作業。至 2002 年 

11 月已完成市醫共用資訊系統導入者，計有婦幼院區、忠孝院

區、陽明院區、慢性病防制院及性病防制所等院區，2004 年已

繼續完成中興院區、和平院區、仁愛院區及松德院區之導入計

劃，並於 2005 年 1 月 1 日完成中醫院區的系統轉換。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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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北市市立醫院除委外經營之萬芳與關渡兩院外，其餘十

院已整合為聯合醫院，成為一個聯合醫院、十個院區的模式，

繼續服務全體市民。以期達成資源共享，降低成本，改善服務

品質，組織再造之目的。為能統一管理各院區，資訊系統一致

化為必要工作，如此才能使資訊維護成本降低，產生成本管理

報表容易，各院區間人力調動不必再重新適應系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 2005 年 1 月建置完成全院醫療影像

傳輸系統，達成全院無片化之目標，大幅節約醫療影像所需之

耗材資源，整合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醫療影像資源，提供各院區

間醫療業務需要時能便利地交互查詢、會診、教育訓練及學術

研討，全面提昇醫療影像服務品質與效率，達成市民就醫無院

界之目標。在放射線部管理資訊系統(RIS)中建立各種資料分析

模組，預建決策主管常用資訊模式，供其迅速瞭解各類專業人

員(醫師、護理、行政)之人力成本，掌握單位整體經營概況； 

提供不同角度統計資訊及多維度分析資料，滿足業務主管資訊

需求；亦可建立並分析病患就醫模組、醫師醫療模組、醫令分

析模組等各式經營相關模組，俾提供經營決策者參考，以提高

醫院營運績效。 

聯合醫院成立之初，清點儀器設備及其數量並彙整各單項

服務量，建構聯合檢驗中心，完成空間、人力及標準作業流程

(SOP)等規劃，完成軟硬體設備購置及建置檢驗資訊系統(LIS)
並與醫療資訊系統連接為必要工作。檢驗資訊系統的建置可以

簡化整體的作業流程、運用檢驗結果資料可做有效的統計分

析、提高整體檢驗作業品質和形象、提昇競爭力、提高醫院服

務品質、減少醫療糾紛的發生，進而可以降低經營成本和提高

經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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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市立醫療院所之整體競爭力，水平整合各院區醫療

資源，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整合之初業已於仁愛院區完成中央

檢驗室設置，該系統已運轉良好；惟建置之初係考量系統建置

成本並未將松德院區、疾管(林森)院區、中醫院區等專科醫院 

納入，為能使此系統運用於各院區俾利檢驗資訊一致化，後續

院區已逐步納入中央檢驗室之檢驗資訊系統。各院區尚未納入

儀器連線之部分仍待整合，因此檢驗資訊系統之永續規劃實為

必要。 

由於資訊整體架構為目前整體醫療/行政作業所依賴之平

台，因此建構安全穩定之資訊運作環境實屬重要，因此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積極進行各項資訊發展計畫。事實上，台北市立聯

合醫院在整合之初，除使用行政院衛生署醫院管理委員會免費

授權之共用醫院資訊系統，為加值系統應用功能提供市民朋友

更便捷、快速之醫療服務，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賡續所規劃之周

邊系統─檢驗資訊系統(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放

射資訊系統(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 RIS)、健康管理系統

(Healthcare Management System, HCS)雖然業已完成建置，惟各

系統先前並非單一廠商開發，架構資料格式不同，並未具有相

關資料交換平台暨資訊交換標準，資料需經中繼程式交換，除

穩定性較不理想，對於系統之後續開發與應用亦為一大限制與

瓶頸。另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整合之初各系統間資料交換

皆採用自行撰寫程式方式達成，此類交換方式無法集中控管，

當發生問題時多造成資訊人員無法有效得知資料交換情況，因

此，就醫院整體醫療資訊之交換而論，資訊同步交換與維持資

料一致性確有高度需求，亟須一套具共通標準之資訊交換平台

整合系統。如能透過單一整合交換系統連結現有異質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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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除可提高現有 HIS 與 PACS、LIS 之資料傳輸穩定性，更 

可確保接續開發之專案系統(例如：健康管理系統、差勤管理 

系統等)能順利與全院相關系統接軌，達到資訊整合之遠景。 

惟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成立前，各院區仍屬獨立之機關，因

此各自擁有獨立之資訊機房與醫院營運所需之伺服主機、網路

設備。各院區以往為使資訊維運得以順暢，資訊室除需有處理

一般線上問題之系統服務人員，仍更須具備熟悉伺服主機維護

與網路設備管理之工程師。為有效運用院區資訊人力資源，節

省各院區重疊配置高階系統管理人員，台北市聯合醫院之資訊

管理與人力資源運用不宜以過往院區獨立運作的觀念，將進行

相同管理工作之工程師分院區服務。據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暨所屬各院區宜採行「分散式處理、集中式管理」原則，將主

要伺服主機與網路設備集中於「中央聯合資訊機房」，將可集

中管理人員予以集中訓練，除可有效節省人力成本，更可落實

人力資源素質提昇，達成高品質之系統服務目標。 

就空間利用而言，各院區資訊機房多數主機雖採機櫃式模

組，惟單一院區主機雖為機櫃式，不同時期採購與不同廠牌系

統之主機機櫃僅放置該系統所屬主機，不同系統/主機之間不易

進行水平整合，因此各機櫃之利用情形未盡理想，因此藉由「 

中央聯合資訊機房」之建置，各院區相同系統之主機將可進行

水平整合，除可有效利用現有機櫃與設備，各院區釋出之空間

將可進行更具效益之利用，尤以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各院區均位

處首都各精華地域，有效釋出空間並予利用，實屬重要。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為了要集中高階管理人力成本與土地

資源，規劃「分散式處理、集中式管理」之模式進行資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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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區與院本部之資訊流將相當頻繁與密切，因此台北市立聯

合醫院於籌備期間已完成 50MB 之私有光纖網路規劃連接各院

區；為提供更具可靠度之網路傳輸環境，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利

用既已完成之基礎建設進行頻寬擴充，對於設備不足之院區增

設核心交換機，以利進行院區間之資料傳送，並提高系統可靠

度與容錯能力，維持高品質之資料傳輸環境。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成立之首要宗旨，即是要以嶄新的整體

健康服務系統提供民眾完整之照護內容。就行政革新與撙節營

運成本立場而言，必須有效運用人力資源，惟各院區資訊服務

品質卻不容因人力撙節而有所折扣。又各院區之網路設備多已

老舊且速度不一，加上各院長期因應業務需求但又缺乏整體之

網路規劃，因此網路串接與接線標準不一之情形相當普遍。因

此現有網路環境之紊亂及不可靠度除將間接影響院內系統之

穩定性，對於網路連線與資料傳輸發生問題時，資訊人員在分

析問題來源與偵錯過程，將有如大海撈針般費時。又醫療服務

機構之服務特性係攸關民眾生命健康，因此對於穩定與時效之

要求遠高於其他產業，據此重新整置統一且具支援管理監控模

組之網路環境，除可利於平時網路維護，更能在問題發生當下

能有效監控並予處理，高可靠度之網路環境對於各院區確有必

要。當各院區之網路環境能具高可靠度時，便能有效減輕院區

資訊人員之工作負擔，免於因為網路異常造成資訊問題而疲於

奔命，穩定提供院區醫療同仁必須之完整資訊服務。 

此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針對醫院資訊之架構將採「分散

式處理、集中式管理」之模式進行資訊整合，網路效能與穩定

性為規劃首要考量要件。綜此，此一橫跨十家院區之大型網路

環境亟須建置乙套完整之「整合性資訊事件」網路管理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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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俾於日常進行網路流量之監控與分析，對於任何異常狀況能

於第一時間掌控並予處理，以避免異常狀況演變為連線故障或

斷線。在網路架構中建置此一監控系統，除可落實日常維運工

作，更可有效降低風險與意外之發生，進而掌握異常狀況發生

之處理時效。 

依據行政院訂頒之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理要

點已明確指出資訊安全政策及安全管理目標。在應用系統層面

之資訊安全規劃，有關「系統存取控制管理」部份，以往系統

規劃方式並非以機關使用者之角度整合，各系統皆為獨立維

護。因此在管理、維護、設定上將有諸多機會產生漏洞，又因

無紙化與線上簽核之需求甚鉅，因此盡早建立完善的機制包含

帳號建立刪除、使用者單一簽入、整合性權限管理實有必要。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 2005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為提供 

民眾跨院際之整合性醫療服務，有關各項便民服務措施之相關

系統功能業已陸續上線，惟聯合醫院成立後尚有撙節人力提以

昇經營績效之目標，因此各院區聯合管理後，必須仰賴完善之

資訊管理系統，藉由流程再造加上無紙化行政作業強化整體行

政管理效益。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在整合之初所使用之後勤行政管理系

統，係為行政院衛生署醫院管理委員會所授權「共用醫療資訊

系統」中所含括之相關系統，由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僅為該系

統被授權之使用單位，並未擁有系統原始碼與資料結構，因此

僅能就系統現有功能與有限參數進行調整，使用過程所輸入之

相關資料雖存在資料庫中，惟各項資料之再利用性較為不易，

實有欠乙套妥適之資訊管理系統所應發揮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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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提昇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行政管理效率撙節各項人

力作業成本，全面性推動行政作業無紙化實為現行資訊管理潮

流，就其所帶來之具體效益諸多顯見。透過電子表單完成各項

作業流程，除可大幅度降低人工處理暨登打、核對、統計所需

耗費之時間，更可進行各項流程把關與稽核增加行政作業之正

確性與時效性，同時透過標準應用程式交換介面整合後勤行政

管理系統，將可使前後線行政作業一致化。 

惟前揭系統係由 COBLE 語言撰寫之文字介面系統，雖運

行多年具有一定之穩定程度，惟與當代普遍之視窗介面系統功

能差距甚大，不但缺乏基本之文書編輯(剪下、貼上、複製)能 

力，各項資料之再利用性亦相當差，就現行醫療影像數位化之

趨勢而言，各項醫療診斷作業強調圖文並列之作業能力，惟此

需求對於該系統而言仍是無法突破之限制，因此及早進行臨床

醫院資訊系統開發實為必要。又各醫療科醫師同仁對於臨床醫

學暨公共衛生研究經常需要分析各項臨床服務資料與數據，現

行系統並無法滿足是項需求，對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醫療同仁

進行臨床研究工作確為一大限制。2006 年開始，台北市立聯合

醫院之發展目標為重新開發新一代的醫療資訊管理系統，透過

新一代圖形化介面配合物件導向式模組進行系統分析與規劃，

俾以提昇醫療作業之效率與穩定性。惟醫療資訊系統範疇甚

廣，立即全面更新系統恐有較高之作業風險，因此將先針對後

線醫療作業部分進行更新，並逐步完成全套醫院資訊管理系統

之翻新。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訊基礎環境建置及改善策略 

一、 中央資訊機房之建置。 

為能建置穩定與完善之機房空間，設定一固定區域以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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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理各院區之主機設備並提供院本部資訊室所有資訊

同仁辦公使用。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將針對機房內未來將容納之所有設

備與即將擴充部份進行所需電力、不斷電系統、空調、消防、

網路、等需求進行整體規劃，另建置完善之系統控制中心，

作為機房暨各院區資訊系統與網路狀態之監控管理中心。 

二、 院際高速虛擬私有光纖網路建置。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籌備期間已有中華電信之 50Mbps
虛擬私有光纖網路，用以傳輸 PACS 系統之數位影像，本項

光纖網路建置將把頻寬提昇至 1Gbps 之骨幹頻寬，讓院區 

之間之資料交換無感於距離與頻寬障礙，同時進行 QoS 管 

理機制，確保各系統資訊封包與未來語音封包等能有保障 

的固定頻寬，然此架構除需考量頻寬之足夠，線路實體安全

與意外備援之考量更為重要，因此規劃各院區之線路連接 

採實體雙迴路且相異進線點確保線路實體安全，原有之中華

電信 50 MB VPN 將作為備援線路，其架構示意圖如圖 196。 

圖 196 院際網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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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院區網路重整與設備擴充規劃。 

由於各院區現有網路環境佈線紊亂，且設備串接情形未

有一定之規則與規劃，為提供各院區穩定且高性能之網路傳

輸環境，各院區必須進行網路需求與各樓層、區域業務重新

確認，以俾進行網路重整計畫，並予重新佈線施工，以利提

昇網路傳輸效能減少不必要之資訊傳輸耗損。同時在發生網

路問題時，能透過先進網路管理軟體偵測問題點並迅速解

決。網路重整計畫除為改善現有網路環境缺失，就積極網 

路管理層面而言，透過此工程完成佈線施工暨網路管理辦

法，作為日後各院區擴充依據，也可避免重蹈覆轍及節省公

帑。 

另院區內個別系統與前端電腦必須與院本部中央聯合

資訊機房內之各伺服系統連接，因此需再針對各院區不足之

核心交換機予以購置與擴充，以期達到院區間資訊交換與集

中處理。又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原已規劃完成各院區之間

50MB 之私有光纖網路，為避免日後因頻寬不足進影響資料

傳輸效能，造成資訊停滯影響民眾享受跨院性醫療服務便利

性，需將頻寬部份提昇至 1 Gigabits 之頻寬水準。 

由於未來採集中式管理方式管控各院區大型資訊設備，

因此除前揭三項之基礎建設，院本部暨各院區資訊出入口之

核心交換機，頻寬必須提昇至 Gigabits，且資訊規劃除效能 

考量，更規劃各院區採用雙設備備援機制，達到高穩定之傳

輸架構。另各院區使用者端之高速交換機需將目前設備不足

之院區予以補足，避免使用老舊且缺乏網管模組之集線器，

因此相關網路設備亦需根據使用者之頻寬需求予以更新設

備，架構如圖 197 和圖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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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7 高速網路設備架構圖 

圖 198 資訊安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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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同仁舟車往返各院區，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利用現有 Gigabits 虛擬私有光纖網路環境推動視

訊會議。頻寬障礙解決後要普及視訊會議系統之應用，就是

需要建置簡便易用之視訊設備，避免因操作上複雜步驟或其

他不便利性影響使用意願。因此針對院本部暨各院區使用完

整之視訊會議室如圖 199。其中包含數位影音自動定位能 

力、多元電腦/影音矩陣切換器。各院區仍須同時建置相關設

備俾以提供院區同仁與院本部暨院區間進行會議。由於院本

部係屬各院區各行政科室與醫療部之決策聯繫中心，對於單

點連結多院區之需求較為頻繁，因此需另行購置多點視訊控

制器。於各項設備建置完成後同時普及推廣視訊會議利用

率，並落實視訊會議系統應用於行政業務以外之臨床醫療教

學應用與討論中。 

圖 199 視訊會議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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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央資訊機房資料異地備援規劃。 

醫療資訊系統是需要全天候無時無休的服務，中央資 

訊機房建置後，各院區伺服主機集中控管，機房內雖已建置

完善之空調、消防、不斷電暨環控系統，且就伺服器部分雖

於系統規劃中已採用叢集式雙主機設計，當一台主機發生 

當機時能夠把線上服務立即轉移至另一部主機，達到系統運

作不中斷之要求。惟整合之初在磁碟陣列系統部分尚無備 

援設備，因此在講求絕對安全與穩定之醫院資訊系統作業 

環境更為重要。 

然異地備援之規劃方案諸多，台北市市立聯合醫院就 

各項備援方案與所需費用之綜合評估後，主要採用「資料備

援」方案，並先運用目前已完成規劃之院際高速私有光纖網

路，擇定松德院區設置光纖磁碟陣列系統將資料同步備援至

該機房，因此，松德院區僅需就機房之環境做改善，並且購

置大型磁碟陣列系統，運用已有之網路環境以撙節本項風險

回應計畫成本，縱然發生意外後也不致發生資料無法復原 

之窘境，亦善盡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訊管理之責任與義務。 

五、 建立完善系統管理平台。 

(一) 資訊交換平台整合系統建置。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醫療作業與基本行政管理作業在整

合之初大致上業已完成資訊化推動。為使醫院經營更具效益

提昇競爭優勢，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已於 2004 年度完成 LIS、

PACS 系統之建置，目前仍不斷進行各項周邊系統之開發。 

為能兼具資訊化之腳步與資訊一致化原則，資訊系統將先 

針對 HIS 系統與現有之周邊系統進行資料庫結構之分析，以

俾了解各系統之資料結構與事件對應關係，並且透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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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平臺整合系統(圖 200)建立，將此上述對應關係透過專

業整合系統進行設定與維護。 

另未來後續開發之相關周邊系統，即可將此一既有交 

換格式與基準作為各系統間共通訊息傳遞協定，未來異質 

性系統無法進行直接性之資料交換將不再發生。同時建置 

具開放標準及具擴充性之資訊交換架構，以便充分因應未 

來院內業務成長時所衍生之資訊整合需求。規劃初即先就 

院內所有需要進行資料交換之數據庫進行一次性架構分析，

並制訂各系統間資料傳遞邏輯。另專案將內含具有 Web 
Services、XML、HL7 等資料轉換能力的資訊交換平台，以 

便充分確保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整合之初與未來建置系統間

之互通性，本系統需含括即時穩定之資料交換機制、完善效

率化之圖形維護介面與跨院區之資料交換介面。 

(二) 網路管理暨系統監控整合系統建置。 

由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所轄之院區廣泛且系統數量眾

圖 200 資訊交換平台整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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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能第一時間掌握各系統之運作狀態，資訊部門將導入

先進系統整合管理軟體，透過整合性之規劃與設定，將各系

統之特定異常訊息整合監控，當某單一伺服主機之系統服 

務因特定原因停止，該系統即可立即將警示訊息呈現，資訊

同仁將可立即予以啟動或是排除問題，而不需待第一線同仁

或是民眾申訴才進行處理。另基於聯合資訊架構對於網路傳

輸之穩定與安全標準要求甚鉅，因此導入整合性網路監控 

管理軟體，以俾由網管軟體之流量基準設定與日常作業監

控，於網路流量異常時透過系統警示，即予追蹤並排除異常

原因，以避免問題擴大導致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暨所屬各院區

資料傳輸中斷，本系統(圖 201)之建置將有利於問題發生前

即予面對與排除，俾使整體資訊安全管理機制更加週全。 

(三) 帳號管理暨憑證管理系統。 

本系統將整合人事管理系統，確保同仁異動時資料能同

圖 201 網路監控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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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更新，避免產生幽靈帳號。同時透過帳號整合管理機制，

各應用系統不須分別建立帳號密碼，自動整合各帳號所需系

統資源，協助多種異質帳號來源資料統同步作業，避免多組

帳號密碼的困擾。利用系統內權限管理功能，設定使用者身

分認證與授權等安全控管機制，並以身分授權與驗證功能執

行登入者單一簽入之認證及授權同時紀錄所有的存取與授

權行為，並對所有的稽核事件加入數位簽章，以維護其完整

性。另為接續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未來之電子簽核認證，將同

時於應用系統嵌入多功能之簽驗章暨加解密元件，提供完 

整且經簽署的稽核紀錄，作為不可否認的竄改事證，提高資

訊可靠度。 

管理資訊系統開發 

一、 差勤管理系統之建置。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成立之主要目的之一係為橫向整合

各院區之資源，因此所屬同仁之辦公處所已不侷限於單一 

院區，惟含括北市九所院區之範圍必須透過乙套整合性之 

管理系統與人員輪值班線上管理系統，才可符合同仁跨院區

差勤管理之需求，人員可機動性於院區間支援各項業務，差

勤管理單位亦可由單一系統、單一介面整合掌控所屬各院 

區所有人員之出缺勤狀況。另所屬各院區目前員工之差勤管

理介面互不相同，其中包含條碼卡、感應卡、指紋辨識等諸

多方案，也因此刷卡鐘之介面與傳輸格式並不相通，因此透

過本專案建置開發將一併完成識別證(採結合智慧卡公司之

悠遊卡作為雙功能之識別證)更新與前端刷卡鐘更換。 

二、 後勤行政整合管理系統。 

為有效管理各項行政管理作業，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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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目前市場技術成熟之系統作為所有後勤行政管理系統，

透過系統完善之橫向連結能力達到以人為本、以管理作業為

中心之方式進行資訊管理，突破傳統以業務單位為主體系 

統開發方式導入。由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之機構屬性有別 

於其他機構，因此將先就市場現有成熟之系統與實作機關 

屬性進行分析，並根據實際業務需求項目進行合適組套選擇

俾於有限預算內覓得所需系統。本系統於正式導入前業已組

成院內行政流程作業管理小組，該小組由各業管單位之基 

層主管、企劃人員、資訊人員共同組成，俾以先行彙整各項

流程視需要予以重整與再造，作為系統導入之流程依據。 

為達成服務、教學、研究品質最佳化的目標，台北市立

聯合醫院致力於發展各項資源的整合運用措施。其一，在行

政管理層面，可因單一系統、達到經濟規模而產生「節流」

之效果；其二，在醫療服務層面，更可因人才與設備的聯合

運用、均衡發展而提昇醫療品質，以提供市民最完整的科別

與服務，進而產生「開源」之效果。 

在經營模式轉變後，醫療科是以分科經營模式經營並自

負盈虧，由各科試算該科的成本會計，藉由合理的成本架構

訂定經營模式，經由成本效益評估決定科內用人、儀器購置

等事宜，而獎勵金改以分科經營模式發給，由科負責人依據

評鑑標準以教學、研究、醫療服務等貢獻度，做出獎勵金合

理分配。對於行政事務也將進行整合，對於各院行政部門訂

定標準作業規範，集中採購以降低成本、建立資訊平台，加

速行政管理效能。 

醫療業面臨高品質病患護理、成本控制、政府管制和日

益激烈的競爭的挑戰，故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殷切的需要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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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在開放平台上進行整合－從員工安置和存貨到財務以

及以病患為中心的流程。故本計畫之目標為提供一個有效率

的整合性醫療資訊系統，以逐步達成整體資訊藍圖建置。如

圖 202 所示，為本計畫規劃之管理流程。 

其中與後勤管理相關的資訊系統必須經過整合，才可能

滿足未來所有應用、業務流程、資料交換和資源共享的要 

求。 

對應以上的資訊藍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規劃的整合型

資訊系統包含醫療資訊系統(HIS)、臨床資訊系統(CIS)、臨 

床支援資訊系統(Ancillary)、管理查詢系統(EIS)、與醫院企 

業資源管理(ERP)。表 32 依「院區內」、「部科內」、「院

本部／醫院集團」列出各領域所涵蓋的內容。 

圖 202 後勤管理系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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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整合資訊系統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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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主要的資訊系統必須經過整合如圖 203，才可能滿

足未來所有應用、業務流程、資料交換和資源共享的要求。

以當代的資訊技術來說，很難有單一資訊產品能夠滿足各層

面與功能的需求。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整合的資訊平台作為基

礎，才可能串聯不同的資訊工具，發揮整體效益。 

醫療和病患訊息應該與醫院資源管理緊密集成，才能全

面支持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經營的正規化、專業化和科學化如

圖 204 所示。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後勤整合支援系統計畫的重

點在於企業資源管理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的實施。 

對於 ERP 系統而言，物料管理模組因統管物料主檔及 

庫存管理位居系統核心要位；有鑑於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圖 203 整合的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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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全院整合(集團式)的角度來做物料、採購及庫存的管

控。集團式的物料管理思維模式，不但整合資源、簡化作業

模式提供使用者及時、準確的參考資訊、節省作業成本並且

有容易操作的使用介面及提供使用者依其使用習慣自訂操

作介面的功能，兼顧了系統的實用性及方便性。物料管理模

組概分為物料管理、採購管理、庫存管理及進貨發票驗證等

四大管理作業。 

財務會計系統連同其子模組亦為本計畫之核心元件。結

合物流模組，藉著與會計系統中之各項功能之整合，會計系

統提供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各部科、行政中心之管理工具。從

採購至銷售交易，會計系統與物流鏈介面提供台北市立聯合

醫院營運流程之最適化處理，此計畫之預期效益，將隨著院

區流程、供應商及金融機構之相關交易複雜度提昇，而愈形

彰顯。 

圖 204 醫院管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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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財務會計系統，必須同時滿足內部會計與外部會

計之需求。外部會計之需求係以財務報表之表達與揭露為 

導向，並提供資訊給上級機關、借款機構、員工及社會大眾。

會計資料之自動即時更新、物流模組所發生之醫療院所流程

(例如：收貨及出貨)，皆自動地引發會計過帳以符合帳務與

法制之要求。 

唯有嚴謹之交易驗證機制，可確保無論是在營運層級或

策略層級的人員，皆可持續有效進行管理。財務會計模組確

保各交易發生之相關訊息紀錄，除了達成財務報表表達損 

益之目的外，也提供相關資料予成本會計部門，掌握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各部科績效管理與規劃(透過成本中心會計與利

潤中心會計等模組)。 

臨床醫療資訊系統開發 

一、 健康管理系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整合之初使用之醫院資訊系統因缺

乏開發彈性，且為因應現有健保支付制度衝擊醫院經營收

益，有效開發自費醫療服務為當前醫院管理之趨勢，然健康

檢查部份為醫院可採取主動行銷之業務項目，因此建立乙 

套以顧客為導向之資訊系統實為重要，本系統建置服務對象

為自費健康檢查、機關團體健康檢查、員工健康檢查等三類

來賓族群，並提供一般健康檢查、兵役體檢、成人健康檢查

之業務。並且建立具完善之健康檢查報告系統，健康檢查醫

師可以使用系統範本或是依照個人習慣與經驗建立報告系

統知識庫，結合來賓檢查結果自動產生人性化之報告。 

二、 網路暨語音掛號系統整合更新。 

為及時因應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成立提供市民朋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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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服務，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籌備期間致力於各項院際間

之系統整合工作，就資訊系統所及之相關服務內容大致以 

符合市民之基本需求，各院區之網路掛號、語音掛號系統分

別獨立於各個院區，尚未整合為單一語音掛號專線與單一 

網路掛號介面，那時雖有話務中心服務人員可代為進行各項

服務工作，惟此並非為民服務系統之設計方式，又該時期醫

院資訊系統於網路掛號功能穩定度較差，故謀盡早整合與 

改善實有迫切需求。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透過新一代程式語言，採圖形介面 

系統進行各院區掛號系統整合，提供市民單一網站進行跨 

院區掛號服務功能，俟網路掛號系統整合穩定，將接續更新

語音系統介面，提供單一撥號系統進行跨院區醫療服務選

擇。另放置於各院大廳之自動掛號機可於上述系統整合後，

於操作流程適度調整後也可一併更新，使市民更容易使用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所提供之便民服務措施。 

三、 以病患為導向之電子病歷查詢系統。 

為提供市民跨院際之整體醫療服務，台北市立聯合醫 

院於成立後旋即推出各項跨院性之醫療服務，惟受限於現 

有醫院資訊系統之限制，各院區之醫院資訊系統雖可透過前

端介面程式進行整合，惟後端資料庫仍處分散。因此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將規劃以病患為中心，整合原有 HIS、LIS、 

RIS、PACS 系統之各項資料，依照不同看診日期為序，整合

病來院 (不分院區)診斷之各項診斷摘要、用藥紀錄、檢驗結 

果、檢查報告、放射影像、等各項就醫完整紀錄，並且以圖

文並呈方式呈現，醫師於病人來院診斷時，即可快速瞭解其

歷次之就醫情形。此系統之建立更可提早滿足醫療同仁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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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紀錄之圖文需求，且不需更動現有系統。 

醫療資訊系統的發展已由內部資訊管理範疇延伸至對

外資訊交流與應用。醫療資訊流通的過程中所面臨的問題之

一，是各醫療院所之資訊系統因其本身需求不同使其資訊格

式皆不一致，造成資訊流通時之障礙。整合之初已有許多國

際組織制定了醫療資訊的交換標準，例如： HL7 與 DICOM
等。另一個重大的議題是病患之隱私權，當醫師透過網路取

得病患在其他院所之病歷資料時，患者資料的安全性亦面 

臨了重大的考驗。因此如何建立一套保護患者電子病歷資 

料的資料安全機制，是發展電子病歷極為重要的課題。 

一套好的電子病歷系統(圖 205)必須具備完整的資料定

義與規範，且資料格式需要符合國際醫療資訊交換標準之定

圖 205 電子病歷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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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於開發本系統之前，將先行參考

醫療資訊應用標準與國際規範，俾以訂定符合未來資訊運用

之電子病歷格式，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整合之初將採用 HL7 
3.0 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RIM)的訊息標準，並依照 

美國醫院安全標準協會(HIPAA)之規範，選擇適合之資料庫

規格 DBSM 與應用元件庫 API，除可加速系統開發時程，更

可符合醫院內部各醫療科之廣大需求。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所規劃之電子病歷如圖 206，將架構

於符合醫療衛生信息交換平臺之標準，可以病患基本資料為

一個中心，跨系統獲得相關資料，存放在共用平臺中，未 

來將期望成為公共衛生及其相關資訊資料倉庫，透過醫療 

衛生智慧對各種疾病在各個時期做全方位的瞭解，從中發現

規律，預測疾病的發生，作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發展基礎。 

四、 跨院檢驗報告查詢暨檢驗危急值通報系統。 

前項計畫所完成之檢驗資訊系統，其效益較偏重於儀器

圖 206 電子病歷基礎平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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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線與自動化品保管理作業，目的在於加速檢驗效率、撙節

人力成本、提昇檢驗品質。然醫院資訊之應用規劃除需就上

述醫院經營效率來考量，更要以病人為中心的方式，來思考

如何創造更大之服務，並透過資訊化的工具來達到各項服

務。就病人來院進行各項檢驗的立場來思考，如何將每次來

院檢查的單一檢驗結果累積成為長期具有趨勢變化與分析

依據之資訊，不論就醫療診斷的可信賴度，或者病人對其身

體狀況變化之掌握，皆是相當重要之訊息。因此台北市立聯

合醫院將針對病人之檢驗報告資料利用已完成之各院區之

檢驗資訊系統訊息，完成跨院區檢驗報告查詢系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自成立以後為因應廣大之院區與人

員之通訊聯繫，業已完成全院區醫療/行政同仁之 PHS 低電

磁波之行動電話配給，整合之初各項業務之聯繫相當通暢，

為使本通訊系統之利用範疇能更加廣泛，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另亦規劃建構檢驗危急值通報系統，將傳統需要透過人工方

式通報之工作，利用檢驗資訊系統具備自動判讀之功能，將

檢驗結果屬危急值之異常結果，以簡訊發送元件將此重要而

緊急之資訊以簡訊方式傳送給相關醫療人員，以期及早應

變，提昇醫療服務品質，邁向醫學中心級之醫療照護服務。 

五、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臨床醫療資訊系統開發。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為革新原有醫療資訊系統之限制，俟

於資訊基礎建設以及相關業務急需之資訊系統完成後，進行

後線醫療資訊系統之翻新作業，是繼國內二個醫學中心：長

庚醫院與馬偕醫院之後，第三家進行醫療資訊系統改寫(Re-
Writing)工程之醫院，俾以完成乙套完全開放式架構之資訊 

系統。據參考國外醫療資訊應用成熟之資訊系統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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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以往傳統談論之醫院資訊系統，走向以「角色」與「任

務」為導向之臨床資訊系統，有鑑於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率先規劃以醫療服務者的角色來設計專屬之照護系統，而 

非以醫院作業單元進行分類，俾以提供醫療服務人員最便 

利之系統介面。就需要依照不同臨床醫療專科之需求，進行

全套式之醫令、醫囑、會診、用藥等系統；另從護理照護的

角色而言，就必須規劃出全套之急診檢傷、護理計畫、臨床

護理照護、居家護理等作業內容。 

臨床醫療資訊系統之規劃重點，在於把醫院維運所需之

各項資訊系統服務單元化，並導入流程工具，透過分析醫院

各項服務流程，組合適當之資訊系統服務單元，建構出服務

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如圖 207 所

示，中間層為各種資訊系統服務單元，例如：掛號、醫令、

批價等，透過出版(Publish)介面，提供外界取得服務單元之 

服務組態描述及介接規格。其中，為保持系統的開放性，各

服務單元使用標準的資訊規格(例如： SOAP、WSDL、JCA
等)，資料傳輸規格採用 XML。最上層為彙集服務(Or-
chestrate Services)，依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服務流程(例如：門

診、急診流程等)之規劃，將適當的中間層服務單元銜接，其

技術規格採用 BPEL (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 

此架構的主要優點為系統彈性、整合能力及速度，當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服務流程改變時，可減少修改系統所需諸項成

本；又因採開放式之系統標準，未來整體建置與維護時，減

少因專屬規格而導致無法維護的風險。 

綜合前述，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將引進符合服務導向架構

(SOA)之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及相關產品作為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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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醫療系統之開發平台。如圖 208 所示，底層為資料庫，包含

現行醫療資訊系統(HIS)、臨床醫療資訊系統(HIS II)及後勤行 

政管理系統(ERP)資料庫。中間層為醫療院所服務匯流排

(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透過訊息的溝通、轉換以及訊息

的路徑，ESB 能夠連結不同的服務。上層為應用程式伺服器，

為未來臨床醫療系統之執行環境。有關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未來

系統開發架構詳述如下： 

一、 從元件化的醫療服務流程設計著手。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將定義各項醫療服務流程的獨立元

件。每個元件都是一個由人員、技術及資源組成的邏輯單 

圖 207 臨床醫療資訊系統之服務導向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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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備獨立

運作的能力，

可提供特定的

功能。這些元

件的介面都有

清楚的定義，

每個元件都能

接 受 資 料 輸

入、處理相關

工作並將結果

傳送到其他元

件。將一個流

程拆解成不同

的元件有幾項

優點： 

(一) 促進元件的重複使用：應用於某個服務流程的元件也

適用於另一個服務流程。例如：「批價計算」是一個可

以廣泛使用於例如：「門診」、「急診」等其他醫療服

務流程的元件。 

(二) 提供彈性及元件化重組空間：由於一個商業流程是由

許多元件組合而成，透過增加或移除元件，抑或是改變

元件連結的方式，即可完成商業流程的改變；而元件本

身並不一定要修改。 

(三) 降低重複率：如果某個醫療服務流程中的元件與另一

個商業流程中的元件在功能上類似，也許這兩個元件可

以合併成單一元件，並為兩個流程所使用，如此，可大

圖 208 臨床醫療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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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降低行政、維護及管理的成本，更可減少軟體開發及

硬體成本。 

(四) 釐清責任歸屬：現今醫療業務中多數服務流程都橫跨

許多部門。因此，若流程出現問題，很難要求某個特定

單位負起責任，或甚至找出失敗的問題點。透過一個元

件化的 SOA 模型，每個元件都能有各自的歸屬部門，並

由其負責維護該元件運作正常所需之基本資料。 

二、 以服務為導向之醫療服務流程元件。 

一旦建立了元件後，下個步驟就是將元件包裝成服務，

提供給需要的對象使用，而使用的對象可以是人員，也可以

是其他元件。而服務產生的順序可以是先進行服務，再定義

其介面；或先定義服務介面，再執行服務。無論是哪一種順

序，介面及服務都必須在應用伺服器的環境中執行。接下 

來，就可以透過應用伺服器存取例如：資料庫、PACS 系統 

或其他服務及應用程式。 

然而，Web Services 並不是將元件化身為服務的唯一方

式，一個具備開放性的整合平台，也能達到此目標。全面性

SOA 模型可讓新的應用程式不需將資源轉換成 Web Ser-
vices，即可重複利用既有資源。諸如 EJBs、Message Driven 
Beans (MDBs)、Java Class、CICS 等任何資訊科技元件，都可

化身為一個 Web 介面(WSDL)，並成為一項服務。 

三、 連結服務與醫療院所服務匯流排。 

下一步就是透過醫療院所服務匯流排(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連結不同的服務。透過訊息的溝通、轉換以及訊息

的路徑，ESB 能夠連結不同的服務。因此要穩健的建置 

SOA，功能強大的 ESB 是絕對必要的，其主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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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連線：無論應用程式的平台及地點為何，ESB 都能夠 

連接各個應用程式，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傳遞並處理大量

的訊息。 

(二) 訊息轉換： ESB 能夠轉換訊息的格式，讓不同應用程 

式間的訊息能輕易地被彼此解讀。 

(三) 訊息路徑的排定：訊息發送的路徑應該以規則為準，而

非以應用邏輯為準。排定路徑的機制應該要能很快的適

應迅速變化的商業需求。一個應用程式可以發出一個不

含任何目標資料的訊息。ESB 能夠依訊息內容排定訊息

路徑。因此，當醫療服務流程需求改變，僅須藉由修改

排定路徑的機制即可，應用程式不須隨之更改。 

(四) 傳送協定的轉換： ESB 應該要能夠轉換訊息，在接收 

來自發送方的訊息後，能以另一種協定方式傳送至接 

收方。這種轉換不僅是支援 SOAP/HTTP 等 Web Ser-
vices 協定，也同時支援其他例如： TCP/IP 多點廣播及

SCADA 等傳送協定。 

四、 利用服務整合架構連結各項服務。 

建置最後階段為透過彈性的服務整合架構，結合成多元

的服務。此架構可以建構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幾項重要系統開

發目標： 

(一) 醫病客戶關係入口網站：以入口網站及協同作業工具

提高人員整合的效率。入口網站代表一個整合的介面，

使用者(包含醫師、病患及院內同仁)可以藉此與許多應

用程式互動，諸如個人健康管理、健康討論區、預約掛

號等功能都是必備的。 

(二) 醫療流程整合(Process Integration)：在 SOA 中，服務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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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由許多元件所組成。各項服務可藉由此服務整合架

構，處理優先順序、呼叫服務並傳遞及接收正確訊息。

而這些同步傳訊、訊息轉換及訊息路徑排定等程序整合

方的呼叫動作都可以由 ESB 居中協調。 

(三) 資訊整合(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OA 的重要功能之

一即是能完整地整合並存取來自異質環境的資料。中介

軟體必須提供資訊整合的能力才能持續地檢視不同的

資料來源。例如：若某位病患想要以單一系統服務存取

歷次位於 Sybase 資料庫的掛號資料、位於 SQL 伺服器 

的健康講座資料、以 XML 儲存的門診收據資料，透過 

此架構將可具體實現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臨床醫療資訊

系統之目標完成資訊整合。 

(四) 建構共通資料庫(Common Database)： 

為能整合各院區現有作業環境開發外來之各項資訊系

統，過去在開發過程中經常發生同性質資料，其資料格式、

資料正確性乃至資料完整性有不一致的問題，例如：許多不

同時期開發之應用系統包含人員基本資料檔，其職等職級

欄、所屬單位等資料並不相同，甚至資料筆數亦有差異；資

料片段分散於各應用系統亦為問題之一，例如：教學研究部

收集同仁之臨床教職紀錄，並無記載於人力資源管理系統。

上述問題多可歸因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為異質系統之聯合，

然而此類問題不斷浮現，因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必須建置 

一標準化之共通資料庫(Common Database)如圖 209，整合 

各應用系統所需之資料欄位，並設計可並容於現有系統及 

新開發系統之資料存取方法。 

共通資料庫內容為普及性高之資料，例如：人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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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病患基本檔、疾病分類代碼、醫令檔等，並設計資料維

護系統，依內容與業務職掌分類其維護權責，例如：人員基

本資料檔由人事單位管理、醫令檔由醫事單位管理。 

新開發之應用系統透過資料存取元件存取共通資料庫，

對於既有系統或委外系統，為避免大幅修改其系統，採取以

資訊交換平台轉置資料進入其資料庫的方式，以維持資料的

一致性與完整性。因此，共通資料庫之建置，將可為未來之

資訊系統建立標準化之開發標準，亦可達成資料維護專責化

圖 209 共通資料庫(Common Database)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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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料共享的目標。 

由於系統架構龐大，必須面對新舊系統在開發初期並存

之現狀，臨床醫療資訊系統之開發，首要任務即是由核心作

業部分進行更新，且透過 SOA 的設計架構，讓新系統之資訊

存取能夠定義成為標準介接元件，透過新舊系統介接元件之

設計，讓原有系統可接取新系統所產生之交易資訊，並依照

其內部應有之流程進行後續之資料運用，讓新舊系統並存避

免資料不一致之情形發生。 

綜合前述之規劃，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是採「服務導向」、

「流程導向」作為系統主軸，並以符合國際標準之醫療產業通

訊規範 HL7 V3 為主要系統溝通語言，開發具有世界觀之新世

代醫療資訊系統。玆將系統架構之細部藍圖規劃說明於後。如

圖 210 所示，區分為應用系統(Application)、醫療交易平台

(Health Transaction Base)與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三個層次。

其中，醫療交易平台為核心架構，以 HL7 之參考資訊模型

(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RIM)將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之醫療

業務流程予以塑模，並從中萃取出應用面所需之交易服務。 

玆舉例如圖 211，為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門診服務流程規 

1 住院管理系統 

2 護理站管理系統 

3 檢驗管理系統 

4 放射線管理系統 

5 影像儲存管理系統 

6 血庫管理系統 

7 開刀房管理系統 

8 藥品管理系統 

9 衛材管理系統 

10 疾病分析系統 

11 病歷管理系統 

12 護理計畫系統 

13 營養管理系統 

14 長期照護系統 

15 院內感染控制系統 

16 醫學研究統計系統 

17 病理管理系統 

18 語音掛號系統與各院區

自動掛號機 

表 33 臨床醫療系統所需介接之系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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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包含掛號、診間、批價、檢驗檢查、領藥、預約住院等。

開發團隊依流程分析出適當的 RMIM (Refined Message Infor-
mation  Model)之組合，並彙總設計所需之服務(Services)。
RMIM、Service 服務項目與前端使用者功能介面(例如：診間 

醫令)息息相關，例如： Create Encounter Event...等，並訂定各 

項服務之設計規格，包含 Web Service 及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圖 210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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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等。至此可與前端使用

者介面及系統操作流程結合，依照系統分析、設計規格予以開

發實作。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已構築出臨床醫療資訊

系統之整體架構，延續

其主軸設計，初期將以

住院流程及醫療輔助業

務流程為開發範圍，包

含營養膳食、床位管理 

、檢驗檢查、衛藥材供 

給等服務，如圖 212 所

示。其中，後勤支援屬

ERP 之範疇(例如：庫存

管理)；醫療業務支援(例如： LIS、PACS 及 EKG 等)範圍均為

醫療院所必要之活動。至 2008 年底止，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應 

完成臨床醫療資訊系統之佈局如圖 212。 

圖 211 門診流程示意圖 

圖 212 2008 年度臨床醫療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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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針對新舊系統置換策略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舊有之醫療資訊系統為內部偶合度高，

且技術規格較封閉之客製系統，歷經多年發展，其複雜度與維

護困難度均高，系統轉移亦非一蹴可及。綜合上述，台北市立

聯合醫院將採用階段式之系統置換策略，如圖 213 所示。透過

資訊交換平台及介接介面之開發，使新舊系統之業務流程與營

運資料得以介接整合，並於置換工作完成前，維持舊系統之正

常運作。ERP 系統改變傳統醫療資訊系統規劃方式，將前端之

醫療作業系統與後勤支援系統予以區隔，並保留前、後端系統

之資料介接端口與整合彈性。各項系統功能之提供採用以服務 

(Service)為基礎之開發方式，藉由服務導向架構(SOA)之導入，

提昇系統服務之再利用性，並可因應未來醫療院所流程變更

時，給予系統調整彈性。 

圖 213 新舊系統置換之策略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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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之橫軸為時間軸，以年度區分。在不中斷系統營運

的前提下，舊醫療資訊系統將隨時間逐漸替換為新系統，而新

系統將以 HL7 V3 為設計核心，以醫療流程為單元，導入台北 

市立聯合醫院成為新世代臨床醫療資訊系統如圖 214 所示。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訊系統整合之經營效益 

一、 資訊基礎環境建置及改善效益： 

(一) 提昇院際資訊交換頻寬，跨院資訊傳遞無障礙。 

(二) 院區網路效能提昇，強化資訊系統運作之穩定度。 

(三) 建立中央聯合資訊機房(圖 215~圖 217)。 

聯合醫院資訊室以不增加編制員額為原則，完成資訊整

合。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原各系統大多雖採行委外建置，為能

有效掌握各項資訊管理技術，聯合醫院現皆改以「技術合作 

」方式與委外廠商進行技術轉移，由聯合醫院資訊同仁參予

委外廠商共同建置與開發，並於結案後接手後續維護，撙節

圖 214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整體資訊系統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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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護成本。除可降低獨立研發之風險減少人力負荷，更

可學習各家廠商之實作技術核心。集中各院區重要主機設備

後，高階資訊管理人員不需重複配置於各院區，每年約可撙

節人力資源成本數千萬元。 

(四) 提昇網路效能，運用網路管理機制與強化防駭入侵能

力。(圖 218~圖 221)。 

(五) 升級同仁電腦等級縮短不必要之等待與當機回復時間。 

(六) 視訊會議或教育訓練普及運用，節省人員院區往返時

間，加速共識形成。 

1. 電子會議室。 

圖 215 中央資訊機房機櫃 

2007/11/28 TCH 44© 2006 臺北市立聯合醫院44

圖 216 中央機房配線架 圖 217 中央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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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院際網路架構圖 

圖 219 中央控制室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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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全院網路拓墣圖 

圖 221 網路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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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無紙化作業，建置電子會議系統，所有會議資料

均放置於該系統，未能及時參與會議之同仁，亦可上網閱讀

相關會議資料。可節流成本，並建構資料庫。每年可節省近

千萬元。 

2. 電子教室。 

電子化教學，節流成本，方便同仁學習。每年可撙節支

出近千萬元。 

(七) 設備暨系統架構集中重整，資料存取效能提昇。 

(八) 無線網路運用加速行動醫療推展。 

(九) 異地備援規劃，降低資料毀損風險。 

二、 系統管理平台建置效益： 

(一) 建立共通資訊交換標準，跨系統資訊界接與後續開發不

必受限。 

(二) 建立完善網路暨系統監控機制，及早發現問題並予回

應。 

(三) 強化帳號、權限、與憑證管理，落實資訊安全維護政策。 

(四) 建構標準應用程式管理系統，提供未來系統開發之重要

平台。 

(五) 建構穩定磁碟陣列系統，減輕伺服主機負荷並提高資料

存取效能。 

三、 臨床醫療資訊系統開發效益： 

(一) 有效整合後勤行政管理作業，減少人工處理時間提高資

料正確性，並邁向無紙化之行政作業流程。 

(二) 有效集中管理人員出缺勤狀況，並自動分析差勤管理狀

況。 

(三) 提高健康檢查報告之品質與大幅縮短報告製作時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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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人力並增加顧客滿意度，提高競爭力，報告時間由七

天縮短為一天。 

(四) 提供整合式、高

穩定度之網路掛

號系統，提高為

民服務之品質。 

(五) 有效整合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暨所

屬院區病患就醫

相關資料，建立

完整參考資料，

俾利醫師診斷與

參考。 

(六) 提供全圖形化之

新一代醫療資訊

系統，提高作業

效率與使用者之

滿意度(圖 222~
圖 223)。 

(七) 以醫師專科為導

向之醫院資訊系統，增加系統操作之親和性。 

(八) 落實行動醫療之先期推動目標，發揮新時代科技為醫療

工作者帶來之具體效益。 

(九) 建置醫藥分業資訊網。 

方便社區藥局查詢各項訊息，提供社區藥局學習及再 

教育管道。是醫院與社區藥局及樂師公會之重要橋樑。 

圖 222 圖形化醫療資訊系統(a) 

圖 223 圖形化醫療資訊系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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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RP 資訊系統之建置。 

將醫院內部

的流程與資訊系

統徹底整合予以

標 準 化 與 資 訊

化，可以簡化無

效率、極複雜的

流程，建置整合

式 之 後 勤 支 援

系統，不但可以

提 高 醫 院 的 績

效水準，並可提

供內控之機制。

完 成 後 可 大 量

精簡行政人力，

提昇行政效率。 

(十一)主管決策

支援資訊

系統之建置。 

綜觀國內外經營管理系統發展趨勢，資料倉儲的運用已

成為醫療院所管理必要條件之一，因為醫療院所的資料相當

複雜且繁多，而且這些資料對醫院管理經營、醫療研究均有

相當程度之價值。因此聯合醫院提出「主管決策支援資訊系

統(EIS)」規劃構想，希望藉此達成整合性的資料管控與未來

分析運用效果，以做為醫院整體發展管理的重要依據。 

主管決策支援資訊系統(EIS)規劃三大構面指標，包含 

圖 224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導入的 ERP 系統模組 

圖 225 廠商詢報價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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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服務量管理、財務管理，並優先上線 50 項指標，

掛至內網供各科室及衛生局主管單位上網查詢分析，可協助

主管迅速取得管理所需的資料、圖表及異常狀況報告，並獲

得關鍵因素的醫療院所內部及外部的資訊服務，提供所需 

之管理規劃、監控與分析過程的決策資訊。 

(十二)健康中心網路系統連結院本部。 

提供院外門診部門及健康服務中心使用聯合醫院 HIS
系統，提供完善之病患照護服務，提昇為民服務之水準。市

議會及市政府之門診亦有連結。 

(十三)建立聯合醫院醫護同仁教育訓練「活動與報名網路報

名系統」。 

簡化報名及相關作業流程，可依個人意願增修相關資

料，自主管理，讓每人清楚活動之排程、時限、剩餘名額、

及課程受歡迎程度之人氣指數，可直接線上列印簽到單作為

人數統計及課後終身學習時數認證之參考。 

(十四)創造醫護同仁 e-Learning 之教學環境。 

教育訓練教材電子化，學員可自由下載，讓三班護理人

員無時空限制，可隨時擷取資料，例如：專科護理師 160 小

時及新進人員訓練 24 小時之教材。 

(十五)創造聯合醫院護理部「護訊天使頻道」網路電子化。 

護理人員可隨時上網瀏覽，節省紙本之成本，並可隨時

加入新資訊，讓同仁享受最新知之權利。 

(十六)藥品電子處方集。 

設置於內部網路，提供醫師藥品資訊搜尋功能，例如：

成份名、商品名、外觀、健保價等藥品詳細內容。 

(十七)「醫藥找查」資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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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聯合醫院網站，內容有藥委會專欄(用藥政策、 

藥品新進、刪除、緊急或特殊用藥之管理辦法等)、藥事活動

及用藥指導單張等，方便查詢各項訊息，提供學習及再教育

管道。 

(十八)全國首創之聯合檢驗中心(Central Laboratory)與檢驗

資訊系統之開發。 

1. 透過結合自動化檢驗作業系統(Laboratory Automation 
System, LAS)與檢驗資訊系統完成全自動化檢驗作業系

統(Total Laboratory Automation, TLA)。 

2. 精簡檢驗部門人力達 15%以上。 

3. 試劑與耗材因單一品牌集中採購檢驗，節省採購檢驗試

劑成本達 25%以上。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訊系統整合之社會效益 

一、 創置離島與偏遠地區醫院診療資訊平台，推動遠距電子

化醫療。 

(一)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與連江縣立醫院建立遠距醫療平台，

已完成連江縣立醫院、北竿衛生所醫療系統連線作業。 

(二) 可透過醫療整合系統，直接在馬祖看診、回診，不需定

期往返台北-馬祖，馬祖醫師如需諮詢病患於台北住院 

時的主治醫師，也可使用醫療整合系統，同步討論病患

之病情。 

(三) 提昇馬祖病患就醫可近性及提昇醫療服務品質。 

(四) 將馬祖縣立醫院病患資料存入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料

庫，以後在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的電腦資訊系統可調閱相

關病歷資料，達成家戶健康管理之目的。 

(五) 減輕民眾負擔，直接效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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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眾可於馬祖就診、台北住院： 

民眾在馬祖接受門(急)診診斷後，醫師認為需轉送台 

北，當地醫師可直接開立「轉診、轉檢單」，同時安排檢查

時間，病患只要持「轉診、轉檢單」在指定時間到台北，可

以「立即」辦理住院、診療、檢查，不需浪費時間掛號等候。 

2. 民眾可於台北住院、馬祖探病。 

馬祖民眾在台北住院時，馬祖親友想探病又不方便時，

可經由縣立醫院醫師透過電子病歷系統調閱相關病患「即時

資訊」，例如：病歷摘要、X 光檢查、檢驗室檢查、手術紀

錄等，向親友說明病情，節省探病往返時間及交通費用。病

人同時由台北專職病房護理人員照護，不需馬祖親友往返照

顧。 

3. 民眾可於台北就診、馬祖回診(或領藥)： 

可透過遠距醫療系統，直接在馬祖回診，或於連江縣立

醫院領藥，不需定期往返台北馬祖間，馬祖醫師如需諮詢病

患於台北住院時的主治醫師，也可使用遠距醫療系統，同步

討論病患之病情。預估可幫民眾節省時間、交通費用。 

4. 民眾可於馬祖檢查、台北診斷。 

(1) 民眾於馬祖所做的各項檢查，如需專科醫師判讀，可

經由醫療資訊系統之連結，查詢相關檢查報告，並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專科醫師判讀與診斷數分鐘後就

可取得報告。病患病情便於追蹤，不會因為時空降低

醫療品質。連江縣立醫院將數位化之 X 光片儲存在台

北市立聯合醫院 PACS，不必另行建置，節省 PACS 

建置與節省儲存 X 光片之建置成本近千萬元。 

(2) 無片化之 X 光作業，可節省 X 光片的成本。X 光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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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成本約為 35 元，數位化後數位資料每片只需二至 

五元。每年可節省近百萬元。 

(3) 提昇環境保護，不需顯影劑及建設廢污水處理。 

(4) 節省調片之人工及時間。 

5. 以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電子病歷之模式與經驗，馬祖地區

民眾醫療費用支出一年將可減少近千萬元。 

(六) 全國首創基層診所診療資訊平台之整合。 

1. 將資訊分享至基層診所，嘉惠民眾，提昇基層診斷之醫

療品質與醫療素質。 

2. 至 2006 年底，已有 318 位診所醫師加入，並完成連結，

對我國公共衛生工作之擴展有深遠之影響。 

3. 減輕人民醫療費用自付額負擔。 

如果資訊整合平台之概念實施於台北市，理論上台北市

醫學中心 2004 年服務量計為 1,180 萬人次，如有 7%回到診 

所就醫(依據 2005 年 7 月健保局推動轉診制度之初估)，則有

近 83 萬人次可回到基層診所就診。就健保制度而言，基層 

診所就醫與醫學中心就醫民眾之負擔差額為 410 元(部分負

擔差額 360 元 50 元=310 元；掛號費差額 150 元 50 元=100
元)，即每人每次可節省 410 元。每年本系統共可減少民眾負

擔三億四千萬元。台北市區域醫院 2004 年服務量計為 1,194
萬人次，如有有 7%回到診所就醫(依據 2005 年 7 月健保局 

推動轉診制度之初估)，則有近 84 萬人次可回到基層診所就

診。就健保制度而言，基層就診與區域醫院就診民眾之負擔

差額為 240 元(部分負擔差額 240 元 50 元=190 元；掛號費差

額 100 元 50 元=50 元)，即每人每次可節省 240 元。每年民 

眾可以減少醫療費用支出約二億元，兩者相加，更可節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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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負擔約五億四千萬元。另假設轉診病患有 50%需拷貝 CT、

MRI、X 光片，因推動基層醫療資訊平台，將可替民眾節省

可節省其拷貝費用約二億元。 

(七) 創置銀行式之醫療資訊提存觀念－建置 HIS、PACS、 

LIS 及 RIS 等各類聯合醫院共同資訊系統平台。 

1. 可以減少重複就診、重複檢查與重複用藥之問題。 

2. 醫院內部溝通與工作推展更有效率，有效強化管理機

制，建置 HIS、PACS、LIS 及 RIS 等各類聯合醫院共同

資訊系統平台，共同開發、相互支援達精省人力、時間 

、空間、成本的最大效益。除醫院內部外，將與健康中

心網路系統連結，提供院外門診部及健康服務中心使用

HIS。 

(八) 網路重整暨設備擴充。 

重新建置各院區骨幹光纖網路及使用者端網路端點，並

配合後續院區各無線網路之規劃，以提昇高穩定、效能及安

全的網路，以利醫療業務穩定，並減少成本重複投資造成之

浪費，提供民眾更穩定及便捷網路服務。 

(九) 利用資訊平台的建置推動電子化行動醫療，照護弱勢族

群。 

1. 照護社區養護機構內住民，與各院區轄區內的養護機構

有雙向的轉診機能，提供可近性、全面性、完整性的醫

療照護。 

2. 提供專業的醫護人力直接到機構內，為機構住民直接提

供實質的醫療診治照護，使這些相對弱勢的族群也能分

享到真正的醫療資源。 

3. 與十家政府立案之養護機構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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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月服務可達 150 人次。 

(十) 建立資訊平台，推動醫藥分業政策，大量釋出慢性病連

續處方箋，並提供送藥到府之服務。 

1. 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門診藥局前設置慢箋釋出諮詢站，

向民眾宣導慢箋釋出的好處。藥師公會成立慢箋團隊，

與衛生主管機關、市立醫院共同建立處方釋出標準流

程。 

2. 架設網路資訊系統，建立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與社區藥局

之共用資訊平台；另外也設計統一藥袋列印內容，輔導

社區藥局轉型為旗艦藥局，合作藥局超過 500 家。 

3. 每月彙整各院區開立及釋出統計報表加以監督。 

4. 協助旗艦藥局緊急調撥藥品。 

5. 2005 年 1~8 月底止，慢性病連續處方箋開立數為 

121,318 張，較 2004 年同期比較成長 67.81%，慢性病 

連續處方箋釋出率平均 66.62%，釋出量為約 159,548 
張，較 2004 年同期比較成長 303.61%，送藥到府服務 

次數計有 6,276 次，較 2004 年月平均成長 88.76%。 

6.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慢性病連續處方箋全年釋出量可達

300,000 張(25,000 張/月)。 

7. 為台北市民撙節醫藥支出可達六千萬元以上。 

自民國 2004 年 8 月至 12 月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慢性病連續

處方箋釋出率已達 57%。依此比例估算，民眾節省診療費與藥

品部份負擔的費用高達 8,700 萬元，而且也提供 2,000 餘人次 

送藥到宅的服務。而民國 2005 年 1 月到 5 月止，台北市立聯 

合醫院慢箋釋出率更高達 70.73%，釋出張數已超過十萬張(5 
月有 22,155 張)。根據台北市健保社區藥局的反應，有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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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民眾會要求非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的其他醫院開立慢性病

連續處方箋，並且到社區藥局領藥，可見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的

執行策略已成功了一大步。 

一位病患可能到不同診所或醫院看不同科別的醫師，而不

同醫師所開的藥，其他醫師都不知道。因此，該病患是否有重

複用藥，是否用藥有交互作用，而增加用藥的危險性？若病患

都到一家社區藥局調劑，藥師也建立民眾的藥歷檔，則藥師可

整合用藥資訊，而保護病患用藥的安全性，更能達到理想的治

療目標。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已向資訊整合方向邁進，用藥資訊

的整合已然逐步完成，醫藥分業政策在此獲得更實質的效果，

民眾因此將蒙受更重大利益。 

由於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積極推動慢性病處方箋釋出方案

已有重大成效，期望此舉能帶動台北市所有醫院，甚至全國各

醫療院所都能共襄盛舉，共謀民眾福祉。 

美國醫療體系在面臨競爭與經營之壓力下，多以區域聯盟

透過 RHIO 模式，以資訊為媒介加以整合，以提昇其競爭力， 

創造更強的服務效能。台北市有十所醫療院所，經行政組織再

造，整併為一個市立聯合醫院。配合市立醫院整合成為一所市

立聯合醫院之營運需求與特色，資訊系統也需規劃整合，使逐

步達成營運經濟化、服務整體化、資源共享化、管理資訊化、

技術現代化、研究卓越化的目標。為推動各項資訊整合工作，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將現有各項系統進行橫向連結達到異質性

資料庫整合目標；藉由中央聯合資訊機房之建置將各院區之

主機設備集中；透過高速網路將各院區以高速交換機透過光

纖相互連結，達到資訊流的整合；並利用中央聯合機房系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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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心搭配網路流量與系統事件整合管理軟體，監控各院區之

資訊事件，即時掌控異常狀態，即時處理各項問題，達到資訊

交流、資源共享、撙節人力、維護成本，同時達到即時且高可

靠度之資訊管理模式。此一利用資訊整合進行組織再造之模

式，可作為日後其他機構組織整併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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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之架構與網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科技進展快速，公共衛生發 

達，環境衛生提昇，戰爭減少，食品營養受到重視等因素，使

得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

之戰後嬰兒潮世代之健康維

持良好，平均餘命逐漸加長，

老年人口逐漸增加，高齡化社

會已然來臨。伴隨高齡化社會

結構而來的就是老人之健康

與醫療照護問題。近 20 年來，

世界各國紛紛強化其社會福

利與健康醫療照護體系，提供

國民更佳之健康醫療照護，醫

療費用支出也隨著增加。根據

衛生署之統計，各國健康醫療

費用支出逐年增加(表 34)(48)，

對世界各國政府均形成沉重

的負擔，許多國家謀思對策，一方面努力在財務結構上給予健

康醫療照護體系添加資源，另一方面也嘗試對健康醫療照護體

系 提 供 模 式 加 以 改 變，希 望 提 昇「健 康 照 護 供 給 模 式」

(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效率，降低健康醫療費用支出，增 

加人民滿意度。 

資訊科技之快速進展賦予健康醫療照護體系以新生命。九

○年代，各國開始嘗試在醫療院所內將醫療作業資訊化以提昇

經營效率，增加病患安全，降低營運成本；在健康照護體系 

中，將健康醫療資訊透過交換平台加以運用，促進公共衛生，

國家 占率 國家 占率 

美國 15.3 冰島 9.1 

瑞士 11.3 義大利 9.0 

法國 11.1 挪威 8.7 

德國 10.6 西班牙 8.4 

比利時 10.4 英國 8.4 

葡萄牙 10.2 匈牙利 8.3 

奧地利 10.1 芬蘭 8.2 

加拿大 10.0 愛爾蘭 7.5 

丹麥 9.5 盧森堡 7.3 

荷蘭 9.3 捷克 6.8 

紐西蘭 9.3 南韓 6.4 

瑞典 9.2 波蘭 6.2 

希臘 9.1 台灣 6.1 

表 34 2006 年醫療保健支出 GDP 占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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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防疫能力，並進行慢性病防制；在居家照護的模式裡，將

遠距醫療與遠距照護之運用由醫院擴及居家以造福社區。這些

成功的計畫與研究，讓各國政府體認健康醫療照護體系資訊化

之重要性，認真思考藉由「資訊化」營造一個全新的「健康醫

療照護供給模式」以強化國民健康服務體系，降低健康醫療費

用支出，以達成高民眾滿意度之健康醫療照護體系。 

2000 年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
開始推動英國健康醫療體系資訊化工程，提出「國家資訊科技

計畫」(National Program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PfIT)。此 

計畫為期十年，英國政府投資超過 60 億英磅於此計畫中。投資

之項目，包括： 

一、 建置全國性健康醫療資訊體系基礎架構。 

二、 建置全國性電子化醫囑與處方箋系統。 

三、 建置全國性電子化醫療院所約診系統。 

四、 建置整合性健康醫療照護體系。 

也就是希望能在 2010 年前建置一個健康醫療資訊基礎架

構及相關應用系統，提供全英國各地健康醫療照護系統以整合

式病歷紀錄交換服務平台，提昇民眾健康醫療照護品質。 

加拿大政府在 2000 年也開始嘗試以加強健康醫療資訊體

系之基礎建設來提昇健康醫療照護之品質與效率。加拿大健康

醫療體系每年有 4.4 億次檢驗、3.82 億份處方、3.22 億次診所 

就醫(94%是手寫病歷)、350 萬次影像檢查，與 280 萬次的住院

服務量，每一次的服務都涉及紀錄及資訊的交換，但是由於健

康醫療資訊互不流通，導致許多醫療問題之發生。加拿大為單

一健康保險制度，公立健康醫療照護體系每年約有 1,000 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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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以上之支出，由 700 多個醫院與 1,600 長期照護機構提供加 

拿大人民之健康醫療服務。為了要改善醫療費用之巨額負擔，

防止健康保險體系經營不善的問題，加拿大政府於 2000 年成 

立一個獨立的非營利法人組織「Infoway」來加速加拿大全國電

子健康紀錄資訊系統之開發與應用。 

加拿大政府共提供 100~120 億元加幣(約 350 元加幣/人)之

資金用來全面資訊化其健康醫療照護體系，期盼此一系統可 

為加拿大每年帶來 60 億元加幣之投資效益。Infoway 之投資策

略，著重在： 

一、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之基礎架構。 

二、 民眾與醫師之登錄系統(One Patient, One Record)。 

三、 全國性藥品資訊系統。 

四、 全國性影像診斷系統。 

五、 全國性之檢驗資訊系統。 

六、 遠距醫療與居家照護。 

Infoway 推動 EHR 之效率驚人，迄 2008 年已有 254 個計 

畫於加拿大各省實施中(49)。 

2002 年，澳洲也開始 Health Connect 計畫，以近二億澳幣 

之金額，推動電子病歷與其相關交換機制。Health Connect 為 

澳洲政府訂定 EHR 之交換格式、交換標準，以便隨時提供病 

患安全的電子病歷紀錄，方便醫療人員為病患做良好之醫療決

策。Health Connect 在努力完成的工作實際上就是一個全國性 

的電子健康紀錄，讓民眾之健康醫療資訊在嚴格之隱私保障與

資訊安全之防護下被掌握、儲存與交換，藉以提昇病患安全。 

美國雖然是世界公認之超級強國，且其健康醫療支出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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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之 16%，為全球之冠，但是其健康醫療服務與醫療品質並

未獲得人民之贊許。美國之醫療疏失偏多，未保險人口高達

7,000 萬，醫療費用高漲造成美國民意要求改革的呼聲不斷。 

一連串之研究，顯示 EHR 之使用可以改善許多美國現行醫療 

體系之問題，例如： 

一、 波士頓的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結合臨床決

策支援功能，使其用藥錯誤降低 88%，其錯誤率也降低

了 55%。 

二、 鹽湖市的 LDS Hospital ：使用 EHR 後，降低 70%的不 

良藥物事件發生率。 

三、 哥倫比亞 Ohio State University 醫學中心：使用 EHR 後，

平均住院日降低二日、藥局處方處理速度加速二小時，

每位住院病患藥品費用降低約 910 美元。 

四、 紐約 Montefiore 醫學中心：使用 EHR 後，用藥錯誤率 

降低 50%，並加速其藥局處方處理速度二小時。 

五、 印第安納波里 Wishard Memorial Hospital ：使用 EHR
後，平均住院日降低 0.9 日，平均住院費用亦降低約

13%。 

2004 年 4 月，美國總統布希為了要改善美國醫療照護體 

系，宣佈一個為期十年的計畫，也就是要在 2014 年底前，要在

美國廣泛使用電子病歷(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意即無

論病人在全美國哪一家醫院或診所就醫，醫師均可在病人之同

意下，在網路上安全存取病人之個人電子病歷，達到「一個人，

一本病歷」之目標。 

為此，美國政府成立 ONC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ordi-
nator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作為推動 EHR 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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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35)。ONC 主要任務為： 

一、 擔任美國總統及衛生部部長健康醫療資訊計畫顧問。 

二、 發展策略性計畫，以引導所有醫療衛生與健康照護相關

機構實施全國性互通的 EHR。 

三、 協調跨領域的健康資訊計畫經費的使用。 

四、 整合所有相關產業的相關活動以推動健康照護產業之

變革。 

2004 年 7 月，ONC 發佈其施政目標與推動方案，包括： 

一、 推動 EHR 於全國臨床醫師。 

(一) 提出各種激勵措施以鼓勵臨床醫師使用 EHR。 

(二) 訂定 EHR 功能標準，並將各式 EHR 商品加以驗證，以

方便臨床醫師選用。 

(三) 加強 EHR 於偏遠地區之使用，以提昇醫療品質，強化 

服務。 

二、 發展電子病歷－建立「資訊交換標準」，連結並整合醫

療資訊。 

(一) 成立 RHIOs，以電子方式安全存取病患資訊。 

(二) 訂定資訊交換標準，建置 NHIN，並將 RHIOs 加以連 

結，完成「一個人，一本病歷」之目標。 

(三) 規劃 NHIN 之營運模式。 

三、 發展個人化之健康照護模式。 

(一) 開發 PHR 營運模式，鼓勵民眾以 PHR 整理個人相關健 

康資訊。 

(二) 醫療院所資訊透明化，賦予病患充份資訊，病患可為自

己做最有利之醫療決策。 

(三) 推廣遠距醫療服務偏遠地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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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全體人民之健康。 

(一) 建立標準化、一致化與全面化之公共衛生監測系統。 

(二) 建立標準化、一致化與全面化之健康與疫病指標監測系

統。 

(三) 加速實證醫學並加以資訊化，以強化醫療決策支援系統

在臨床上之應用。 

另外，日本、中國大陸、韓國、香港、星加坡與歐盟諸國

在 21 世紀之初也都紛紛開始推動健康醫療體系資訊化，這些 

行動預估在 2010 年前後就可看到成果。 

台北市衛生局在 2003 年底也開始以市立聯合醫院為基礎，

以資訊為工具推動台北市健康醫療體系之再造，希望發展「銀

行式醫療資訊提存」服務之新模式，減少重複就診、重複檢查

與重複用藥之問題。台灣民眾已習慣「在甲銀行存款，在乙銀

行提款」之跨行服務。但是，台灣民眾迄今仍無法享受「在甲

醫院就診，於乙醫院查詢報告及領藥」之便捷服務。「銀行式

之醫療資訊提存」乃是經由醫療資訊平台之整合，分享醫療資

訊，讓民眾可以不受時空之限制，在不同醫療院所得到其個人

所有醫療資訊，如此，可以因醫療資訊共享而減少重複檢查、

重複問診與給藥，同時減少衍生之醫療危險與浪費，可使病人

提昇就醫之安全性。另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也透過無線網路

運用加速推展行動醫療，建構標準管理應用系統與開發電子病

歷系統，一方面可以提高病歷之品質與大幅縮短病歷製作時

間，有效整合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所屬院區病患就醫相關資料，

建立「一個人，一本病歷」，俾利醫師診斷與參考外；另一方

面也可以節省人事成本並增加顧客滿意度，提高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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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為配合衛生署轉診政策，便捷民

眾就醫，鼓勵醫療資源共享及避免患者重複受檢之困擾，開放

與聯合醫院有合約關係的開業醫師進行資訊連線，將已完成之

整合性醫療資訊平台提供給這些社區醫師，以達醫療資源分

享、提昇病患之醫療服務品質與就醫可近性之目標。讓合約醫

師透過共享資訊平台，可直接查詢聯合醫院病患的病歷、檢驗

及醫學影像等相關資料，立即掌握病患病情。如果民眾想瞭解

自己或是親人的病情，不必花費時間、交通費，可就近選擇住

家附近診所看診，立即查詢到病患在聯合醫院所有病歷資料，

並透過醫師的解說，讓病患瞭解自己或親友的病情，不但提供

基層醫師診斷工具、強化基層醫師診斷能力、同時亦可落實健

保轉診制度政策的目標。除此之外，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亦開放

電子期刊與教學研究資料供合約醫師查詢，合約醫師將有更多

學習及再教育管道。在 2005 年年底，台北市已有超過 300 位之

診所醫師加入此一資訊分享平台，對我國基層公共衛生工作之

落實有深遠的影響。不僅如此，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更將市立聯

合醫院、社區診所、社區藥局結合成一個社區醫療網絡以提供

便民服務。此一資訊整合之工程鉅大，在其他城市與國家常需

耗費數年才能得以成功。2004 年 4 月，美國布希總統宣佈在

2014 年底前能達到全國病歷電子化之目標，表示各國在健康 

醫療產業資訊化的目標頗為一致。資訊平台之整合是醫療體系

建立「書同文，車同軌」之開始，也是整個臺北市公共衛生與

醫療體系改革成功之關鍵。 

台灣全民健康保險制度為世界所讚揚。近日，財務負擔沉

重，已面臨危機，適時推動電子病歷與其交換機制，減少醫療

資源之浪費，降低全民健康保險之財務負擔應為有效策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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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石，可以攻玉，加速改革，創造希望，善用「資訊」工具，

改造台灣「健康醫療供給模式」實為台灣政府當務之應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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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健康醫療資訊交換之隱私權與保護病患個人 

    隱私機制 

隱私權，包含健康紀錄的隱私權，是人類公認的基本人權。

在美國，每個人都贊成要保障個人的隱私權，但是保障個人隱

私在健康紀錄的範圍裡是需要承擔成本的。當因為維護個人隱

私限制健康紀錄使用所產生的不便或因之增加額外花費時，各

方支持隱私權的意願則會降低，此時政府就需要扮演積極推動

的角色。一般對電子健康紀錄(EHR)隱私權的認知，只有停留 

在少數不負責任的醫療院所，惡劣員工或駭客的偷窺，盜取個

人資訊等等。實際上健康紀錄的隱私權包含下列四種意涵： 

一、 資訊隱私，是指個人資訊的存取。 

二、 身體隱私，是指對個人本身及空間的侵犯。 

三、 決策隱私，是指政府或第三者干預個人的選擇。 

四、 財產隱私，是指個人財產取得被侵犯。 

「保護病患個人隱私」與「病患擁有隱私權」是一體之兩

面，是指有隱密關係的兩者之間(例如：醫師與病患、神父與告

解者)，將所擁有的資訊揭露出來的情況。為病人保護個人隱 

私，自古希臘名醫希波拉底時期以來，即是醫療倫理的重要原

則。保護病患個人健康資訊隱私，就是指未經病患允許，醫師

不可揭露病患相關資訊。 

醫療資訊保護病患個人隱私雖然保障了病患個人權利，但

有時會與社會所需求之醫療資訊揭露相牴觸。例如：當某些民

眾不願意提供與其相關的敏感性資料(例如：新興傳染病、

HIV、藥物濫用、性病、強暴、癌症、墮胎、家暴，與心理治療

等)時，必需利用這些資料推動公共衛生之行動就會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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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無法彙集這些敏感的個人醫療資訊，某些與人群利益有

關的醫學研究與社會發展將會受到衝擊。因此，在兼顧民眾個

人與社會利益的前提下，保護病患個人隱私問題是建置「國家

健康與醫療資訊系統」重要的議題。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建置大幅提昇民眾健康資訊

之保密性與隱私性。各種資訊技術的發展讓醫療資訊存取的便

利性提高，存取量不斷增加，此時，不當資訊揭露造成的潛在

風險也相對提高。因此除非能找到適切的資訊保護模式，否則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可行性將會持續受到威脅。 

美國健康、醫療照護系統保護病患隱私權有三種方法： 

一、 醫學倫理之約束。 

是保護病患個人隱私是醫學倫理的基本要素，美國醫 

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在其倫理守則

(Code of  Ethics)中即闡明保護個人隱私的重要性，而在 

AMA 後續發佈醫學倫理相關書籍以及各類醫療人員(護理人

員、牙醫師、藥師等)的倫理守則中，亦存在同樣的精神。不

論法律及醫療資訊技術如何發展來保護病患資訊，道德面

上，保護病患個人隱私是對於利用醫療資訊提供相關照護的

專業人員品德及倫理的第一要求。 

二、 法律之規範。 

美國法律對於醫療隱私及保護病患個人隱私的規範僅

散見於聯邦與州政府的法條中，「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課責法

案」(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是保障病患個人隱私最完整的一套法案，但其適用

範圍仍然有限。1996 年美國國會為讓個人健康、醫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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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合法保障，通過「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課責法案」。美國

國會在立法之初設定時限，要求國會本身在該法案通過後，

以三年的時間進行個人健康醫療資訊隱私權保護的相關立

法工作，亦即必須在 1999 年 8 月 21 日以前通過「個人健康

醫療資訊隱私權保護法案」細節。但是由於上述法案無法在

1999 如期完成，這項工作乃由美國國會依所通過之「健康 

保險可攜性和課責法案」授權美國衛生部部長(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HHS)接手制定。美國衛生部完

成後送交美國總統核定，於 2001 年 4 月 14 日布希總統簽署

了「個人可辨識健康資訊隱私標準」(Standards for Privacy of 
Individually Identifiable Health Information)，明訂該項行政命

令將於 2003 年 4 月 12 日開始生效。主管機關為美國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此法律 

為美國在健康資訊領域中第一個全國性法律，在此之前的健

康醫療資訊相關法律，性質上都是屬於州層級的法律。布希

總統簽署的此一行政命令，詳細地規範 HIPAA 實際運作模

式，可將 HIPAA 落實於健康醫療資訊領域中。HIPAA 相關 

執行時程如圖 226(50)。 

HIPAA 明訂「受規範機構」(Cover Entities, CEs)，包括 

健康照護的提供者、健康保險計畫、健康照護資料蒐集中心 

、與健康醫療相關機構有交易關係的商業組織(Business As-
sociates)、律師、會計師、理賠聲明處理人員、帳務管理中心

與資料分析人員。而其所規範的「保護對象」為任何形式之

個人可辨識的健康醫療紀錄，包括：口頭型式、書面型式與

電子型式。HIPAA 保護之具體內涵，包括： 

(一) 取得資訊的權利、使用與揭露資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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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當的資訊處理方式。 

(三) 隱私與安全的政策。 

其規範的重點在於「在個人的需要與社會的需求之間求

取平衡」，要求健康醫療資訊的取得、使用或揭露必須符合

以下原則： 

(一) 除非極為特殊之必要例外，否則資訊揭露應限縮於個人

資料蒐集的原始目的內。 

(二) 其他目的之健康資訊揭露應獲得個人的授權，不可隨意

為之。 

此處針對 HIPAA與健康醫療相關之規範進行簡單介紹。 

(一) HIPAA 交易標準(Transaction Standards)。 

交易標準的規範標的，乃是健康、醫療資訊與給付機構

或個人帳務資訊交換所需的標準形式。 

圖 226 HIPAA 法案各項規範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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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隱私標準(Privacy Standards)。 

1. 適用範圍： 

(1) 各類健康保險計畫。 

(2) 健康照護資料處理中心。 

(3) 用標準電子格式傳遞健康醫療資訊的健康照護提供

者。 

2. 一般性規定(General Rules)： 

(1) 健康醫療資訊只能提供治療、支付或者是健康照護的

執行。 

(2) 健康醫療資訊只能在個人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和揭露

個人健康醫療資訊。 

(3)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雖無個人授權仍可揭露和使用健

康醫療資訊，例如：依法律規定、司法或行政訴訟需

要而揭露資訊。 

3. 因應隱私標準與安全標準產生評鑑標準的修訂。 

2004 年美國醫院評鑑標準業已配合 HIPAA 的內容進行

修訂，明訂「應維護資訊的隱私性和機能性」以及「應維護

資訊安全，包括資料完整性」。同時，在評鑑標準中也提及

病患隱私的保護應加以訓練，並在相關政策進行更新時，適

切且持續的與相關員工進行溝通。 

4. 隱私與安全規則的訓練。 

(1) 受訓對象。 

HIPAA 的隱私規則定義「工作人員」(Work Force)為「所

有受規範機構轄治，並且其業務行為是因受規範機構所為之

人員，無論是否自受規範機構得到報酬」，例如：所有工作

人員、新進員工與志工等。受規範的機構必須依據「組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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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運作」、「使用健康醫療資訊的情形」、「遵從法規的

風險責任」與「依契約關係而使用健康醫療資訊」等的變動

情形，定義受訓對象，特別要找出一般認定受訓人員以外的

相關人員，包括：兼職人員、約聘人員、臨時工、醫療院所

總院與分院所有員工、管理人員、董事會成員、醫師(含策略

聯盟組織、一般診所及遠距合作醫師)、教育人員、實見習學

生、研究人員及維修人員等。 

(2) 訓練負責人員。 

「受規範機構」應清楚定義訓練負責人員的職責，而該

人員應規劃完整的訓練時程表並持續的執行相關的訓練，須

要考量下列幾點： 

A. 當前「受規範機構」擁有哪些稱職的培訓人員。 

B. 「受規範機構」應組成 HIPAA 執行監督團隊(Over-
sight Team)。 

C. 隱私負責主管(Privacy Officer)與安全負責主管(Se-
curity Officer)的職務與功能應緊密結合以促進訓練的

一致與協調。 

D. 明確定義人力資源部門的角色，特別是在對新進員工

安排的一般性訓練中，負責進行隱私及安全規則之訓

練單位。 

E. 若「受規範機構」已決定某種訓練方式，明定關鍵人 

員以輔導訓練人員培訓。 

F. 管理人員的角色應明確定義，對其單位內的一般或特

殊職務訓練工作訓練權責應明確劃分。 

G. 「受規範機構」應在進行各部門及功能小組之訓練時，

設置各部門窗口的負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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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受規範機構」在進行相關訓練時，應考量聘請訓練 

之專家顧問並明訂其工作權責。 

(3) 訓練內涵。 

「受規範機構」訂定隱私訓練計畫應針對其內受保護的

健康資訊相關政策法規與程序。而對安全性規則，則應包含

下列四項作為： 

A. 定期性的安全更新。 

B. 明訂防衛、偵測及回報惡意軟體的程序。 

C. 明訂監控登入企圖及回報登入失敗的程序。 

D. 明訂有關密碼新增、改變、防護的程序。 

(4) 訓練需求。 

醫療院所應設計符合自身需求以及依職位特性區分之

訓練，HIPAA 相關的差異與風險分析都是有用的參考資料。

然而單一訓練顯然不適用於所有人員，因此可將訓練分為 

不同等級。例如：第一級訓練為共通教育及議題訓練；第 

二級訓練為不同領域與職類工作特定要素相關訓練；第三

級則是針對訓練及管理本身之相關訓練(表 35、表 36)。 

(三) 最低限度的資訊使用與揭露。 

是針對治療、給付和健康照護執行作為的同意，但有三

種情況例外： 

1. 緊急就醫。 

2. 法律規定為必須。 

3. 有語言溝通障礙，而醫療提供者推定病患有接受診療的

需求。 

此類「同意」所需具備的標準作業模式要求如下： 

1. 必須以簡明易懂的語言製作成書面，以作為標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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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 

等級 
隱私議題 

所

有

員

工 

約

聘

人

員 

志

工 

實

見

習

學

生 

新

進

員

工 

經

營

分

析

人

員 

管

理

人

員 

第一級 

共通性

訓練 

一般性機密 ● ● ● ● ● ● ● 

訓練規範 ● ● ● ● ● ● ● 

一般性病人權利 ● ● ● ● ● ● ● 

通報已知或調查中的違規案件 ● ● ● ● ● ● ● 

懲處辦法 ● ● ● ● ● ● ● 

電子郵件 ● ● ● ● ● ● ● 

傳真 ● ● ● ● ● ● ● 

申訴 ● ● ● ● ● ● ● 

第二級 

不同領

域、職

類必要 

特殊紀錄管理 ● ● ● ● ● ● ● 

相關法規           ● ● 

同意書及相關除外條款與情形           ● ● 

心理治療紀錄           ● ● 

使用與揭露授權許可           ● ● 

病人權利           ● ● 

傳票、法院命令           ● ● 

複製費用           ● ● 

第三級 

訓練及 

管理 

部門隱私及安全訓練             ● 

角色與職位的評定             ● 

訓練計畫的評估             ● 

對策修訂程序             ● 

懲處辦法             ● 

表 35 醫療院所中不同類別隱私訓練計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73  

 

2. 必須有明確告知個人有關健康醫療資訊會被使用或揭

露之作業標準，以作為診療、給付或健康照護之用途。 

3. 病患應充份瞭解相關資訊隱私權保護規定，在簽署同意

書之前，病患有權審閱相關之文件並充份瞭解其內容。 

4. 告知病患相關文件有修訂之可能，並讓病患知道取得最

新版本告知文件之方法與途徑。 

5. 向病患說明其可要求醫療機構在診療、給付或健康照護

表 36 醫療院所中不同類別安全訓練計畫 

訓練 

等級 
安全議題 

所

有

員

工 

約

聘

人

員 

志

工 

實

見

習

學

生 

新

進

員

工 

經

營

分

析

人

員 

管

理

人

員 

第一級 

共通性訓練 

一般性安全政策 ● ● ● ● ● ● ● 

實體及電腦工作站的安全防護 ● ● ● ● ● ● ● 

定期性安全提示 ● ● ● ● ● ● ● 

病毒防護 ● ● ● ● ● ● ● 

系統登入監控的重要性 ● ● ● ● ● ● ● 

密碼管理 ● ● ● ● ● ● ● 

稽核 ● ● ● ● ● ● ● 

第二級 

不同領域、

職類必要 

部門安全程序 ● ● ● ● ● ● ● 

軟體訓練 ● ● ● ● ● ● ● 

稽核追蹤           ● ● 

第三級 

訓練及管理 

監控程序             ● 

角色持續自覺性訓練             ● 

隱私及安全系統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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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下使用或揭露個人資訊時，應該受到某些限制。醫

療機構一旦同意接受該限制，就必須遵守規定。 

6. 向病患說明病患擁有撤回同意的權利，但必須以書面方

式為之。 

7. 病患必須以親自簽名並以加註日期的方式完成「同意」

之手續。 

(四) 個人的授權(Individual Authorization)。 

前揭提及之「同意」，是指在診療、支付或健康照護目

的下所要求的當事人意見表示。若是基於其他非屬管制措 

施規範的目的(例如：醫療行銷、聘僱關係建立的決定、心理

治療紀錄…等)，則必須獲得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授權。 

(五) 病患要有機會表達反對他人或機構利用或揭露其健康

與醫療資訊之立場。 

病患應該要被賦予反對他人或機構利用或揭露其醫療

與健康資訊行為的機會，包括： 

1. 病患有「選擇退出」病歷資料索引目錄的權利，只有在

病患表示「不反對」時，才可以揭露個人健康、醫療資

訊。 

2. 病患可以反對揭露其個人健康、醫療資訊給某些可能參

與醫療流程的人。只有在病患已被明確告知其具有這項

反對的權利且病患表示「不反對」時，方可揭露或使用

其健康、醫療資訊。 

(六) 其他可資允許的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1. 法律所要求的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2. 公共衛生目的所為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3. 察查虐待、過失或家庭暴力等相關犯罪所需之健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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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資訊揭露。 

4. 監督健康照護體系機關業務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

露。 

5. 司法程序與行政程序層面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6. 基於執法目的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有時，基於執法目的，可不經當事人同意揭露個人健康

醫療資訊，構成揭露健康、醫療資訊的例外，主要之項目，

包含以下數項： 

(1) 法律要求的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2) 法院的命令與行政要求的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3) 所在位置之資訊。 

(4) 犯罪被害人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5) 基於執法機關之需要，已過世者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6) 營業場所犯罪的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7) 緊急情況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7. 與犯罪偵察相關所需之已過世者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8. 器官捐贈推動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9. 研究、教學目的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10. 避免大眾健康或安全威脅所需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11. 為某些特定政府需要之健康、醫療資訊揭露。 

(七) 「去除辨識可能性」(De-Identified)的資訊。 

只要無法從資料本身看出其所屬個人之身分的健康醫

療資訊，不受個人健康醫療資訊隱私保護標準的規範。 

(八) 個人受 HIPAA 保護的權利，包括： 

1. 健康、醫療資訊處理的告知。 

2. 要求加諸使用健康、醫療資訊限制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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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享有機密通訊的權利。 

4. 病患取得其個人健康、醫療資訊的權利。 

5. 病患個人有檢查、修改其個人健康、醫療資訊的權利。 

6. 病患具有決定揭露健康、醫療資訊多寡的權利。 

三、 行政的要求。 

每個醫療機構都應設置一個以保護隱私權為目的之專

責單位，以訂定並推動保護隱私權所需的相關程序和政策。

規劃對該機構內所有人員提供隱私權保護的專業訓練課程，

即使是志工與外包人員亦含括在內。各醫療機構亦需研議各

種有效機制，確保個人健康醫療資訊的安全性；醫療機構 

必須設有專責單位，負責受理有關病患隱私權受侵犯的申 

訴案件。對於未能遵守法規保障病患隱私之醫護或行政人

員，該機構必須依 HIPAA 之規範對相關人員加以懲戒。健 

康醫療機構必須盡量減低未經授權之資訊使用或揭露以減

少為病患所帶來的傷害。健康醫療機構必須訂定考核機制要

求員工確實執行所制定的病患隱私權保護相關政策和程序，

以確保行政與醫療相關人員確實遵守健康醫療資訊揭露或

使用的相關程序。 

除了上述三種機制保護個人健康醫療資訊隱私外，長久以

來，醫療院所使用紙本病歷為醫療資訊保存型式是醫療院所得

以保護病患個人隱私的重要因素。實際面上，個人紙本醫療資

訊散佈於醫院內各個不同地點，例如：急診室、手術室、診間、

病房、醫師辦公室、研究室、未完成病歷室、檢驗室及其他不

同處所中，因此根本不可能完整的找到或彙集所有個別病患 

的全部醫療紀錄。也正因為這些紀錄不易被整合，對於某些病

患較敏感資料會產生非直接性的保護效果。不過，這項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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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不良」而產生的保護機制已隨著現代化之「健康醫療資訊系

統」的建置而消失。 

一個注重保護病患個人隱私的病歷系統應讓病患個人在

其病歷資料的使用及揭露的決定上扮演更主動的角色。為能符

合病患各種不同的需求，系統應要能具有彈性；但是如果病患

對其病歷內容的控制權過多，亦有可能造成無法在醫療照護過

程中提供充足的資訊給醫護人員以利診斷與治療。因此，應充

份的認知到病患擁有病歷各方面的選擇權並非指病患對病歷

資料可做無限制的控制。整合性之「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

的一、參加權；二、個人資訊控制權；三、社會大眾權益相衝

突時健康資訊揭露權是現今美國社會討論之熱門議題。 

一、 參加「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權利。 

選擇加入「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使用行列是病患

之基本權利，健康資訊系統設計模式之討論常常環繞在決策

機制應設計為「事前同意」(Opt-In)或「選擇退出」(Opt-Out)。
前者將病患在資訊架構上預設為不參加「國家健康醫療資訊

系統」，直到其表態同意揭露其資訊；後者則是將病患預設

為參加「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病患如果沒有選擇「 

不參加」，系統將自動利用「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進行

資料交換。「事前同意」的方式與醫療院所現行推動病患「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之觀念相吻合。 

在 HIPAA 最早的版本中提到，要使用個人的醫療資訊 

，或為治療、給付或其他醫療作業相關原因而需揭露個人醫

療資訊時，需由個人親自同意方得使用或揭露。而其後經幾

次修改，最後將同意的條件取消，改為委任所有在規範範圍

內的機構提供「個人資訊隱私保護原則」；而任何受規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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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有治療關係的機構應在個人收到此一隱私保護原則

後，確認病患完全瞭解，並請病患簽署表示知情同意。由於

病患對於他們能作的選擇要有更充份的瞭解與認識，因此需

要更廣泛的民眾教育。在推行「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時

應落實推動相關民眾教育課程，以便營造相關計畫的成功。 

二、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資訊揭露之控制權。 

大多數的人並不會擔憂病歷中一般性資料的交換，民眾

憂慮的是其中敏感性的資料遭到揭露，例如： HIV、藥物濫

用、性病、強暴、癌症、墮胎、家暴、精神治療紀錄、心理

治療紀錄、基因檢驗結果等。在美國，許多病患表示，如果

有權選擇是否同意「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揭露其資料時，

若無法選擇哪些資料可不被揭露，他們將拒絕參與「國家健

康醫療資訊系統」計畫。因此，詳細說明資料揭露模式的內

容對於增加「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參與率有極大助益。 

要決定病患對其醫療紀錄「適當的掌控範圍」是很困難

的，若病患能掌控的範圍太少，那他們將拒絕使用國家「健

康醫療資訊系統」交換其資訊。但當其控制範圍過大時可能

也會對資訊交換產生問題，例如：如果病患有權對其任何 

一項資料選擇是否揭露，則醫療服務提供者將無法確認他 

們可能交換而來的資料完整性。許多醫療服務提供者都會要

求新病患提供完整的個人醫療紀錄。在美國，能讓病患適度

控制自身醫療紀錄揭露的方式之一，是建立一個標準欄位，

讓病患能選擇不要揭露的隱私資料。若病患與醫療照護提供

者都瞭解這個揭露的原則，那麼將無需再重新要求病患提供

其完整醫療紀錄。醫師可能針對這些「選擇性的資料」中會

影響診斷或治療的部份加以詢問。要達到上述目的的策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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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在資訊系統中使用「封鎖」的功能，病患可以選擇其

紀錄的某些部份加以「封鎖」，不提供給其不願提供之醫療

照護提供者。然而，為了病人安全的考量，資訊化之醫療決

策支援系統仍然可以運用患者所有的資料於醫療照護之行

為中，例如：當病患正在使用免疫排斥藥物，而其選擇將其

診斷及用藥資料封鎖時，決策支援系統仍然會針對其他醫師

的用藥與正在服用的藥物交互作用進行判斷，醫師仍然會收

到相關警告訊息，並處方其他藥品。 

使用「以角色為基礎的存取標準」是減少揭露範圍的一

個方法，在這樣的標準下，任何醫療院所照護提供者是依其

被界定的角色所賦與的權限進行相關資料的存取。「以角色

為基礎的存取標準」早在許多導入 EHR 系統的醫療院所中使

用，而此標準應更廣泛使用於所有醫療照護紀錄系統中。 

另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議題是病患是否有權「刪除」自

己的部份敏感性醫療紀錄？過往，在大量紙本紀錄系統內，

病患較久遠、較敏感的醫療資訊因為這些紀錄隨著病患搬

遷、醫療照護人員退休、儲存相關問題等傾向「消失」而獲

得隱私的保護；而在電子病歷年代，紀錄不會因上述原因

「消失」，而其所提供的各種保護方法(封鎖、角色為基礎 

的存取標準或其他方法等)無法消除那些知道自己的病歷中

存有敏感性紀錄的病患之焦慮。在某些適當的標準及程序規

範下刪除病患的資料可以是符合醫學倫理的作為，既不會 

對病患的健康造成傷害，也不會讓病患在某些敏感情況下 

逃避就醫。 

三、 健康醫療資訊揭露至健康照護產業外的權利。 

醫療隱私的喪失確實會對個人產生潛在或實質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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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許多機構為驗證個人資格而請個人提供其健康醫療

資訊，若他們拒絕提供，則可能在求職、申請人壽保險、或

其他交易中失去機會。此外，用以驗證個人資格所提供的醫

療紀錄往往在不顧授權限制的範圍將相關資訊全數揭露。根

據估計，全美國每年約有數千萬件違反授權條款的案件發

生，這些違反條款的資料揭露用途約略歸類為使用於求職 

考試、申請個人健康給付、人壽保險給付、長期照護給付、

失能給付、團體失能給付、社會安全失能給付、工傷給付、

榮民失能給付、保險給付、個人傷害訴訟等方面。要保護個

人醫療資料隱私，有必要加強規範這些違反醫療資訊揭露 

原則之案件。 

雖然在上述情況中某些機關團體會需要病患個人醫療

資訊進行資格驗證，但通常很少會需要病患全部的病歷資

料。另外，隨著「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設置，未來對

於個人醫療資訊存取的需求將會日益增加。在「國家健康醫

療資訊系統」計畫中，政府部門扮演政策管理者、決策者、

監督者與參與者的各種角色，因此，訂定管理辦法避免這些

「非醫療照護用途」敏感性醫療資訊被不經意的揭露，誠為

美國政府之當務之急。在我國即將推動「國家健康醫療資訊

系統」建置之時刻，當然也需對此進行事前的防範措施。 

最後，由於個人健康隱私在醫療資訊交換系統中是不可或

缺的要素，資訊的分享必須建立在彼此的信任(例如：消費者、

照護提供者、保險業者、仲介媒體)及一致性的資訊技術上，而

資訊技術也可以促進政府政策的落實。 

資訊科技能提供的相關發展協助包含： 

一、 在民眾的同意下，建立制度管理相關醫療資訊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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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存取醫療資訊的人員身分識別管理(Identity Man-
agement, IdM)。 

(一) 醫療服務提供者的身分識別管理。 

醫療服務提供者應在「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作業

平台中建立辨識身分的基礎，即建立認證憑據，例如：採用

電子憑證、個人帳號及密碼的建立等。而在各個作業系統中

應建立確認身分的機制，並且為了維持後台系統運作環境 

的安全性，在與其他機構進行資料交換時，應先與其簽署保

護病患個人隱私及安全合約後，再建立彼此信任性連結。 

(二) 消費者的身分識別管理。 

消費者的部份，則為能有效的抑制詐騙行為，應建立相

關身分識別的機制，並利用多個相關資料進行驗證，針對病

患的身分加以確認。 

因此，病患身分確認亦是發展「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 

統」時的重要課題。現今科技透過醫療資訊交換機制可以增

加病患安全，減少不必要之重複就診、重複檢查與重複用 

藥，亦可以提昇病患就醫之可近性，增加滿意度。病人經常

行動於同一區域之不同醫療院所或衛生與健康機構，要能在

不同處所取得病患位於另一處所之醫療資訊或健康相關資

訊必須要能將「正確的健康紀錄」之所在位置確認出來，之

後，才能依技術與規定取出此一紀錄。要能夠在同一時間同

步(Real-Time)取得不同處所內不同資訊系統之正確資料，首

先 必 須 要 有 一 個「配 對、連 結、確 認 (Matching,  Linking, 
Identifying)」之程序，以確認所取得的資料無誤。 

在「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架構下，每一個相關機

構(醫療院所)都需要有一個人名索引資料(Master Pers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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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 MPI)，交換健康醫療資訊時就可以進入 MPI 做查詢並 

讀取相關資料。 

在台灣與歐洲國家每個人都有身分證，所以有一個單 

一身分確認之序號。在美國，由於沒有「身分證」，所以地

方上之 MPI 常有 8%~15%的之不正確率，即一個人會有多 

個醫療紀錄之序號，無法確認「人」與「醫療紀錄」之正確

關聯。在使用全國性之人名索引資料庫(EMPI)時，早期常有

15%~30%的錯誤率，經由加上其他相關確認因素，EMPI 之

正確率已逐漸提昇，此一過程雖然麻煩，但是為了避免個人

健康資料落入「他人」手中，此一過程顯然是必要的。美國

政府現在正考慮是否以「社會保險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為全國「一人一碼」之依據，或另創編碼系統，

以達全國「一人一碼」之目的。 

機率配對是指以數個固定因子建立一個配對之規則系

統(Algorithm)，加拿大是實施機率配對(Probabilistic Match-
ing)以完成 EMPI 之國家，它們的做法是在每一省依照各省 

之需求，以機率配對來進行參與登錄(Client Registry Sys-
tem)，實施之效果相當不錯，在美國尚未有全國性之身分確

認系統前，機率配對模式，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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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健康醫療資訊交換標準與交換機制 

為能讓醫療資訊系統間達到相互操作性、移動性及資料交

換，必須建立醫療資訊系統的各式標準。對醫療資訊系統而言 

，建置傳訊、資訊內容及編碼、網路、電子資料交換及電子健

康紀錄的資訊科技都很重要。相關的標準可以分為三類(4)： 

一、 分類、字彙及用詞標準。 

二、 資料交換標準。 

三、 健康紀錄內容標準。 

參考美國發展的歷程，可瞭解其利用四種方法建立健康資

訊科技之相關標準： 

一、 專業標準制定：使用此方法制定的標準，是由於一群人

或團體對於某些尚未經正式採納之技術感到有興趣而

建立的相關標準，例如：醫療數位影像傳輸協定(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DICOM)即是

依這樣的方式制定的。 

二、 產業標準制定：當廠商或其他組織產品的市占率提高

到某種程度時，其產品之相關規格與技術逐漸會被產業

界認定為該產品之常模，因而建立產業界的統一標準，

例如： SQL 與 Windows 作業系統，而 XML 亦將會逐 

漸變成醫療傳訊的產業標準。 

三、 政府頒布標準制定：部份的標準是由政府所制定，而醫

療產業界依法採納，由 HIPAA 規範的交易代碼群即是 

一例。 

四、 共識標準制定：共識基礎的標準是由不同利益團體的

代表主動聚集，針對某些特定技術進行討論，並達成某

些正式的協議。其過程通常是公開的，並會將產業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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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及反應納入考量。共識形成的方法已被美國國家標

準機構(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所認

證的標準發展組織(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
tions, SDOs)所採用，包括 HL7、ASC (Accredited Stan-
dards Committee) X12N 均屬此類。 

資訊科技標準制定機構可以用二個面向區隔，分別是「參

與制定標準的人員資格」(開放給大眾或僅限其會員)與「制定過

程的民主度」(完全民主或仰賴強而有力的領導人)，分出四個 

象限。絕大多數正式的標準制定機構，例如：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SO)、ANSI 及 

ANSI 認證之 SDO，均屬於「僅限組織會員參與-完全民主制定

過程」象限。許許多多不同的認證組織因其縮寫相近、業務內

容類似，但卻各自有其組織不同的使命及目標，因此常造成一

般大眾的困惑。也正因如此，雖然 ISO、ANSI 及各 SDO 之間 

彼此正式承認相互認證，但其組織業務仍有許多重疊的部份： 

一、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ISO)： 

(一) 會員包括全球各國國家級標準團體。 

(二) ANSI 以美國國家團體身分加入會員。 

(三) 業務主為在會員贊助下審閱相關文件流程，並進行國際

發展標準之認證。 

二、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一) 以美國會員身分加入 ISO。 

(二) 評鑑不同產業的標準發展組織，包括健康照護產業。 

(三) 審閱 SDO、技術委員會、其下屬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等作

業。 

(四) 本身不進行標準制定，而是評鑑相關標準制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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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其所評鑑之 SDO 出版超過 10,000 份以上美國國家標

準。 

三、 SDO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SDO)： 

(一) 必須經由 ANSI 認證。 

(二) 依 ANSI 準則發展與其組織相關標準。 

(三) 相關標準可使用「通過美國國家標準認證」字樣。 

(四) 目前約有超過 270 所以上的 ANSI 認證 SDO 分佈於各產

業內，包含醫療產業。 

所有的 ANSI 認證 SDO 必須遵守其認證的指引，因此他 

們制訂標準的流程均很類似，包括： 

一、 標準提案小組或是包括各可能影響相關利益團體代表

的「共識體」的共識。 

二、 標準草案經委員會基礎的公眾審閱及評論。 

三、 由相關共識團體常務委員與公共審閱評論者考量並回

應相關評論。 

四、 整合相關意見並修改標準草案。 

五、 若有任何參與者認為制定標準的過程未符合 ANSI 認證

標準發展程序之程序正義原則，其有權提出修改。 

過去十年內，資訊科技產業普遍的並未透過 SDO 制訂相關

的標準，例如：網際網路標準即是透過非官方組織團體發展而

成； Linux 作業系統是最常用來舉例幾無官方資源投入而完成

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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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用字及詞彙標準 

健康照護資訊交換及建立長期電子健康紀錄的最大難題

之一即是整合不同且廣大地區及族群的健康資訊。直至今日，

能夠符合各個健康照護部門所需的標準用字尚未被統一整合，

目前最廣泛被認可的分類編碼系統即是當代處置用語(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CPT)包括 ICD-9-CM 與診斷關係群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雖然這些系統並未適用於所

有的醫療處境用語，但其已經廣泛的被用於診斷及處置的分

類，且現今之醫療資訊系統亦多以其為基礎發展。在 HIPAA 
的規範下，國家生命及健康統計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NCVHS)有責任針對病患醫療紀錄資

訊(Patient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PMRI)建議統一資料標

準，雖然目前 NCVHS 尚未通過任何統一的用語，但 2003 年

NCVHS 認為 PMRI 用語標準的核心是： 

一、 系統化的醫學專門用語-臨床用語(SNOMED CT)(51)。 

SNOMED CT 是一套廣泛性的臨床用語，專用於發展詳

細臨床資訊的電子存取系統。這套用語是由美國病理學院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及英國國民健康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共同發展，整合了 CAP 的過去

用以分類疾病的 SNOMED 參考用語與在英國及其他地區被

稱為李德碼(Read Codes)的 NHS 臨床用語第三版，SNO- 
MED CT 的發展是基於數十年來的研究基礎。SNOMED CT
核心精神在「提供擷取、分享及彙整跨專科及照顧機構之健

康資料一個共通一致的標準化用語」，其包含： 

(一) 315,000 個獨立語意且正式邏輯基礎定義的概念，其整 

理自臨床發現、疾病、處置、觀查實體、身體構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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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物質、藥物/生物產物、檢體、物理物件、物理力、

事件、環境/地理區域、社會環境、情境依賴性類別、階

段與程度、屬性、修飾詞、重複的概念。 

(二) 使用 806,000 個英文描述語或同義字表達臨床概念。 

(三) 採用將近 945,000 個語意關係確保資料存取時用語的一

致性。 

SONOMED CT 本身是個廣泛性的臨床用語系統，然而

其同時亦能與現行存在的分類系統配對，例如： ICD-9-CM 
、ICD-10、檢驗室 LOINC 以及其他系統。 

二、 觀察指標標識符邏輯命名與編碼系統(Logical Observa-
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 LOINC)之檢驗室用語
(52)。 

LOINC 系統的發展是為能讓檢驗室的結果以電子化的

方式傳遞至醫院、醫師、第三方付費者及其他檢驗室資料使

用者。由印第安那大學 Regenstrief 研究所於 1994 年開始發

展，為能確認個別檢驗室及臨床結果，LOINC 提供一組標 

準的統一用詞及編碼，這些標準編碼能讓使用者自不同資 

料來整合臨床結果。LOINC 是由美國臨床檢驗室協會

(American Clinical Laboratory Association)及 CAP 贊助，其中 

包含 30,000 個觀察用字，其中有將近 25,000 個檢驗室檢驗 

相關用字。每一筆在 LOINC 內的資料均包含臨床的觀察資

料、一組六部份名稱、一組識別碼(包含一碼檢查碼)、類別 

碼及其他有用的資訊，LOINC 碼可應用於所有類似的檢驗。 

三、 某些聯邦藥品術語。 

(一) 統一醫療用語系統(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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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健康機構下轄的國家醫藥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自 1986 年開始推動統一醫學用語系統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UMLS)計畫，該計畫持續 

推到至今。UMLS 計畫的目的是要發展能協助健康專業人員

及研究員自各種資料來源取得及整合電子生物醫學資訊，並

讓使用者能很容易的連結不同的資訊系統，包含電腦為基礎

的病人紀錄、文獻資料庫、事實資料庫以及專家系統。 

UMLS 包 含 三 個 基 本 元 素，稱 為 知 識 源 (Knowledge 
Sources)： 

1. UMLS 泛索引典(UMLS Metathesaurus)：自從 1990 年起

NLM 每年均會出版新版本的泛索引典。2007 年 11 月 

版的引典包含 1,516,299 個概念(Concept)。所有的一般 

醫學資訊用語，包含 SNOMED CT、ICD 及 CPT，以及

122 個其他用語均整合在此引典之中。此泛索引典計畫

的目的是要將現存各種不同用語整合至單一系統中。 

2. 專家詞語錄(SPECIALIST Lexicon)：詞語錄的內容包含

許多未收錄於泛索引典內之詞彙、構詞(Component 
Words)、英文語法(English Language Words)的資訊。 

3. UMLS 語意網路(UMLS Semantic Network)：語意網路

包含泛索引典內的 135 個概念類別之資訊，例如：「疾

病」或「症狀」與「病毒」；語意網路亦可用來描述 54
個類別間的關係，例如：「病毒」引起「疾病」或「症

狀」。 

UMLS 之相關產品在 NLM 之應用系統中非常廣泛的被

使用，例如： PubMed，其他醫療院所可免費使用這些產品，

及取得使用者授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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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xNorm(54)。 

RxNorm 是 UMLS 內一個持續進行的計畫，主要的目的

是定義處方藥品詞彙，收集並使其能在臨床作業的過程中支

援相關用藥詞彙。RxNorm 針對臨床藥物的標準命名詞彙與

ULMS 泛索引典內因控制語彙不同而造成不同名稱的藥物

詞彙相互連結，包括市面上販售的藥品知識庫，目的是促進

電腦系統間的互通性，讓病患臨床用藥的紀錄與過程資料能

彼此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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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交換標準 

醫療照護應用系統間的資料交換及整合能力是整體系統

成功的關鍵因素，無論是組織層級、地區層級或國家層級的整

合，均有其必要性。很多醫療照護資訊標準都是在發展資料交

換與整合的標準(4)。 

一、 健康第七層(Health Level 7, HL7)標準(55)。 

HL7 是由一 1987 年成立的 ANSI 認證標準組織所制定，

其制定目的主要是發展傳輸訊息的標準以「交換、管理及整

合病患照護資料」。HL7 傳輸訊息標準是一組協定，自八○

年代發佈第 2.0 版後即開始廣為採納，到了 2007 年 10 月， 

2.6 版公佈時，其對相關介面資訊的詳細內容已經大幅擴增。

健康照護資訊管理學院(College of Healthcare Information 
Executives, CHIME)研究發現至 1998 年為止，HL7 傳輸訊息

標準已是醫療院所內最廣泛採納的標準。 

HL7 是指稱開放式系統架構(Open Structure Interconnec-
tion, OSI)中最高一層的通訊模式，其通訊協定是設計用以處

理在此應用層中的網路議題，包含： 

(一) 被交換的資料：將資料依 HL7 編碼原則轉換成特殊的

資料傳輸格式。 

(二) 交換的時機：依 HL7 的規範決定哪些事件為觸發事件

(Trigger Events)。 

(三) 應用系統間錯誤的溝通：針對傳輸流程的驗證協定。 

(四) 除資訊傳輸模式外，HL7 發展組織同時亦研發了臨床內

容管理(Clinical Context Management, CCM)格式、Arden
醫療邏輯系統語法、電子健康紀錄功能模式。CCM 是 

為能讓使用者在單一工作站中閱覽不同臨床系統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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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利用視覺整合其他分散的健康照護資訊系統。

如果使用者相關的應用系統是整合的，他/她就可以依 

其所需整合或組合想要看到的相關資訊。CCM 規範在 

閱覽時，臨床系統應能彼此共享相關資訊的內容，例

如：使用者的密碼與病患病歷號碼等。Arden 語法是用

來描述醫學邏輯時使用，例如：臨床的提醒、警示、解

釋及診斷。 

二、 醫療數位影像傳輸協定(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
tions in Medicine, DICOM)(56)。 

美國放射線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
與國家電子製造商協會(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
sociation, NEMA)為因應愈來愈多不同的製造商及販售商對

數 位 診 斷 影 像 傳 輸 標 準 的 需 求，於 1985 年 合 作 發 佈 

DICOM 標準的第一版。藉由建立網路通訊協定、發展與使 

用相關語法及命令語意，以及開發媒體儲存服務(包含檔案

格式及醫學目錄結構的建立)，完成 DICOM 建立的目的： 

(一) 提昇不同儀器製造商產生的數位影像資訊之溝通能力。 

(二) 促進與推動能與醫院其他系統介面間連結之 PACS 系

統。 

(三) 允許數位影像資料庫進行遠端資訊傳輸。 

三、 國家處方藥物理事會計畫(National Council on Prescrip-
tion Drug Programs, NCPDP)(57)。 

這個 ANSI 認證的機構建置目的在於建立並促進藥事服

務部門間資料交換的標準，同時提供教育相關產業有關其設

備之資訊及資源。在 NCPDP 的努力下，藥事機構與第三方 

付費者有關給付資訊之標準已然建立，除規範資訊之格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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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外，有關其傳輸及遠距通訊協定亦付梓。 

四、 ASC X12N 標準(58)。 

ANSI 認證委員會 X12 已針對業務資訊交換發展出 X12
及 XML 兩種標準格式。在 X12 委員會中的一個子委員會

(X12N)主要發展保險電子資料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
change, EDI)的相關標準，X12N 中主要負責健康照護領域的

任務小組稱為 TG2。該任務小組的成立目的是在發展及維 

護支援健康照護行政資訊交換之資訊標準，相關範圍包含病

患選擇資格、轉介、認證、保險申請、保險申請狀況、支付、

匯款通知以及醫療服務提供者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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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紀錄內容標準 

一、 HL7 電子健康紀錄功能模式。 

自 1991 年 IOM 開始投入病歷研究起，許多不同的醫療

院所投入 EHR 功能模式的研究及發展中，HL7 在 2003 年 8
月發佈 EHR 功能模式及標準之草案，並在 HL7 的領導下， 

整合不同健康照護產業部門的投入後，於 2004 年發佈第二 

份草案，EHR 功能模式主要針對 EHR 的內容，而非開發應 

用軟體，其包含三個組成元素：直接照護、支援性及資訊架

構(圖 227)。 

二、 連續照護紀錄(Continuity of Care Record, CCR)標準。 

CCR 的目的在提供病患健康照護最主要相關及即時的

資訊，在目前的推動下，CCR 是由照護服務提供者在即將 

結束病患服務之時所整理的病患健康情形摘要，可提供後 

圖 227 HL7 EHR 功能模式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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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照護階段中任何使用者瞭解病患當時的健康狀況。現今

CCR 使用 XML 格式，讓使用者可用以展示更多資料格式，

例如： Word、PDF 或網頁格式。圖 228 簡單整理第三版 

CCR 的核心元素及選擇性功能。 

三、 HIPAA 對健康照護資訊標準的影響。 

2000 年 8 月，美國衛生部發佈醫療院所電子交易標準，

並公告指定標準維護機構(Designated Standard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DSMOs)。2002 年再度公告相關標準的修定 

版，為能順利推行，聯邦政府規範醫療院所必須採行一些電

子交易標準，並要求相關標準機構必須檢視其使用的標準是

圖 228 CCR 概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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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 HIPAA 規範。 

HIPAA 絕大多數的交易標準取自 ASC X12N 標準，包

括： 

(一) 健康照護保險申請或同等申請資訊(X12N 837)。 

(二) 健康計畫的病患資格(X12N 270/271)。 

(三) 轉診認證及驗證(X12N 278 或零售藥局之 NCPDP)。 

(四) 健康照護保險申請狀態(X12N 276/277)。 

(五) 健康計畫中病患的加入或退出(X12N 834)。 

(六) 健康照護支付及匯款通知(X12N 835)。 

(七) 健康計畫保險費用支付(X12N 820)。 

(八) 利益的協調(X12N 837 或零售藥局之 NCPDP)。 

除了上述的交易標準外，某些標準編碼組亦被 HIPAA 
採納用作交易時雙邊溝通的基礎，包括 ICD-9-CM、牙科處 

置編碼及命名原則(Code on Dental Procedures and Nomencla-
ture, CDT)、健康照護一般處置編碼系統(Healthcare Common 
Procedural Coding System, HCPCS)，以及第四版當代處置用 

語(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Fourth Edition, CPT-4)。 

DSMOs 的角色被定義為負有發展、維護及修正相關電

子資料交換標準的責任，這些組織包括 X12 標準認證委員 

會(ASNI ASC X12)、美國牙科學會下之牙醫內容委員會

(ADA DCC)、HL7、NCPDP、國家統一記帳委員會(National 
Uniform Billing Committee, NUBC)以及國家統一保險申請委

員會(National Uniform Claim Committee, N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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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健康醫療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 

在資訊時代初始，健康、醫療體系與醫療院所都是根據自

己的需求開發各自獨立的資訊系統，系統與系統之間並沒有

「溝通」與「對話」的能力。事實上，當時也沒有考慮到「對

話」與「資料交換」的需求。在電子資訊的領域裡，直到九○

年代初期並沒有一個完善的「資訊標準」可供健康、醫療體系

與醫療院所來依循。因此，不同廠商及醫院所開發的資訊系 

統，常造成互不相容情況發生，甚至同院都有可能發生新系統

與舊系統整合困難之窘境。以呼吸器為例，全世界有許多呼吸

器廠商，每一種呼吸器內設之資訊參數與系統都各自不同；全

世界有許多醫院，每一所醫院其建置之醫療資訊系統也各自不

同，也可能購置多種不同品牌的呼吸器，如果沒有訂定一個醫

院－呼吸器「對話」與「資料交換」之「資訊標準」，顯然的，

當醫院因轉送病患而想將病患呼吸器醫療資訊進行交換至另

一個病房甚或另一所醫院時，勢必產生資訊移轉的困難與障

礙。這種健康、醫療資訊交換的問題所涉產業甚廣，這不只是

醫療院所需要一個標準，這樣的標準也是醫療製造產業、生物

科技產業、儀器產業、衛材與耗材產業、公共衛生界與學界的

共通需求。有鑑於市場的混亂，1998 年 10 月，美國北美放射醫

學會(RSNA)及健康資訊管理系統協會(HIMSS)，共同發起並開

始進行一項「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稱之為 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簡稱 IHE(59)。此方案的目的就在解決

上述的問題。 

1999 年，HIMSS 與 RSNA 在美國發起「健康照護產業資 

訊整合方案」之後，早期只在美國地區進行推動醫療產業資訊

介面標準化作業，當 HIMSS 與 RSNA 在此區域推動發展已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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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後，就將「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逐步向全球推動 

，自 2001 年後，陸續有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加拿大、韓

國、台灣、挪威、荷蘭、西班牙、中國，及奧地利等國家加入 

(圖 229)，這也正意味著，「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的觀

念與內涵已成為國際趨勢，也越來越受到國際重視(60)。而「健

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除了在政府機構中廣為使用外，醫

師、醫療產業人員、行政管理人員及資訊管理人員亦是其主要

的使用者。 

由於醫療行為與醫療儀器的使用具有地域性、種族性、習

圖 229 IHE 參與國家及發展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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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性與語言性之差異，所以「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組

織發展之概念為區域性及全球性並重。以台灣為例：隨著台灣

健保體系快速發展，民眾對醫療品質標準要求愈趨提高，醫療

體系中醫療院所競爭日益激烈，醫療院所基本之醫療資訊系統

HIS 早已無法滿足醫療院所經營基本需求，高階先進數位化醫

療儀器與設備(高階加護病房監測設備、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正子造影等)的引入，使醫療院所必需引入 LIS、PACS、加護 

病房資訊系統、EMR…等資訊系統，共同投入整體醫療服務領

域彙整工作；而醫療機構如何能夠有效達成眾多異質資訊系

統間資料相互整合與分享目標，便成為醫療領域最迫切解決問

題。在北美、歐洲及亞洲發展「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

過程中，專家、學者與業者有著共同體認：資訊系統應支援當

地語言、當地政策及慣例，否則難以排除困難，推動標準化。

所以「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非常強調「區域性發展」。

所謂的區域性發展，主要以區域性「連結測試」為主；例如：

以往參與「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連線測試及展示之醫

療器材及資訊系統廠商都必須遠赴北美來參加「健康照護產業

資訊整合方案」連線測試及展示。現在「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

合方案」內部已有共識，希望能夠將全球性集中式「健康照護

產業資訊整合方案」連線測試模式，逐漸轉型為以區域性為主

之連線測試。希望能推動直接於該會員所屬區域參加「健康照

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連結測試及進行成功案例實際動態展

示，以鼓勵及推展當地「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使用。 

事實上，醫療資訊系統與各式醫療儀器進行整合時狀況 

繁雜。台灣為 WTO 之成員，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醫療機構 

採用各式各樣國內、外廠牌之醫療儀器與資訊系統。近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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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醫療院所及廠商均開始參照標準的架構及傳輸協定規劃

及建置醫療與相關資訊系統，大多數醫療儀器與資訊系統業者

都知道 HL7 及 DICOM 為目前世界醫療資訊交換標準的主流，

且各醫療資訊系統廠商與造影儀器廠商也都宣稱其產品符合

或支援這些標準，但是一旦造影儀器與資訊系統進行實際整合

測試時，卻不時發生造影儀器與資訊系統無法相容的問題。其

問題多發生於醫療處置作業與流程之細節中，資訊整合除技術

層面缺乏共通標準之問題外，更重要的即是醫療作業流程與內

部醫療資訊的整合。「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可以讓全

球醫療界、醫療製造產業、生物科技產業、儀器產業、衛材與

耗材產業、公共衛生界與學界解決相關介面溝通的問題，藉由

DICOM 及 HL7 的整合，可讓不同系統間透過「標準語言」進行

對話，促使健康與醫療資訊的整合與流通順利達成。因此，「 

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在全球醫療界、醫療製造產業、

生物科技產業、儀器產業、衛材與耗材產業、公共衛生界與學

界裡扮演一個「國際共通語言」的要角，也就是建立「書同文，

車同軌」之作為，簡言之，「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主

要目的在於解決異質性醫療資訊系統與異質廠牌造影儀器之

間交互運作問題，並藉由「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

架構中所定義規範，提供醫療院所在設計醫療工作流程時的參

考，期望因流程之最佳化與自動化，提昇工作效率、降低人力

資源、提昇病患服務品質，使得醫療、健康相關資料可在政府

法規之規範下，於各機構、醫療院所互通有無，達到資訊共享

與資源分享之目標。現今「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合作

的標準開發組織眾多，包含 HL7、DICOM、ISO、CDISC、 

ASTM、W3C、IEEE，以及 IETF 等，共同為各標準之整合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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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付出心力。 

在「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發展過程裡，特別強調

要經由產、官、學三邊合作共同定義「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

方案」技術架構，並在現有醫療資訊技術標準協定基礎上，根

據不同功能的造影儀器在醫療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關

資訊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具體描述於技術架構文件來提供參

考，以解決既存的問題。 

另外，「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所定義的技術架構，

需建立於現有的標準協定基礎上以避免對產業造成不必要的

衝擊。不同功能的造影儀器在不同醫療環境中與其相關眾多醫

療資訊系統間之互動關係具體描述於「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

方案」技術架構文件中，可以提供各造影儀器製造商與醫療資

訊系統廠商在開發產品過程中有所遵循。依據「健康照護產業

資訊整合方案」醫療院所訂立之規則，使各家廠商所可以開發

出各項儀器設備與資訊系統間合宜與適用的統一介面。 

「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規範自 1999 年發展 

至今，已由當初 V1.0 逐漸發展演變至 V8.0，即 ACC/HIMSS/
RSNA- 8.0: 2007。「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規範並

不像 DICOM 及 HL7 被界定為健康醫療資訊技術標準，「健康

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規範屬於實作上的作業機制範

本。「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規範內容，包括(59)： 

一、 Vol. I: IHE Technical Framework- Integration Profiles。 

二、 Vol. II: IHE Technical Framework– Transactions。 

三、 Vol. III: IHE Technical Framework– Transactions 
(Continued)。 



50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 Vol. IV: IHE Technical Framework– National Extensions。 

「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主要價值即在於提出一系

列功能獨立且彼此互為相關的規範模組所組成之整合性技術

架構；相關醫療院所可參照這些規範所定義之模組來設計自

身對應的作業機制，並可作為院內或跨醫療院所資訊交換之基

礎。在放射治療領域中，這些規範由初始 7 項，逐漸擴增至目

前的 16 項。此 16 個整合規範，分別為(59)： 

一、 工作流程排程規範(Radiology Scheduled Workflow, 
SWF)。 

二、 病患資訊驗證規範(Patient Information Reconciliation, 
PIR)。 

三、 影像顯示一致化規範(Consistent Presentation of Images, 
CPI)。 

四、 群組程序顯示規範(Presentation of Grouped Procedures, 
PGP)。 

五、 放射線科資訊存取規範(Access to Radiology Information, 
ARI)。 

六、 關鍵影像記錄規範(Key Image Note, KIN)。 

七、 簡易影像與數值報告規範(Simple Image and Numeric 
Report, SINR)。 

八、 計價規範(Charge Posting, CHG)。 

九、 後續工作流程規範(Post-Processing Workflow, PWF)。 

十、 報告系統工作流程規範(Reporting Workflow, RWF)。 

十一、 文件證明規範(Evidence Documents, ED)。 

十二、 可攜帶影像資料規範(Portable Data for Imaging, PDI)。 

十三、 核醫影像規範(Nuclear Medicin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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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跨組織影像文件分享規範(Cross-Enterprise Document 
Sharing for Imaging, XDS-I)。 

十五、 乳房攝影影像規範(Mammography Image)。 

十六、 匯 入 資 料 驗 證 規 範 (Import  Reconciliation  Workflow, 
IRWF)。 

「健康照護產業資訊整合方案」技術架構可說相當完整，

並保留未來擴充彈性，整個架構由底層逐步向上發展出各特定

目的之規範。截至目前，相關科別整合規範，已多達 61 項(59)。 

IHE 技術發展，由 1999 年的放射線科開始，經由健康照 

護基礎資訊建設、心臟科、檢驗室領域、放射腫瘤科、病患照

護、病患照護裝置、病理學到配藥學等，逐步擴展此架構，並

擴及眼科學、內視鏡檢查，及獸醫學等，領域越趨廣泛且進展

快速，當臨床各科的資訊架構與資訊格式都已有了可用標準且

全球醫療界、醫療製造產業、生物科技產業、儀器產業、衛材

與耗材產業、公共衛生界與學界都已對此標準達成共識並加採

用，電子病歷的可交換目標就可以輕易達成，請參見圖 229 所

示。其發展模式多採用與各專業協會合作發展不同專業領域之

技術，諸如 HIMSS、RSNA、ACC、ACP、AAO、ACCE、以及

ASTR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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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發展模式 

電子病歷的應用與醫療資訊的整合已蔚然成為全世界的

風潮。在美國，不論是聯邦政府或是州政府，不論是公立醫療

院所或是私立醫療院所都體認到，電子健康照護紀錄系統的運

用及電子健康照護資料的流通，才能夠提昇醫療品質及降低醫

療成本；因此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4 年 4 月正式宣誓，2014 年 

任何一個美國人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病歷，

達到這個目標唯一的方式就是醫療病歷全面電子化及全面流

通。布希政府更是在衛生部下成立了 ONC，由其主導電子健康

紀錄的應用與流通，緊接著這個機構也在 2004 年 7 月發表了 

推動醫療資訊技術的執行策略，共有下列四項： 

一、 藉由電子健康照護紀錄系統的應用與推廣，降低使用電

子健康照護紀錄系統的風險，同時積極推廣在鄉村及偏

遠地區的使用，以縮短城鄉的差距。 

二、 藉由區域醫療資訊集成平台的推廣，聯繫所有的醫療人

員，更可發展全國性的醫療資訊交換平台，或更進一步

的整合全國的醫療資訊系統。 

三、 藉由個人健康照護紀錄的推廣，讓民眾體認到自己是健

康照護紀錄的擁有者，個人更應該對自己的健康把關，

由於健康照護紀錄由民眾自己擁有，因此可以推廣遠距

醫療。 

四、 藉由醫療資訊的流通，可以整合全國的公共衛生資訊在

唯一的平台上，利用即時疾病監測系統，可以很迅速的

掌握到未知疾病的爆發而加以防制，同時這些寶貴的資

料對於研究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在這幾項執行策略的指導下，ONC 也推動了下列幾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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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一、 成立醫療資訊技術標準委員會：負責選定適合美國的

醫療資訊技術標準，同時發展醫療資訊流通的實作指

引，作為未來各醫療院所參考的依據。 

二、 成立醫療資訊技術驗證委員會：負責發展電子健康照

護紀錄系統的驗證標準，降低醫療人員或醫院的經營者

採用電子健康照護紀錄系統的風險。 

三、 成立醫療資訊安全與隱私委員會：負責和各州及特別

行政區討論，各地醫療資訊安全與隱私的適用性與範

圍。 

四、 國家健康資訊網路架構雛形計畫：選定 Northrop Grum-
man Corporation、Accenture、Computer Sciences Corpo-
ration 和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四家廠商，分別 

用不同的架構與商業模式來執行計畫。 

本文就 Accenture(61)、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62) 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三個系統做簡單介紹。在計畫的

執行過程中，Accenture 是選用集中式的架構，該計劃整合了 

14 家不同的醫療院所，分別把病患的醫療資訊從各個不同的醫

院資訊系統送到集中的臨床資料彙整中心如圖 230 所示。 

由於各個醫療院所的資料內容及格式都不是按照一定的

標準來產生，因此必須經由一個 HL7 的轉換器，將所有送到 

中央臨床資料庫的資料轉成 HL7 V3 的格式如圖 231 所示。各 

家醫院的醫療資訊系統所送出訊息，經過 HL7 轉換器後變成 

標 準 的 HL7 訊 息。該 計 畫 用 甲 骨 文 公 司 (Oracle) 的 產 品

Healthcare Transaction Base (HTB)做臨床資料彙整中心，HTB 
內部會做醫學詞彙(Terminology)及編碼的對應，因此經過 H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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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彙整後就是標準的詞彙及編碼，任何一家醫療院所只要遵循

標準就可以看懂資料的意義，如此就可以達到異質醫療資訊系

統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當各醫療院所的臨床醫療資料都

送到臨床資料彙整中心後，各種不同的應用系統就因應而生，

HTB 提供了應用程式發展介面如圖 232 所示。 

在這樣的發展架構下，不同的臨床資訊系統、管理資訊系

統、檢驗資訊系統及公共衛生資訊系統，皆可以透過整合引擎

將資料送給臨床資料彙整中心，而整合在臨床資訊彙整中心的

圖 230 集中式架構 

圖 231 HL7 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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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都是依照 HL7 協會所提出的資訊參考模式(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 RIM)標準所儲存的物件，未來的可再利用 

性就大大的提昇。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所 採 用 的 發 展 策 略 與

Accenture 迥然不同，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認為區域 

性的電子病歷交換發生機率遠高於全國性的電子病歷交換，而

且區域性的標準及規範很容易就可以達到共識，全國性的標準

及規範就很難達成，因此該公司採用分散式架構，每個醫療院

所就是一個實體(Entity)，很多個實體可以連接到一個閘門

(Gateway)如圖 233 所示，Gateway 是整各架構上的靈魂，負責 

下列幾項重要的工作： 

一、 轉換成標準的資料模式。 

二、 紀錄資料所在的位置。 

三、 訊息的路徑規劃。 

四、 資訊安全。 

圖 232 應用系統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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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醫療院所將病患的就醫資料在 Gateway 上做註冊，

等到病患到另外一群的醫療院所就醫時，就可以透過 Gateway
的定址功能，找到病患在這個醫療院所的電子病歷，在不做任

何改變的情況下，醫療院所就可以把病患的電子病歷送到

Gateway，Gateway 會負起轉換的工作，把非標準的訊息格式 

和內容轉換成標準的訊息格式和標準的醫學詞彙與編碼，再將

標準的訊息送給索取資料的 Gateway，該 Gateway 再將標準的

醫學詞彙及編碼轉成索取資料的醫療院所看得懂的內容，並依

照該醫療院所的訊息格式傳送資料給它，如此該病患分散在各

地的醫療資訊就可以集中到現在就醫的醫療院所，提供醫療人

員更完整的病歷資料，減少醫療錯誤的發生，提昇醫療品質。 

到 2014 年仍有一段漫長的時間，美國經濟實力雄厚，開發

各種整合模式並試用於不同區域，去蕪存菁，深信最後必然留

下較完美的系統與架構，各國衛生部門都在拭目以待，並期引

用其開發成果於適合的區域或國家。 

IBM 自 2005 年開始為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與 ONC 提出了 NHIN 的資訊基礎架構與

圖 233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的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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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劃，同時於 2007 年完成相關的示範環境。此一計畫的 

目的在於加速電子化個人健康資料的採用，並讓醫療從業人

員、患者、醫院、實驗室和藥房雖處於不同的地點，但可即時

且安全的進行醫療資訊的分享與交換。其主要目標在於： 

一、 強化就診病患的權益。 

二、 促成病歷、就診紀錄、用藥歷史與檢驗報告的電子化。 

三、 疾病監控與公共衛生之健康管理。 

同時希望藉由這些目標的達成來提供病患更完善的醫療

服務與全民健康管理，並降低醫療開銷。 

在此先導計畫中整合了跨越紐約州與北卡羅萊納州的三

圖 234 IBM NHIN 運作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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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醫療系統以及八個醫療院所，共同就資訊基礎架構與實際的

業務運作來進行驗證。參與的單位包括主要都會與郊區等醫療

環境，以及不同的醫療服務和保險系統，以確認架構與服務模

式的整合性、彈性以及擴充性可以符合實際需求。在整個計畫

中，其規劃實施所涵蓋的範圍包括： 

一、 設計與評估醫療訊息交換的標準，以及基礎資訊架構。 

二、 確認醫療相關的資訊得以在此架構或平台上被查詢與

交換，並提供最新最即時的資料。 

三、 新的資訊得以傳送給相對應的醫療單位、機構與從業人

員。 

四、 提供主要的醫療平台服務，例如：醫療資料使用的權限

管控與安全防護、用戶身份校對驗證和授權、資料的交

換與查詢，以及非使用醫療網從業員的服務等。 

五、 在未提供國家身分識別碼時，可提供病患身分比對的機

制，並確認身分辨識。 

六、 建立相關的示範性環境，並驗證其可行性及展現示範運

作。 

此 NHIN 資訊系統架構是基於公共開放的資訊標準與技術

平台、以及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以達成開放、整合、彈性與擴充的需要。其核心包括了 HITSP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 Panel)所提供的醫療資

訊交換標準、SOA 的訊息交換規範以及由 IBM 研發團隊所開 

發的資料管理技術等。 

在執行此計畫的過程中，還產生許多附加效果：  

一、 自三次 NIHN 的公共論壇中，蒐集公眾意見。 



51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 由 National  Committee  o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NCVHS)公佈 NHIN 的初步功能需求，並由 Health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Panel (HITSP)促成統一

的規範和標準。 

三、 建立平台環境運作所需的資料和技術標準，以及資訊安

全和運作模式。 

四、 由 National  Committee  on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NCVHS)與 American  Health  Information  Community 
(AHIC)提出資料隱私與安全的規範建議。 

圖 235 NHIN 資訊架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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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加拿大發展模式 

同樣位居北美的加拿大，醫療制度與台灣一樣是全民健

保，但苦於醫療成本的不斷增加，幾年前就開始進行區域性的

整合，譬如就 Fraser Health Authority 來說，已經逐步將轄區內

12 家醫院的醫療資訊系統換成同一廠商的系統，其他的 Health 
Authority 也是在做類似的整合，可見加拿大已經逐步完成了區

域性整合。對於全國性的醫療資訊整合，加拿大也成立了一個

非營利的機構 Infoway 來主導這件事情，總共投入 90 億的加 

幣預計 2015 年完成全國醫療資訊的整合，Infoway 所提出的 

架構如圖 236 所示(49)。 

在這樣的架構中，任何一個 Health Authority 的檢驗資訊 

系統、醫學影像資訊系統、臨床資訊系統及管理資訊系統皆可

圖 236 加拿大全國電子病歷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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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時到後端的 EHRS 註冊，也可以即時把資料送到後端的健

康資訊資料倉儲中，經過整理建立終身病歷的索引後，就會將

資料儲存在 EHRS 中，病患跨區就診時便可以透過健康資料存

取的匯流排看到病患在其他 Health Authority 的病歷資料。 

舉例而言，一位患有第二型糖尿病之病患「李 XX」(化名)，

自覺有胸痛的症狀而至醫院就醫，隨即被安置於急救室，並給

予靜脈注射及安裝心跳監視器，急診護理人員與技術人員亦為

「李 XX」進行心電圖檢查與抽血。急診醫師利用 EHR 閱覽器

調閱「李 XX」過往的檢驗結果，參考過往結果與本次就醫檢 

查檢驗結果後(圖 237)，急診醫師診斷「李 XX」為急性心肌梗

塞(AMI)，並安排其入住醫院 CCU 進行治療。 

急診科醫師在 EHR 閱覽器應用系統中輸入「李 XX」的病

患 ID，EHR 系統在確認該醫師為驗證的使用者後，將資料需 

求的請求依病患姓名、ID 碼送出至病患登記系統中，系統依其

圖 237 病患掛號資訊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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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出病患基本資料並搜尋「李 XX」的過往檢驗資料，而後將結

果送至該急診醫師的閱覽系統中。急診醫師在得到這些資料

後，即可以知道「李 XX」過往曾接受過哪些檢驗及相關結果 

為何。 

上述個案在 EHR 資訊架構中的應用可詳述分為下列幾個

步驟： 

一、 急診醫師在 EHR 閱覽器應用系統中登入(圖 238，○1 )。 

二、 在醫師登入後，HL7 格式的資料需求進入病患登記中確

認是否有「李 XX」的資料(圖 238，○2 )。 

三、 資料匯入溝通匯流排中(圖 238，○3 )，先通過協定

(Protocol)服務後，相關訊息(圖 239)再傳至一般服務中

處理。 

四、 資料進入一般服務後，將會產生一個與 EHR 系統溝通 

之活動(圖 239，○4 )。 

圖 238 EHR 資訊架構概念架構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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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L7 型式的訊息經由配對以確認哪些重要的訊息需要

被妥善的處理(圖 239，○5 )。 

六、 急診醫師經系統驗證為 EHR 系統之合法使用者(圖 239，

○6 )。 

七、 經由存取控制服務確認訊息中之特殊要求可被執行(圖 

239，○7 )。 

八、 透過意願管理服務，確認「李 XX」同意提供相關資料給

醫療服務提供者(圖 239，○8 )。 

九、 在經一般服務層處理相關資訊後，資料傳遞至長期紀錄

資料服務層中(圖 241，○9 )。 

十、 長期紀錄資料服務層內之業務流程服務(圖 240，○10 )將
會送出一個病患確認需求至病患登記資料庫中，確認病

患資料(圖 241，○11 )。 

十一、 當地的病患登記資料庫確認「李 XX」的身分，並將此確

認訊息送回長期紀錄服務層中(圖 241，○12 )。 

圖 239 溝通匯流排與一般服務中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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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在長期紀錄服務層中，業務流 

程服務回收此確認訊息，並啟 

動包裝服務(圖 240，○13 )。 

十三、 包裝服務將會把相關訊息整合，

並將病患基本資料及索取之資

料 回 送 至 EHR 閱 覽 器 中 ( 圖 

240，○14 )。 

十四、 長期紀錄服務層整合相關資訊

後(圖 241，○15 )，將此訊息透過 

一般服務層(圖 241，○16 )回傳至

EHR 閱覽器中(圖 241，○17 )。 

在相關資料存取的過程中，系統間均透過標準傳遞訊息(圖 

242)。以終端使用者的角度而言，使用 EHR 閱覽器的醫師透 

過其閱覽器介面可閱覽許多不同資料庫整合之資訊(圖 243)， 

圖 241 EHR 資訊架構概念架構圖(b) 

圖 240 長期紀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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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關 EMR 應用系統的使用者更透過該應用系統與 EMR 資料

庫整合之功能，亦能同步查詢與更新相關資料庫(圖 244)。 

圖 242 以標準為基礎的系統連線 

圖 243 EHR 閱覽器使用者資料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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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EMR 應用系統使用者資料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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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歐洲發展現況介紹 

歐洲國家醫療資訊化的目標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醫療服

務系統，提供個人化與「以病患為中心」的醫療照護。與其他

產業相比，雖然歐洲「醫療體系」採用各項資訊技術的速度較

為緩慢，但醫療「資訊系統」現代化已漸漸成為歐洲各國政府

規劃與發展的優先項目，且已逐漸成為醫療體系中不可或缺的

一部份。然而，目前在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於醫療資訊化的規劃

策略，尚未訂定統一的標準與責任歸屬，以下以簡短篇幅介紹

歐洲各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6)。 

一、 「奧地利」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奧地利衛生部是其醫療資訊化建設推動的主要協調者，

主要負責推廣資訊科技於健康醫療體系的應用，以及訂定相

關規劃、財政、和指引機制。在嘗試了許多不同產業與技術

的合作後，2005 年時奧地利成功的在全國推出了電子保險 

卡(Health Insurance Card)，包含了超過 800 萬名投保民眾以 

及 12,000 位醫師的參與。電子保險卡可以兼容 NETC@RDS
計畫，來改善跨歐洲各國的醫療服務。而「健康醫療資訊化」

計畫的重要一環，是全國性電子醫療紀錄(Elektronische Ge-
sundheitsakte, ELGA)的執行。落實執行此一計畫仍需面對許

多挑戰，包括： 

(一) 規劃 ELGA 的基本規格。 

(二) 合作並實現可互操作性與標準化所需能力。 

(三) 確保病患對於身分識別與電子病歷管理的信任並保障

病患隱私。 

(四) 對於保護電子病歷長期存檔的安全策略和能力。 

(五) 規劃共同詞彙的應用以利於監測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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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建置以國民為中心的全國單一入口醫療網站(National 
Health Portal)。 

(七) 整合式醫療照護與社區服務網路基本架構之建立。 

(八) 落實遠距醫療居家照護計畫以及提供偏遠地區或弱勢

族群的照護服務。 

二、 「比利時」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比利時的國家醫療資訊化藍圖，主要是由衛生部以及資

訊國務秘書處(Secretariat of State for Informatics)發起。比利 

時的國民電子身分證(Electronic Identity Card, eID)在 2004 年

的 9 月開始發行，目前約發行了 400 萬張卡。預期將在 2009
年全面使用。衛生部主要協調的工作有： 

(一) 建立一個標準化的技術規範以交換與分享健康資訊。 

(二) 為門診設立一個認證制度。 

(三) 發展和編纂一個用於診斷、治療、照護、和藥物使用的

參考資料庫。 

(四) 定義 XML。 

(五) 建置國家醫療資訊網路。 

(六) 創立全國醫療資訊技術平台「Be-Health」。 

(七) 確保醫療資訊研究的資金結構。 

(八) 研議法律上所需要的修改。 

比利時也致力於電子病歷 Summarized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Sumehr)的推動以達到更好的系統可互操作性。目

前，已能在門診照護層級達成電子病歷之使用。2007 年已有

二個病例分享的測試計畫： Be-Health 平台與 e-Prescription。 

三、 「保加利亞」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目前，保加利亞尚未有一套先進的醫療照護系統，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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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集中式的醫療資訊儲存庫。在通訊技術的研發與推動

上，保加利亞也是落後於其他新歐盟國家。保加利亞的醫療

資訊化發展目前優先考慮以下事項： 

(一) 創建一個商業模式。 

(二) 依據需要，建立新法規。 

(三) 建立一個資訊化系統來連結各種醫療產業。 

(四) 為專業醫護人員提供一套特別的軟體。 

(五) 引進一個更有效的整合資訊系統來支援管理者的決策。 

(六) 引進資訊科技與工作方法協助提昇大學醫療教育課程。 

優先計劃為電子卡的執行、建置醫院資訊系統、發展資

訊化個人健康紀錄、以及提供病患各種網路應用。 

四、 「塞普勒斯」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賽普勒斯政府的醫療資訊化策略致力於以更低的醫療

費用來提供更好的醫療服務，並把重點放在病患的需求上，

其中包括建置醫院資訊系統、強化全國健康監測系統、推動

基 層 醫 療 電 腦 化、實 施 健 康 保 險 計 畫 (Health  Insurance 
Scheme)、推行病患電子卡之使用、規劃實施電子健康紀錄、

醫療用詞的標準化、診斷的分類與編碼、改善醫療流程、分

析死亡原因、以及便捷資料庫的讀取。 

賽普勒斯衛生部已決定在所有公立醫院、門診與偏遠地

區，執行醫療照護資訊支援系統(Health Care Information 
Support, HCIS)。整合應用的推動，包括電子病歷，編碼、醫

院的輸入與管理系統、病理檢驗、血庫、PACS、處方箋、 

帳單、人員管理、物流控制、以及醫療智慧卡(Health Smart 
Card)。 

全國健康監測系統的設備與軟體開發在 2005 年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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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於 2007 年 9 月完成。HCIS 是從二家旗艦醫院開

始： New Nicosia General Hospital 以及 Famagusta General 
Hospital。衛生部將在 2010 年時，把這項計畫推向所有的公

立醫院與醫學中心，而其他的私人診所也會依情況給予讀 

取醫院病患資料的權限。 

五、 「捷克共和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捷克共和國的資訊部與衛生部在醫療資訊化的政策上

有決定性的影響力。在「National Action Plan eEurope + Czech 
Republic」的策略文件中有提到，捷克政府打算： 

(一) 漸進的讓智慧卡來取代現有的醫療保健卡。 

(二) 在 2005 年時發展出一套系統提供公共衛生訊息。 

(三) 在 2006 年時，建立一個資訊網路來連結捷克國內與歐 

盟的照護點，達成資訊分享與合作。 

(四) 以保險公司補助資訊網路的建立。 

全國的電子健康紀錄系統由 IZIP Inc.所開發，提供服務

給投保者與醫療機構。除了電子健康紀錄以外，還包括了電

子處方箋(ePrescription)、簡訊(eMessages)、以及電子警報

(eAlarming)之研發。捷克共和國未來資訊計畫包括：更廣泛

的應用 ICT 以及確保 ICT 在醫療資訊化的應用系統中能有更

好的整合，以提昇醫療品質。未來醫療資訊化的優先項目也

包括建立政策來配合歐洲醫療資訊化的需求與標準。 

六、 「丹麥」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丹 麥 衛 生 部 在 1996 年 時 開 始 發 展 電 子 病 歷 系 統

(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EPR)。在 1999 年，推出了全國性 

醫院資訊科技導入策略(National  Strateg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ospitals)，主要目標是發展電子病歷系統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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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資訊科技系統的中心。2003 年公布的策略中，以資訊分

享 為 主 要 原 則，由 內 政 部、衛 生 部、國 家 醫 療 委 員 會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郡及哥本哈根醫療公司協會

(Association of County Councils and Copenhagen Hospital Cor-
poration)、MedCom，以及丹麥標準協會(Danish Standards 
Association)共同負責執行計畫。推行電子病歷系統策略主要

是與發展和執行與電子病歷紀錄相關規範，例如：共同的標

準、概念、和分類來確保電子病歷系統與其他資訊科技系統

的整合。 

國家醫療委員會所發表的基本電子病歷系統架構(Basic 
Structure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BEHR)是以建立一個

全國性的電子病歷系統為基礎目標。另外，國家醫療委員會

也著手把 SNOMED-CT 翻譯為丹麥語以及制訂一套常用的

醫療臨床術語來確保資訊標準的一致性。 

根據 2003 年丹麥政府與公立醫院的財政協議，時至

2005 年，丹麥所有的醫院都必須安裝上有共同標準的電子 

病歷系統。VPN 連結由 MedCom 提供。目前，有 97%基層 

醫師、74%專科醫師、100%醫院與藥局、以及 44%地方政府

都已開始使用這個網路。透過全國健康入口網站(National 
Health Portal)提供醫療服務，網路服務項目包括病患轉介、 

出院摘要、處方箋、遠距放射影像科、遠距皮膚科、以及檢

驗結果查詢。MedCom 在 1996 年時也開發了電子資料交換

(Electronic Data Exchange, EDI)標準。目前，每月都有超過 

300 萬筆文件紀錄進入此一全國健康入口網站，相當於 80%
所有基層醫療的通訊。 

全國健康網路(Sunhed.dk)在 2003 年 12 月開始，為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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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護人員提供丹麥醫療服務的單一存查點。民眾可以透過

這個網路掛號、訂購藥品、延續處方箋、查看藥物資料、以

及與醫護人員聯繫。另外，這個網路也提供查詢各種醫療服

務、疾病資料、指引、以及基本住院資料。醫護人員則可以

查看病患資料、檢驗結果、與應用其他相關資源。 

其他的幾項計畫包括： 

(一) Medicine Profile：這是一個可以查閱丹麥處方藥物購買

狀況的資訊系統。病患、醫師、藥局都可以查看資料。

丹麥也建立了一個全國性的處方藥服務系統，讓病患可

以在任何藥局持續領取連續處方箋及相關藥物。 

(二) Sup Modernisation Web-EPR Project ：病患資料可以由

線上查詢方式得知，不需以紙本方式傳送。健康醫療相

關資訊經過加密後，在 MedCom 網際網路進行傳送。 

(三) Multi-National eHealth Cooperation ：促進丹麥、挪威、瑞

典、愛沙尼亞與立陶宛遠距醫療的應用。 

七、 「愛沙尼亞」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愛沙尼亞中 15 歲到 75 歲間之，大約有 80%擁有電子 

識別卡。這個電子識別卡在保護資料與風險管理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從 2000 年開始，愛沙尼亞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發 

展的策略簡述為以下三點： 

(一) 發展出一個全國整合性電子病歷系統。 

(二) 全國整合性電子病歷系統發展著重在標準化與資訊系

統的可互操作性。 

(三) 全國整合性電子病歷系統發展應建立在現有的資訊科

技架構之上。 

透過這個策略，愛沙尼亞希望能建立一個完整的電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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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註冊系統(Central Register)，提供服務給它的 135 萬國民， 

並促進醫療照護者的資訊交換。在 2000 年的時候，社會局 

規定所有基層醫師都必須使用電腦與網路。而在 2001 年時 

更是規定所有送到 Estonian Health Insurance Fund (EHIF) 
的補助申請都必須是以資訊模式送達。 

2005 年再度啟動 Tervisepank (Health Bank, HB)計畫， 

提供服務給家庭醫師與有投保的民眾(約 125 萬)。而在 2006
年，愛沙尼亞開始電子病歷推動計畫，包括一個大型的電子

病歷推動計畫以及三個與電子病歷推動計畫連結的小型計

畫。預約掛號、處方箋、以及影像的資訊化在 2007 年年底完

成，並在 2008 年年底可以完成電子病歷的運作。 

八、 「芬蘭」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由於芬蘭的醫療系統為區域規劃而非中央政府統一規

劃，所以其 eHealth 方案在開發與執行過程都受到一些區域

性差異所帶來的阻力。芬蘭的 430 個地方政府各自負責該地

區民眾的醫療服務。「Utilis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Welfare and Health」為政府的第一

個策略計畫。這個計畫在 1998 年更新，把重點放在所有層 

級醫療院所數位病患資料的應用。病患可以上網查看與管理

他們本身的資料。 

最常用到的資訊服務，如下： 

(一) 區域層級醫療院所的遠距醫療服務。 

(二) 基層醫師與專科醫師之間的病歷、影像、轉介、檢驗結

果、照護摘要的傳送。 

(三) 遠距醫療諮詢服務。 

(四) 病患帳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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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九十六的基層醫療院所已經使用電子病歷做為

主要的病歷紀錄模式，而約有 89%私人醫療機構已常態性 

使用電子病歷。 

芬蘭的全國電子處方箋測試計畫在 2002 年時開始，以 

國家保險局 (Kansaneläkelaitos, KELA)的資料庫為基本。計 

畫的其他部分包括：認證與醫護人員智慧卡(Smart  ID 
Card)。智慧卡是由 Population Register Center 來管理，目前 

已發放六萬張。 

專為國民設置的全國健康網際網路也在 2007 年時完成。

而醫療專業人員的網際網路則是一個由芬蘭醫療社群協會

(Finnish Medical Society Duodecim)來維持的專業人士之入口

網站(Terveysportti)，包含醫療決策支援系統服務。 

近日，芬蘭將會有政策來規範所有的醫療機構都必須參

與國家醫療資訊科技架構。此將造成醫療院所與社區藥局迅

速採用電子處方箋。 

九、 「法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法國 eHealth 方案共有四個主要的目標： 

(一) 為國家公共衛生做出貢獻(改善照護)。 

(二) 為醫療規劃做出貢獻(促進鄰近醫療的便利性)。 

(三) 協助醫護人員資訊訓練。 

(四) 減輕因由年齡老化所衍生的醫療問題。 

法國在 2005 年 4 月成立一個公共利益團體(Public Inter-
est Group, GIP) 來設計、監督、以及安排法國健康醫療資訊 

體系的 Dossier Medical Personnel (DMP)。DMP 為法國的個 

人電子病歷系統。另外，在 2007 年時，成立了與 DMP 連結

的電子處方箋系統(Dossier Pharmace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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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 eHealth 計畫有： 

(一) CPS ：醫護人員的證卡，有識別、認證、電子簽名等功

能。 

(二) SESAM-Vitale ：病患的證卡，內存投保人與受益人資

料。 

(三) 歐盟的 NETC@RDS 計畫。 

(四) 法國官方健康入口網站(Official Health Web Portal)。 

(五) Mandatory Insurance Organisations ：發展醫護人員應用

系統。 

(六) 其他區域應用系統與平台。 

而在未來的五年裡，eHealth 的發展將包括： 

(一) 進一步開發現有資訊應用功能與新的 eHealth應用功能。 

(二) 採用審核過的標準來執行 eHealth 計畫。 

(三) 協商訂定臨床、經濟、和組織的評價標準定義。 

(四) 設計與執行新的經濟模式和籌備資金的計畫。 

(五) 研究、了解、接受最佳模式(Best Practices)。 

十、 「德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德 國 的 eHealth 計 畫 主 要 是 落 實 電 子 醫 療 卡

(Gesundheitskarte)執行，以及建立所需機構，讓 eHealth 可以

順利執行。在德國的全國性計畫裡，將進行應用系統功能與

性能的測試，例如：電子處方箋與緊急醫療資訊交換。

eHealth 每個功能都將在檢驗室裡測試，再轉到現實生活中。

第二階段 eHealth 將在德國的八個地區做測試。最後推出時

間還未訂定，但預估是在 2008 年。而參與測試的醫師、醫 

院、與藥局都會收到資金補助。 

在跨國合作上，德國、荷蘭、和比利時的保險公司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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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地區的醫院合作，來提供在外地旅遊的國民，可以得到

即時的醫療照護。另外一項計畫為 TEN4Health，參與成員 

包括澳洲、比利時、捷克、德國、義大利、與荷蘭的保險公

司與醫院。其他還有 NETC@RDS 計畫，共有 15 個會員國。 

十一、 「希臘」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希臘衛生部在 2006 年擬定了希臘的國家 eHealth 藍圖，

來建立一個國家健康資訊系統(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NHIS)。藍圖分為三部分： 

(一) 2006-2007 年：強化國家健康資訊系統標準與通訊架

構。 

1. 進一步的開發 17 個現有的區域整合資訊系統。 

2. 建置民眾健康服務入口網站。 

3. 研究國家遠距醫療服務以了解遠距醫療服務所需支援。 

4. 舉辦 eHealth 論壇，讓所有利益相關者都可以來探討相 

關議題。 

5. 設置 eHealth 論壇網站，讓醫護人員隨時可以交換意見 

與經驗。 

(二) 2007-2012 年：大型國家健康資訊系統測試計畫。 

(三) 2012-2015 年：國家健康資訊系統進行國與國之間的整

合。 

其他計畫包括公務員智慧卡、國家救護車服務(National 
Ambulance Service)資訊系統、EDI 為基礎的醫院採購、國家 

血庫資訊系統，基層醫療資訊系統，醫療圖書館資訊系統，

遠距醫療等。 

十二、 「匈牙利」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在匈牙利，eHealth 政策是由衛生部、總理辦公室(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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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s Office)、以及國家研究技術辦事處(National Offi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來負責。2003 年，匈牙利成立 

健康醫療入口網站為醫護人員提供實證醫學資源、藥物資

料、以及醫療電子書。另外，還有一個公共入口網站 Dr. In-
fo，提供可上網的民眾各種線上資料。再者，還有一個專門

為殘障人士所架設的入口網站，提供諮詢協商以及其他社區

服務給殘障人士。 

eHealth 計畫在 2004 年的 1 月開始實行。主要項目有： 

(一) 維持匈牙利健康醫療資訊體系資訊策略。 

(二) 建立詳細的資訊應用資料與通訊標準。 

(三) 定義健康醫療資訊體系概念與執行管理標準。 

(四) 引入數位簽名(eSignature)以及執行 TTP (Trusted Third 
Party)。 

(五) 執行電子認證公共註冊(Electronic Certified Public Reg-
istries, ECPR)。 

(六) 發展電話與網路健康資訊諮詢服務(Dr. Info)。 

(七) 發展實證醫學知識基礎並進行知識傳播。 

(八) 為殘障人士提供 eHealth 服務(Internet Portal)。 

(九) 強化匈牙利健康資訊研究與發展計畫結果的應用。 

這個計畫將連結所有涉及的醫護人員來提供 eHealth 服

務。另一個計畫是 OEP West Hungarian 計畫。2005 年 10 月 

以來，總共已發出 30 萬張歐洲健保卡(European Health In-
surance Card, EHIC)。eHealth 希望能把醫護人員的入口網站

再加入電子處方箋功能以及其他電子交易功能，最終再將 

這個入口網站與民眾的入口網站合而為一。 

十三、 「愛爾蘭」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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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蘭是聯合總理部(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兒童

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Children)以及衛生部(Health 
Service Executive, HSE)一同制定 eHealth 政策。在 2004 年， 

愛爾蘭擬定了策略來建立愛爾蘭醫療體系資訊系統的框

架： 

(一) 短期：致力於資訊標準和基礎建設的部署。 

(二) 中期：有條理的來識別和處理資訊系統的不足。 

(三) 長期：電子病歷系統的執行(HSE 擁有愛爾蘭最大的

ICT 架構，而整合性基礎架構的發展是 HSE 的優先計 

畫項目)。 

HSE 南部的衛生局(Southern Health Board, SHB)發展一

套 ICT 策略，稱為 Health eSHB。Health eSHB 有十項策略目

標，其中包括電子病歷的推動以及建置資訊臨床、行政系 

統。另外，全國性的醫師簡訊計畫開發出一套電子通訊系統

讓主治醫師可以與專科醫師溝通。簡訊類別包括：檢驗結

果、放射影像結果、病患死亡通知、出院通知、出院摘要、

A&E 通知、以及候補名單的更新。 

十四、 「義大利」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義大利的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策略包括三個互相連

結的計畫，目標是： 

(一) 改善醫療體系的效率與效益。 

(二) 確保基本醫療服務品質(Fundamental Levels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三) 加快醫療與社區務服的科技創新。 

新國家醫療資訊系統(National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NSIS)有二個主要的發展目標：建立一個病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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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紀錄的整合系統與確保擁有分析所需要的資料。在 2004 
年時，義大利創建了一個永久性 eHealth 機構(TSE)，提供技

術磋商和諮詢服務。TSE 的架構包括下列要求： 

(一) 隨時隨地存取所有病患資料。 

(二) 系統將遵從義大利的醫療系統架構。 

(三) 系統具有高度的安全性並在隱私上遵照義大利的法律。 

(四) 系統附有高度的可靠性與可用性。 

(五) 系統擁有模組架構(Modular Structure)。 

(六) 系統可以保障現有的投資，並考慮到與遺留系統間的互

動。 

(七) 系統是基於開放式標準(Open Standards)的使用。 

TSE 的其他 eHealth 測試計畫包括： 

(一) 醫師的 eHealth 網路(在九個南部地區，有 13,500 位醫師

使用)。 

(二) eBooking(五個地區)。 

(三) eSignature(16 個地區、共 200,000 張智慧卡)。 

(四) 遠距醫療與遠距教學。 

(五) 腫瘤中心網路(Oncology Excellence Centers Network)。 

(六) 積極預防疾病(疾病管理)。 

十五、 「拉脫維亞」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拉脫維亞衛生部為 eHealth 的主要負責單位，優先計畫

項目如下： 

(一) 建立並實施電子醫療卡與 EHIC 健保卡(EHIC 預計在

2008 年實行)。 

(二) 醫療機構全面執行電子病歷。 

(三) 改善內部與外部的資訊系統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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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相關作業的標準化，並提供資訊化與線上醫療服

務。 

(五) 改善健康資訊的存取。 

(六) 遠距醫療的發展。 

eHealth 的目標包括提高醫療人員對於資訊科技的能力

與熟識度、醫療服務鏈(Chain of Healthcare Services)的推動、

以及資訊技術在醫療方面的實行。 

十六、 「立陶宛」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立陶宛的 eHealth 發展策略有以下幾點： 

(一) 建立資源管理系統的模式。 

(二) 確定 eHealth 的發展順序以及計畫，涵蓋遠距醫療、臨 

床決策支援、遠距照護、遠距監測、病患醫療紀錄 

(Patient Health Record)、遠距教學等問題。 

(三) 建立資訊化以及與其他機構聯繫的模式。 

(四) 依照歐盟公共衛生監測系統定義規劃公共衛生資訊系

統。 

(五) 整合醫療登記、註冊與相關資料庫。 

(六) 形成 eHealth 系統的基礎架構。 

未來的 eHealth 策略致力於實現 eHealth 基礎架構與環境

的建立。這樣，民眾與病患可以得到更多的醫療照護權益，

並可以支援醫護人員提供高品質、實証醫學的醫療照護。 

十七、 「盧森堡」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衛生部是盧森堡 eHealth 政策的主要負責機構，並由社

會安全部以及 eLuxembourg Service 從旁協助。策略的目標 

包括： 

(一) 設立一個永久的 eHealth 諮詢委員會(Advisor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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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造一個更大的共同資訊平台(Telematic Platform)。 

(三) 建立一個全國的公共衛生入口網站 (National Public 
Health Portal)。 

(四) 以更優質的資料分享環境及技術支援醫療服務的整合。 

(五) 支持放射、檢驗結果、處方藥的關鍵文件管理之應用。 

1995 年初，衛生部發起並資助了安全網路的建設，連結

盧森堡的醫院、疾病基金(Sickness Funds)、及其他醫療界的 

利益相關團體。自 2001 年起，陸陸續續進行著許多相同的 

計畫。由這些計畫所產生的 HealthNet 是醫療與長期照護的

共同網路。而在 2005 年所創立的 GIE HealthNet，則負責開 

發這個系統的共同架構與應用。 

以下為盧森堡的一些 eHealth 計畫： 

(一) Portail Santé ：建立一個民眾的健康口網站，在 2007 年

的第二季完成。 

(二) Carnet Radiologique ：創立放射科資料的電子檔，在

2007 年時在一家醫院實施，為大型 EMR 的先驅。 

(三) Programme Mammographie ：透過 HealthNet 來交換乳房

篩檢的放射影像，以便於轉診或尋求第二意見。 

未來計畫的發展重點為建立一個新的全國病患識別標

示(Patient  Identifier)模式與電子醫療卡(Electronic  Health 
Card)以推動全國性電子病歷之使用。 

十八、 「馬爾他」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馬爾他衛生部以及老人與社區照護部門已規劃並實行

了廣泛的醫療照護改革，來建立一個綜合管理辦法來提供服

務。服務項目有線上申請 EHIC、線上病患轉介系統、電子通

知、線上掛號管理、線上病患影音視訊電子圖書館、線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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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定期更新網路資訊系統、電子藥局、線上登記捐血、線

上報名減重課程、線上報名戒菸課程、線上報名參加性教育

與輔導課程、線上申請 STD 資料並可以與醫師洽詢。疫苗 

系統目前也正被安裝至 eHealth 網站，服務內容包括線上疫

苗紀錄、自動疫苗注射提醒、以及線上登記疫苗接種。 

線上申請 EHIC 是馬爾他最多人申請的服務。EHIC 可 

以為在其他歐盟國家的民眾提供醫療服務。 

2005 年的時候，政府創立了一個國家 eHealth 願景與六

個策略目標，著重於整合性醫療資訊系統(Integ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IHIS)的建置上。新建造的 Mater Dei 醫 

院將會包括 IHIS 的六個應用系統： LIS、RIS、PACS、PMI 
、EMR，與 OMF (Order Management and Fulfillment)。 

十九、 「荷蘭」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由國家醫療資訊科技所(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NICTIZ)所發

展的國家醫療架構(AORTA)可以讓「荷蘭」病患與醫療人員

安 全 與 可 靠 的 交 換、存 取 醫 療 資 料。而 電 子 健 康 紀 錄

(Electronisch Patiënten Dossier, National Electronic Health Re-
cord, EPD)為醫療應用系統的核心。荷蘭健康醫療資訊體系

的主要發展計畫有： 

(一) 電子用藥紀錄(Elektronisch Medicatie Dossier, Electronic 
Medication Record, EMD)：資料將會儲存在來源，但醫 

護人員與使用者可以查看用藥資訊。 

(二) 電子主治醫師紀錄(Waarneem Dossier Huisartsen, Elec-
tronic General Practitioner’s Record, WDH)：病患資料會

顯示在醫師的螢幕上，讓醫師可以存取資料，而更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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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資料將會以報告的方式傳送至病患的主治醫師。 

EMD 與 WDH 的計畫主要分為二步驟： 

(一) 概念的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確保不同的醫療資

訊系統可以在測試的環境裡營運 。 

(二) 測試計畫： PoC 結果將在 11 地區做測試計畫，包括： 

五個 EMD 與六個 WDH。這 11 個地區總共涵蓋了 

1,000 家醫療機構以及他們近 200 萬筆病患資料。 

新應用系統將會依可行性與需求來做排序。資訊科技與

創新平台(IT and Innovation Platform)會安排新的 ICT 活動議

程，並由資訊科技與創新平台研討會(IT  and  Innovation 
Steering Committee)來決定未來實際的發展。 

未來的計畫包括： 

(一) 延伸 EMD 計畫(加入電子處方箋功能)。 

(二) 延伸 EMD 計畫(其他專業的加入)。 

(三) 延伸 WDH 計畫(加入緊急資料集)。 

(四) 發展電子糖尿病紀錄與自我管理工具。 

(五) 創立兒童電子紀錄(Elektronische Kind Dossier, Elec-
tronic Child’s Record, EKD)。 

(六) 讓病患可以獲得自己本身的電子資料。 

二十、 「波蘭」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波蘭的衛生部在發展 eHealth 目標與執行上，扮演著主

導的角色。由衛生部監督的醫療資訊系統中心(Centr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s)則是特別著重於提供醫療資

訊與 eHealth 相關的解決方案。 

波蘭在 2004 年擬定了 eHealth 策略，並在 2005 年的 3 
月，訂定了資訊架構發展的策略，和準備好了 EHIC 的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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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ealth 的重點包括： 

(一) 發展醫療機構的資訊科技架構。 

(二) 建立中央資料庫與登記系統。 

(三) 改善醫療資訊的存取。 

(四) 加速、追蹤、與開始遠距醫療服務的提供。 

(五) 增加民眾健康相關的教育與推廣。 

(六) 確保醫療資料的安全性與隱私性。 

二十一、「葡萄牙」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在葡萄牙，衛生部是推動醫療 ICT 的主要負責機構，並

針對健康醫療資訊體系規劃、財務、與指導方面建立機制。

eHealth 在國家資訊行動計畫裡是優先執行項目。eHealth 政

策有三個主要目的： 

(一) 建立健康資訊網路。 

(二) 提供線上醫療服務。 

(三) 發放病患的使用者卡片(User Card)。 

eHealth 也加強服務性入口網站的開發並強化其服務內

容，包括： 

(一) 建置官方與民間健康入口網站。 

(二) 建置電話服務線(提供醫療方面的資料、建議與指導)。 

(三) NHS 病人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Patient Card)：目前

所有國民都擁有一張病人卡。 

(四) 遠程解決方案(Telematic Solutions)：主要為心臟內科、

精神科與遺傳醫學做遠距診斷服務、遠距醫療與遠距會

議。 

(五) 改善健康資訊網路。 

(六) 臨床支援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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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電子處方箋。 

在 2007 年，葡萄牙的電子識別証(eID)將會取代現有的

五張識別卡：身分証、納稅卡(Taxpayer’s Card)、社會安全 

卡、選民卡、以及醫療卡。 

二十二、「羅馬尼亞」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羅馬尼亞未來 eHealth 系統將會把重點放在系統的可互

操作性。目前的 eHealth 策略包括以下幾個目標： 

(一) 制定一個獨特、以病患為中心的整合性醫療資訊系統，

包含電子病歷等。 

(二) 採用目前 13 位數的數位 ID 號碼。 

(三) 確保現存醫療資訊系統與健康醫療資料庫系統的可互

操作性。 

(四) 提供即時決策支援工具。 

(五) 在臨床上使用醫療通訊與電子病歷時，使用獨特且有嚴

格標準的臨床醫療字典。 

(六) 確保健康醫療資訊策略的共同立場。 

(七) 建立永久的健康醫療資訊交換制度與流程。 

(八) 避免不必要的重複或欠缺醫療健康資訊。 

(九) 每人發放一張識別智慧卡。 

有 75%的醫院都已在臨床或臨床相關(Para-Clinical)醫
學上應用資訊程序。其中，電子病歷會與檢驗室、藥局、影

像處理等系統無縫結合。而在遠距醫療方面，也有一些緊急

醫療服務的電子資訊系統的發展，提供病患服務。 

其他還在進行中的一些 eHealth 計畫，包括： 

(一) 公共衛生保險基金(Public Health Insurance Fund)的管理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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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進行中的國家重症醫療網(National Critical Medi-
cine Network, NCMN)。 

(三) 義大利與羅馬尼亞的 eHealth 合作計畫：系統可互操作

性以及醫療人員的教育訓練。 

(四) 「Health Optimum」計畫的參與，其他合作國家為義大

利、西班牙、丹麥、瑞典、與比利時 。 

eHealth 策略、資訊系統、以及相關入口網站將在更大的

國家計畫中發展與實行。 未來的主要目標是： 

(一) 制定與其他歐洲國家合作的的 eHealth 可互操作性計畫 

。 

(二) 開始實行以病患為中心的健康管理資訊系統計畫。 

(三) 建立相關利益團體的工作小組來探討 eHealth 標準和其

他互操作性的先決條件。 

(四) 完成 eHealth 策略。 

其他新的計畫提案包括：策略、統計報告、重症醫療、

家庭醫學、電子處方箋、遠距醫學、健康計畫方案、檢驗室、

影像、eHealth 入口網站、寬頻、GIS、資源管理、ID、保密

性、安全性以及電子採購(eProcurement)。 

二十三、「斯洛伐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斯洛伐克」衛生部是主要的 eHealth 利益相關單位。其

eHealth 委員會是編制新的行動計畫與完善藍圖時之主要決

定者。eHealth 的進展如下： 

(一) eHealth 的未來藍圖以及行動計畫。 

(二) 國家醫療資訊中心(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NHIC)：發展與建議 eHealth 相關策略、概念、標準、方

案、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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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Health 相關的 NHIC 活動。 

(四) NHIC 的醫療權能中心(Health Competence Centre)：代

表斯洛伐克在歐盟不同的組織裡擔任聯絡者的角色。 

斯洛伐克 eHealth 藍圖的主要基礎結構與功能如下： 

(一) 國家醫療資訊系統(National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
tem)的發展。 

(二) 醫護人員與民眾的醫療相關國家入口網站之建置。 

(三) 全國醫療機構的網路之建置。 

(四) 民眾與醫護人員電子卡之推動。 

(五) 電子多媒體健康紀錄(Electronic Multimedia Health Re-
cord)之推動。 

(六) 遠距醫療與獨立生活之推動。 

(七) 電子處方箋之推動。 

(八) ICT 支援的居家照護系統之推動。 

(九) 以知識為基礎的諮詢與決策支援系統之開發。 

(十) 開發系統來獲得與累積適當的高品質醫療相關資料。 

(十一)建立新系統來做臨床應用、安全、與品質的評估與控

管 。 

(十二)臨床指引的認證。 

(十三)ICT 應用以及醫療服務相關的標準與規格之建立。 

(十四)創立符合國際醫療資訊科學協會(International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IMIA)建議的大學程度健康與

醫療資訊教育。 

二十四、「斯洛文尼亞」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斯洛文尼亞」衛生部的六個健康計畫優先項目，包

括：增進健康與疾病防制活動、制定國家政策與策略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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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強化醫療服務、健全醫療服務系統、良好醫

療財務與監測模式的建立，以及評估醫療服務品質。 

三個主要的 eHealth 2010 計畫為： 

(一) 建立基本的資訊架構，並制訂醫療與社會服務的基本資

料庫，在 2007 年完成全國電子醫療紀錄的實施。 

(二) 透過國家醫療入口網站的架設，連結全國的醫療與社會

服務資訊系統。 

(三) 在 2010 年底前，建立醫療體系 e 化商業(eBusiness)模 

式。 

其 他 正 在 進 行 中 的 跨 國 計 畫，很 多 與 國 家 保 險 卡

(National Insurance Card)的系統有關。斯洛文尼亞預計將在

2007 年至 2009 年間，完成卡片系統的升級。相關計畫包 

括： 

(一) NETC@RDS 計畫：這是一個由多國聯手的合作計畫，

提供跨國醫療服務。 

(二) PRIMACOM 計畫：這是由匈牙利與斯洛文尼亞的合

作，與義大利和丹麥做醫療資訊的交流，目的在於提供

醫護人員所需要的系統與架構來增進一般醫師與專科

醫師之間的溝通。 

在未來的計畫裡，斯洛文尼亞將會考慮納入電子病歷 

與國家醫療資訊入口網站(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Portal)
的建立。 

二十五、「西班牙」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西班牙的國家醫療系統計畫總共有六個主要的行動方

針、12 項策略、超過 40 個目標，以及 200 個建議措施來改 

善國家醫療系統的品質與效率。策略目標包括增加國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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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醫療照護過程、透過照護品質的改善來提昇病人安全、

以持續的評估來加強健康醫療資訊的安全性、以及增加健康

醫療資訊的使用。針對醫護人員健康醫療資訊所推動的計

畫，包括：醫療識別卡資料庫、數位臨床紀錄、電子處方箋、

遠距醫療、以及遠距掛號和系統的可互操性。目前，西班牙

法律尚未在法律上涵蓋數位簽名、遠距醫療、或 eHealth 服 

務的提供。 

西班牙的衛生部已有做些措施來確保全國醫療系統的

可互操作性。例如： 2003 年，西班牙國家醫療體系已經可 

以讓使用者利用電子醫療卡做健康醫療資訊交流。西班牙也

已經可以利用資訊模式於健康醫療機構間交換電子處方箋

與電子病歷以提昇病患的行動性與照護品質。 

二十六、「瑞典」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瑞典在 2005 年的時候創立了一個 National High Level 
Group 組織來為國家的 eHealth 策略做努力，訂定六個行動 

範圍： 

(一) 隨著健康醫療資訊應用的延伸，將法律與法規納入計畫

中。 

(二) 建立一個共同的健康醫療資訊架構。 

(三) 建立一個共同的健康醫療資訊技術基礎架構。 

(四) 促進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互操作性與支援功能。 

(五) 促進跨組織的健康醫療資訊存取。 

(六) 讓民眾都可以便捷的使用健康醫療資訊與服務。 

自 2002 年以來，所有的醫院與基層醫療中心都已連結 

上了 Sjunet。Sjunet 是 Carelink 的一個醫療專屬的聯合電信 

網路。目前，這個網路連結了 80 家的公立醫院、800 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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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醫療中心、950 間藥局、以及一些私立醫療院所。這是一 

個與網際網路分開的光纖網路系統，可以安全可靠的交換 

隱私性資料。其他特色包括視頻會議、醫令系統、全國電話

指南、知識庫、臨床照護規劃、以及遠距診療服務。在 2004
年，Sjunet 寬頻架構已推廣至 85%的民眾。另一個 Sjunet 所

支援的系統為電子處方箋，並在 2006 年的 4 月，達到了 

55%的使用率。Apoteket AB 目前正在為這套系統做進一步 

的發展，加入全國所有處方藥品的資料庫。遠距醫療已經在

超過 100 個應用系統裡測試過、並有超過 75%的醫院已經 

測試過或已經開始使用遠距醫療應用系統。 

其他 eHealth 的計畫包括： 

(一) 病人資料查詢(Patient Data Inquiry)的持續審查與醫療資

訊相關的政策。 

(二) InfoVU-Project ：設置術語、分類、以及品管指標。 

(三) SNOMED 的適合性評估。 

(四) 全國病患病歷摘要(National Patient Summary)資料庫之

建置。 

(五) Carelink PLUS 計畫：創立一個參考架構，讓不同機構 

的系統可以互相連結。 

(六) Carelink RIV 計畫：為醫療系統的電子簡訊建立一個共

同標準。 

(七) SITHS 計畫：為醫護人員建立一個安全的健康醫療資

訊認證。 

(八) National Patient Advice 計畫：為民眾設立一個醫療入口

網站。 

(九) e-Lak ：由 Carelink 主導，支持醫療服務、照護、以及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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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電子通訊發展。 

二十七、「大英帝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大英帝國」每個自治政府都有獨立的醫療服務，但全

部都是由公共基金補助，且統稱為 NHS。雖然說四個自治政

府的醫療系統都獨立營運，但是卻保有密切的合作來確保民

眾都能接受到一樣的照護品質。 

(一) 英格蘭。 

英格蘭的衛生部是 NHS 的負責單位，來執行國家資訊 

科技計畫(National Programme for IT, NPfIT)。NPfIT 是全球 

官方最大規模的醫療資訊科技計畫，可以在經過病患授權後

提供病患資料。目的為： 

1. 建立一個 NHS 照護紀錄服務(Care Records Service, 
CRS)來改善病患紀錄的分享，並讓病患可以查看自己 

本身的資料。 

2. 更快與更方便的為病患掛號。 

3. 提供電子處方箋傳送系統。 

4. 確保 NHS 的健康醫療資訊架構可以達到寬頻連線與網

路服務的需求。 

有超過 12,000 個地方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服務 250,000 名

NHS 人員。最初的部分在 2004 年 7 月時推出，其中包括： 

1. 個人資料服務(Personal Demographic Service, PDS)：有

超過 4,800 萬份病患資料。 

2. 簡訊服務(Transaction Message Service, TMS)：每年約

處理 2.2 億件的簡訊。 

3. 存取管控來確保只有經授權的人員與地點可以登入。 

4. 讓主治醫師可以為他們的病患安排在特定的醫院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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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存在的系統有： 

1. 電子傳送處方箋(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Prescrip-
tions, EPS)。 

2. 醫院電子掛號系統。 

3. PACS。 

4. 新版全國網路(New National Network, N3)：這是全球最

大的 VPN 之一，共連結 15,000 個 NHS 點。 

統計各項服務量至 2006 年 11 月 6 日為止，共登記了

287,713 位使用者、EPS 傳送了 6,544,406 筆的處方箋，處理

了 1,607,267 人次線上掛號、PACS 儲存 83,858,413 張影像，

N3 做 15,894 次的連結，以及 210,777 名使用者登記 NHS  
mail 服務。 

(二) 北愛爾蘭。 

北愛爾蘭的 eHealth 策略有二個健康醫療資訊發展的相

關主題：電子照護紀錄(Electronic Care Record)以及電子照

護通訊(Electronic Care Communication)。其他特定的計畫包

括： 

1. 安全的醫師網路連結所有北愛爾蘭的醫師診所。 

2. 電子處方與資格審查系統(Electronic Prescribing and Eli-
gibility Systems, EPES)。 

Health and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HPSS)在 2005 年 3 月

的時候，推出了 HPSS 健康醫療資訊方案，來管理與監督與

健康醫療資訊策略有關的計畫。一些在進行的項目包括：醫

療與照護號碼(HCN)、電子處方與資格審查系統(EPES)、以 

人為中心的社區資訊系統(Person-Centere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PCIS)、所有醫護人員的健康醫療資訊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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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伺服器的整合至 ECR、區域檢驗室的健康醫療資訊現代

化、公共部門的寬頻匯集、安全遠距存取、架構策略、以及

HPSS 資料庫。 

(三) 蘇格蘭。 

蘇格蘭的 NHS 是由行政院來負責。eHealth 策略致力達

到系統的融合來提供以下服務： 

1. 個人電子病歷。 

2. 每位病患都可以安全的存取個人電子病歷。 

3. 醫護人員也可以存取他們所服務的病患之資料。 

4. 醫護人員可以透過一個安全的醫療資訊網路連結起來。 

5. 維持病患資料的保密，並同時全力支持醫療系統的整合

與資料分享。 

6. 經病患授權的資訊分享。 

7. 資訊系統來支援高品質服務的核心功能。 

8. 醫護人員加入臨床醫療網路並存取最佳應用資料(Best 
Practice Information)。 

9. 臨床醫療人員可以直接記錄在電子病歷。 

迄今，eHealth 進展，包括： 

1. PACS 開始在所有的醫院推出。 

2. 區域緊急照護摘要(Emergency Care Summaries, ECS)系
統：擁有 90%居民的資料，包括目前所服用的藥物與過

敏資料等。 

3. 99%的醫師可以查看蘇格蘭照護資訊(Scottish Care In-
formation, SCI)裡的資料。 

4. 超過 70%的轉介信已透過 SCI Gateway，以電子方式傳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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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爾斯。 

威爾斯的 NHS 是由議會政府來負責，並成立醫療資訊 

方案(Information Healthcare)來提供 eHealth 策略。主要目的 

是要建立一個資訊與架構服務，而目標是： 

1. 創立一個共同的願景。 

2. 支持與協調工作流程的重新設計。 

3. 建立一個世界級的技術基礎架構。 

醫療資訊方案正在進行一些改善計畫，包括： 

1. 測試計畫(Pilot Service)。 

2. 測試病人入口網站(Pilot Patient Portal)。 

3. 臨床醫療通訊系統的計畫。 

4. 居家監測系統的計畫。 

二十八、「歐盟未來會員國」健康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現況。 

(一) 冰島。 

冰島有 44 家醫療中心、十家區域醫院與一間教學醫院，

來提供服務給 300,000 位居民。eHealth 方面的挑戰，包括更

為複雜的組織與區域上的差異。其 eHealth 的主要目標是： 

1. 建立一個 HealthNet 來連接所有醫療機構。 

2. 為所有醫療服務導入電子病歷系統。 

3. 電子傳輸。 

衛生部以及社會安全局是 HealthNet 計畫的主要協調單

位。從 1996 年起，遠距醫療計畫已在 13 個地點實行，其中

有遠距放射影像服務、遠距婦產科服務、遠距精神科服務、

海外遠程醫療、手術遠距醫療、以及遠距病理學。自 2000 年

開始，所有的處方箋也開始以電子方式從藥局傳送到社會 

安全部門。而在 2005 年，電子處方箋也開始可以存到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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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資料庫。其他測試計畫包括全國疫苗資料庫以及醫護人員

的數位 ID。 

(二) 列支敦斯登。 

列支敦斯登的 eHealth 策略是以考慮鄰近國家的方案以

及符合歐盟標準為優先原則。eHealth 主要是建立一個電子 

醫療網路(Elektronisches Gesundheitsnetz, eGN)，共有三個部

分：病患健保卡、資訊會計系統、以及安全的電子通訊。目

前，eGN 連結了 50%以上的醫療院所、國家醫院、人事與組

織辦事處、社會服務處、以及檢驗室。 

(三) 挪威。 

挪威有一套醫療專屬的網路，可以連結另外五個區域的

醫療網路。網路由 Norwegian Health Net Ltd 負責，來確保網

路的穩定與保密性，並提供其他基本服務，例如：電子信 

箱、網頁、目錄、以及人員登記。這個網路也可以應用在遠

距醫療與電子資料交流上。幾乎所有的醫師以及私人專科醫

師都有安裝電子病歷系統。而目前醫院方面則是有 97%的 

使用率。 

其他方面的計畫有： 

1. 政府資訊網路(e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rtal)的實行。 

2. 電子處方箋。 

3. 電子健康紀錄(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4. eHealth 的跨國合作。 

Te@mwork 2007 是挪威最新的 eHealth 藍圖，其願景是

提供連續照護給每一位使用者。 

(四) 瑞士。 

瑞士的 eHealth 策略著重於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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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病歷：於 2015 年時，每位公民都終生擁有電子病

歷。 

2. 網上諮詢及服務。 

3. 策略轉型及提昇。 

瑞士的醫療組織隸屬州政府。所以，全國性的 eHealth 
採用公私立聯合策略，與州政府、私人組織、以及國際單位

合作。所有的州政府都瞭解合作的必要性，於 2004 年 1 月，

各州政府的收費標準已被單一收費標準取代。 

(五) 土耳其。 

土耳其國家健康資訊系統(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是於 2003 年由土耳其衛生部建立。其主要目的是透

過資訊安全交換平台，使得每位公民能簡單的取得病歷及 

健康資訊，進而提昇土耳其醫療服務品質。此方案將達到下

列成果： 

1. 實踐國家健康標準並實際測試計畫。 

2. 公民能藉由安全的平台上網查詢病歷及健康相關資訊。 

3. 經常使用網上醫藥系統。 

4. 病歷及健康訊息交流的架構。 

土耳其國家健康資訊系統專案包括： 

1. 國家健康資訊系統(NHIS)專案。 

2. 家庭醫師資訊系統(Family Physician Information System, 
FPIS)：致力於分派每位公民一個位於其居住地的專屬

家庭醫師，並在衛生局建立中央電子病歷檔案(EPR)。 

由最初的 104 名增加至超過 3,000 名專業醫師將服務於

十個省份，此專案已於 2007 年推廣至全國。 

3. 網上醫藥查詢計畫(Tele-Medicine Pilot Study)，最初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551  

 

供偏遠地區的輻射治療、病理學、及超音波檢查服務。 

4. 使用醫療智慧卡(Smart Health Cards)。 

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各國的案例給我們很好的參考架構，

雖然各國均已開始規劃，但是一個大規模的計畫並不是一兩年

就可以完成的，必須經過具有詳細的規劃與謹慎的實施步驟，

才有推動的機會，醫療資料要互通與共享，資訊標準的制定與

醫療院所的採用意願，更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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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台灣發展模式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健康與醫療領域也應順應時代潮流

將資訊科技做為健康醫療領域進步的工具。現階段台灣社會需

以資訊科技做為解決工具的健康醫療重大問題，包括： 

一、 健康保險重複用藥、重複檢查與重複就醫之問題。 

台灣擁有全世界最方便之健康保險制度，民眾可以到任

何醫療院所就醫，醫師也多尊重病患，依其意願開藥給病 

患，醫師可能知道病患所吃的某些藥，但是沒有人知道病患

在家所服用之全部用藥。病患通常不在一處藥局調劑，因此

也不會有一家藥局知道病患之全部用藥。重複用藥、藥物交

互作用、藥物治療禁忌、病人拿藥不吃、不按時服藥、服用

過期藥…等都是問題。也因如此，台灣目前是全世界腎臟病

發生率居首之國家，而腎臟病之盛行率為全世界第二，僅次

於日本，洗腎病患每年增加 8,000 人，平均每一位洗腎患者 

每年需花費健康保險 88 萬元，來進行血液透析維持生命。 

在 2003 年，健康保險洗腎支出約為 265 億，對全民健康保 

險財務影響不可謂不大。 

台灣民眾使用藥物所花費

之金額佔全民健康保險總額的

25%，與其他 OECD 國家只花費

15%相比較，明顯多了 10%，這 

個金額約為 400 億(圖 245)。若 

以用藥量來相比，台灣較 OECD
國家用藥量多了六倍。這些數

字，都一再說明藥物之濫用與不當使用已造成我國財富與健

康的重大損失，如不加速解決，會有難以處理的社會問題。

圖 245 藥費佔健保費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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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電子病歷交換機制，明列病患用藥，甚至在電腦上以

CDSS 控管處方開立可以減少事後審查所耗費之人力與服藥

後遺症。 

重複檢查也是台灣就醫文化之另一陋習，由於沒有電子

病歷交換機制，病人可以方便地進出各醫療院所重複同一項

目之檢查，難以事前查核，不但浪費了全民健康保險的資 

源，同時也衍生出一些檢查的危險。在台灣，高價檢查(例

如： CT、MRI 或 PET)之頻率異常過高早已是醫療界之隱 

憂。如能加速建置電子病歷交換機制，則可以事前查知病患

有無該項檢查之需求，降低檢查之重複開立每年將可令我國

健康保險節省數十億元。 

在台灣，重複就醫的問題嚴

重(圖 246)。OECD 國家，平均每

人每年就診六次，台灣民眾每人

每年平均就診近 15 次，二者差 

異不可謂不大。2004 年，在台灣 

，有 1,892 位民眾全年門診就醫

次數超過 200 次。2005 年第一季

門診就醫次數超過 50 次之民眾共有 2,705 位，第二季超過 

50 次者有 3,049 位，此數字仍在逐年成長。如以醫療經濟的

角度來計算，民眾每減少就醫一次可省去 250 元健康保險支 

出，以全民計算，就可以省下 57 億元。每次調劑之平均藥費

為 450 元，則每減少一次民眾調劑，就可以節省藥費 100 億

元。 

檢討台灣民眾重複就醫背後之原因主要在於近年來醫

院與診所經營型態有著重大改變。近年來，由於科技發展之

圖 246 民眾看病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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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儀器日形高價。貴重儀器只有大型醫院方有資金購 

置，造成大醫院裡的年輕醫師有好的診斷工具，而小醫院裡

的教授級醫師也缺乏好的診斷工具。此一現象造成民眾常不

願在診所就醫而群聚於大型醫學中心，大型醫院常因此而人

滿為患，造成「院內感染」常發生之來源。當大醫院裡的診

斷工具(例如： CT、MRI 或 PET)也能經由電子病歷、資訊 

分享就會讓就醫民眾回流至診所(就醫便宜、離家較近、醫 

病間更熟悉)，更可以避免重複就診(診所與醫院間)之不斷發

生。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有試行的經驗：於 2006 年，台北市 

立聯合醫院將其資訊系統與 318 家診所及 500 家社區藥局相

連結之後，可以有效減少 10%之病患(約 35 萬次)，台灣全國

全年就醫人次約為 3.3 億人次，如能落實執行電子病歷交換

機制，則可以有效減少與避免重複就醫，則台灣每年可減少

3,000 萬就醫人次，可以衍生許多正面之效益。 

所以，如果經由建立電子病歷交換機制，形成所謂「一

個人，一本病歷」(One Patient, One Record)的電子病歷制度，

就可以事先檢查，減少事後之稽核，避免上述的浪費。 

二、 慢性疾病與居家照護的問題。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內政部之統計，至 2006 
年，銀髮族人口已接近 230 萬，佔台灣總人口數之 9.91%。 

根據經建會之推估，到 2017 年，銀髮族人口將達 320 萬人，

佔總人口數之 13.6%；到 2026 年，此族群之人口佔總人口 

數之 20%。銀髮族常伴隨著多種慢性病，台灣老年人口常見

之慢性病包括：糖尿病、高血壓、腦血管疾病、腎臟疾病、

心臟病、氣喘、阻塞性肺臟疾病…等。以內政部之統計來 

看，現階段台灣有 76%之銀髮族罹有慢性疾病。國家衛生研



55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究院亦發現，台灣 65 歲以上之老年族群，每人平均有 1.2 
項慢性疾病，為了減少高成本之機構式醫療，也為了「在地

老化」之人性化社會之指引，強化居家照護之品質，以居家

照護取代不必要之住院，遠距居家照護的應用強化預防醫學

之效能遂成為未來台灣健康醫療體系發展之新趨勢，許多居

家照護之行動化資訊產品可結合資訊系統業者、保全監測業

者與醫療院所形成一個新的健康照護創新服務提昇民眾之

健康與安全。 

三、 公共衛生疾病通報問題。 

現行醫療院所通報種類，通報衛生署資料有死亡通報、

緊急救護資訊、精神照護通報、自殺防制通報、藥物不良反

應、長期照護資訊等。通報國民健康局資料有出生通報、子

宮頸抹片篩檢資料、癌症篩檢通報、職業傷病通報、極低體

重早產兒、罕見疾病通報等。通報疾病管制局資料有傳染病

通報、傳染病送驗單通報、孕婦 B 肝產檢通報、外勞健康檢

查通報、空床通報、急診個案通報、傳染病追蹤通報、防疫

物資通報、病歷摘要電子檔通報、院內感染通報等。現行醫

療院所公共衛生資訊通報種類及方式繁多，大多透過衛生署

及所屬機關所開發提供之網上(Web-Based)通報程式上網通

報，醫療院所要進入不同網站上網登錄資料，較容易造成人

為資料輸入錯誤，且通報資料上傳會有時效限制，並會產生

重複作業的人力負擔。更可怕的是，由於各系統登錄時間不

同，彙整各系統資料時常有難以查核之困難。綜上所述，整

合醫療院所的各式資訊，透過一個資訊交換平台，將公共衛

生相關資料同步匯入各資料庫，取得資料的一致性，是現代

公共衛生體系與防疫體系重要之基本建設，透過「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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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病歷」之推行，加上適宜之資訊交換機制之訂定，可以

大幅提昇公共衛生與防疫體系之運作功能，營造更有能力之

公共衛生與防疫體系。 

綜上所述，過去一、二十年來，台灣的醫療服務領域不管

是技術上或是組織型態上，都發生了驚人的變化，尤其是社會

經濟的進步、醫學新技術的引進與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已經

使台灣的醫療服務水準提昇到一定的程度，與歐美先進國家醫

療服務比較起來，亦不遑多讓。同時，健康資訊產業在 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急速進步中也產

生相當大的衝擊，微型化、晶片化、無線化、行動化、寬頻化

及網路化造成健康資訊產業革命性的發展。衍生了新的診斷與

治療模式、新的整合式維修、新的管理與監測模式、新的汰舊

與換新需求、新的醫病互動模式、新的商機、降低成本與創造

新的利潤。 

然而，醫療費用的快速上漲，讓全民健保的財務陷入岌岌

可危的地步，同時國家經濟成長的幅度逐漸縮小，迫使我們去

思考如何有效地利用醫療資源，使有限的醫療資源可以適當而

公平地分配。未來要進行全民健保改革或醫療服務改革，資訊

科技或管理都是不可或缺的工具，甚至可說是扮演著最為重要

的角色。醫療服務體系是否能夠整合成功，端視資訊科技的進

步程度與資訊管理能力的程度而定。從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發

展的趨勢來說，未來資訊的使用將會越來越方便甚至隨手可

得，資訊處理的能力將越來越強大，但成本的花費卻越來越減

低，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透過資訊整合來有效提昇醫療服務水

準、促進民眾健康與節制醫療費用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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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進醫療服務體系的發展潮流正走向整合化，但過去

醫療專業專科化與細分化的結果，不但使病患沒有辦法接受到

連續性與完整性的醫療照護，同時在過度細分化下，造成醫療

費用快速上漲；因此，控制醫療費用的成長，一直是世界先進

國家其醫療服務體系改革的重點。藉由醫療費用支付制度的改

革，整合性醫療服務體系逐漸形成，醫療提供者願意主動去管

理與節約醫療資源，避免不當的醫療浪費，同時注重預防保健

工作，從疾病照護慢慢轉向健康的維護與促進。 

當前發展整合性醫療服務體系所遭遇到的最大難題，乃在

於全民健康醫療費用的給付制度仍以論量計酬為主，在以論量

計酬為基礎的總額預算制度下，仍然無法提供醫療體系整合的

誘因；若未來進行醫療體系的整合或醫療資訊的整合，將醫療

服務管理的重點，從疾病管理逐漸轉向為健康管理。藉由醫療

資訊的整合，可以提供全面且連續性的醫療照護，滿足民眾所

有健康與醫療照護的需求。因此整合醫療資訊後之健康醫療照

護體系所提供的健康醫療服務應是依照病患個人的臨床醫療

與健康需要而設計的照護服務，是一個真正「以病患為中心」

之整合型健康醫療照護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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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標 

生老病死是每個人一生中不可或缺的環節，在每一階段都

有許多相關的健康醫療資訊產生，包括預防注射的資料、健康

檢查的資料和醫療診察的資料，以現況而言這些資料可能散落

在各地的衛生所、診

所、地區醫院、區域醫

院、醫學中心、安養之

家及護理之家，這些包

含了健康和福利的資

訊，如果集中就構成 

如圖 247 所示的生命

圖(Life Map)，這些來

自民眾的資訊應該還

給民眾，達全民健康 

醫療資訊共享的目的。 

台灣現行的制度是將一個人健康醫療與社會福利之管理

切割，主管的機關分別是內政部與衛生署，由於資源無法流通

與共享，健康醫療照護與社會福利照護無法連續，常常造成社

會資源的浪費。為避免國家資源重複的投資，健康醫療與社會

福利應融合為同一體系，由單一主管機關負責整體業務，政策

才能貫徹、資源才能共享。然而在資源共享的前提下，健康資

訊的流通是必要的，因此保障個人健康隱私，促進衛生健康資

訊共享，減少醫療資源重複投入是整體規劃的重要目標。 

健康照護體系中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資訊相關問題，譬

如：衛生機關資料橫向溝通問題、公共衛生資訊通報資料種類

圖 247 生命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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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繁多的問題、如何推動統一使用標準的問題、資料重複

輸入與資料重複建置問題、基層公共衛生資訊系統各自發展，

及如何透過資料標準化與交換機制才能互通合作的問題。因

此，整合現行公共衛生資訊系統、建置公共衛生資訊整合應用

服務架構、增進公共衛生資訊互通合作、建立公共衛生資訊整

合性服務、促進公共衛生資訊即時性、正確性與可近性、降低

資料重複性、提昇公共衛生資料分析與決策支援效益、建立國

家健康資訊標準及國民健康資料儲存平台、推動醫療資訊 3C 
產業及推動健康資料加值應用等，也是規劃的目標。 

規劃的方向將是以增加健康營造的支出、降低醫療支出為

主，如此將可以降低整體醫療衛生支出。傳統的健康產業是一

種閉鎖式的健康照護體系，主要是以醫療院所為主，從事的工

作是以醫療服務業務為主。而結合了資訊產業以後，新的健康

產業就變成開放式的健康照護體系，結合了醫療院所、社區及

遠距醫療，營造一個區域性資訊共享(Regional Health Informa-
tion Organization, RHIO)模式。因為美國的醫療保險是多元化之

商業保險，加拿大是以省為單位之全民健康保險，台灣則是全

國性全民健康保險，由單一全民健康保險局做為管理機構。由

於台灣全民健康保險局對於各醫療院所的掌握程度更高，台灣

全國性健康醫療資訊互通與共享的目標，相較於美國和加拿

大，應該更加容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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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架構 

台灣全國性電子病歷系統規劃的架構分為系統架構與全

國臨床資料彙整架構，分別加以闡述如下： 

一、 系統架構。 

資訊與通訊科技日新月異，網路的普及性已深入窮鄉 

僻壤，無論是在高山或離島都能享受網路所帶來的便利，就

如同在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與連江縣各衛生所的網路連線後，

各離島醫療院所所拍攝的醫學影像都透過網路傳送到台北

市立聯合醫院經放射科醫師判讀後置入 PACS 伺服器儲存，

臨床醫師可以隨時隨地調閱病人的醫學影像，大大的提昇醫

療品質與效率。由此可知，全國性完整的資訊基礎建設與完

善的網路架構規劃有其必要性。自 2000 年開放固網業者成 

立後，台灣已經正式進入寬頻時代。各固網業者相繼舖設骨

幹網路，再加上最後一哩的網路建設即將開放，未來台灣家

家戶戶都有有線或無線的寬頻網路可以使用，因此台灣未來

全國性電子病歷系統之規劃在整合衛生署現有的 HIN 網路

及健保局的申報網路以完成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架構。 

圖 248 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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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48 所示，各醫療院所、安養之家及護理之家，都

經由高速的寬頻網路與健康資訊局的區域資料處理中心連

接，各機關因為業務所產生的資料，只要與民眾相關的資料

就送入區域臨床資料彙整系統去進行歸戶動作，因此不論 

在何時何地，只要經過授權的醫療從業人員皆可存取民眾 

的保健資料，民眾也可以將自己居家量測的健康醫療相關資

料寫入系統，作為往後就醫的參考。醫療院所也會依照各主

管機關的要求，將資料分流後分別寫入各主管機關的系統，

如此可以減少醫療院所做重複的工作，讓通報的資料可以由

正確的路徑，正確且即時的進入主管機關的系統。有關醫療

院所的帳務資料、財務資料、請購資料及採購資料等就留在

各醫療院所，不會影響醫療院所的運作。 

二、 全國臨床資料彙整架構。 

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的架構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 

如何彙整全國的臨床資料。參考國外的案例，我們採用混合

式的區域醫療集成架構，可以做到水平和垂直的整合，如 

圖 249 所示分別以五個

健保分局做區域醫療資

訊集成中心，彙整該區

的 臨 床 資 料 做 垂 直 整

合，五個區域醫療資訊

集 成 中 心 就 以「符 合

Clinical  Document  Ar-
chitecture (CDA)標準」

的格式來交換臨床文件

做水平整合。 
圖 249 垂直與水平整合的臨床資料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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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健保分局垂直彙整臨床資料，可以分兩個階段完

成，第一個階段先完成病患就醫的索引服務(Register Ser-
vices)、門診 紀 錄 彙 整、用 藥 資 料 彙 整、標 準 醫 學 影 像 ( 

DICOM Image)彙整及檢驗資料彙整。如圖 250 所示各個醫 

療院所將門診資料、標準醫學影像及檢驗報告透過安全的共

通介面送到臨床資料彙整中心。 

台灣目前各醫療院所之門診資料、標準醫學影像及檢驗

報告都已完全數位化，因此很容易就可以把資料送到區域醫

療資訊集成中心。然而，住院的部份，一般醫院的入院許可

紀錄(Admission Note)和出院彙整紀錄(Discharge Note)大都

已經數位化，但是療程紀錄(Progressive Note)、護理紀錄及 

手術紀錄等大都還是以紙本為主，因此要完成第二階段臨 

床資料彙整，仍需要各醫療院所多加努力。 

圖 250 第一階段臨床資料彙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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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臨床彙整資料，最主要的是把住院的資料依

照 CDA 的標準，把住院的病歷包成臨床文件，臨床文件產 

生時會先到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做註冊的動作，之後再將

臨床文件送到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如圖 251 所示，如此

就可以將病患所有臨床資料做歸戶的動作，也可以為全國 

民眾建立一個「一生健康照護資料的連結」，未來不論到哪

裡就醫，經過授權的醫療人員都可以看到全部的健康照護 

資料，彙整系統更可以做藥品的交互作用比對，對臨床的醫

療人員提出警示，也可以顯示民眾的過敏資料，如此可以減

少醫療錯誤的發生，大大的提昇醫療品質。也由於臨床資料

的彙整，醫療人員可以有更多的資訊來決定如何開處方、是

否要再做檢驗檢查、是否要重新做醫學影像造影；如此可以

減少醫療資源的浪費，減少全民健康保險的支出。 

圖 251 第二階段臨床資料彙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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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資料，不論是門診資料、檢驗檢查資料或住院資 

料，經彙整後，資訊人員必須提供臨床醫師一個完整病歷資

料檢視的環境。以現在的環境而言，病患就醫時臨床醫師是

按照病患的掛號次序，從醫院的醫療資訊系統中，調出病患

前次的就醫資料，主要以主訴及處方為主，如果有檢驗檢查

資料，再打開檢驗檢查資料瀏覽畫面，檢視病患的檢驗檢查

結果，所看到的資料只有病患在該醫療院所的醫療資訊系統

所 儲 存 的 資

料。未來臨床

資料彙整後，

病患就醫時，

臨 床 醫 師 只

要 將 病 患 的

IC 卡插入讀

卡機中，病患

的 終 身 病 歷

資 料 就 如 同

圖 252 所示，所有的就醫資料就依照時間的先後次序，一一

的呈現給臨床醫師，包括了主診斷、檢驗、檢查、醫學影像、

手術報告及各項明細。新的歸戶病歷瀏覽架構就如圖 253 所

示，如此的瀏覽機制改變了以往醫師看診的流程，醫師看診

時病患資料的擷取，從以往各醫療院所的醫療資訊系統，到

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的臨床彙整資料，各個醫療院所需要

做一些系統的修改配合，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將會提供病

歷瀏覽的服務(Web Services)，系統將以健保 IC 卡的身分證 

號碼為索引，到區域醫療資訊集成中心的臨床資料彙整系 

圖 252 瀏覽歸戶的病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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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擷取病患的資料送給臨床醫師瀏覽。 

圖 253 歸戶病歷瀏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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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策略 

在規劃架構中流通的是「健康醫療資訊」。就像金錢在各

銀行流通一樣，資訊只要流通就有生命力，有了流通的健康醫

療資訊，不論在小診所、大醫院或護理之家，所有的醫護人員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權限來存取資料，因此所有的健康福利機構

都站在同樣的水平線上，也才可以從競爭的角色變成共同合作

的角色，大家為了全國民眾的健康共同努力、分工合作，而每

位民眾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醫療院所執行民眾健康把關的動

作，負責疾病的防制與預防的推動，醫療院所的醫師針對加入

健康照護體系的民眾，全力維護民眾的健康，創造健康社會。 

流通的醫療資訊不僅可以照顧民眾的健康，更可以對全國

的公共衛生有顯著的幫助，如圖 254 所示，各醫療院所透過安

全的全國衛生醫療網路，將所有臨床資料彙整到區域醫療資料

彙整中心之前，這些資料會經由整合引擎的分派，如果是醫療

相關資料就送到臨床資料彙整系統，如果是公共衛生相關的資

料 就 送 到 公 共 衛

生資訊服務系統，

該 系 統 可 以 依 照

所 收 集 的 資 料 產

生 疾 病 監 測 的 警

訊，也可以產生相

關的通報報告，省

去 了 目 前 醫 療 院

所 要 處 理 的 很 多

疾 病 通 報 行 政 作

業，對醫療院所有 圖 254 整合臨床與公共衛生資料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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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幫助，也提昇各項通報資料的品質，有助於公共衛生

體系防疫的作為。 

為了要達到健康醫療資訊流通的境界，行政院衛生署已建

構資訊建設之藍圖，並已開始在台灣執行「國民健康資訊建設

計畫」，接下來要做的就是各個面相組成的元素亦能建全的發

展。在世界各國都在推動資訊建設以提昇其國家競爭力的時

候，期盼我國政府亦能加速資訊建設以達健保再造，民生樂利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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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於遠距照護之應 

    用 

利用資訊技術進行遠距醫療源自美國太空總署和美國軍

方。早在發展太空任務初期，當時美國太空總署就在太空人身

上貼附心電圖、生理監測儀器等裝置，將太空人的生理狀況即

時傳回地球，做為研究人類外太空生活之用。越戰時，美國已

經嘗試讓後方美軍軍醫官利用無線電指導第一線醫護人員來

進行戰陣中之緊急手術以治療受重傷士官兵。於波斯灣戰爭之

後，美國軍方將戰陣醫療系統逐步電子化。21 世紀初，美軍已

發展出遠距醫療應用在戰陣醫學的新模式：每個士兵可在手

腕上配掛「人員狀態監測儀」，此一裝置為可攜式腕上型電子

儀器，內有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GPS)、敵 

我識別裝置、士兵個人病歷、和生命訊號的感測器，可量測血

壓、心率、呼吸、脈博和血氧飽和度。軍醫官可在後端電腦螢

幕上，清楚地看到前線士兵的位置和傷重程度，決定因應與急

救的策略。此外，美國軍方為了能提供更多的即時戰陣醫療服

務，也研發出許多遠距輕、重症醫療監控設備與遠端遙控的機

器人手術器械。隨著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與設備移轉至美國民

間組織，大量生產，降低成本，遠距醫療與相關健康照護之技

術與服務就迅速與健康醫療照護體系相結合(63)。 

近年來，資訊產業已然發展成熟，醫療資訊工具已能將每

位病患的健康、疾病相關資料電子化，格式化，可以將資料經

輸入、整理、儲存、分析後，再加以遞送。隨著網路的發達，

網際網路科技為主之遠距醫療與相關健康照護產業已然興起，

遠距醫療與相關健康照護模式已然隨著寬頻、無線、行動、網

路、產品微形化的趨勢和視聽影音系統科技的發展，而更顯現



5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出其快速、方便與經濟的價值。未來，醫療院所裡的專業醫護

人員透過遠距醫療與相關健康照護模式就可以提供良好民眾

居家照護服務。 

台灣之資訊工業發展快速，加上政府對於資訊基礎建設之

推動不遺餘力，所以，近年來，台灣之光纖舖設密度增加，無

線通訊技術日益成熟，網路頻寬逐年提昇，全球定位系統應用

廣泛，資訊硬體設備體積逐年縮小，行動化之硬、軟體快速發

展與周邊設備相對進步，加上政府政策大力推動健康照護產

業，使得遠距醫療照護以及遠距醫療相關業務快速地成長，應

用範圍已從過往之閉鎖式醫療體系走向開放式醫療體系，並衍

生出多元化之救災療護、行動醫療、電子化之居家照護、機構

式長期照護、社區式長期照護以及離島遠距醫療模式。 

就現代化資訊角度而言，遠距醫療的定義較為廣泛，是指

利用通訊與網路科技，在不同地點之間互作健康與醫療資訊的

傳輸，以達到醫療及健康照護的目的。從臨床應用的角度來 

說，遠距醫療(Telemedicine)是指遠距醫療與相關健康照護行

為，包括臨床上的各種醫療應用以及醫療衛生教育。其中又可

分為三大類： 

一、 遠距諮詢(Tele-Consultation)。 

醫療人員使用資訊與電子通信技術克服空間限制以交

換病患的臨床資料。使用遠距醫療的模式，為病人的病情諮

詢身處他處的醫師，病人的照護仍為該醫療人員之責任。例

如：一位偏遠地區開業之一般科或家庭醫學科醫師與醫學

中心之心臟外科專科醫師討論某開心手術病人術後的心臟

照護問題。此為醫師與醫師之間的諮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571  

 

衛生署配合行政院所推廣的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政

策，自 1995 年起推動遠距醫療實驗性計畫，用以改善台灣 

之離島及偏遠地區居民醫療資源嚴重缺乏的情況。遠距醫療

乃應用通信和電腦科技，將醫師的專業知識、病患資料和醫

療相關資訊能跨越時空的限制，透過高品質之視訊會議和醫

學影像及病歷資料調閱系統用以提供醫師能夠快速地獲取

會診醫師或專家的建議以確定其處置、診斷或治療和查詢 

醫學相關資訊以及針對基層醫療常見之疾病，提供遠端地 

區民眾的醫療照顧服務，進行遠距診斷及治療、遠距會診、

遠距病情追蹤照護等。 

遠距醫療會診的作業程序是由遠端醫院的醫師將病人

的病歷資料透過網際網路傳送到醫院遠距會診服務處，同 

時通知病人在指定的時間裡到遠端醫院候診。如果不是進行

同步會診，也可以將病人的資料存入資料庫中，在醫師有空

時調閱出來研究。在問診的過程中如果有超音波、內視鏡等

檢查項目，也可以將之轉成數位資料傳送，讓醫師可以同時

看到；會診結束後，則透過連線提供診斷建議、處方等，並

填寫會診紀錄。所使用的相關軟硬體，包含即時會談系統，

以及相關醫學資料庫，提供多種醫學資料的存取，包括文字 

、圖形、聲音、影像等多種動態視訊或靜態資料，例如： X
光片，或超音波掃描結果等，可直接以瀏覽器讀取。在遠距

會診中的所有病歷文字、X 光片影像資料或動態視訊訊號，

也都會儲存在這一個資料庫中。使用相關儀器設備進行遠距

會診，可節省不必要的舟車往返，增加醫療的時效性， 

提供遠距會診服務的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不僅只有協

助偏遠地區的醫療照顧服務，同時將有助於開拓該醫院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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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來源並減少專科醫師至基層醫療院所看診的時間。此外，

可協助於偏遠地區職業的醫事人員接觸醫學資訊新知和醫

師繼續教育等功能。 

在遠距會診技術上，最基本的便是利用「視訊會議」的

模式。「視訊會議」一般可區分為硬體式及軟體式。硬體式

的視訊會議系統在設備上需投資較大的金額，且大多應用在

點對點的固定多人會議上。這些設備對於遠距面對面會議 

的召開有很好的效果。尤其配合視訊會議室的裝潢處理，例

如：液晶電視牆、擴音設備、攝影鏡頭、及收音麥克風等的

整合後，更可做到例如：真人面對面會議一般的虛擬實境效

果。所以在不同地區的病例聯合討論會上，便可利用該項技

術做為遠距醫療會診的應用。另外在軟體式的視訊會議技 

術上，最簡便的方式便是利用微軟公司 MSN Messenger 做 

為網際網路的交談、討論及相關檔案交換，但透過開放的交

換方式而沒有相關安全性的保護，病人隱私便有可能因此 

外洩。所以另外業界亦有發展出企業版的即時通訊系統架構

在 VPN 網路上，在功能上包含了原 MSN Message 的功能，

另外可以召開即時會議，並分享個人端的檔案、影像及電子

白板功能。在建置費用及建置門檻上亦較低，同時配合行動

式裝置及無線網際網路的環境，可以達到的效益更加提昇。 

二、 遠距診療(Tele-Diagnosis and Treatment)。 

是指醫師與病人直接的互動。醫療人員使用資訊與電子

通信技術克服空間的限制為遠處病人進行遠距醫療行為。例

如：新光醫院心臟外科醫師使用資訊與電子通訊技術直接

診斷他處病患，依據診察結果開立檢查、處方箋甚至直接進

行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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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距醫療服務的技術來說，遠距診療的技術比遠距 

監控更為精細，且重要性更大，因為遠距監測只能在遠端收

集到病患身體所發出的生理訊號資訊，如果有緊急狀況或 

因距離造成的因素而無法由醫療人員進行診療作業時，遠距

診療的重要性便變為非常迫切。 

在遠距診療的技術上，機械人或機械手臂的使用便是非

常明顯的例子。機器人於醫療上的運用可追溯至 1985 年， 

是使用在腦部病灶之立體定位生檢切片，之後就蓬勃發展 

在許多的領域，例如：膝關節、臗關節等等。而現在已成熟

的機器手臂是屬於 Telerobotics，Tele 這個字頭是遠距視訊 

的意思，而這個概念是在 1972 年由美國國家太空總署所提 

出的，當初的想法是由在地球上的醫師，藉由遠距視訊操縱

機器人手臂，為位在太空站上的太空人進行外科治療。而這

個構想由美國史丹佛大學的研究機構發揚光大，製造出目 

前醫用達文西手臂的雛形，這項初步的成功，也引起了美國

軍方五角大廈的注意，他們認為可以讓醫師在安全的後方，

為前線的士兵們進行遠距手術治療。 

圖 255 達文西機器人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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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年代後期有兩家機器人手臂公司分庭抗禮，一家

就是製造出 AESOP 的 Computer Motion 公司(64)，研發出宙 

斯(ZEUS)之機器人手臂，另一家則是得到史丹佛大學研究 

機構奧援的 Intuitive Surgical(65)，也就是製造達文西(da Vin-
ci)手臂的廠商。而兩家系統最大的不同在於宙斯系統的使 

用者，必須配戴特殊的立體成像眼鏡以得到三維視覺，而達

文西系統則直接成像於螢幕中。這樣的戰國時代並未持續 

太久，在 2003 年，宙斯被達文西的母公司併購，至此醫用 

機器人手臂就為達文西系統獨占。 

達文西機械人手術系統(da Vinci® Surgical System)經由

狹小的開口，讓外科醫師能在一到二公分大小的開口中，進

行更多的手術程序，將病人的創傷降到最小，同時結合了優

越的三維視覺表現，大幅加強了靈敏度、精準度、及控制，

並提供直覺符合人體工學的環境，與突破性的手術功能。 

機器手臂輔助之內視鏡手術，與傳統的內視鏡手術之不

同在於機器手臂供了比傳統手術更佳的手術視野及手術器

械使用之靈活度，機器手臂之前端為類似人類的手腕手指，

可以施行七個自由度的動作，相對於傳統的內視鏡器械，僅

能達到四個自由度的動作更精進，因此，在一些需要有精細

的動作，例如：縫合，機器人手臂就佔有極大之優勢。外科

醫師僅需坐在操控座上，可於手術台附近，或於遠距離經寬

頻連線，看著放大且三度立體空間影像，藉由手指與手腕的

動作透過主控台來遙控二至三支安裝在手術台上經由電腦

加強功能的機器手臂，提供幾乎可與人手相媲美之各種角度

的旋轉、彎曲、捏夾等動作，能超越人手操作的極限，不僅

可避免外科醫師手顫的情形，同時手術所造成的傷口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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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創傷較小，可降低失血量及輸血的需求(傳統開腹手

術出血量為 550~1,550 ml，達文西手術出血量為 189~1,100 
ml，統計結果達文西手術平均出血量小於 300 ml，並且術中

沒有病人需要輸血)，降低感染風險，以最不傷害人體的方式

進行複雜的治療，同時因為傷口小、傷疤較小，對於病患造

成的疼痛亦較少，可降低術後疼痛與不適、縮短住院時間、

復元速度也快、盡快恢復日常活動。 

機器手臂除了協助外科手術外，亦可透過機器手臂來模

擬復健治療，設計符合功能性的運動軌跡，帶動病人做出不

同關節的運動，病患必須主動帶著機器手臂進行軌跡追蹤，

盡可能使追蹤誤差越小越好，機器手臂在軌跡切線方向上施

予阻力於病患腕部，阻力會依病患恢復程度進行調整，同時

機器手臂會紀錄病患上肢運動時的位置、肩關節及肘關節角

度、力量、肌電圖，並且配合視覺與觸覺等的感覺回饋，建

立如同本體感覺神經誘發的技術，同時藉由這些資訊建立出

客觀的量化評估指標，提供復健治療更多的協助。 

使用機器手臂於復健治療中，不僅可以減輕人力負擔及

防止運動傷害外，在執行重複及連續性單調動作也可提供病

人更有趣、更多樣、更穩定的品質治療，且由機器手臂控制

系統的高度彈性及精密感測系統，可根據醫師及治療師的診

斷提供各種不同的治療計畫，並且可以根據所得到的量化資

料來加以評估病人的復健成效。 

其他如像是配戴式的納米泵胰島素注射器，透過矽晶 

體的感測器，監測血糖的濃度警戒值，觸發胰島素自動注射

系統，在緊急或無專業醫療人員在旁邊的時候，常能保護糖

尿病患者不受到生命的威脅。過去胰島素的注射需要透過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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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注射將胰島素注入人體，由於納米泵胰島素注射器於給藥

時僅需要碰觸病患的皮膚表層，提供病患許多方便性，同時

研究指出向皮膚表層注射藥物，比通常所採用的肌肉深層穿

透效果更好，同時於淺層注射比常規免疫注射的用藥量小，

所以採用納米泵注射器亦可減少用藥劑量，使病人可自行注

射藥物，不需要醫療人員的協助，目前已被廣泛運用於醫療

領域。所以透過遠距診療的實施，病人已不需在特定醫護人

員旁邊亦可進行相關的診療作業的操作，對於遠距醫療的應

用來說，有更主動積極的功能發揮。 

三、 遠距監測(Remote Monitoring)。 

遠距監測主要是利用無線資訊網路及通訊科技將客戶

生理及生化監測訊號傳輸、分析、儲存並加管理，可使病人

在自我健康的管理上較為主動，減低居家健康照護的風險，

強化慢性病患居家照護的可行性，減少機構式醫療的需求。 

遠距諮詢與遠距診療因涉及專業與專業人員對資訊工具

的操作，在系統使用上的穩定性與可行性較高，施行也較早。

遠距監測則因居家使用者的教育程度、需求和病情都不盡相

同，欲將遠距居家照護資訊工具設備及作業模式移轉至民眾家

中，問題就會變得複雜，讓遠距醫療的商用化呈現相當難度。

但是，少有民眾樂於離家住院。病患必須住院多是因為居家場

所無法提供醫療院所提供的設備與服務。近年來，在美國，由

於住院費用高漲，許多罹患心臟病、癌症、肺疾患、腎臟病、

高血壓與氣喘等慢性病患無法負擔高額之住院費用，轉而購置

必要的設備，進行居家照護。目前美國接受居家照護的病患已

超過一千萬人，居家照護逐漸成為當代美國醫療照護的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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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欲以居家遠距醫療來取代部份醫院的功能與角色，通訊

設備、傳輸設備、生理監測設備、醫療設備都需要做更友善的

改變以符合需求。此外，保險制度、照護品質保證、商業模式

的建立也是居家式遠距醫療照護能否永續存在的關鍵因素。 

遠距監測是發展預防醫學重要的手段，是閉鎖式醫療體系

邁入開放式醫療體系之重要過程。以往透過遠距監測同步配合

病患過往病史及健康生活習慣進行診斷或治療對醫護人員而

言是個夢想，但在 ICT 發展愈成熟、技術愈多元的狀況下，這

個夢想已逐漸轉變成理想，可以透過種種策略藉以實際達成。

要落實遠距監測於預防醫療體系之中必需要考量四個層面： 

一、 醫療照護設備的行動化。 

大部分疾病管理監測工具，通常是內建體重、血壓、血

氧濃度、心跳速率、呼吸速率以及溫度等生理參數量測，另

外尚有血糖儀可以進行居家血糖檢測、數位相機用以評估創

傷治療，以及肺活量儀可以進行肺功能檢測。上述量測資料

可以透過數位無線傳輸，達到醫病雙向溝通的效果。 

台灣有 230 多萬老人，據內政部在 2006 年列冊資料， 

獨居老人約 302 萬人，兩老相依未與兒女同住者也有 512 萬 

人。老人往往不良於行，難以往返於醫療院所之間，故未來

計畫將針對長期照護結合遠距照護的方式，提供相關照護。

由於專業的醫護人員無法在 24 小時隨時陪伴在這些人旁邊，

也不希望這些人一直都在醫療院所內，而且人體大量的生命

徵象數據應長時間追蹤，以彰顯身體整體的變化。所以逐漸

發展出一些需要專業醫療人員操作的醫療照護設備，而遠距

醫療照護的服務便是搭配這些多種電子工具設備，提供多種

監測內容，與專業資訊的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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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測的電子設備上，隨著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益而有 

許多的行動化的監測設備不斷被研發出來，例如：例用無 

線半導體技術、光電晶片技術等的精進，將原本一些大型的

監測設備體積縮小，並能利用各種近身網路技術(Body Area 
Networks)的研發，將這些設備的資訊送出。而以電子設備的

使用目的可以區分以測量為目的之生理參數機，例如：血糖

機、血壓器、呼吸心率圖等；還有以紀錄為目的之各項電子

儀器，例如：心電圖、膠囊內視鏡等；另外還有以事件觸發

為目的，例如：跌倒感知器、自動給藥系統及自動餵食系統

等。 

在以測量為目的的設備中，大部分是利用衛星生命監測

晶片組進行偵測血氧濃度、脈搏、體溫等生命徵象功能。像

是疾病管理監測工具，通常都會內建體重、血壓、血氧濃度 

、心跳率以及溫度等生理參數值。同時還可另外增加血糖儀

進行糖尿病的檢測、數位相機用來評估創傷治療，以及肺活

量儀計測肺功能狀態等，將資料透過數位無線傳輸，可以達

到雙向溝通的效果。 

此外，近來學界亦研發出手錶大小的無線偵測系統，可

以即時監測 C-反應蛋白(CRP)、前列腺癌等狀況，並計劃未 

來更可將監測晶片再微小化，便可將監測器植入體內。此項

技術的發展可強化相關疾病檢測，為醫療決策支援系統的一

項助力，同時可針對設施缺乏、佈設不易之處使用該設備，

無須專業人員到場處理血液樣本，即可將相關數據回傳醫 

療機構，作為醫療院所進行大量篩檢的一大利器。 

在以紀錄為目的的電子監測設備中，像是近來發展非 

常普遍的家用心電圖監視器，即是一低價的智慧型家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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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G 監測器，為照顧年長者和預防老年心臟病血管疾病突 

發風險，讓健康民眾隨時可以輕易操作與使用心電圖機，並

透過定期量測紀錄及早發現病灶，預防疾病惡化，縮短救治

時間，提昇照護品質，節省醫療成本。另外像是傳統式的內

視鏡是利用黑管子連接到機器，製造出冷光光源，管子內含

有光纖，能將冷光經由光纖傳送到管子的另一端。檢查時，

將管子插入所要檢查的器官內，從冷光源所傳送來的冷光可

以將器官內部照亮，然後管子末端所鑲嵌的光感受晶片

(CCD)即可清晰的將影像訊號傳送回機器，由機器裡的電腦

將訊號轉換成影像。 

然而，人體內仍然有狹小不易用內視鏡檢查到的地方，

同時病人亦將承受比較大的痛苦。膠囊內視鏡(66)可將攝影用

的光感受晶片以及冷光源縮小到膠囊藥物一般大小(圖 

256)，僅 11X26 毫米，裡面除了有光感受晶片之外，還有兩 

顆小電池，發光二極體(LED)，以及電腦晶片和無線電發送

器，每秒可以照兩張相片，每一次檢查時間約八小時，共計

約可拍攝 50,000 張照片。在檢查的同時，病人不需待在醫院

中，也不需專業的醫療檢查人員操作即可完成日常生活中在

消化道中所應截取的影像資訊，作為診療的依據和參考。 

圖 256 膠囊內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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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利用多種智慧感應的技術，搭配人體生理反應等訊

號回饋，透過高齡者的肢體律動、再經由互動軟體、進行患

者能力評估及訓練處方，希望能提高患者進行醫療訓練的意

願與動機、縮短復健的時間。該套設備開發成本低、可直接

應用於諸多機械式的物理治療器材的互動介面，例如：平 

衡訓練器、上肢訓練器、下肢訓練器，及椅訓練器等。同時

亦可利用紅外線步態偵測系統，進行步態顯示畫面，能即時

顯示步態資訊，此外，還具有顯示跑步機資訊的功能，跑步

機資訊方面，一般提供有時間、速度、距離、卡路里、傾角

等功能，有助於監測人體的運動。 

步態偵測系統可提昇商用或物理治療等級的電動跑步

機之附加價值與多功能性，使在醫療器材領域中，技術門檻

較低的電動跑步機有機會進一步升級，且成本增加不多，除

了可與醫療器材廠商合作之外，也可與欲跨入醫療電子產 

業的異業廠商合作，增加物理治療相關器材廠商的競爭力，

同時可推廣至各個物理治療院所、老人照護產業、社區照護

產業等，使醫療資源更充分運用與普遍，使有行動障礙的民

眾復健更方便，不需要從大老遠的地方至大型醫院就診。 

針對事件觸發監測器的利用，像是發展回饋式自動餵 

食系統。使用監測帶貼縛於患者身上，藉由患者呼吸過程或

心跳脈搏的跳動，促使監測帶內的感測器啟動，以進行偵測 

。當呼吸頻率或心跳過快，即代表可能餵食過程中産生不適 

，此時，控制系統將立即傳送訊息至蜂鳴器或警示裝置，以

通知醫護人員進行處理。其他像是跌倒監測器內裝有急救求

救鈕。其中跌倒測試是運用三軸加速度感應器做為測量的依

據。攜帶者如有 90 度快速倒下動作，即可觸發晶片發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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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求救訊號。其他像是生理監測器中的血氧濃度低於 60、脈

搏次數低於 40 下時，監測器也會發出求救訊號。但是為防 

止出現監測錯誤情形，例如：跌倒測試發現佩戴者有類似 

倒下異狀，但其他生命徵象十分穩定沒有變化的話，就不 

會無端發出求援訊號。其他像是配戴式的胰島素注射系統，

即是利用監測血糖的濃度警戒值，觸發胰島素自動注射的回

饋系統，在緊急或無專業醫療人員在旁邊的時候，常能保護

糖尿病患者不受到生命的威脅。未來醫材的研發仍有許多發

展空間，以研發小型醫療器材為切入點，開發符合未來市場

需求的新型居家醫療器材。 

二、 通訊設備的行動化。 

近年來行動通訊科技的進步在行動醫療的演進上扮演

相當關鍵的角色。隨著無線區域網路、第三代行動通訊，以

及 WiFi、WiMAX、Zigbee、Bluetooth、RFID 等無線通訊技

術日漸成熟，再加上行動資訊設備例如： Tablet PC、手機、

PDA 等越來越輕巧、功能也越來越強大。所以，有這些必要

的基礎建設逐漸到位，才能讓行動醫療有了良好的發展及推

動。 

因為由近身監測系統所收集到的資訊需要透過通訊設

備的傳輸，才可送到近端收集站及遠端服務站。所以可以將

這些通訊技術區分為「無線個人區域網路技術(WPAN)」及

「無線網際網路技術」。 

「無線個人區域網路技術(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
work, WPAN)」是利用短距離、低功率的無線傳傳技術，進

行監測資訊的傳輸與交換，主要是針對十公尺以內的區域網

路所制定的通訊技術需求而言。其中包含有紅外線(I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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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ed Data Association)、Wi-Fi/WiMAX 無線網路技術、

HomeRF 家庭無線網路技術、藍芽無線技術(Bluetooth)、 

UWB (Ultra-Wideband)超寬頻無線技術、ZigBee 無線技術 

等。以上這些無線區域網路技術都是由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所制定，

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提供於室內移動率之高速無線傳

輸服務，是用於建立家庭或建築內之無線區域網路，但因是

使用在醫療監測設備上，所以在建置時皆需考量與原儀器 

的相互干擾性及安全性。而且在目前各儀器之資料傳輸格 

式尚未有共通之通訊規範與標準，所以仍必須有賴全球各 

家電子公司、醫療機構及醫療器材公司等共同組成的開放 

性產業組織共同制定，以做為共通傳輸協定的標準。 

相較於「無線個人區域網路技術」而言，遠端資訊傳輸

的「網路技術」的發展則應用較為快速及廣泛。像是由利用

現有有線電話系統所架構的公共交換電信網路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到整合式服務數位網路 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和非同步數位用戶專線

ADSL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和纜線數據機

(Cable Modem)等有線傳輸網路架構，到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的發展，在 

特色上有傳輸速度快、傳輸範圍廣、支援語音影像服務及可

移動式的優點，像是 WAP、GPRS、3G/3.5G 等都是可利用 

的通訊技術。再加上整合行動通信設備例如：手機、筆記型

電腦及 PDA 等設備，更可以做為查詢健康資料和傳送緊急 

訊息的平台，不須經由家中的資料收集裝置，亦可達到「無

所不在的照護(Ubiquitous Care, U-Care)」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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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療照護品質的保障。 

科技進步使得居家設備取代醫院或診所部份的設備是

很容易。然而，居家服務要取代醫院診所部份的服務，就困

難得多。急重症病患當然不可能居家療養，某些病情已穩定

的長期慢性病患和殘障者，才是適用居家遠距醫療的潛在對

象。醫院有許多受過嚴格訓練和考核的醫事人員，形成一個

功能完整的醫療團隊，行動化的醫療儀器和通訊設備不論有

多精巧，最多只能成為幫助專業醫療人員提供照護服務和降

低成本的「工具」。「工具」再好也不可能把整個醫療照護

團隊與其功能帶到居家照護之環境裡。對於這種新的工具和

新的服務模式，病患和醫療人員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針對居家遠距醫療，美國政府和民間各單位都在努力建

立品質監督新模式以符合民眾之利益。事實上，監督居家遠

距醫療的品質，要比監督醫院之醫療品質更為困難。由於事

涉民眾健康安全的保障，若要普遍實施居家遠距醫療於民

間，美國政府必需另外建立一套與醫療院所評鑑不同的品質

監督制度與模式保障遠距醫療照護體系的照護品質，包括

JCAHO、CHAP 與 ACHA 等認證機構均推出相關的評鑑服

務。JCAHO 是美國最權威的醫院評鑑機關，自八○年代中 

期開始，就發展對提供居家服務事業單位的評鑑模式。

JCAHO 公信力高，但是由於是以評鑑大醫院為主，收費昂

貴，讓許多有意從事居家遠距醫療的中小型醫療院所與機構

難以負荷其昂貴的收費。CHAP (Community Health Accredi-
tation Program)是針對社區醫療相關服務機構進行評鑑服務

的組織。1992 年獲得美國政府 Medicare 與 Medicaid 服務中 

心對其「居家服務機構評鑑」之認證，2006 年時，又再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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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居家醫療儀器評鑑」之認證。而 ACHC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Home Care)則是由州居家照護協會代表及州

政府機構代表共同討論成立，於 1987 年獲得評鑑的認證， 

並於 1996 年開始提供全國性的中小型居家照護機構提供評

鑑的服務。這些機構都是透過建立評鑑制度，訂定規範作 

業，期待受評鑑機構的品質能夠符合標準，維持照護品質，

以保障接受居家照護服務者之安全。 

一般精密複雜的醫療設備都是給具證照之醫療專業人

員使用的。臥病在家的病患，即使經過訓練，對這些醫療儀

器設備之使用也未必容易上手。如何確保臥病在家的病患 

能正確的使用這些設備，就必須應用新的評估模式來詳加 

評估。美國聯邦政府食品藥物管理局理解到居家遠距醫療與

民眾生活切身相關，相關產品必需加以規範，以保障民眾權

益，在 1996 年公佈了一份遠距醫療產品的上市許可審查制

度，為遠距醫療技術、標準、產品、電磁相容性與法規作了

許多新規範，以因應遠距醫療新科技之發展。 

四、 醫療保險制度的配合。 

上述遠距居家照護產品之生產技術瓶頸在九○年代後

期就已開始受到突破，相關產品在市面上並不少見。但是，

產品技術成熟與產品使用市場成長之發展曲線兩者並不一

致，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遠距居家照護之商業模式尚未建立。 

以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制度為例，台灣全民健康保險制

度的門診付費制度為「以量計酬」，對醫療人員而言，就是

「看診愈多、利潤愈多」。由於付費者為政府，醫療提供者

為醫師，使用者為民眾，於是形成醫療提供者(醫師)取悅(引

誘)使用者(民眾)就醫，而由付費者(政府；全民健康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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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之怪異現象，醫療費用因而高漲，健康保險體系自是容

易發生財務危機。推動遠距居家照護，可以減少大量民眾就

醫之需求、減少門診使用頻率，及降低健康保險費用支出，

理論上值得推動。但是對醫療提供者(醫師)而言，減少門診 

量與降低營收，若沒有其他誘因，這種「利人而損已」之商

業模式實是不易推行。為了讓醫師能夠由「治療疾病」以得

報酬改為「營造民眾健康」可以得到利潤，政府應速將全民

健康保險制度之精神由現行之「論量計酬」與「論病計酬」

改為健康責任式之「論健康計酬」之制度，讓「人民不生病 

」成為醫療提供者與民眾一致之期待，讓「人民不生病、人

民健康」符合醫師之利益，以期盼醫師加入營造健康社會之

行列，讓「預防醫學」成為社會之主流。此時，醫療提供者

就會盡力行銷遠距居家照護產品，利用此類資訊系統，預防

疾病發生與減少疾病治療需求，以符合其自身最大利益。 



586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國外遠距健康照護模式 

英國遠距醫療照護體系(67) 

據估計，目前全世界 65 歲以上人口共五億，2030 年將成 

長成為十億。老年人口所面臨的各式問題需提早因應。全球長

期慢性病普及率逐年上升，也令人憂心。全球當今罹患失智症

者粗估約有二億四千萬人。60 歲以上的失能人口中，失智症 

佔 11.2%、中風佔 9.5%、心血管疾病 5%、癌症則佔約 2%。老

人生活機能障礙也是問題，文獻指出老人每年每三人即有一人

跌倒，由於跌倒所引發之創傷問題，也不容忽視。全球現今約

有八億人罹有慢性病，現今全球在醫療健康上之花費中約有

75%~85%之醫療支出與慢性病相關，老年人口有 40%有慢性

病。據估計，此數字在十年後會增加一倍。 

英國已是老年化社會，近年來也相當重視老年人的醫療與

健康問題。2005 年開始，英國開始著重遠距醫療之發展，2006
年英國將遠距醫療之

推動列入施政白皮書

中，2006 年~2008 年

英國編列八千萬英磅

之預算在 Conwell、
Newham 與 Kent 三個

地區試辦遠距醫療整

合性之服務。推動之

現代架構如圖 257，

其遠距醫療整合性服

務之模式如圖 258。 

圖 257 英國參與遠距照護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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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為了推動遠距醫療整合性服務，業者發展出許多遠距

照護監測的電子儀器，例如：生命徵象監測器、血糖、血氧飽

和度監測器、體重感應器、膽固醇監測器、心電圖測量儀等。

醫院與診所之醫師、社區護理人員、照護管理人、急救技術人

員、病人、家屬以及病患照護者將可轉介病患經過審核後轉介

接受遠距照護。為了永續經營，遠距醫療整合性服務之經費來

源並不完全是由政府以社會福利的型態支出，這種服務也要求

使用者需付費。收費標準約為： 

一、 基本監測與緊急按鈕服務，每週需收費二英磅。 

二、 其他遠距照護服務每週收費不到五英磅。 

目前，在英國 Newham 地區之經驗較多，該地區使用 

圖 258 遠距統合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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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 照護系統。 

一、 居家端：以電視作為居家照護服務之介面。 

(一) 訊息之發送。 

(二) 生理量測之紀錄。 

(三) 衛生教育影片之播送。 

二、 照護端：以筆記型電腦做為照護者之管理介面與管理

工具。 

(一) 照護者機動性使用網路進行個案管理。 

(二) 每位照護提供者管理最大值為 200 位居家患者。 

(三) 系統自動將居家患者健康風險狀況，根據前一天測量結

果進行排序，便利提供照護或回應需求。 

(四) 透過回傳訊息與教育幫助居家患者自我管理。 

三、 醫院或診所：以電子病歷聯絡 Motiva 之量測紀錄。 

(一) 醫師可以使用照護端之資訊設備與介面，參考居家患者

之量測紀錄與分析資料。 

(二) 遠距醫師經過註冊就可得到授權，可以透過網路查詢特

定居家患者資料。 

Newham 收案之居家病患多以罹患慢性肺阻塞疾病，糖尿

病、心臟衰竭、身體衰弱為主，其運作人員可依工作性質分為

三類： 

一、 客服中心之勤務人員：接聽電話，主動回應警示訊息，

透過「對講機」系統瞭解居家患者家中警示狀況。 

二、 家診人員：實際到診居家患者了解其居家之狀況。 

三、 設備與資訊人員：安裝資訊設備，評估資訊設備。 

根據 Newham 客服中心之統計平均每日來電 100 次以上，

其中 10%需要立即反應。主要來電的問題為跌倒、緊急醫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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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失火與淹水…等。Newham 地區遠距照護系統照護的 

SWOT 分析正在進行，其評值之結果可做為未來發展之參考。 

另外，英國的 Kent 地區，策劃了大型的試辦計畫。這個計

畫總共在三個地區實行，分別在 Kent 的東部、中部、與西部。

在最初的六個月裡，他們期望能有 150 位使用者(每個地區 50
位)。但在一年內，提高至每區 100 位。這個計畫除了有生命線

以及佩戴裝置外，總共還有 12 項監測器(被動式紅外線感應 

器、假來電按鈕、拉繩、煙霧探測器、淹水探測器、溫度器、

瓦斯探測器、一氧化碳探測器、意外摔倒感應器、出入感應器、

以及安裝在床與椅子上的感應器)，而每位使用者都經過評估，

了解需要安裝哪一個裝置。如有觸動警報，則會接到系統中心

人員打來的電話，詢問是否需要協助。試辦計畫的結果如下： 

一、 在 Kent 的西部，17 個月裡總共有 3,933 通紀錄，而只 

有 1,000 通導致行動。一開始時，有許多測試以及誤觸 

警報，但在三個月裡從 79%降至 45%，而緊急事件則 

從 5%升至 16%。 

二、 在 Kent 中部，總共有 8,543 通紀錄。可是由於兩個地方

的中心對於通訊紀錄有不同的分類，所以雖然表面上看

來測試與誤觸警報比西 Kent 還少(中 Kent 的 24%與西

Kent 的 65%)，但如沒有詳細的資料，很難去了解差異 

的真正意義。 

三、 在 Kent 東部，18 個月內則只有 2,198 通紀錄，是三個地

區內最少的。可是，並不清楚這是否是因為他們沒有把

測試與誤觸的警報列入統計當中。 

另外，有些英國的遠距照護系統是用電子感應器偵測傷害

並觸發警報。使用者可以配戴儀器(例如：吊墜或其他可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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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裝置)，來偵查與回報意外摔倒事件或其他潛在的危險行

為。感應器則可以安裝在家具或門上做危害的感應，例如：溫

度、煙霧、與二氧化碳。而收集到的資料可以直接傳送到照護

者的手機裡或資訊管理中心。 

在英國，有許多計畫是針對年長者設計的，來減少意外摔

倒事件與住院： 

一、 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 (MBC) Housing Depart-
ment 的遠距照護計畫是由 Sandwell 公司在 2003 年 1 月

時開始。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讓用戶可以更安全的住

在家裡、協助出院後的處理、預防住院需求、擁護預防

摔倒與意外事件的策略、以及支援照護者。在 100 位使

用者裡，有 48 位因為這個計畫而能繼續待在家裡，並 

有 22 位使用者避免了摔倒或意外事件的發生。 

二、 北愛爾蘭計畫是 Northern Ireland Fold Housing Associa-
tion 與 14 個 Northern Neighbourhoods Health Action 
Zones 的合作。15 個月內，遠距照護系統在 153 個住家 

安裝。使用者與照護者對於居住環境都增加了信心、獨

立性、安全與保障。 

三、 蘇格蘭的 West Lothian 計畫是藉由有效的住房設計、個

人照護規畫、以及新科技來維持獨立生活。這個計畫總

共分為三段。在第一段的 1999 年到 2002 年裡，他們在

75 個住家裝了遠距照護系統。第二階段由 2002 年至

2003 年，為計畫的發展階段，總共又安裝了 1,200 套遠

距照護系統，包括基本居家安全保障以及多專業照護與

支援小組。最後階段從 2003 年至今，是計畫全面執行 

期間，目標是要讓 West Lothian 所有弱勢族群或 60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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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老人，都可以以每週不到五英鎊的費用，得到遠距

照護服務。這個計畫，減少了照護上的擔誤，每千人中

只有 2.14 人延遲就醫，比全國的千分之 3.48 人還要少。 

四、 Lifestyle Monitoring 遠距照護系統是由英國一家電信業

者與 Anchor Trust 的合作。他們總共收集了 Newcastle、

Liverpool、Lpswich、以及 Nottingham 地區 5,000 天的 

生活資料。任何作息的誤差都會啟動警報。系統中心人

員會打電話至用戶，了解是否需要協助。例如：未回應

或需派遣人員，會有一位照護者前往查看。有超過一半

以上的用戶覺得有感到比較安全，另 47%說這個計畫有 

助於他們繼續在家居住。對於照護者，86%感到滿意， 

並有 93%認為這項科技對於他們來說是有益的。可是，

也有少部分的用戶會緊張誤觸警報或有被監控的感覺。 

五、 ENABLE 是由五個國家一起合作：挪威、英國、愛爾蘭 

、芬蘭、與立陶宛。他們希望能共同探討如何讓失智症

患者也能獨立生活，並由科技來促進他們的健康。總共

有五項設備可以安裝在他們的家裡，例如：瓦斯偵測或

自動夜燈。計畫一開始有 129 位參與者，但有 49 位在 

計畫開始後三個月退出。這個計畫發現，對於利用科技

來支援失智症患者的做法，還是存在著一些障礙，譬如

該如何獲得病患授權、或是選取適當的裝置來安裝。 

六、 Safe at Home 計畫則是探討輔助科技是否能有效的支援

失智症患者與他們的照護者。這個計畫總共有 326 人被

推薦加入，在評估 291 位後，挑出 233 位參與者。在對

照組裡，總共挑選了 173 人，有著相同的年齡與性別，

但無安裝遠距照護系統。照護者在這個計畫裡，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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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壓力的減少以及照護成本的改善，並有比較少的失智

患者被迫離開住家至有專人照護的機構。 

基本上，上述系統使用者與照護者雙方對於遠距照護都有

好的經驗。而在偵測器的裝置上，大部分的使用者都覺得可以

接受身上的裝置而不會覺得不舒服。只有少數人覺得預防摔倒

的偵測器體積過於龐大而不舒服。另外，有少數使用者希望能

新增裝置項目，有一些是計畫裡有的，有些是沒有在計畫裡提

供的，例如：提醒吃藥時間、或在房子外裝上監視器。 

歐盟遠距醫療照護體系 

歐盟之行動式健康照護(MobiHealth)計畫(68) 

MobiHealth 聯盟是由五國的 14 家成員所組成，目的是提 

供一套創新的行動遠距監測系統來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並促

進更好、更有成本效益的疾病診斷，以及提早發現疾病的惡化。

在病患照護方面，這些科技可以提供遠距照護服務，例如：慢

性病管理與發現健康警訊。 

在這個計畫概念的背後，是要集結近身網路(BANs)科技、

無線寬頻通訊、以及配戴式裝置來為病患與醫護人員提供行動

醫療服務。這個計畫從 2002 年的 5 月開始，為期 22 個月。主 

要的發展重點是放在行動化醫療服務的架構、設計、與執行，

以支援病患的行動醫療服務。 

MobiHealth Portal 是一個線上服務中心，可以讓醫護人員

隨時安全存取病患的監測資料。資料經過系統的過濾與整理

後，使用者可以自訂顯示方式，來觀看即時的監測資料，或留

到事後再查看。MobiHealth Portal 可以透過簡單的網路介面， 

連結病患與醫護人員，來推動遠距診療。每位病患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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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讓他們也可以安全的與醫護人員溝通以及自行監測個人

的健康狀況。這個系統的特色包括： 

一、 醫護人員方面：按需求來監測與觀看病患資料、全面自

訂完整的畫面、自動化事件通知、安全儲存病史、以及

傳送個人化的意見給病患。 

二、 病患方面：安全的從家裡查看資料、與醫護人員的互

動、以及自行監測個人的健康狀況。 

而 MobiHealth Mobile 是一個行動遠距監測與意見系統。 

這個系統的裝置是配戴在病患身體上，來監測病患的生理狀

況。設備包括一個口袋型大小的配戴式電腦，可以進行測量與

接收即時訊息。病患所配戴的設備輕盈，可以維持 24 小時的 

時間，並以無線通訊，安全、快速、以及可靠的傳送資料。所

收集到的資料會全部整合到 MobiHealth Portal 裡，讓醫護人員

查看。這套系統可以應用在心臟照護、糖尿病管理、睡眠分析、

氣喘監測、癲癇監測、SIDS、行動分析、以及監測和管控給藥

系統。BAN 裝置的範圍包括心電圖與肌電圖所用的電極、行動

感應器、呼吸感應器、脈搏血氧飽和度測試計、標記、警報器、

與數位攝影機。 

MobiHealth Mobile 具有以下特點： 

一、 病患受益於隨時隨地的行動遠距監測。 

二、 設備輕盈、安全(病患身分驗證與資料加密)。 

三、 可靠的連線。 

四、 即時與個人化的反饋意見。 

五、 設備持久度高：實際使用時間可達九小時。 

六、 醫護人員的遠距監督與即時的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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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應用於幾乎任何監測系統的需求。 

八、 快速與其他新的尖端監測系統結合。 

MobiHealth 測試計畫總共開發出了二套 BAN 系統： 

一、 病患出院後的居家監測：支援住在偏遠地區的病患，可

測量 ECG、心跳、呼吸頻率、及血氧飽和度，而血糖、

血壓、和呼吸頻率是護理人員以手動方式輸入。 

二、 醫院與救護車分享生命跡象的資訊：目的是提供即時

的通訊，把現場狀況傳送至醫院。 

如果需要，病患也可以配戴附有警報按鈕的 BAN，讓病 

患再緊急狀況時可以找人協助。在這項服務中，每位病患都會

與一位醫護人員連結，而當有狀況時，醫護人員就會接到手機

的簡訊通知。 

MobiHealth 的 BAN 與服務平台分別在西班牙、荷蘭、瑞 

典、與德國進行測試。以下是各個地區計畫的簡介： 

一、 荷蘭地區遠距健康照護計畫。 

(一) 高危險妊娠居家照護整合計畫：居家照護加上持續的

監測對於高危險妊娠孕婦來說是需要的，並可以延遲入

院時間與降低費用。在這個計畫裡，病患可以待在家 

中，透過 MobiHealth BAN 的遠距監測，把個人生理資 

料傳送至醫院。 

(二) 遠距創傷醫療小組計畫： BAN 會測量創傷病患的生命

跡象，然後把資料從現場傳送到醫院的創傷醫療小組。

救護人員會配戴創傷專屬的 BANs，設備有攝影機、語 

音系統、以及與醫院的無線通訊連結。遠距科技的應用

可以節省時間，進而改善治療過程與復元狀況。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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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療預期可以提高病患存活率和降低罹病率。測量的範

圍包括呼吸頻率、血氧飽和度、脈搏、血壓、瞳孔大小

與反應、以及注射量。 

二、 德國地區遠距健康照護計畫。 

心律不整患者的遠距監測計畫：心律不整患者需要定

時的測量 ECG 來評估藥物的效用。而這個計畫的參與者， 

為正在做藥物治療的心律不整患者。他可以在家測量 ECG 
與血壓，然後傳送至醫療客服中心。在中心裡，有心臟內科

醫師監測病患傳過來的生命跡象。 

三、 瑞典地區遠距健康照護計畫。 

(一) Lighthouse 的警報與定位計畫：參與者是 Lighthouse 照

護中心的病患或者是家裡有安裝警報與定位系統的客

戶。他們把固定的警報系統替換成 MobiHealth 的行動 

系統，讓病患可以自由的移動。另外，他們也會監測病

患的所在地點與生命跡象。他們希望這個計畫可以提高

病患的行動力，讓病患可以過比以前更正常的生活。 

(二) 患有類風濕性關節炎女性的體能活動與行動障礙計

畫：透過資料的收集，可以讓大家更了解患有類風濕性

關節炎的女性每天面臨哪些生活上的障礙，然後從得到

的資料去思考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測量範圍包括心

跳、活動量、行走路程、以及走距。 

(三) 監測呼吸不足患者之持續化：參與計畫的病患都是因

慢性肺部疾病而患有呼吸不足症。這些患者都需要不斷

的接受疾病管理，像是定期檢查及在家以高壓氧治療。

MobiHealth BANs 在這個計畫裡的作用，是幫助及早發

現呼吸疾病，並藉由檢測病患的情況，來診斷病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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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方面的協助。測量範圍包括脈搏、血氧飽和度、以及

行動感應器的訊號。 

(四) 偏遠地區病患的居家護理與遠距諮詢計畫：這個計畫

測試偏遠地區病患的資料傳輸系統。資料由繫帶式的

GPRS/UMTS 設備，傳送至醫師或是轄區護理人員。參 

與這個計畫的民眾，為剛出院的患者。 

四、 西班牙地區遠距健康照護計畫。 

(一) 支援居家醫療服務計畫：這個計畫應用 GPRS 來支援患

有 慢 性 疾 病 的 老 人 之 居 家 照 護 ， 包 括 遠 距 協 助 。

MobiHealth BAN 將在護理人員做家庭訪查時，被用來 

作病患監測。監測範圍包括血氧飽和度、ECG、肺功能

測量、體溫、血糖、與血壓。 

(二) 戶外復建計畫：參與計畫的病患，都患有慢性呼吸疾

病，可以藉由復健來改善他們的功能狀況。這個研究的

目的，是要了解遠距監控戶外訓練計畫是否可行。他們

用 BAN 來監測、控制病患的行動速度。物理治療師會 

在線上收到病患做復健的狀況，然後提供意見與建議。

監測範圍包括脈搏血氧、ECG、以及病患與物理治療時

的語音通訊之活動性。 

HealthService24(69) 

在 2005 年的 5 月，HealthService24 (HS24)聯盟開始了行 

動醫療服務平台。他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來推動一項創新的

行動醫療服務、支持病患與醫療人員的行動性、提高病患的生

活品質、並同時降低醫療費用。 

目前，歐洲還沒有一套簡單好用的行動監測服務，但是存

在著其他系統、服務與應用程式，讓醫療人員可以遠距監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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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使用者的身體狀況資料。所以，HS24 的目的是提供一個 

可行的行動醫療照護模式，讓醫療人員可以進行遠端評估、診

斷、以及治療病患，而病患可以繼續自由的活動。HS24 的概 

念，是可以讓病患與普通民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監

測自己的健康狀況以及得到諮詢建議。HS24 可被用於在許多 

領域裡，從病患管理到運動傷害與復健、從預防疾病到治療。

而最適合的應用是在於出院後的追蹤、公共衛生方面的照護、

與居家護理。 

在這個計畫裡，每位使用者都配備連結至近身網路(Body 
Area Networks)的感應器，並以 PDA 或手機來管理。收集到的 

資料會馬上透過無線的方式傳送到資料中心，然後再轉送到負

責的醫護人員手中，讓他們可以遠距離的評估、診斷、與治療

病患。資料中心總共有三項服務：資料庫、傳輸服務、以及警

報服務。從病患資料可由資料中心傳送至醫護人員，讓他們看

得到資料。所以，行動網路的操作人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 2005 年 9 月至 2006 年 9 月，HS24 的測試計畫，在三個

地點一起執行，採用真實現況。以下為測試計畫的簡介： 

一、 COPD 病患的測試計畫(西班牙)。 

共有 25 位病患參與了這個計畫。HS24 的 BAN 在護理 

人員的家庭訪查時被用來做測量。這個計畫，讓 COPD 的 

病患覺得有比較了解他們的疾病，並在六到八個禮拜後的追

蹤裡有更好的遵守治療方針。所以，更多的病患了解疾病

(58%比照之前的 27%)，就可以更適切的進行自我疾病管控

(81%比之前的 48%)。另外，減少資源的利用(減少及縮短急

診與住院服務)也把醫療費用的支出減少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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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臟疾病患者測試計畫(塞普勒斯)。 

總共有 20 位病患加入了計畫，共分為二組，心臟疾病的

急性發作以及疑似急性發作。他們發現，如果第一組的病患

可以自行選擇後續追蹤的地點，那他們就可以更快的出院。

而第二組在出院時，有幫他們設置了 HS24 系統，讓他們的 

健康狀況可以持續的進行追蹤。與傳統照護相比，有 90%的

心臟疾病患者比較滿意 HS24 的照護系統，因為他們覺得持

續的照護讓他們更安心。其它結果包括更高比例的病患可以

提早出院，以及較少的意外住院(60%)。在這個計畫裡，大部

分的使用者都表示滿意。但是仍有一些人反應 ECG 的線路 

太長讓他們降低了配戴意願、BAN 的使用依賴電池容量(只

有四至六小時)、以及不良的 GPRS 連結。但是，很多的問題

都在第二階段裡修正了。 

三、高危險妊娠孕婦測試計畫(荷蘭)。 

HS24 的行動監測系統讓高危險妊娠孕婦可以繼續他們

的正常生活，只需要在遇到緊急狀況時就醫。總共有 18 位 

孕婦參與了這個計畫。他們需要戴上 HS24 的 BAN 裝備， 

然後每天紀錄一小時的子宮狀況(肌電圖)直到生產。所以， 

每位孕婦都會有不同的觀察時間。整體來說，儀器佩戴方 

便，但如能縮短感應器的線路，則可以提高便利性。而執行

計畫時，有人指出在記錄子宮狀況的過程中，受到 GSM 訊 

號的干擾。他們後來發現，這是因為孕婦在做紀錄時，同時

也在使用手機。由於測量資料受損，而沒有收集到足夠讓人

信服的成果，所以不得不停止測試計畫。但是，他們也由這

個測試中了解到科技應用與病患行為的重要問題。這些技術

上的問題在下一期的測試裡加以解決。從經濟與醫院流程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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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角度來看，這個系統可以用低成本帶來高經濟利益。 

以上測試計畫證明了行動醫療監測服務並不會干擾原有

的工作，而是可以很容易的與其他系統共存，來補助或替代之

前的工作流程。使用者的接受度也非常的高，並比傳統照護減

少了 38%的費用(減少急診、住院、以及住院時間)。使用者與醫

護人員也都不需要經過太多的訓練就能使用系統。在醫療人員

方面，他們對於可以從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存取病患資料表示滿

意。病患方面則是覺得有得到較高的照護品質，並在做照護決

策上有更多的權利。 

再者，所有的測試計畫都有達到經濟上的效益。醫院與其

他照護機構，都可以經由病患的提早出院以及降低急診服務需

求，來節省成本。但是，只有科技本身是不夠的，使用者必須

要有正確的觀念與應用，才能推動改變。所以，把行動監測納

入解決方案的過程裡，是比較偏向於社會技術性的(Socio-
technical)。 

HS24 概念為病患帶來更好的生活品質以及賦予他們更多

照護上的權益。醫師亦也可以在降低費用的同時，提供更好的

照護品質(最多可省 38%的直接成本)。所以，把 HS24 融入至 

現有的系統與程式裡，是可行的並有加值的作用。 

HS24 的重要買方可能會包括政府衛生單位、醫療保險公

司、醫師、醫院、廠商、和行動網路人員。而對於打進市場的

一些潛在的障礙，則有可能是因為對於新科技與新工作流程的

抵抗、缺乏醫療與政治上的支持、無線通訊技術可能帶來的危

險、資料的安全性、以及法律上的顧慮等。而合作的夥伴(醫師 

、保險公司、政府、病人團體、系統人員、聯絡中心、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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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人員)，則是需要充分的了解到加入這個網路的好處。 

創傷護理與居家照護計畫(70) 

創傷病患的急救照護，通常是由第一線的救護車隨車救護

人員來做處理。這些緊急救護人員很多時候都必須在沒有任何

病患資料的情況下做搶救。有時候，病人也需要由創傷醫療小

組人員到場做處理，或由直昇機帶往醫院。但是，與醫院的聯

繫一般都只以電話或對講機，簡短的報告病患狀況和抵達醫院

的時間。 

有很多的測試計畫都在研究以影音視訊來做救護車與醫

院的連接。但是，目前的無線技術，無法支援移動中、高品質

的即時視頻交流。然而，就算是只能有限的應用影音視訊來做

通訊(譬如說會有延遲傳送的掃描或簡短視頻片段)，都可以讓

醫院的醫護人員及早做出正確的診斷與藥物治療。 

虛擬創傷小組(Virtual Trauma Team)的緊急救護人員，都會

配戴創傷小組專用的近身網路(BAN)設備：攝影機、語音系統、

與無線通訊。這個由 BAN 與救護車的車輛區域網路(VAN)所 

支援的無線多媒體通訊，可以改善醫院與緊急救護人員的溝

通。VAN 可以支援醫院與緊急救護人員雙方面的影音視頻通

訊。透過 VAN，醫院的專科醫師可以接收到無線的語音和視頻

通訊，讓他們與緊急救護人員和病患溝通。在感應器監測生命

跡象的同時，資料會一起呈現在急診室醫護人員與救護人員的

眼前。 

居家照護是另一個新興的科技領域，可以顯著的改善照護

品質。目前有很多計畫在研究為老人或有健康狀況的人所設計

的智能住宅(Smart Homes)，提供支援技術、輔助器、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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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按鈕、以及脈搏監測。虛擬居家照護小組會在病患出院後

開始介入照護，小組成員包括一位居家護理人員與一位物理治

療師。他們身上會配戴醫護人員專用的近身網路設備(BAN)，讓 

他們可以透過無線通訊與他們的病患或同系統中的其他醫護

人員溝通。病患也會有一套個人專屬的 BAN，以小型感應器 

來監測生命跡象與其他生理訊號，來偵查不尋常的狀況，進而

傳送警報訊息並呼喚人員來協助。這一套設備，可以為任何一

位病患自訂需求。病患亦可透過智能住宅的影音視訊系統來與

醫院聯繫，並進行遠距諮詢。 

虛擬系統所需要的是： 

一、 可靠的通訊資源。 

二、 嚴格界定系統需求、管控延遲時間、以及失誤率。 

三、 保護資料與管控系統，避免未經授權的使用者登入。 

四、 快速與可靠的識別、驗證醫護人員身分。 

五、 快速與可靠的識別病患身分。 

美國遠距健康照護體系 

美國哈佛醫學院的「Partners HealthCare System, Inc.」(47) 

哈佛醫學院的相關醫療體系與 Partners HealthCare System, 
Inc.合作，整合居家醫療資訊系統，發展 Telemedicine 的技術 

與應用，創建彙整居家端、監控端及照護端之資訊平台。落實

Telemedicine 在遠距會診、遠距教育與家庭醫療的應用。迄今，

Partners HealthCare 已可利用居家醫療資訊系統針對其部份病

患進行追蹤，例如：急性心肌梗塞病患、心臟衰竭病患或糖尿

病病患，確認病患確實依醫師指示自我健康照護，並且能瞭解

病 人 健 康 管 理 的 結 果。另 一 方 面，這 些 資 料 亦 能 回 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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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HealthCare 體系之臨床路徑中(已建立於電子病歷中)，

並協助提供臨床診療、處置指引的實證醫學證據。 

美國之 IDEATEL 計畫(71) 

IDEATel 是美國 HCFA 所贊助有史以來最大規模的四年

期 Telemedicine 研究計畫(71)，主要目的是用以評估糖尿病患的

遠距照護。總共有 1,663 位民眾參與計畫，都市部分是由 777 
位住在 Harlem 社區的病患所組成。他們以紐約的 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為中樞，大約有 60%的病患只會說 

西班牙語。而偏遠地區的 886 位病患，以 SUNY Upstate  
Medical  University 為 樞 紐，主 要 是 非 西 班 牙 裔 之 白 人。 

IDEATel 的糖尿病照護小組是由紐約市 Joslin Diabetes Center
與 Naomi Berrie Biabetes Center 的個案護理師、內分泌科醫師、

以及營養師所組成。個案護理師在這個計畫裡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因為他們必須最常與病患做視訊交流。 

每位實驗組的病患家裡都由 American Telecare, Inc. (ATI)
安裝小組來裝上遠距系統。這套 HTU 系統(如圖 259)包括： 

一、 以視訊電話來與醫護人員溝通。 

二、 以感測器來得知遠距監控病患狀況，例如：血糖、血壓 

、心肺功能等。 

三、 病患可以透過電子信箱或簡訊與醫護人員或其他病患

聯繫。 

四、 英文與西班牙文的網頁讓病患可以多了解與管控他們

自己的病況。 

哥倫比亞大學的醫療資訊學系(DMI)小組為每位病患在

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 EMR 系統裡設置一個病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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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WebCIS)，並指定一位個案護理師與一位預備護理師。而病

歷資料會傳給 New York Presbyterian Security Group 來處理，由

他們那裡提供與 IDEATel 計畫合作的醫師名單。當帳戶確定

後，資料將會以傳真方式回傳至 ATI 安裝小組，並由 Regional 
Nurse Installers 來安排安裝及訓練時間。訓練內容包括如何使 

用血糖機與血壓機，以及如何操作視頻電話。在明尼蘇達州的

ATI 程序人員也會在這個時候與病患做視訊聯繫，而當病患不

知如何操作時，Regional Nurse Installer 會在旁協助。 

照護流程方面，採取雙管道方式，糖尿病照護與指導、支

援共同進行。最開始時，個案護理師會先安排初訪，來取得病

患完整的病歷資料。而在每一次的追蹤訪查中，他們會對病患

狀況做總結，總結內容涵蓋糖尿病管控與併發症、高血壓、以

圖 259 UTH 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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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脂的狀況。個案護理師會與內分泌科醫師一起制定一套用

藥與照護計畫。而電子訪查紀錄則是會傳送至病患的主治醫

師。任何處方藥的變動，都需經由主治醫師更改。 

而透過各案電子病歷系統(CM-EMR)，個案管理者可以看

到病患的資料，並安全的傳送訊息給病患與醫師。CM-EMR 也

與醫院主要的臨床資訊系統(加護病房資訊系統)結合，讓病患

可以查看由 HTU 所上傳的資料。 

為了確保系統的安全性，IDEATel 有做一些措施，如需要 

登入密碼、加密傳送資料、只有經過授權的人可以查看資料、

登入控制、稽查系統日誌、以及系統設備的保全。 

這個計畫共有三個目標： 

一、 展現由大規模網路系統來提供醫療健康服務是可行的。 

二、 證明電子系統也可以符合 HIPAA 的要求。 

圖 260 CM-EMR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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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證實這個計畫能有效的照護病患並降低醫療成本，

希望能藉此擴大健保補助範圍。 

以下是 IDEATel 在執行這個計畫時所遇到的障礙以及他

們的解決方法： 

一、 病患家裡的背景噪音：提供病患耳機與麥克風。 

二、 不好的傳送音質：個案護理師以緩慢、咬字清晰的方式

與病患對話。 

三、 視訊過程中斷訊：個案護理師會在重新連線過程中安

撫病患，減少不安情緒。 

遠距醫療的發展，讓個案護理師擁有了一個全新的重要角

色，並讓護理人員與病患之間的互動更頻繁與個人化，改善照

護與降低醫療成本。但若要讓遠距醫療成為現代醫療的一部

份，則還需要面對許多困難，護理人員與醫師都要願意去學習

應用新科技、探討新的照護流程。 

美國之 MediCompass(72) 

MediCompass 是美國 iMetrikus 公司的旗艦產品，為一個 

安全並可讓病患掌握自己健康醫療資訊的個人健康紀錄系統

(PHR)。目前是美國遠距健康照護服務體系已經商業化個案。 

病患可以建立自己的 PHR、追蹤自己制定的健康目標以及與經 

過授權的照護者分享病歷資訊和溝通。收集至 MediCompass 
的資料，可以透過他們的 Therametrics 頻道來查看與監控。使 

用者也可以從 MediCompass Mobile 系統用手機收集資料與傳

送簡訊。 

MediCompass Connect 為 MediCompass 的閘道。有超過 52
種以上的個人監測儀器(例如：血糖機、胰島素幫浦、血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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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量計、計歨器、與體重計等)可以上傳資料至系統裡，可以明

顯改善慢性病的照護結果、降低照護成本、得到照護的具體數

據 結 果、提 高 醫 療 效 率 與 加 強 對 異 常 事 件 的 通 報。Medi-
Compass Connect Plus 為 MediCompass Connect 的升級版，多出

的功能選項有線上圖書館、追蹤資料、傳送安全簡訊、領取慢

性處方箋的藥品、與掛號。 

另外，醫護人員則是可以透過 MediCompass Pro，很便利 

的來追蹤病患狀況。這個系統提供線上、即時、與低價位的慢

性病監控，遠距監控病患生理狀況，安全傳送簡訊，監控病患

對 用 藥 與 療 程 的 遵 從，以 及 整 理 病 患 人 口 趨 勢 或 報 告。

MediCompass Pro 可應用在身體健康、糖尿病、氣喘、慢性阻塞

性肺疾病、肺部疾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心衰竭、與 HIV/
AIDS 的監控。 

美國田納西州(73) 

田納西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UTHSC)的遠距醫療網路的

成立，是為了提供醫療服務給偏遠地區民眾，以及制定和實施

計畫來改善健康教育的提供。專科服務包括精神科、心臟內科 

、放射科、耳鼻喉科、行為醫學、器官移植術後照護、與皮膚

科。所有的會診都需經過主治醫師轉介。 

從 2003 年開始至今，UTHSC 的遠距醫療網服務了超過

4,500 位病患。整體的計畫結果如下： 

一、 轉介至治療的過程少了 39%的時間。 

二、 等待時間約少了 50%。 

三、 未到診的病患為 0.7~4.8%(傳統診療是 42~46%)。 

四、 96%指出，遠距醫療的品質與傳統診療相同或更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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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更好)。 

五、 100%指出醫師的照護與傳統診療相同(60%覺得更好)。 

六、 在慢性病的照護上，病患的血糖、血壓、血脂、以及氣

喘症狀得到更好的控制。 

UTHSC 的遠距網路涵蓋範圍包括 50 個服務點： 

一、 四個校區共 18 個服務點。 

二、 四家藥局。 

三、 五個偏遠地區醫院或診所。 

四、 五個青少年看守所。 

五、 二所 UTCI 診所。 

六、 三所糖尿病中心。 

七、 一個兒童服務提供單位部門。 

八、 一家放射影像緊急援助中心/訓練中心(REAC/TS)。 

九、 一家精神科診所。 

十、 一家市區診所。 

十一、 三所基督教會。 

十二、 三個區域醫療中心。 

以下，是田納西州大學與其他計畫合作的介紹： 

一、 癌症醫療科技交流網(TechNET)。 

此為 HSC 與田納西州大學癌症研究中心(UTCI)的三年

合作計畫，目的是統合電子健康紀錄與個人健康資訊網，來

為田納西州西部、密西西比州北部、以及阿肯薩州東部的七

家診所病患提供遠距專科服務。透過連結，他們希望建立一

套系統化的照護計畫來改善偏遠地區民眾的癌症管理。腫瘤

治療科、血液腫瘤科、以及其他科別的醫師，可以由 UTHSC
與 UTCI 專屬的遠距網路與 EHR，來做癌症線上管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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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醫囑、以及電子處方箋管理。任何一位需要做一年以上

療程的癌症病患都可以參與。他們最初希望能有 250 位病患

加入(偏遠地區的遠距醫療與都市地區的傳統醫療各半)，來

比較二種照護方式的品質、病人安全、和費用。參與遠距計

畫的病患，會需要親自到他們地區的診所或醫院做初診。而

在接下來的會診，有半數是由影音視訊方式進行。這讓醫師

可以當面做最初的評估，也讓病患能利用遠距醫療來節省 

時間。在 18 個月裡，總共有 163 位病患參與了計畫(127 位 

偏遠地區、36 位都市地區)。病患對於這個計畫有非常高的 

滿意度，有 95%的人指出，遠距醫療的會診品質與傳統方式

的門診一樣或更好。在費用方面(傳統門診的移動時間與遠

距醫療設備成本)，成本效益取決於移動的距離與次數。從 

他們最初所收集到的資料看來，他們至少要每個月節省五 

個小時的時間才能讓盈虧平衡。 

二、 西田納西州醫院遠距醫療計畫。 

UTHSC 在這個計畫裡，與五家偏遠地區的醫院以及 Le 
Bonheur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做遠距連線，用影音視訊

來提供醫療專科服務和課程。透過這個計畫，偏遠地區的醫

師可以與遠距醫療網聯繫，提出轉介的要求，而由協調人員

來安排時間。當地的護理人員會陪同病患與專科醫師做影音

視訊會診，病患亦可以隨時對他們提出問題。護理人員會操

作特別的相機來診察病患的皮膚、喉嚨、與眼睛狀況，另外

還會用耳鏡、聽診器來做檢查，並觀看 X 光片與其他影像。

經由特殊用具的檢查，專科醫師可以看到檢查結果，並也可

以在檢查過程中指導檢查流程。在做過檢查後，專科醫師會

把檢查相關的結果傳真至病患的主治醫師，讓當地的醫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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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蹤照護或再做其他轉介。當地的主治醫師也可以利用系

統的影音視訊功能參加 UTHSC 每個禮拜的總查房。另外， 

這套系統也為社區居民提供衛生教育服務。每個月，約有 

300 位民眾參加團體或個別的影音視訊教學。目前，UTHSC
遠距醫療網路正在研發一套 EMR 系統來協助資料的傳送。 

美國西北地區 

西北遠距醫療網(Northwest TeleHealth)目前共有 65 家醫療

院所參與，提供心理健康、病人教育、神經科、緊急醫療服務、

皮膚科、傷口護理、復健、員工援助、營養、遠距藥局、以及

遠距教學等服務(74)。 

其中，他們的遠距緊急醫療服務(Tele-ER)(75) 計畫裡， 

包含與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
Northwest MedStar、以及華盛頓州的 12 家偏遠地區醫院的合

作，來 服 務 七 個 醫 療 資 源 缺 乏 的 地 區 (Health  Professional 
Shortage Area/Medically Underserved Area)。這個計畫，是為讓

偏遠地區醫院醫師，可以從都市創傷中心那裡得到 24 小時的 

諮詢與支援服務。另外，他們也要在偏遠地區醫院的急診室裡 

，安裝影音視訊會議設備來連結至創傷中心虛擬病床。這項服

務，讓偏遠地區的醫療人員可以隨時得到大醫院的幫助。除了

急診服務外，傷口護理醫師、急診醫師、以及加護病房專責主

治醫師也都能利用這套系統。這個計畫裡，如需轉介病患或由

其他醫師會診時，也可以做電子病歷與影像的分享，來改善照

護結果。而在病患轉診過程中，也開啟了三方面的影音視訊連

結，讓運輸中心、送出醫院、以及接收醫院能即時追蹤病患狀

況處理，來改善照護品質。 



61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西 北 地 區 遠 距 醫 療 的 另 外 一 項 計 畫，是 遠 距 藥 局

(Telepharmacy)(76)。由於目前藥師的短缺，很多偏遠地區醫院都

無法整天都排有藥師值班。這個計畫，是由西北地區遠距醫療

網內的 65 家在華盛頓州和愛達華洲的醫療院所，與 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 以及四家華盛頓州的偏遠地區醫院合作，

透過即時通訊和影音視訊，提供四個醫療資源缺乏的地區全天

候的藥劑師服務。目的是要以目前的遠距科技，開發出一套 24
小時的遠距藥局模式，藉此減少用藥錯誤與提昇這些地區民眾

的安全與健康，並透過資源分享，偏遠地區的藥局可以在改善

服務品質的同時，也解決了偏遠地區藥師短缺的問題。他們期

望，就算是沒有藥師值班，遠距藥局依然可以讓偏遠地區醫院

得到持續的監督。其他預期的結果，包括增加民眾對於給藥的

信任、減少藥物不良事件、降低可預防事件的醫療支出、改善

給藥流程、制定政策與流程、節省成本、提高行政效率、以及

加強病人安全。 

遠距藥局的特色包括： 

一、 遠距開立處方箋(Meditech 資訊系統)。 

二、 線上協助確認處方箋內容。 

三、 透過藥劑師的審查與諮詢來提昇病人安全。 

四、 可以設定優先案件。 

五、 系統兼容所有影像掃描科技。 

這套計畫，是做為現有系統的延伸，來提供一個完整的藥

劑系統。參與計畫的藥劑師，會在偏遠地區醫院內接受訓練，

了解當地醫院藥劑部的流程與政策，以提供最適合的用藥建

議。另外，如需要做處方箋的審查，醫院人員可以掃描至遠距

藥局中心，讓參與計畫的藥劑師可以從加密的安全連線進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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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網站，輸入審查與諮詢意見。而當醫師或護理人員需要了解

藥物資訊或有疑問時，也可以透過影音連線直接與藥劑師洽

詢。 

美國精神科遠距醫療(77) 

根據統計，全美國有 7%到 20%的青少年患有精神疾病， 

但很多卻沒接受到適當的照護，尤其是那些居住在非都會區的

民眾，更是很難得到治療。很多因素讓主治醫師無法在心理照

護上成為前線醫師。如果擁有一個更好的轉介來源，則可以改

善病患照護。而精神科的遠距醫療，為他們提供了一個可以發

展的轉介來源。 

西雅圖的兒童醫院與地區醫學中心(CHRMC)在華盛頓州、

阿拉斯加州、蒙大拿州、與愛達華洲，總共設立了 20 個專科醫

療服務點，由兒童區域遠距醫療計畫(CHART)來輔助。精神科

遠距醫療的四個點包括 Olympia、Wenatchee、Longview、與

Yakima 的醫院(表 37)。 

遠距醫院 
人口 

(千人) 

地點 

(距西雅圖) 
種族比例 精神科服務 

Olympia 207 
南部 75 英

里外 
85%白種人 二家心理衛生中心 

Wenatchee 29 
東北部 150
英里外 

>16%西班牙

裔 
  

Longview 36 
西南部 150
英里外 

11%非洲裔或

西班牙裔 
  

Yakima 73 
東南部 150
英里外 

40%西班牙裔 

三位青少年心理醫

師與二位心理專科

護理師 

表 37 精神科遠距醫療四個主要服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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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華盛頓大學醫學系的三位青少年心理醫師提供四個主

要醫院的遠距心理諮詢服務，透過影音視訊會議系統，他們會

與病患以及病患家屬一起會診，然後再決定是否需要單獨與病

患諮商。有時候，他們也會邀請轉介的主治醫師、老師、治療

師、或其他專家出席會議。每一次會議後，遠距心理醫師會先

把會議摘要傳真給主治醫師，並在二至三星期內完成正式的報

告。每位病患都得到了個人化的療程，每個建議都是依照家屬 

、主治醫師、與遠距心理醫師的決定來執行的。這項遠距服務，

在一開始時，是免費提供給病患，但後來轉為以量計費。 

每個月，主治醫師都會收到一份滿意度調查，來評估精神

科遠距醫療的效益。主治醫師的滿意度，共分為五個部分：技

術品質、使用態度、臨床適合度、病患接受度、與整體滿意度。 

在這個計畫的期間(2004 年)，總共為 172 名病患提供了 

387 次的遠距會診。病患年齡從 2 歲至 21 歲，以男生病患較多

(69%)。其中，2~5 歲佔了 6%、6~13 歲為 75%、以及 14~21 歲

19%。以區域來看，Olympia 有最大的量，共有 149 次會診，其

次是 Longview 的 119 次、Wenatchee 的 85 次、與 Yakima 的 34
次。而尋求諮商的病患，主要的診斷為過動症(45%)、其他破壞

性行為問題(8%)、情緒問題(16%)、發育問題(14%)、焦慮症 

(6%)、適應問題(5%)、抽慉症(1%)、以及其他(5%)。整體來說，

主治醫師對於他們病患所得到的照護都感到滿意。可是，他們

也察覺到了一些除了精神科遠距醫療以外，其他需要提供給病

患的服務。 

這個計畫，顯示了精神科遠距醫療的可行性與接受度。雖

然目前在取得經費上仍有一些挑戰，但保險業者已慢慢開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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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醫療納入保險範圍內。 

日本遠距健康照護體系 

目前，日本的一些醫院已有一套尖端資訊系統。但是，由

於缺少系統的整合與互操作性，醫院間的資訊分享是非常有限

的。在 2002 年，Kameda Medical Center 延伸了 EMR 系統，讓

醫師可以在任何地點查看病患資料，並也發放了 IC 卡給 1,000
位病患，讓他們也可以用有讀卡機的電腦查看自己的病例。這

個系統的資料除了經過加密外，病患亦可要求把不必要的資料

移除(78)。 

近年來，日本 SECOM 建立了一套 Ubiquitous EMR 系統。

這是一套針對診所與小型醫院所設計的，讓與居家照護團隊( 

醫師、護理人員、藥師等)可以互相分享資料。SECOM 另一個

醫療方面的服務是 Hospinet，支援遠距影像診療，可以傳送

MRI、CT、或其他影像至 SECOM 的 Hospinet 中心。影像判讀

專家可以查看傳送來的影像，進而給主治醫師提供意見。 

SECOM 醫療系統並也提供行動 EKG 服務，來幫助醫院 

針對患有心臟疾病的患者有更好的診療服務。藉由貼在病患身

體上的攜帶式心電圖，資料由電話傳送至資料收集中心，即時

產生 EKG 結果，並以傳真方式傳至醫院。這個服務登記費約 

為 5,000 日圓，每月基本費為 4,500 日圓。在未來，SECOM 打

算為呼吸疾病的病患提供類似的服務(79)。 

另外，Biglobe (NEC 健康網)結合了居家及監控端之模式，

以日本心血管疾病的銀髮族為照護對象，照護的項目包括心電

圖、心跳、血壓、脈搏、體重、體溫、血糖值、體脂肪比例以

及緊急求救等，並提供 Healthcare 服務提供者所需要的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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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是日本居家照護市場另外一種經營模式，可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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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遠距健康照護模式 

根據台灣行政院內政部 2007 年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地 

區總人口數約 2,200 萬人，其中約有 10.2%的老年人口(65 歲以

上)。而國人的平均餘命已達 78 歲，男性為 75 歲，女性更是已

突破 80 歲，達到 82 歲。近年來國人均重視生活品質，特別強 

調不只是活到老，更要活得健康到老，在此老化人口對健康需

求愈加提昇、另一方面慢性病人口比例亦增加的趨勢下，遠距

健康照護的重要性逐漸增加，成為國人重視之課題之一。 

早在九○年代國內，就有一些廠商代理國外之相關產品，

其產品之性質在提供監控端及居家端相結合之服務，其產品是

以監控及居家端，銷售 PC-Based 之遠距醫療設備為主。 

台灣目前也有少數服務業者提供居家端之照護服務，以提

供獨居銀髮族或患有猝發性疾病者的緊急救護服務為主。不

過，由於台灣緊急醫療救護系統為國營之消防體系經營，提供

免費服務，訓練素質精良，故而此類業者不易生存於台灣。 

另有一類服務業者提供資料之儲存、監控與保全端，這一

類保全公司不但可以提供監控資料儲存與資料保全之服務，更

可以提供病患訊號監測、緊急救援，以及一般性居家服務之支

援。 

早在 21 世紀初，衛生署就有遠距醫療會診系統試辦計畫，

結合照護、監控及居家端以提供遠距照護。近年來，由於通信

及資訊科技的進步，提供發展遠距醫療的契機。全民健康保險

財務危機之惡化，更突顯居家健康照護的重要，無線化與行動

化的資訊通信科技加上資訊硬體成本日趨低廉，使得遠距健康

照護的模式符合預防醫學與居家照護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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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人口結構高齡化的問題已是台灣未來不可避免

之趨勢，台灣政府除了加強應有之社會福利措施之外，更應以

產業推動之角度來思考，老人長期照護體系與老人健康照護體

系之健全發展更是社會安定不可或缺之建設。有鑑於此，經濟

部於 2006 年開始推動「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80)以推動四

大類銀髮族照護服務體系之建置，包括： 

一、 機構式銀髮族照護服務體系。 

二、 社區式銀髮族照護服務體系。 

三、 居家式銀髮族照護服務體系。 

四、 銀髮族緊急醫療照護服務體系。 

「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是以銀髮族群為服務對象， 

分別就銀髮族群所在地點(機構中或居家中)、生活能力(獨立或

失能程度)、居住情形(共居或獨居)、照護能力結合各面向之相

關服務業者(照護端、系統端、營運端、設備端與居家端)組成新

的商業營運模式，組成新的服務網路，發展整合式之健康服務

體系、健康服務產品、健康服務資訊平台與資訊網路，進行相

關產業人員之教育與訓練，提昇服務流程之改善，有效促進我

國銀髮族群健康照護服務之品質。經濟部希望「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之推動能為銀髮族服務產業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

創造「內需」，引導「新經濟」之發生。為了擴大此一「新經

濟」之成效，經濟部希望經由多面向產業結合以促進此「新經

濟」之多元性。經濟部十分重視產業界之異業結盟，所以「銀

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之申請者要能以跨產業聯盟型態提出申

請，結合照護端(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等)、營運端

(醫療院所、安養機構、社區健康照護中心…等)、系統端(資訊

服務業、系統整合業、電信業、客服業…等)、居家端服務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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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業、保險業、藥局、聯合診所…等)及設備端(醫療保健器

材、電子醫療保健器材、電子警報器材、電子居家保健產品…

等)共同努力，共同推動此一醫療服務產業。 

以聯合並整合的新模式提供居家新的遠距居家醫療健康

服務是台灣政府努力之目標。經濟部由早期推動「ICT 技術應 

用於醫療與居家照護可行性營運模式研究」經過「遠距居家照

護服務系統與營運模式開發與服務雛型建置」研發時期，到

2006 年開始推動「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我國已然開始發

展遠距健康照護。 

2006 年經濟部共核定七項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2007 
年經濟部再在「銀髮族 U-Care 旗艦計畫」之既有基礎上對銀髮

長者推出「健康照護創新服務計畫」，其內容分為兩大類： 

一、 銀髮族生活及育樂創新服務與營運。 

二、 慢性病管理服務與營運體系。 

在慢性病管理服務與營運體系項目裡，經濟部共核定建置

案五件、規劃案 12 件，投入經費達台幣三億元以上，相關案例

可參考附錄二。 

當全世界因醫療資訊產業革命所帶來新技術之蓬勃發展，

而導致的醫療照護潮流已由醫療院所逐漸轉移至居家機構、社

區與家庭時，台灣政府在此一風潮中穩定發展此一領域與產

業，造福銀髮族群，期盼在不久之未來，這些早期研發之創新

服務計畫能夠導出新的「永續」商業服務模式，創造新的商機

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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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離島醫療案例 

台灣較先進之遠距醫療應用於臨床之實例為馬祖。馬祖為

台灣之離島，為了要讓馬祖民眾得到就醫之可近性，原本衛生

署計劃要在馬祖擴建醫院以服務民眾，但因投資過鉅且醫療人

員召募不易而作罷。離島醫療可分為實體醫療、遠距醫療與後

送轉診三大部份，馬英九先生於台北市長任內整合台北市立聯

合醫院之資訊系統與馬祖、連江縣立醫院之資訊系統，使成為

單一醫療資訊系統。透過 VPN 之連結，二者之 HIS、LIS、RIS、

PACS 等醫療資訊系統完全連結，徹底解決馬祖離島醫療問題。

以放射診斷為例，以往馬祖缺少放射科醫師，即使照了 X 光片

也沒有醫師可以判讀。但是透過上述連結之機制，其 X 光片即

可以在台北判讀，透過資訊之傳送，幾分鐘內報告就可以送回

馬祖醫療人員之診間，如此可以省下巨額遴聘醫師的薪資費用

以及找不到放射科醫師之困窘。 

目前，馬祖、連江縣立醫師與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醫療資訊

整合之效益可略述如下： 

一、 遠距教學。 

透過 VPN，馬祖、連江縣立醫院醫師可以直接進入台北

市立聯合醫院之電子會議廳中與市醫同仁「同步」閱覽會議

之個案資料，透過視訊會議系統可以與市醫同仁「同步」影

音雙向進行視訊會議，跨越時空障礙。 

二、 遠距醫療。 

(一) 創置離島與偏遠地區醫院診療資訊平台，推動遠距電子

化醫療。 

1.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與連江縣立醫院建立遠距醫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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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連江縣立醫院、北竿衛生所醫療系統連線作業。 

2. 可透過醫療整合系統，直接在馬祖看診、回診，不需定

期往返台北-馬祖，馬祖醫師如需諮詢病患於台北住院 

時的主治醫師，也可使用

醫療整合系統，同步討論

病患之病情。如需緊急後

送，可以直昇機直接後送

至中興院區，飛行時間只

在 45 分鐘內，可以解決 

離 島 病 患 就 醫 問 題 ( 圖 

261)。 

3. 提昇馬祖病患就醫可近性及提昇醫療服務品質。 

4. 將馬祖縣立醫院病患資料存入台北市立聯合醫院資料

庫，以後在台北市立聯合醫院的電腦資訊系統可調閱相

關病歷資料，達成家戶健康管理之目的。 

5. 減輕民眾負擔，直接效益包括： 

(1) 民眾可於馬祖就診、台北住院： 

民眾在馬祖接受門(急)診診斷後，醫師認為需轉送台 

北，當地醫師可直接開立「轉診、轉檢單」，同時安排檢查

時間，病患只要持「轉診、轉檢單」在指定時間到台北，可

以「立即」辦理住院、診療、檢查，不需費時掛號等候。 

(2) 民眾可於台北住院、馬祖探病。 

馬祖民眾在台北住院時，馬祖親友想探病又不方便時，

可經由縣立醫院醫師透過電子病歷系統調閱相關病患「即時

資訊」，例如：病歷摘要、X 光檢查、檢驗室檢查、手術紀

錄等，向親友說明病情，節省探病往返時間及交通費用。病

圖 261 以直昇機運送離島病患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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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時由台北專職病房護理人員照護，不需馬祖親友往返照

顧。 

(3) 民眾可於台北就診、馬祖回診(或領藥)： 

可透過遠距醫療系統，直接在馬祖回診，或於連江縣立

醫院領藥，不需定期往返台北馬祖間，馬祖醫師如需諮詢病

患於台北住院時的主治醫師，也可使用遠距醫療系統，同步

討論病患之病情。預估可幫民眾節省時間、交通費用。 

(4) 民眾可於馬祖檢查、台北診斷。 

A. 民眾於馬祖所做的各項檢查，如需專科醫師判讀，可 

經由醫療資訊系統之連結，查詢相關檢查報告，並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專科醫師判讀與診斷數分鐘後就可

取得報告。病患病情便於追蹤，不會因為時空降低醫 

療品質。連江縣立醫院將數位化之 X 光片儲存在市醫

PACS，不必另行建置，節省 PACS 建置及儲存 X 光片

空間耗用成本。 

B. 無片化之 X 光作業，可節省 X 光片的成本。X 光片每

片成本約為 35 元，數位化後數位資料每片只需二到 

五元，成本均為原需成本之 14%。 

C. 提昇環境保護，不需顯影劑及建設廢污水處理。 

D. 節省調片之人工及時間。 

(5) 以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電子病歷之模式與經驗，馬祖

地區民眾醫療費用支出一年將可減少數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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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於藥事作業中之 

    應用 

美國的電子處方系統的歷史最早可追溯至八○年代，而美

國第一代免費的 PDA 藥物處方系統雖然在九○年代中後期開

發完成，但卻無法實際應用。以網際網路或電子健康紀錄為基

礎的系統重新在 2000 年多項先期計畫中出現，SureScripts 及

RxHub 兩系統均在這些先期計畫中透過藥業的補助得以擴展

及成長。爾後，政府漸漸透過現代化 Medicare 法案及其他聯邦

計畫使得電子化處方開立系統的接受度逐漸增加；透過這些

中央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也提出許多先期計畫以補助這類系

統的開發及發展。2007 年美國實施「國家電子化處方病人安全

計畫」(National ePriscribing Patient Safety Initiative，NEPSI)，並

同步成立其他相關機構以在全美國推廣免費電子處方系統，並

逐漸整合許多州政府級的計畫，未來目標要包含 Medicaid 等 

計畫在內系統的整合。 

據美國醫療體系的經驗，每年在可預防的藥物錯誤事件

中，大約有 7,000 位美國人民不幸死亡、150 萬位美國人民受 

到傷害，這樣的傷害數字顯示，藥物錯誤事件已經逐漸成為一

個公共衛生的危機。每天全美國的醫師共開立 45 億張紙本處

方，在這些紙本處方中，常常發現會發現許多：(1)難以辨識的

手寫筆跡；(2)不明確的縮寫及劑量；(3)醫師、病患及藥師之 

間需要費時另加口語溝通。如何克服這些藥事作業的困難，美

國政府相信電子處方系統應能相當程度的解決這些問題(81)。 

在美國，醫藥界的共識為一個完整的電子處方系統應有以

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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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夠以電子化的方式開立處方。 

二、 在開立處方時能接受自動決策支援資訊： 

(一) 藥物清單及相關資訊。 

(二) 建議適合的用藥。 

(三) 提供保險人納保範圍內的處方，包括部份負擔資訊。 

(四) 藥品事前審核機制與相關資訊，例如：管制藥品先經審

核才開立…等。 

(五) 臨床決策支援資訊，包含藥品交互作用、藥品過敏反

應…等。 

三、 以標準傳輸訊息(Standard Protocol)送出電子處方至藥

局，例如： NCPDP SCRIPT、ASC12…等。 

四、 有相關機制可接受及確認由藥局送出之電子更新資料。 

五、 有相關功能可以知悉領藥歷史紀錄作為服藥遵循度的

指標能力。 

六、 藥局可利用其自己的電子資訊系統處理送出的電子處

方資料。 

事實上，在美國，電子處方系統所需要的相關技術都已發

展成熟，但卻未有妥善的應用；每年全美約有 32 億份處方以 

手寫方式開立，不到 1/5 的醫師利用電子處方系統開立處方， 

在所有開立的處方中，僅 20%以電子的方式開立，而在以電子

處方系統開立的處方中，大部份的處方仍以傳真的方式傳輸至

藥局。據估計，若電子處方系統全數上線，則全美國每年可省

下 270 億元醫療費用之支出。 

現行美國電子處方系統仍然有可能會造成若干嚴重的問

題，例如： 

一、 病人安全：約 1.5%~4%的處方不但是錯誤的，而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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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人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另外有 5%~18%的門診病

患曾經歷藥物不良反應事件。 

二、 照護品質：依據統計，在現今電子處方系統下，病人未

領藥的處方率多達 20%，且由於溝通的效率低落，有時

反而造成病人的滿意度下降。 

三、 每年各種藥物錯誤的成本高達 20 億。 

四、 生產力的影響：無論是醫師、藥師每日都需要花費許多

時間在電話或傳真的溝通上，平均每位醫師每日花費三

小時，藥師則是四小時，兩者溝通的方式非常不經濟。 

根據 2000 年統計，全美國門診人次約 8.2 億人次，其中，

每五位病患約有四位至少被開立一張處方箋；而約 65%美國

人每年至少使用一種處方藥物(其中 91%為 Medicare 被保險人)

在處方日益快速增加的情況下，若維持現行系統，則勢必造成

更嚴重的問題與錯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亦加劇。然而根據一

項 2005 年的統計顯示，電子處方系統的利用率在美國仍不足，

所有的醫療院所中約僅有 24%採用電子處方系統，獨立執業醫

師普遍使用率較低，約 16%，而大型機構則較高，但亦只有 

39%，顯示仍有大力推廣的空間。 

Brown 大學 2006 年研究指

出，使用電子處方系統後，臨 

床人員或辦公室人員一日內花

費在慢性處方箋及更新處方箋

的作業上能節省將近一半的時

間，臨床人員從 35 分鐘減少至

17 分鐘；辦公室人員則由 87 分

鐘減至 43 分鐘(圖 262)。 圖 262 電子處方系統推行前後人員
作業節省時間比較 



62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研究中亦指出，

使 用 電 子 處 方 系 統

後，在不良藥物反應

事件的預防上，亦能

帶來良好的成效(如

圖 263)。但不幸的

是，許多醫師習慣將

處 方 作 業 中 許 多 程

序 交 由 行 政 人 員 處

理，而減少臨床人員自行與相關資訊接觸的機會，因此許多資

訊即使在處方過程中提供給臨床人員作決策支援，亦往往因人

員作業未有改變而造成無效的提供。事實上，若醫師人員在看

診的流程中能直接整合電子處方系統，將對於病人安全有很大

的助益。 

在美國，實施電子處方系統的投資報酬率如何呢？根據估

計，若能在醫師處方的同時提供其決策支援相關資訊，則付費

者可省下約 10%的藥品費用，並能將藥品費用的膨脹率每年壓

低 1%。實際而言，超過 70%的藥品費用由基層醫師所掌握； 

而電子處方系統除能每年降低藥品費用膨脹率 1%外，更能讓

病患在高管制處方藥品的使用中減輕 32%的負擔(在有 60%以

上的昂貴原廠藥品均改用學名藥的狀況下)。另一方面，電子處

方系統更有助於 Medicare 保險大幅降低處方藥品的花費，在 

低於 45%原廠藥品改為學名藥的使用情形下，對於最低級管 

制處方藥品能節省 15%的藥品費用；而在 55%原廠藥品改為學

名藥的使用下，對中級管制處方藥品能節省 8%的藥品費用。 

在 45%基本學名藥使用率及 55%處方轉移至低成本層級率下，

圖 263 不良藥物反應事件預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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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每位被保險人每年估計

2006年 Medicare藥品花費

的 節 省 金 額 顯 示，若 有

20,000 位被保險人，則在

基層醫師群中可以每年節

省下 2,600,000 美元(81)(如
表 38)。 

當然，所有人都想知道在大量使用電子處方系統後誰能獲

得最大利益？對病人而言，使用電子處方系統能增加病人的安

全、效率及遵從度，並且透過訊息的回饋，能開立較低部份負

擔的藥品給予病患。而對藥局而言，能增加作業效率、促進照

護品質與病人滿意度。對於付費者及藥品利益管理者(Pharma-
cy Benefit Manager)而言，能夠增加處方藥/學名藥的利用率、 

效率、處方遵從度及預防藥物不良反應事件發生，如此可以大

大節省成本。而對於健康照護提供者而言，能夠增加作業效 

率、促進照護品質及病人滿意度、並利用論績效付費(Pay for 
Performance)增加誘因。 

然而，在實施電子處方系統的過程中，健康照護提供者可

能會考量到系統安裝的成本(購買、安裝、支援)、對相關成本 

及資源缺乏補助、初期導入系統造成的生產力損失、人員花費

在瀏覽、回覆相關的警示及建議的時間、以及尚未將醫療流程

標準化之顧慮。但反過來說，實施電子處方系統後，除初期投

入成本外，對於健康照護提供者之作業流程標準化、降低長期

成本及作業時間均有重大助益。 

Medicare 被保險

人人數 

估計 2006 年基層醫

師群可節省藥品費用 

5,000 $650,000 

10,000 $1,300,000 

20,000 $2,600,000 

表 38 2006 年估計不同保險人數下基層藥

品費用節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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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子處方系統(SureScripts)網絡及服務 

由 SureScripts 開發的藥局健康資訊交換平台，提供電子處

方系統網絡服務，美國許多主要的醫療資訊販售商都經認證

(GoldRx)加入此資訊交換平台，並有超過 90%的藥局能連線至

此交換平台服務。隨著對於服務的認知轉變，單純只符合技術

標準已不再是認證的唯一要求，而供應商也不再只是測試及行

銷系統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而是轉型為主動承諾與提供

其顧客(藥局或醫療服務提供者)相關的資訊： 

一、 顧客教育：經 GoldRx 認證的供應商必須培養其醫師顧

客群透過電子傳遞方式與藥師互相溝通有關於慢性病

連續處方箋，與新開立處方箋之相關資訊。 

二、 確認藥局資訊的互通性： GoldRx 認證的供應商必須確

保任何一新顧客安裝相關資訊系統後，藥局資訊的互通

性亦屬安裝驗收確認的產品範圍。 

三、 精進藥物管理：經 GoldRx 認證的供應商應確認其所提

供的產品能自社區藥局與經 SureScript 認證的藥品利益

管理師及付費者所提供的處方及其他適切的服務，接收

之相關藥品歷史資訊。 

四、 加強工作流程：採用 GoldRx 認證產品之機構必須承諾

要能達成依據該資訊交換平台之數項特殊服務水準要

求，往往達到這些水準後，使用者會發現其機構本身之

工作流程安全性亦加強許多。 

五、 專家經驗的導入：在電子處方過程中，經 GoldRx 認證

之產品應能夠整合專案經驗「主動」呈現符合標竿之處

方建議。 

在種種的努力下，在 2004 年 2 月 2 日之調查發現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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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25 州使用電子處方，而至 2006 年 10 月 1 日時，已經多達 

48 州克服了法律及規範的障礙推行電子處方系統。根據

SureScripts 2007 年 12 月的統計，95%電子處方開立者是醫師，

預估到了 2008 年，電子處方開立者將可增加至約 85,000 人。 

2007 年統計，全美共有 3,500 萬張處方交易透過電子系統 

傳遞。而在 14.7 億張新處方及慢性病處方箋開立數中，僅有 

2%以電子資訊方式開立。SureScripts 估計，在 2008 年電子處 

方交易數將成長至超過一億，其中全國的新開立及慢性電子處

方箋開立交易數年成長率約 7%。 

而縮小至季成長量來看，2006 年及 2007 年的季成長量平 

均為 26%及 30%，估計到 2008 年電子處方交易數季成長率可 

達 34%。而 2008 年之電子慢性病處方更新請求及回覆量將較

2007 年電子處方交易量增加 17%及 15%。實施電子處方後， 

能降低在確認慢性病處方更新時，所需要的種種成本，例如：

確認處方的電話及傳真費用與時間、藥師及開方者行政處理人

力等。 

再看到使用電子處方的藥局年成長量，全美國有超過

40,000 家藥局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約佔所有藥局數的 70%，預

估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的藥局數將會達到 45,000 家。而現今約 

有 97%的連鎖藥局、27%的獨立藥局擁有電子處方系統。在未 

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的社區藥局中，估計約有 86%的藥局有電 

子處方的能力，但這些藥局可能未更新其軟體至交換平台所 

需版本，或未啟動其系統之電子處方功能，這些藥局絕大多數

都是獨立經營的藥局。 

圖 264 是歷年通過 SureScripts 認證之藥局及藥事科技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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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數，這些販售

商已成為醫師與

藥局連結至藥局

資訊交換平台的

橋 樑。因 此，這 

些販售商在電子

處方的接受及應

用上扮演一個樞

鈕的角色。 

2006 年時，全美國第一屆年度安全處方獎(Safe-Rx Award)
由 SureScripts 與全國社區藥局發起，開始頒發給施行電子處方

最有成效的州。計算

成績的方式是由該州

所有能經電子傳遞的

處方數中實際以電子

傳遞之處方比例來計

算排名，2007 年由麻

薩 諸 塞 州 獲 得 該 獎

項。自圖 265 可以看 

出電子處方系統已漸

漸在全國展開各項推

廣活動(81)。 

根據 2007 年調查顯示影響電子處方接受度的最重要三個

因素分別是： 

一、 具備由付費者、健康體系、大型診所及各州衛生部門贊

圖 264 歷年通過認證之藥局及藥事科技販售商數 

圖 265 電子處方在美國推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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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地區性計畫鼓勵推動。 

二、 由州政府或聯邦政府下達處方無紙化之行政命令。 

三、 由醫療資訊販售商參與協助將已存在透過傳真傳遞之

處方改為電子處方，並協助改善軟體之工作流程。 

整理各項推廣電子處方系統活動如表 39。 

涵蓋範圍 計畫名稱 贊助者 合乎資格者 備註 
國家級計畫 
國家 The National 

ePrescribing 
Patient Safety 
Initiative 
(NEPSI) 

Multiple Part-
ners 

Any prescriber www.nationaleRx.
com 

州政府/地區級計畫 
阿拉巴馬

州 

InfoSolutions e- 
prescribing 
Program 

BlueCross 
BlueShield of 
Alabam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Ala-
bama prescrib-
ers 

www.infosolutions
.net 
or 205-220-5900 

柯羅拉多

州(西部) 

QHN Prescrip-
tion Manage-
ment 

Quality 
Health Net-
work 

Any prescriber Dick Thompson 
970-248-0033 

佛羅里達

州 

Florida Medi-
caid 
Humana Family 
Medicaid  
WellCare 

Florida Medi-
caid, Gold 
Standard 

Florida Pre-
scribers writing 
Medicaid Pre-
scriptions. Con-
tact pgm for 
additional eligi-
bility require-
ments 

www.empowerx.c
om/florida 
1-800-375-0943 
empowerx@id-
health.com 

印第安納

州(印第

安納波

里) 

Indianapolis 
Medical Society 
- Preferred 
Physician Pro-
gram 

Indianapolis 
Medical Soci-
ety, iSALUS 

Indianapolis 
Medical Society 
Members 

http://
www.imsonline.org or 
monlee@isalushe
althcare.com 

密西西比

州 

Mississippi 
Medicaid 

Mississippi 
Medicaid, 
Gold Stan-
dard 

Mississippi 
Prescribers 
writing Medicaid 
Prescriptions. 
Contact pgm for 
additional eligi-
bility require-
ments 

www.empowerx.c
om/
mississippi.html 
1-800-375-0943 
empowerx@id-
health.com 

表 39 各項推廣電子處方系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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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範圍 計畫名稱 贊助者 合乎資格者 備註 
麻薩諸塞

州 
Massachusetts 
eRx Collabora-
tive 

BlueCross 
BlueShield of 
Massachu-
setts, 
Neighbor-
hood Health 
Plan, Tufts 
Health Plan, 
DrFirst, Zix-
Corp 

Eligibile MA 
prescribers on 
first-come, first-
served basis 

For eligibility re-
quirements,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he 
eRx Collaborative 
technology part-
ners ： 
DrFirst ： (888) 
271-9898 ext 3. 
ZixCorp ： (800) 
822-0675 

密西根州

(偉恩、

奧克蘭、

馬克姆、

沃什特

瑙、聖克

萊爾、門

羅及利文

斯頓郡) 

South East 
Michigan ePre-
scribing Initia-
tive (SEMI) 

General Mo-
tors, Ford 
Motor Com-
pany, Daimler 
Chrysler 
Corporation, 
BlueCross 
BlueShield of 
Michigan, 
Health Alli-
ance Plan, 
Medco, Phar-
macare 

BlueCross 
BlueShield of 
Michigan Blue 
Preferred Plus 
or Trust network 
and approved 
point of care 
vendors. Nurse 
Practitioners or 
Residents not 
eligible for in-
centives. Pro-
gram close 
5/31/2007 

(800) 722-8979 

紐澤西州 Aetna Aetna Inc. 1,000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in Aetna's New 
Jersey network. 

Please contact 
your Aetna Ac-
count Executive. 

紐澤西州 Horizon 
BCBSNJ's E-
Prescribe Pro-
gram 

Horizon Blue-
Cross Blue-
Shield 

Prescribers 
licensed to 
prescribe in 
New Jersey 

www.HorizonBlue.
com/eprescribe 

新墨西哥

州 
NMPIC (New 
Mexico Pre-
scription Im-
provement 
Coalition) 

Blue Cross 
Blue Sheild, 
Molina, 
United, Love-
lace, Presby-
terian, New 
Mexico Hu-
man Services 
Department, 
Medicare 
Assistance 
Division 

Prescribers 
licensed to 
practice in New 
Mexico 

thum-
mell@nmmra@or
g 
gprilout-
skaya@nmmra.or
g 505-998-9765 

表 39 各項推廣電子處方系統活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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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各醫療資訊販售商所舉辦的活動則列如表 40。 

另 外，RxHub 是 與 系 統 後 端 連 結 的 系 統，雖 然 與 

SureScripts 在藥物史等部份有一些重疊，但 SureScripts 主要是

涵蓋範圍 計畫名稱 贊助者 合乎資格者 備註 
紐約州

(紐約市

布魯克

林、布

朗、曼哈

頓、皇

后、史坦

頓島) 

NYC Dep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
giene, Elec-
tronic Health 
Records Initia-
tive 

New York 
City 

Primary Care 
Providers prac-
ticing in medi-
cally under-
served areas of 
New York City 

www.nyc.gov/pcip 

北卡羅萊

納州 
BCBSNC ePre-
scribe Program 

BlueCross 
BlueShield of 
North Caro-
li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North 
Carolina provid-
ers who are 
licensed to 
prescribe 

www.bcbsnc.com/
providers/
eprescribe 

表 39 各項推廣電子處方系統活動(續) 

販售商名稱 涵蓋地區 計畫名稱 合乎資格者 備註 
Axolotl, Roch-
ester RHIO 

New York 
State, Greater 
Rochester 
Area 

Elysium Pre-
scription Man-
agement 

Rochester RHIO www.grrhio.org, 1-
877-865-RHIO 
(7446) 

DrFirst Rcopia National Rcopia Enter-
prise System 

All practices with 
over 10 prescrib-
ers 

https ：//
www.drfirst.com/
physian.htm 
888-271-9898 (Toll-
free) 
Testimonials ： 
https ：//
www.drfirst.com/
case.htm 
sales@drfirst.com 

iScribe and 
Multiple Part-
ners 

National iScribe Please contact 
iScribe for eligibil-
ity requirements. 

Please contact iS-
cribe at (877) 483-
1324 

表 40 各醫療資訊販售商舉辦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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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連接至各藥局的系統，而 RxHub 則是在健康計畫規劃系統 

後端收集藥品配方、病人選擇資訊、及藥物史等資料的系統。

因此 RxHub 的合作對象、整合計畫都與 SureScripts 類似，以便

能蒐集到相關的資料。RxHub 特別對於顧客的藥物史非常積極

收集，因此其服務著重於下列數個面向： 

一、 個人索引(Person Index)：提供可即時透過人口統計學

因素查詢超過二億以上會員資料的索引服務(圖 266)。 

二、 病患選擇標準(Patient Eligibility)：在照護過程中，即時

提供經認證醫師有病患選擇標準、病患給付及相關處方

資料。在藥師提供給藥服務時，也可以提供病人相關選

擇標準之資料。 

三、 病患用藥歷史(Patient Medication History)：即時提供病

患使用藥品歷史紀錄，包含處方及慢性病連續處方。這

些資料能夠呈現病患藥囑遵從度、使用的治療性介入、

圖 266 RxHub 全美使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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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交互作用、藥品過

敏史、不良藥品反應，

以及使用那些重複的

療程。這些資料提供 

給門診、住院及急診 

部門使用。 

四、 病患處方資料(Patient 
Prescriptions)：提供醫

師與零售商之間針對

處方的電子傳遞，並將

相關訂購資料以電子

郵件傳至指定藥局。 

 

州名 
2008 年迄今 

申請資料筆數 

麻薩諸塞州 628,989 

紐澤西州 500,392 

密西根州 466,763 

賓夕法尼亞州 373,441 

德克薩斯州 292,334 

紐約州 274,189 

華盛頓州 258,128 

俄亥俄州 251,259 

田納西州 202,794 

佛羅里達州 174,875 

表 41 美國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申請資
料筆數前十名州別及筆數 

圖 267 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的財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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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電子處方系統的一個先導計畫成功案例是「亨利福特

健康體系」，至 2007 年 10 月調查時，已用電子的方式傳遞了

620 萬張處方。在此先導計畫中，總共有 330 萬張電子處方被 

抽出審查並作分析，分析結果發現(81)： 

一、 在 330 萬張抽樣處方中，有 100 萬張(33%)系統曾送出 

藥物警訊給處方醫師，共有 423,000(41%)的處方因警示

而作出修改或取消。 

二、 系統共送出 100,000 次藥物過敏警訊，開方醫師因警訊

而修改處方的次數是 41,000 次(41%)。 

三、 醫師曾下載幾近 56,000 份曾開立處方紀錄。 

四、 當處方警示出現時，39%的警訊會讓醫師更改處方，如 

此可以降低處方的整體成本。 

五、 電子處方系統幫助「亨利福特醫療群」提昇其整體學名

藥採用率約 7.3%，在此一年的時間內節省了約 310 萬 

美元的藥物成本。 

在此不是說電子處方系統對於所有的體系都會有如此卓

著的成效，因各個體系的基本條件不同，例如：「亨利福特健

康照護體系」是一個封閉體系。但這個例子揭露出使用電子處

方系統對於一個機構品質改善(錯誤降低、避免重複用藥等)及

降低成本成效的可能性。 

電子處方交易量的成長情形隨著系統應用的熟練與發展，

藥物史的資訊亦愈來愈被發現能提供更多有用之資訊，所以資

料的要求量也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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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電子化處方病人安全計畫 

美國國家電子化處方病人安全計畫自 2007 年成立，目的 

是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積極推動提供全美所有醫師免費的電子

處方系統。其合作的伙伴包含許多不同層面，包括全國性的贊

助者、實際執行所需技術之支援者、健康照護服務的提供者、

搜尋引擎贊助者、連結性贊助者、腫瘤學贊助者…等，此外還

有一些是地區性的贊助者，其合作及參與計畫之對象非常多，

並包含許多不同層面，以確保多元資料來源。Allscripts 提供應

用程式及計畫的管理，由國家級贊助者提供行銷及支援性成本

的經費，並由地區性的支持者將相關訊息行銷及散佈至其區域

內的社區醫師群，而各健康計畫組織則是給付提供其處方及醫

療史的資料交易費用，醫師則免費使用相關產品。該系統名稱

取為 eRx NOWTM，自 2007 年 5 月起開始啟用，醫師只需要 

登入 NEPSI 的網站後，即可取得該軟體。而醫師同時也可以在

腫瘤網站上接受腫瘤治療的訓練及發問。上線九個月後，目前

每州平均有 9,000 位 eRx NOW 的使用者，使用的醫師都能感 

受到因減少電話聯絡造成時間及醫療費用節省的經驗。 

前面提及 NEPSI 的國家贊助者設定了數個將 eRx NOW 推

廣至市場的計畫，例如：「新漢布夏」推廣計畫，積極的以電

話對醫師進行說明，共打了約 1,000 通電話，另亦發起「新漢布

夏」市民健康計畫結合 Blue Cross、Blue Shield 與 Sprint 等健康

保險，共同推動電子處方系統。提供給醫師免費軟體、由 Sprint 
Nextel 提供的 PPC，以及提供無線通訊折扣方案。另有與微軟

HealthVault 合作，讓資料得以透過 HealthVault 儲存及提取，節

省各州分別建立資料庫之成本。另亦結合其他合作者共同提供

臨床決策支援系統之知識庫，例如： NaviMedix 及 Quest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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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ostics 提供檢驗資料知識庫。另一方面，健康資訊科技認證

委員會(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
ogy，CCHIT)自 2007 年開始針對電子處方系統進行認證，2007
年時僅針對傳送門診部份之電子處方給藥局以及藥局回送慢

性病長期處方箋之領藥資訊進行評估，而到 2008 年及 2009 年

時，才又再陸續增加了有關其他資訊傳輸狀況之評核(表 42)。 

美國正積極推動電子處方之實施，若是要推動電子處方，

必然要有相關的誘因才能順利推動，誘因可分為兩大類，包括

經濟及政策誘因。經濟誘因包含補助及貸款計畫、使用補助、

依績效論酬、醫療錯誤保險之保費降低、健康照護科技供應商

之折扣，以及針對藥局或交易商支付的成本補助等。而政策方

面的誘因則包含評鑑要求(特別是 JCAHO 自 2005 年將電子處

方相關規範納入評鑑標準中)、雇主計畫(Leapfrog 等)、Medicare
補助、DOQ-IT、CCHIT 對門診及住院電子病歷認證等。其中

CCHIT 電子病歷認證中 

有關電子處方之標準 

加入時間 

2007 2008 2009 

傳送電子處方至藥局 V     

處方資訊查詢的送出   V   

向藥品利益管理人或藥局送出藥物史查詢要求或

將藥品清單匯入電子健康紀錄系統中 
  V   

回應由藥局送出慢性病長期處方箋之要求 V     

接受領藥之歷史資料   V   

回應藥局提出修改處方之要求   V   

向藥局送出取消處方之要求   V   

傳送包含完整用藥指示的電子處方給藥局     V 

表 42 CCHIT 電子處方系統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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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起的 Medicare 現代化對於電子處方的影響非常大，

Medicare 提出一項自願參加的計畫，補助這些自願參加電子處

方 計 畫 的 醫 療 院 所 及 醫 師。除 此 之 外，在 2005 年 提 出 

Medicare 全國電子處方標準，在 2006 年實施先導計畫，預計 

將於 2009 年修訂完成相關標準，其中由國家生命及健康統計 

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f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NCVHS)針對相關實施結果給予修正建議。其修訂之標準主要

包含如何透過電子處方以降低成本、提供適切的治療選擇別

項、並即時且互動的針對傳遞內容的可行性進行討論。另外，

相關標準中尚包含促進醫師對於電子處方系統的接受度，包

括：同意適切的訊息使用、提供電子處方的硬體及相關教育訓

練以消除醫院、醫師團體及健康計畫的執行者對相關法規的嚴

重反彈、在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中，允許參與計畫的給付 

方式將以論科技計酬(Pay for Technology)、論成本效性績效計

酬(Pay for Cost Effective Performance)，例如： Bridge to Excel-
lence、加州的 Integrated HealthCare Association、及 CMS 等方

案；同時，也在 2007 年爭取到 50 兆美元的聯邦補助。另外， 

也積極利用州法優勢(Preemption of State Laws)以減少阻礙該標

準實施之其他規範或限制，使其得以實施。圖 268 顯示相關規

範的發展狀況，圖中紅色的星號即為目前已執行到的部份。 

圖 268 電子處方系統相關規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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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電子處方系統這個產業正處於接受度及使用率大幅

提昇的階段，如同圖 269 中顯示，電子處方系統現階段已由新

處方、更新處方、提供病患處方醫療資訊、發展到提供相關人

員病患藥物史(藥物使用紀錄)，而目前正面臨的挑戰是如何跟

不同服務提供者的資料庫中取得病患的藥物史，而後能朝向下

一個階段發展。相關發展之關係示意圖如圖 270。 

圖 269 電子處方系統發展階段 

圖 270 電子處方系統發展與其他系統之相關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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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處方系統的基礎建設之上，重要關係人藉其發展許

多能提昇照護品質及提供醫師接受與應用誘因的計畫(圖 271)，
例如：藥廠與健康計畫公司出資贊助針對特殊病患族群用藥

遵循計畫、各 RHIOs 與社區藥局合作共同推廣「MAX」(另一

個遵循服藥計畫)、

或發展應用計畫促

使醫師加入使用。

這些計畫都有不錯

的成效，但有個共

通點是這些計畫都

在設限的範圍(病

患群或區域)內執

行，而 不 是 全 國

性、全面性的評估，但至少讓我們看到發展的可能性。 

透過藥局、醫師及付費者/藥物利益管理者的合作與溝通，

對於藥物管理及病患服藥遵循等計畫能有更大助益，圖 272 即

是其合作示意圖。 

以連結率而言，其路線如圖 273 所示。在相關資訊網站的

部份，連結率可達 40%~80%，電子處方系統的連結率則可達 

7%~20%，電子病歷系統則有 16%~40%，然而在區域性健康資

訊網路的部份，連結率只有小於 5%，顯示在利用電腦科技以 

提昇病患照護品質的部份仍有可以加強的地方。 

以現今科技發展的程度，針對獨立運作、經認證的電子病

歷產品、資訊網路基礎的電子處方產品都能提供更多的產品及

技術選擇；另一方面，藥局端及藥品利益管理人端的資訊系統

圖 271 電子處方系統基礎加值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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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率也逐漸在提高。產品選擇及顧客群都增加的狀況下，推

廣電子處方系統的使用可達事半功倍之效。另外，運用電子處

方產品已證明可以提高工作效能並增加辦公效率(特別是針對

圖 272 健康資訊交換平台基礎上各關係團體合作示意圖 

圖 273 電子病歷系統發展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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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慢性病連續處方箋的領藥作業)，因此也有愈來愈多的大 

型計畫(例如： DOQ-IT 等)納入電子處方系統，大大的提昇了 

其支援能力，同時也有更多的補助、論績效計酬給付及其他補

助計畫提供給使用電子處方系統群組，並且透過電子處方系統

的連結性，更多教育教材及資源得以交換流通。要讓電子處方

系統持續推廣、接受並應用，有三項行動方案極為具影響力： 

一、 藥品管理局(DEA)允許開立管制藥品電子處方。 

二、 大型健康計畫公司參與並注重這類採用及應用計畫，提

供專業人員相關誘因。 

三、 當 Medicare 與 Medicaid 提供相關誘因計畫逾 60%時， 

國會應給予 CMS 相關補助，使其可依美國健康資訊社 

群在 2007 年 11 月 28 日提出之建議，要求納保醫院提 

供電子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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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國家「健康醫療資訊系統」於防疫體系中之 

    應用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原理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的精髓是藉由醫療資訊交換機制

的建立，將各種健康與醫療資訊的來源加以整合，自動蒐集大

量的健康、醫療、衛生以及傳染病相關的訊息，建立區域或國

家健康、醫療、衛生之「基準值」，並以此「基準值」對區域

或國家健康、醫療、衛生狀況進行長期的監測。自動化症候群

偵測系統的優點在於利用現代化資訊工具、資料交換標準的建

立與防疫體系之整合，彙集大量健康、醫療、衛生相關資訊來

進行疫病監測的工作，監測結果如能再與衛星定位系統、地理

資訊系統及許多統計、分析軟體相結合，就可以早期偵察得知

傳染之來源與病例聚集之處所，提早提供預警與相關區域或國

家健康、醫療、衛生與防疫工作的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作為施

政的依據，避免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 

在美國，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通常會用下列幾種資訊作

為分析的依據： 

一、 急診病患就診資料：由於突發性的疾病患者在急、重症

的急性期裡會前往醫療院所之急診部門尋求醫療援助，

所以系統性自動化偵測急診病患就診之症候資料可以

作為監測疾病與疫病的重要依據。在美國的紐約、波士

頓、華府以及賓州匹茲堡的公共衛生部門，都已利用急

診病患的相關就診資料，在去除與個人隱私有關的醫療

資訊，並將相關資訊加密後，用自動傳輸的技術將相關

資料加以傳送，公共衛生、資訊與防疫的專業人員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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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分析後，再將結果送交相關區域或國家層級之健

康、醫療、衛生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作為施

政的依據。 

二、 救護車救護資料：在美國，由於突發性的疾病患者在

急、重症的急性期裡會經由緊急醫療救護系統中救護車

之運送前往醫療院所之急診部門尋求醫療援助，所以系

統性偵測急診病患就診之症候資料可以作為監測疾病

與疫病的重要依據。由於美國緊急醫療救護系統早已規

定急救技術員必需詳實登載病患相關資訊，包括救護地

點、原因、症候、生命徵象、急救措施、診斷與過去病

史等資料等，故利用救護車救護資料作為自動化症候群

偵測系統之元素也是常見到的作法。紐約市、伊利諾州

的公共衛生團隊都已利用這類型資料進行相關的症候

群監測工作。 

三、 門診病患就診資料：疾病患者在非急、重症的狀況下會

前往醫療院所之門診部門或一般診所尋求醫療援助，所

以門診病患或診所病患就診之症候偵測資料可以作為

監測疾病與疫病發生的另一項重要依據。透過 RHIO 與

HIE 醫療資訊交換機制之建立，電子病歷已可經由整合

平台進入資訊倉儲。在美國，已有數個州成功的整合了

醫療院所門診相關電子病歷，利用健康及醫療資訊交換

平台自動傳輸防疫資訊並在彙整資料後以先進的軟體

進行持續的評估與分析。 

四、 加護病房重症病患診療資料：某些疾病、疫病或重大健

康事件的發展快速，會導致重症患者數目急速增加。持

續對加護病房重症病患診療資料予以監測可以作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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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疾病、疫病或重大健康事件發展的重要依據。 

五、 醫療院所檢驗單位檢查資料：透過 RHIO 與 HIE 醫療資

訊交換機制之建立，在美國，許多地區的健康、醫療、

衛生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都已利用取得並

彙整電子病歷中的檢驗數據於資訊倉儲，經由後續的分

析回饋偵測的結果以利決策者做適切應變。 

六、 其他資料來源：除了上述幾種資料分析方法外，美國防

疫專家、學者也嘗試使用醫療院所外的其他衛生醫療相

關資訊進行傳染病的監測工作。其中較有效的模式包

括：持續監測社區藥局某些 OTC 藥物的銷售量並由其

異常銷售量來推估疾病流行的範圍與嚴重程度。這些透

過自動化資訊蒐集平台得來的大量資料看似零亂，但經

專業傳染病學者、統計學者與資訊學者共同努力以新的

統計方法，建立基準值，並在考量公共衛生與防疫的需

求後，就可以訂定明確的分級警戒值。好的自動化症候

群偵測系統更可以考量時間、區域、人口、季節等因素

修正統計結果提昇預測的能力。這些分析的結果不但可

以依照不同防疫層級之需求自動回饋相關資訊給各層

級醫療院所內的感染、急診與檢驗相關專科醫療人員，

更可以提供給相關區域或國家層級之健康、醫療、衛生

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作為應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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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症候群偵測系統介紹 

疾病監測是公共衛生體系防疫措施的重要工具。早期疾病

監測的目的在做傳染性疾病的防制，近年來由於生物化學恐怖

攻擊事件層出不窮，為加強監測與辨別此類疾病的發生以利防

制，公共衛生傳染病防制人員，利用人工或自動化偵測系統進

行疾病的監測工作，期望能夠及早察覺「未預期性」傳染病的

流行。就以其監測使用之工具可以分為兩大類：被動監測、主

動監測。 

被動式監測是以傳統式方法為之，在事件發生時統計分析

其來源與動向。不具有預警之機制。監測之資訊多是用人工傳

遞書面資料，其缺點在訊息蒐集不易，時效較慢，作法較被動，

不利於重大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處理。同時，疫情掌握時效性

較晚，疫情散播快速，疫情不易受控制。除此之外，由於大多

數新興傳染病與生物恐怖攻擊武器，多以空氣或以飛沫進行傳

染，在感染初期症狀多屬輕微，醫護人員難以判定通報之必要

性，增加醫療院所判斷與通報困難度，即至醫療院所或該地區

出現大量病患時，公共衛生單位才能察覺異常，此時疫情之控

制為時已晚。 

主動式監測是指在某一地區衛生體系與醫療院所中以自

動化系統每日主動的例行性蒐集大量健康、疾病與症候相關訊

息並加統計分析以建立相關資料的趨勢與閥值作為日後該地

區健康情形變化的參考座標。早在七○年代美國學者就嘗試利

用醫療院所中緊急就醫及加護病房中重症病患的電子診療資

料，進行疾病「早期」監測工作，但由於當時並沒有電子病歷

等適當的資訊技術與工具來幫忙資料之彙整與分析，所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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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在疫病監測的效果上，可利用的價值並不高。 

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正式推動反恐怖戰爭的訴求 

，炭疽病毒散佈事件更讓美國政府憂心生物恐怖攻擊事件的發

生。在美國政府的支助下，哈佛大學在 2001 年發展出資訊化 

傳染病監測系統，此系統可以透過電子病歷交換自動蒐集醫療

院所以及社區衛生、健康相關資訊，早期偵測得知社區內健康

與疾病的微幅變化，提早發佈警訊，提供發佈警訊原因，建議

處理方式，並提供決策參考資訊，強化決策指揮機制。由於此

類智慧型疫病監測系統亦能預測事件之預後，預測事件衍生之

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使此類自動化偵測系統受到重視，更加迅

速發展。 

由於「症候」發生總較「診斷」來得早，為了要提早得到

預警的效果。症候群監測，遂成為目前疫病流行監測的主流。 

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Syndrome Surveillance System)是
指經由健康醫療資訊系統 「自動蒐集」大量醫療衛生與傳染病

相關訊息建立完整的健康相關指標的社區「基準值」，並利用

此「基準值」作為參考標準對該社區或城市進行長期的監測。

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的優點，包括： 

一、 因為累積大量社區健康資訊作為基準，所以監測疾病的

敏感度與陽性預測值較「被動」偵測精準。 

二、 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健康資訊取得乃是透過電子病

歷交換機制而來，屬自動化系統，不需增加行政、醫療

人員額外工作負擔就可以蒐集大量資料進行監測分析。 

三、 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健康資訊建置的內容就已考量

到各類防疫人員之需求，建立不同層級的警戒值，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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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序列、季節回歸等統計模型修正，可發揮極為敏銳

的預測功能。 

四、 專業防疫人員通常會將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結合「地

理資訊系統」與「地理定位系統」的空間分析功能，快

速偵測得到罹病患者群聚處所，提供防疫決策輔助資訊

給決策者，作為正確與精準的決策依據，避免浪費公共

衛生資源。 

五、 自動化症候群監測系統的設計多會回饋相關防疫資訊，

提供給中央防疫單位、地方衛生單位、地方醫療院所內

的感染、急診以及檢驗相關專科醫療人員與決策者，使

得相關資訊可為多數專業人員應用，不會成為寡占的資

訊架構。 

美國公共衛生資訊發展一向都是由疾病管制局(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所主導，包含公共衛生資 

訊網絡(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PHIN)(82)與訂定發展

標準，目的是要促進衛生機關與醫療院所能互相流通公共衛生

資訊，以因應國際生物恐怖攻擊與疫情提早偵測與預防，維護

民眾與國土安全。為了要讓疾病監測與症候群監測系統能夠在

電子病歷資訊可交換的環境下進行，美國 PHIN 就必需在整體

架構中訂定電子病歷資料交換的各種標準。包括：訂定發展相

關系統文件、訂定相關系統使用標準、訂定發展相關系統規格、

訂定發展相關系統互相介接標準、訂定發展標準工具與元件、

支援機構間系統互通之認證服務。主要功能與規格如下： 

一、 訂 定 醫 療 院 所 與 衛 生 機 構 間 使 用 之 訊 息 交 換 標 準

(HL7)。 

二、 要求醫療院所與衛生機構提供相關之臨床資料，以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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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三、 提供標準之網路通報程式。 

四、 要求與疾病或微生物診斷相關的檢驗所、檢驗室提供相

關之臨床資料，以監控疫情。 

五、 提供醫療院所與衛生機構資料分析與視覺化統計分析

工具。 

六、 提供醫療院所、衛生機構與個人系統之帳戶管理。 

七、 訂定防疫相關資訊發布與警示機制之辦法。 

八、 訂定系統資料安全與保護機制。 

公共衛生資訊網絡是美國聯邦政府經由網絡整合境內重

要的公共衛生訊息最重要架構。其中含電子化政府健康資訊(e-
Government Health Information)與國家電子化疾病偵測系統

(National Electronic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NEDSS)等二大

系統。此二系統涵蓋範圍廣泛。BioSense 則是只針對異常傳染

病與生物恐怖攻擊進行偵測之防疫資訊網路系統。BioSense 不

但可以自動提供該區域異常症候群的統計運算與資料呈現，同

時也確實在保障病患隱私權的前提下，以安全與加密的方式，

將聯邦層級各單位之間互不隸屬的健康與醫療相關資訊進行

整合，讓美國政府對於境內的疾病流行有全面性的了解與掌

握。BioSense 是由美國疾病管制局(CDC)所開發的一套即時疾

病監測系統。它是建置在醫療院所既有的資訊系統之上，可以

持續地即時蒐集和分析資料。包括病患的：年齡、性別、居住

地、病歷、診斷、症狀、發病、診斷、醫療程序、處方、檢驗

結果、居所之郵遞區號與醫療院所的郵遞區號。所有上述資料

都藉由軟體將資料轉換為 HL7 的資料格式。透過網路每 15 分 

鐘一次將資料傳送到 CDC 的大型資料倉儲。此系統每日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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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料，用各式圖表呈現分析的結果。美國各層級公共衛生

機構、醫院以及健康照護中心只要註冊願意加入提供相關資

訊，就同時被允許透過網路去存取在它們自己區域內的疾病監

測分析結果與相關資訊。一旦 BioSense 顯示出某區域出現早 

期流感或是生化攻擊的徵兆，就會立即同步通知相關區域或 

國家層級之健康、醫療、衛生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

採取必要之防制措施。有關 Biosense 資訊系統之功能與架構，

將在下節中作較詳細介紹。 

傳統的公共衛生監視過程是由人工處理，流程冗長且緩

慢。通常醫院醫師或檢驗室的工作人員在發現異常狀況，就以

郵寄或傳真紙本報告給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人員接到訊息後，會打電話給資訊提供者確認並詢問更詳細的

資訊。這種流程在重大健康緊急事件顯得緩不濟急。透過資訊

化的監測系統，所有層級可同步的存取資料，降低健康事件判

定所需的時間，減少確認病因、風險因素及介入處理的時間，

縮短應變和開始提供民眾衛生教育的時間，區域甚或全國民眾

的健康與醫療資料可以快速彙整，疾病管制局的專家與學者可

以很快的察覺疾病早期的徵兆，或生物恐怖攻擊的可能，並提

供資訊給公共衛生及相關政府決策單位來進行所需要的準備

及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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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應用現況 

一、 美國疾病管制局(CDC) BioSense 資訊系統(83)。 

美國疾病管制局(CDC)從 2004 年開始推動 BioSense 資

訊系統。早期，BioSense 資訊系統只納入美國國防部退伍軍

人醫院及美國檢驗公司醫療檢驗資料作為資訊來源。2005 
年底，美國疾病管制局已將 BioSense 網路擴展到主要都會 

區的民間醫院，並分享它對區域性流行性感冒的趨勢分析 

資訊。2006 年，美國疾病管制局已將 BioSense 建置到全美 

國，至 2008 年 6 月止，已有超過 450 家醫院參與美國疾病 

管制局之 BioSense 網路。2006 年 5 月美國政府由疾病管制 

局提出流行性感冒的對應策略及其實施方案。其中重點包括 

要求美國各層級政府必需邀請私人機構共同參與處理流行

性感冒等所有與健康緊急事件有關之傳染性疾病。改善衛生

管理單位在各類與健康與醫療相關機構中的即時臨床監視

機制，像是急診室、加護中心和檢驗室，利用醫療資訊交換

機制，建立資訊交換標準與交換平台，建設統一性的健康資

訊倉儲，分析並提供資料，讓相關區域或國家層級之健康、

醫療、衛生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主管可以持續保持對

流行病及傳染性疾病的警覺。美國疾病管制局推動自動化症

候群偵測系統並非沒有障礙。在沒有強烈的誘因下，許多醫

院與醫療人員寧願保持觀望的態度而不願加入。因為要進行

醫療資訊交換之前，所有病患相關醫療資訊需要轉換成為標 

準化格式後，才能將資料上傳，這項耗時的轉換需要經費的

負擔。另外，某些醫療專業人員也質疑花費鉅資打造 Bio-
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的價值。在病患大量擁入之前，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不會知道，當急診室或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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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突發性就診人數超量時開始打電話通報相關防疫單位

或許是更簡單與有效的方法。事實上，美國疾病管制局在推

動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時發現：當有病患開始出現異常

症候時，醫療院所裡的單一醫療人員不會即時意識到這是一

個嚴重的問題。但使用這系統的 CDC 專家，將會在極短的 

時間裡就可以發現此症候在區域或全國人口學上與平日建

立之「基礎值」相較的異常，可以敏銳察覺各地區重大的傳

染性疾病流行狀況甚或生化攻擊事件。美國疾病管制局的專

家們即時了解情況的全貌將幫助疾病管制局協助醫療院所、

警察、消防及其他法定緊急應變單位做出正確與快速的回

應。另外，雖然參與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是自 

願性的，但醫療人員和衛生局官員仍然會擔心此系統會讓 

聯邦政府藉著疾病監測之名，以公權利插手「了解」，也許

日後更進而「干預」以往是地方健康照護提供者及人民團體

組織的私領域。許多醫療院所不願意加入 BioSense 自動化 

症候群偵測系統，是因為擔心病患資料隱私權的維護和安全

性。醫療院所也擔心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會讓 

疾病管制局有機會即時「監測與監視」醫師對病患的治療。

在美國，甚至某些醫療院所認為控制傳染病與流行病的責任

與能力都在醫療院所，疾病與相關症候監測應由醫療院所自

主管理，不應由疾病管制局統一監測。但疾病管制局不斷重

申其使用醫療資訊的立場就是將病患識別碼去除，決不使用

任何會識別出「病患個人」的資料。採用 BioSense 作為監視

民眾健康與公共衛生狀況工具，正反面意見都有。 

全面使用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作為美國的

防疫工具，其民眾正面意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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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料為自動化彙整，不需增加醫療院所人員工作負擔。 

(二) 可以快速且早期提供防疫人員預警式疫情監測的分析

結果，提早應變。 

(三) 建立社區中各項症候群或疾病發生率的基準值，可以預

警傳染病之發生。 

(四) 除傳染病外，所收集的大量資料也可供其他公共衛生相

關研究領域利用(例如：意外事故、慢性病及重大災害 

緊急救護)。 

(五) 可協助醫療院所作為院內感染控制的決策參考。 

(六) 公共衛生單位能快速設定疫情調查的方向和新疾病流

行趨勢。 

(七) 政府機關能判斷生物攻擊或新傳染病的爆發之可能，提

早應變可以保護民眾健康。 

(八) 導入 HL7、SNOMED、LOINIC 與 PACS 等醫療資訊交 

換標準，降低醫療院所院內與院際之間病歷資訊交換阻

礙、降低病歷資料交換困難度、改善醫療資源重複浪費

之缺失、成功配合 RHIO 與 HIE 共同推動電子病歷交換

標準。 

全面使用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作為美國的

防疫工具，也非全無困難，其所面臨的挑戰，包括： 

(一) 醫療院所維護自身利益，不願分享醫療資訊。但是醫療

資訊交換平台之建立需要所有參與交換平台醫療院所

的共識與合作。 

(二) 醫師接受醫療資訊交換平台的程度與對醫療資訊交換

平台的使用意願。 

(三) 醫療院所的病歷電子化程度決定其參與醫療資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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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可能性，其中決定因素有： 

1. 醫療院所既有系統轉換能力。 

2. 參與計畫前，醫療院所的病歷電子化程度。 

3. 參與計畫前，醫療院所間病歷交換之阻礙。 

4. 醫療院所導入醫療資訊交換平台所需時間。 

5. 醫療院所資訊團隊之資訊規劃能力。 

(四) 醫療院所病患之文字、影音、圖案及標本相關醫療資 

訊，需有領導單位(例如： CDC)凝聚醫療、健康與衛生

單位共同研議「標準化」格式，以獲取格式化資料進行

分析(圖 274)。 

(五) 參與症候群偵測系統之醫療、健康與衛生單位人員都需

要充分的教育訓練，以利共識之建立。 

(六) 上傳資料品質需要管理。醫院需有意願與策略提昇並嚴

格控制上傳資料之品質。 

(七) 能夠即時與準確預測某種疫病或某種傳染病群突發之

能力。 

(八) 疫病或某種傳染病群突發之管理、負責單位與應變機

制。 

圖 274 BioSense 提供格式化之資料供研究者分析及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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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病人隱私問題需受到嚴格的保障。 

(十) 管理面則需要考量經費需求、經費來源能夠確保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以及人力資源的運用要能避免增加工作

量。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的主要功能，在建立一

個連結四處散佈之健康醫療資訊系統的系統(System of Sys-
tems)。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將各州與各地方與 

疾病監視系統有關的不同系統資料共同連結、連線並做共

構。系統提供全國一致的電腦觀查畫面，提供資料到州和地

方健康部門。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的資料來源 

可分為下列六類： 

(一) 由州或區域所設置之偵測系統(Surveillance System)。 

(二) 私人醫院或私立醫療院所體系。 

(三) 由美國各級政府所設置之國立檢驗單位。 

(四) 美國國防部或退伍軍人事務部所設立之各地健康照護

單位、醫院或門診機構。 

(五) 社區藥局。 

(六) 美國疾病管制局所設置之預警觀察站或 WHO 所設置之

相關檢驗單位。 

BioSense 可同步且即時的傳送超過 450 所醫院與超過

1,100 個各地國防與退輔醫療單位之防疫資訊(圖 275)，對美

國目前防疫與疾病管制有巨大貢獻。根據 2008 年 5 月之統

計，美國有 26 州共 454 所醫院線上傳送資訊給 BioSense 系

統。而 BioSense 則將所得之資料與 23 個健康照護機構、六 

個症候群偵測系統、三所國家檢驗單位與 1,141 國防及退輔

醫療院所相連結並做資料交換(圖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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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5 美國參與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機構分佈情形(~2006.6) 

圖 276 BioSense 資料來源占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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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收集與彙整各種疾病

相關資料，包括： 

(一) 病患基本資料：人口統計資料、主要疾病、最後診斷和

藥品處方。 

(二) 病患於急診部門之臨床資訊：各類病症紀錄、診斷流程

紀錄、診斷紀錄、出院病歷摘要。 

(三) 病患檢驗室檢查結果：微生物學、血清學、生化學檢驗

醫囑及其結果。 

(四) 罹病病患在藥局取用藥物：病患藥物使用清單與使用

量的變化紀錄。 

(五) 病患放射醫學檢查結果：與特殊微生物感染有關之整

理和結果。 

BioSense 再將上述五類資料分類為 A、B、C 三等級，A
等級為上述(一)、(二)類資料結合、B 等級為(一)、(二)及(三)

類資料結合、C 等級則

為(一)、(二)、(三)、(四)

及(五)資料結合。迄今，

BioSense 資料來源裡，

提供 A 等級資料者佔

35%，提供 B 等級資料

者佔 13%，提供完整 C
等級資料者佔 52%(如

圖 277)。 

BioSense 自動化症候群偵測系統在 2002 年初期只針對

11 種疾病症狀加以監測，包括： Botulism-Like、Fever、Gas
-Trointestinal、Hemorrhagic Illness、Localized Cutaneous Ke-

圖 277 A、B、C 等級資料來源占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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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Lymphadenitis、Neurological、Rash、Respiratory、 

Severe Illness / Death、Specific infection，其目的在作為監測

恐怖組織進行生化恐怖行動的指標。到 2007 年止美國疾病 

管制局已將 78 種次併發症狀納入監測。在未來，美國疾病 

管制局將再與地方政府與民間各醫療相關機構共同努力取

得更多檢驗室，放射檢查和社區藥局的醫病資料進行更慎密

的疾病監測，造福民眾。 

二、 美國國防部電子化社區流行早期預警系統(Electronic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Early Notification of Community-
Based Epidemics, ESSENCE II)(84)。 

ESSENCE II 是由約翰霍普金斯大學、維吉尼亞州衛生

部下轄馬里蘭健康及精神衛生分部共同合作研發的區域性

系統，在國家首府地區(National Capital Region, NCR)進疾病

流行偵測活動。系統建置的目的在於： 

(一) 評核非傳統性的健康照護指標。 

(二) 針對異常疾病症狀之早期辨識發展並評核分析方法。 

(三) 針對 NCR 內軍方及一般民眾健康部門資料提供整合分

析。 

系統的資料主要來自軍方及民間，軍方資料包括門診就

診及處方藥物資料，一般民眾資料則包含急診部門病患主訴

資料、學校缺席資料、非處方藥品及處方藥品銷費資料、一

般民眾門診就診資料、動物健康記錄及流行性感冒檢測結 

果記錄。上述資料去除可辨識資料、壓縮、分析後，由資料

提供單位經由加密網路傳送至當地衛生部門及已簽署資料

分享協議之醫院。 

ESSENCE II 系統能自動擷取醫院資料、解析病患主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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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字串，並分析異常資料。解析後的病患主訴資料將自動

由系統分類為死亡、腸胃類、神經類、皮疹類、呼吸類、敗

血症、非特定類別與其他類八個類別。 

ESSENCE II 亦包含流行病暴發偵測機制，透過自動迴

歸模式(Auto-Regression Modeling)及指數加權移動平均演算

法(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EWMA)進行偵

測。每當有新資料傳送至資料庫內時，系統會先以自動迴歸

模式進行資料掃瞄，當自動迴歸模式偵測有異常時，資料會

再利用 EWMA 進行確認。 

ESSENCE II 利用加密保全之網站以傳輸資料給其使用

者，使用者必須使用其個人的密碼，並依其權限存取網站的

資料。ESSENCE II 提供四種資料呈現方式讓使用者可自由

選擇： 

(一) 地圖式：這種呈現方式能讓使用者瞭解其所選擇的類

別資料之地理分布。若使用者對進一步資料有興趣，可

點擊地圖中的各地區或輸入郵遞區號，細部資料可以表

格或時間圖的方式呈現。 

(二) 偵測結果警示清單：此類清單中會以不同顏色標示出

偵測結果有異常的資料。 

(三) 查詢式：使用者可自一下拉式清單中選擇有興趣的資

料類別，並在其所選定的時間間距內以圖表的方式呈現

相關資料。 

(四) 匯出摘要報告：使用者可選擇任何資料類別的原始資

料、歷史資料與資料的上升或下降趨勢，透過此系統匯

出摘要報告。 

三、 疾病群突發即時監測系統(Real-Time Outbreak and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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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e Surveillance System, RODS)(85)。 

此為另一種疾病防制即時監測資訊工具，是由美國匹茲

堡大學於 1999 年開始研發，2002 年開始運作，目前已有超 

過 100 家醫療院所在美國賓州、猶他州、新紐澤西州及俄亥

俄州使用，透過標準化的醫療資訊交換格式(HL7)，合作醫 

院將急診與門診病患資料加密後，統一傳送到一個大型中央

資料庫進行彙整、分析，利用病患主訴症狀與疾病診斷碼，

將臨床徵象分類至不同症候群組中，透過專家設計之軟體模

型加以演算，針對不同症候群組進行「異常監測」，利用時

空異常聚集演算訊號，進行時間與空間異常病例聚集監測。

一旦發生「異常訊號」便透過警示系統，自動通知相關區域

或國家層級之健康、醫療、衛生與防疫工作決策機構與決策

主管作為防疫決策的參考依據。RODS 提供網路查詢介面，

系統使用者依登錄需求進行不同條件篩選和資料呈現，另

外，RODS 更可以結合美國國家醫療用品零售監視系統

(National Retail Data Monitor，NRDM)，監測感冒、腹瀉等相 

關上櫃藥物(OTC 藥物)銷售情形，利用地理資訊系統，呈現

出過量銷售某類上櫃藥物的相關地理資訊，以判定社區中傳

染病發生流行或群突發的可能性。目前，美國有 200 家以上

醫療院所加入運作並將社區健康與醫療相關資料上傳 ROD
系統，透過 RODS 系統將所彙整的資料進行疾病監測及分

析，讓 CDC 監測人員能即時掌握全美國某些區域疾病流行 

情形最新狀況。 

四、 美國紐約市衛生局症候群偵測系統與紐約市「家庭健康

照護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mily Medicine」疾病監 

測系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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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市自 2001 年世貿大樓恐怖攻擊事件後，著手進行 

症候群偵測系統的建立，該市衛生單位蒐集市內可提供電子

化醫療資訊的醫院急診部門資料，每天進行主訴症候群的分

析，內容包括時間掃描(Temporal Scan Statistics)和時空掃描

(Spatial-Temporal Scan Statistics)分析，藉由哈佛大學研發的

套裝軟體進行上述分析，同時也制定異常訊息發生時應變的

標準作業流程，以最少的行政花費(例如：電話追蹤)進行主

動傳染病調查的工作，可以成功的早期偵測呼吸道與腸胃道

的疫情，並得以快速掌握傳染病流行趨勢和提供防疫對策給

公共衛生主管機關。 

紐約的「家庭健康照護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mily 
Medicine, IFHNY)也利用電子健康紀錄(EHR)將社區健康照

護機制與公共衛生之疾病預防相連結。IFHNY 是一個聯盟 

性組織，其包含之機構有： 

(一) 15 個社區健康照護中心(六個在 Bronx、三個在 Manhat-
tan、三個在 Mid-Hudson Valley)。 

(二) 八所流浪者健康照護所(均在 Manhattan)。 

(三) 二家以學校健康照護中心。 

(四) 二個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練計畫。 

(五) 34 個政府相關訪問計畫(來自 NIH、CDC、HRSA…)。 

每年此一機構約有 250,000 人次之初級照護服務，服務

對象約有 105,000 位病患。 

自 2002 年 9 月 IFHNY 就已完成全面無紙化(Fully Pa-
perless)之電子健康紀錄(EHR)系統。IFHNY 與 Epic 公司、 

哥倫比亞大學及 NY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
giene 合作推動一個以 EHR 為基礎之監測系統，藉以強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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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群眾之健康照護。其原理在每一個就診之病人都至少有下

列資料存於 EHR 中，包括： 1.地址； 2.性別； 3.種族； 4.年
齡； 5.身高/體重； 6.體溫； 7.血壓； 8.呼吸； 9.服用之藥

物； 10.主訴； 11.症候； 12.就醫地點； 13.過去服用之藥

物； 14.檢驗室檢驗結果； 15.診斷； 16.處置。將這些資料置

入分析就會得到是否有「疾病之群聚」或「傳染病之群突發」，

因此就可以達到疾病偵測之效果。 

五、 美國伊利諾州之公共衛生監測資訊系統(87)。 

美國伊利諾州之公共衛生監測資訊系統是另一個著名

的 例 子。伊 利 諾 

州之衛生局將全

州分為七個區域。

衛生局之組織架

構如圖 278。依據

他 們 的 規 範，共 

有 77 種法定通報

狀況，分別由學校、診所、社區健康照護工作者、醫療院所

醫療服務提供者、檢驗室工作者進行通報。依據「法定通報

之不同狀況」，伊利諾州衛生局也將通報時間分為三類：第

一級(立即通報)、第二級(24 小時內通報)、第三級(三至七天 

內通報)；一旦接獲通報，州衛生局立即派人進行疫情調查。 

早期，伊利諾州傳染病防制系統是以紙本做報告(Paper-
Based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此一報告以「傳真」方式遞 

送，機構間資訊無法同步、及時且容易「失真」，自從 2003
年起，州衛生局開始使用一種「以人為中心之整合性資訊系

統，Person-Centric Integrated System」在各式傳染病通報、整

圖 278 伊利諾州公共衛生部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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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分析中，開始大幅改善了傳染病防制系統之效率。此一

系統之優點在它使用美國國家疾病管制局之資料模式，並使

用 NEDSS 資訊標準 可以用模組化之方式在各機構中產生資

訊之互動。各類法定傳染病資料經分析後均呈現在同一畫面

上，讓各具權限相關之專業或專職人員得以分享資訊。此一

系統稱為 I-NEDSS。 

2004 年 3 月 I-NEDSS 開始上線使用，迄 2007 年底已有

114 個衛生機構與 657 地區衛生單位使用，他們將所有法定

傳染病之發病資料以 I-NEDSS 系統傳送至州衛生局，並以 

相同之畫面分享各傳染病相關個案、檢驗室、疾病分佈…等

資訊。 

迄 2007 年底，伊利諾州衛生單位已完成 51 種疾病之臨

床資料之整合資訊系統(包括特殊症候、臨床資訊、治療、流

行之情形、接觸史…等資料)，並歸類為下類族群： 

(一) Enteric Diseases (Amebiasis, Camploybacteriosis, Crypto-
sporidiosis, Cyclosporiasis, E. Coli, Giardiasis, HUS, Sal-
monellosis, Shigellosis, Yersiniosis)。 

(二) Vaccine Preventable Diseases (Rubella, Diphtheria, Polio, 
Varicella, Mumps, Measles, Pertussis, and Tetanus。 

(三) Non-Bacterial CNS Diseases (Aseptic Meningitis; En-
cephalitis, Other; Ea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 W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 Japanese Encephalitis; Meningitis, 
Other; Murray Valley Encephalitis, West Nile Virus; St. 
Louis Encephalitis; Powassan Encephalitis; Dengue Fe-
ver)。 

(四) Bioterrorism Agents (Smallpox, Anthrax, Brucellosis, 
Botulism, Plague, Q Fever, Tularemia, and Unusual Ill-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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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Tickborne Diseases (Ehrlichiosis, Lyme Disease and 
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 

(六) Novel Influenza。 

(七) Pediatric Influenza Deaths。 

(八) Hepatitis B & D。 

(九) Hepatitis C Chronic。 

(十) Tuberculosis。 

依估計，在 2008 年將完成「流行性感冒病毒(Influenza)
模組」與「性傳染病(STD)模組」，在 2009 年則再分別完成

「愛滋病毒模組」、「中樞神經系統細菌感染(CNS Bacterial 
Disease)模組」、「退伍軍人症(Legionella)模組」等。 

I-NEDSS 迄今共有 375 通報點，約佔伊利諾州所有醫院

數之 90%，迄今已有超過三萬例之通報，此 I-NEDSS 平均 

每個月約有 2300 個病例之通報。其效益為： 1.通報能夠及

時； 2.對個人病情之掌握十分精準； 3.追蹤時效大幅改善；

4.由於資訊化之完善與資料彙整齊全，故大幅增進了資料分

析之能力。 

在 2007 年間，伊利諾州衛生局進行一項滿意度調查， 

約有 79%之使用者滿意 I-NEDSS 之表現。其中，85%使用 

者對疾病通報之速度感到滿意，有 74%使用者對報告內容 

之完整感到滿意，而有 82%之使用者對衛生單位接獲通報 

後之反應速度感到滿意，更有 79%的使用者認為 I-NEDSS 
較其他通報系統快速之反應。 

伊利諾州衛生局認為 I-NEDSS 系統之成功在此一系

統： 

(一) 容易上網接觸(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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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容易學會使用，介面簡單。 

(三) 欄位設計完整，資料詳盡。 

(四) 資料庫內資料完整，容易進行整理、分析。 

(五) 有警示功能，提供主要決策者資訊。 

(六) 資訊系統設計架構極為彈性，容易新增功能與修改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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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應用現況 

加拿大政府利用資訊工具整合國民健康醫療資訊做為

防疫與疾病防制的監測工具，包括(88)： 

一、 加拿大先天性異常監測網絡(Canadian Congenital 
Anomalies Surveillance Network, CCASN)。 

成 立 於 2002 年，隸 屬 於 加 拿 大 新 生 期 監 測 系 統

(Canadian Perinatal Surveillance System, CPSS)，CCASN 是個

國家級多專科診療整合網絡，提供研究、監控、臨床及公共

衛生服務之用，目的在提昇監控資料的品質以及擴展對先天

性異常之瞭解。 

二、 加拿大抗微生物藥性監控系統(Canadian Integrated Pro-
gram for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CI-
PARS)。 

CIPARS 自農產食品部門(飼養場層級、宰畜場層級及販

售場層級)彙集有關腸道病原體及共生有機體之抗藥性資

訊，包括自人類分離之腸道病原體及共生有機體之抗藥性、

對人類及動物使用之抗微生物用藥之資訊。其使用與國際其

他組織，例如：國家抗藥性監控系統(Nation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Monitoring System, NARMS-USA)、丹麥整合性抗 

藥性監控及研究計畫(Danish Integrated Antimicrobial Resis-
tanc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Programme,  DANMAP-
Denmark)，以統一之方法進行資料之彙集。 

三、 加拿大整合性公共衛生監控系統(Canadian Integrate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CIPHS)。 

CIPHS 整合公共衛生領域及資訊科技領域專家一同建

置整合性的電腦及資料庫工具，提供加拿大公共衛生專家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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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監控需要與檢驗室和公共衛生當局做及時的

資訊交流，可是現有的電子系統，還無法達到與不同層級或

系統與系統之間的交流，結果造成了重複資料、高成本、重

要資料的遺失，以及錯過治療與防制的時機。CIPHS 提供完

整、便利，與一致的整合系統，讓前線的作業人員可以捕捉 

、整合、與傳送資料，不再需要轉接到其他系統或重複登入

資料。CIPHS 所有的工具，全都是依照國家健康監控的標準 

，鍵入到單一的資料庫。公共衛生人員的工作效率，也因資

訊管理與應用的改善而提昇，並也衍生了其他的正面結果，

例如：檢驗人員擁有完整的資訊與其他重要調查結果，讓 

他們可以判定是否需要做更進一歩的檢驗。另外，流行病學

者可以追蹤疾病趨勢，並了解與防制對於健康有威脅的疾

病。而 CIPHS 最重要的效益，是在加拿大任何醫療院所，都

能讓家長看到他們小孩們的疫苗接種紀錄。 

CIPHS 主要分為公共衛生資訊系統(iPHIS)與病檢資訊

管理系統(Laboratory Data Management System)。公共衛生資 

訊系統為加拿大公共衛生署的一部份，是一個自動化的整合

病歷與報告系統，支援病患的治療、追蹤、管理、與報告。 

CIPHS 最初是為加拿大疾病管制局(BC-CDC) 所設計。後來，

由於加拿大公共衛生署一直有與其他中央(Federal)、省份

(Provincial)、或 區 域 (Territorial) 的 醫 療 院 所 合 作 來 完 善 

iPHIS，所以現在所有加拿大的公共衛生組織都可以免費使

用此系統。加拿大公共衛生署也提供技術與執行上的支援。

而做為公共衛生案件管理的工具，iPHIS 是 CIPHS 重要的一

部份，其目的是要提供如何管理詳細與準確健康訊息的方

法。為了符合所有公共衛生人員的需求，iPHIS 可以以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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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作業，或是與其他現有的系統併用，另外，還可以自訂

一些專屬的設置。它的疫苗追蹤、傳染性疾病病例管理、與

監控作業，可以讓多個醫療院所與不同的系統，統一使用以

及共享資訊。iPHIS 堅持依照國家標準，讓病患資料可以在 

不同的醫療院所安全存取、交換資料。目前已在應用 iPHIS
的區域與省份包括哥倫比亞、馬尼托巴、薩斯喀撤溫、阿爾

伯塔、西北地區、紐芬蘭及拉布拉多、安大略、巴哈馬，與

育空。 

LDMS 是病檢資訊管理系統，支援檢體驗收、檢體追蹤、

測試、品質保證及測試認證、報告、查詢，與案件管理，並

可存入有關於檢體與案件的資料。與其他病檢系統不同的地

方是，它可以讓公共監控系統更容易的交換資訊。加拿大目

前有二家病檢中心裝置 LDMS 系統，分別為在安大略省的

Laboratory for Foodborne Zoonosis 與馬尼托巴省的 Enterics 
Division,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CIPHS 是由中央、省，與地區的公共衛生官員、資訊科

技人員，以及專案主管們共同參與合作。主要責任包括：為

公共衛生資訊共享的發展提供策略方向、確保資訊共享的應

用程序與資料的一致性、推動統一的資訊管理、維持與政府

和非政府機關的聯繫來確保有效的協調、以及確保公共衛生

資訊存取是依照協議來進行並保證它的安全性。 

CIPHS 是加拿大健康監控網路的專案之一。1999 年 6 
月，中央、省，與地區的衛生官員們決定利用資訊科技的新

發展來改善健康監控模式。雖然改善資訊共享是所有健康監

控領域的目標，但重點還是在於運用科技去改善傳染病、免

疫，與疫苗的監控。CIPHS 也與很多其他組織有密切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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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例如：國家免疫策略機構和 FPT 傳染病監控小組。另 

外，CIPHS 也是發展公共衛生電子病歷重要一環，而公共衛

生電子病歷目前正由加拿大的中央、省、與地區的政府機關

開發中。未來，CIPHS 將可對於定制規定、EHR 架構工具，

和管理資訊共享權責的發展有所幫助。 

四、 加拿大院內感染監控計畫(Canadian Nosocomial Infec-
tion Surveillance Program, CNISP)。 

CNISP 是 由 加 拿 大 醫 學 微 生 物 學 及 感 染 病 學 會

(Association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Canada, AMMI)下屬委員會，加拿大醫院流行病學委員會

(Canadian Hospital Epidemiology Committee, CHEC)與加拿大

公共衛生署下設感染病防制中心(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
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IDPC)共同合作，於 1994 年建 

置之計畫。CNISP 的目的為提供加拿大醫療院所內之健康照

護相關感染事件發生比例及趨勢、發生率比較資料(標竿)， 

及提供資料用以發展與國家健康照護相關感染臨床事件之

處理指引，直至目前共有九省 49 家醫院參與計畫。 

五、 加拿大小兒監控計畫(Canadian Paediatric Surveillance 
Program, CPSP)。 

CPSP 成立於 1996 年，該計畫目的是監控加拿大幼兒之

疾病及健康狀況，這些疾病及健康狀況雖然可能發生率相對

的較低，但對於公共衛生而言有重大的意義，例如：可能造

成高殘障率、罹病率、死亡率及社會的經濟損失。本計畫是

由 PHAC 與加拿大兒科協會(Canadian Paediatric Society, 
CPS)共同合作執行，並由 PHAC 健康促進中心下之健康監 

控及流行病學處監督執行。該計畫設置一個由各相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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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首席醫療主管理事會等)代表組成的專家主導委員

會，該委員會負責審理各項新研究計畫，這些計畫中較具重

大公共衛生意義者將被優先通過，每一個通過的新計畫中，

參與的加拿大兒科醫師或其他專業人員(例如：基因學家等)

都會收到一份計畫協定摘要，包含個案定義以及各種情況的

簡短描述。這份摘要有助於教育及提高計畫參與人員在通報

時對於受監控的各種狀況之覺察度。 

六、 加拿大週產期監控系統(Canadian Perinatal Surveillance 
System, CPSS)。 

CPSS 建置目的是為能促進加拿大孕期婦女、母親與嬰

兒之健康，是加拿大公共健康署強化國家健康監控能力的一

系列活動之一。 

七、 C-EnterNet。 

C-EnterNet 是由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建置的多元參與計

畫，加拿大農業及農產品部門及公共衛生署是 C-EnterNet 先

導期建置的主要出資者，主要建置的目的是透過分佈廣泛的

基層公共衛生單位進行監控以減低因腸道疾病造成的負擔。

將針對計畫的成效進行評估，並藉此制訂安全飲食與用水相

關政策。此計畫與其他全球公共衛生計畫一致，例如：食品

安全的部份，澳洲疾病管制中心、歐盟健康與老化部藉由整

合方法執行，目前在加拿大稱為 Haines(肉類安全)、Naylor
(SARS 爆發)、O’Connor(用水安全)等計畫。這些工作著重於

自其涵蓋範圍內彙集相關資料、建立新的溝通網絡、並將當

地的公共衛生單位納入無論是在當地、地區性與全國性政策

的形成過程中。 

八、 慢性病資料庫(Chronic Disease Info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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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類人員最新加拿大心血管疾病與其他主要非傳

染病的統計數據，以及其相關危險因子的盛行資訊。在資料

庫中可供查詢分省或轄區的疾病死亡率趨勢、治療醫院的分

佈情形以及住院日數，並可以依年齡組別進行細分。使用者

可在網站指引下下載個人所需的相關圖表。 

九、 庫賈氏病監控系統(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Surveil-
lance System, CJD-SS)。 

(一) 通報疑似庫賈氏病個案轉診情況。 

(二) 庫賈氏病個案通報情況。 

(三) 各省庫賈氏病個案通報情況。 

(四) 加拿大通報庫賈氏病的發生率。 

十、 線上疾病監控(Disease Surveillance On-Line)。 

設置在 PHAC 網站中的工具，可提供使用者查詢癌症、

心血管與須通報疾病之歷年相關資料，並能依使用者需求客

製化其特殊需求之資料。 

十一、 FluWatch。 

傳染病防制中心(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IDPC)之免疫與呼吸傳染處中的濾過性呼吸道

疾病組每週或兩週發佈 FluWatch 報告，內容整理加拿大各 

流行性感冒監控活動資料概要。在流感盛行時節(10 月至翌

年 5 月)，該報告每週發佈；而在其他時節(6 月至 9 月)則採 

雙週發佈。相關資料來源包含省級及地方級衛生署、相關檢

驗室、加拿大家庭醫師學院、定點醫師以及 CIDPC。 

十二、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公

共衛生應用。 

GIS 已被許多領域用於創造、儲存、分析及展示帶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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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素的資料(例如：位置等)。近年來，公共衛生專家應用

GIS 的情況快速增加。 

十三、 愛滋病監控。 

(一) 加拿大 HIV 與 AIDS 監控報告。 

(二) 加拿大 HIV-1 病株(Strain)與主要抗藥性情形。 

(三) 愛滋病更新系列。 

1. 愛滋病 Epi Updates。 

2. 愛滋病 Epi Notes(用以瞭解愛滋病在加拿大原住民中的

流行病學)。 

(四) 出版 HIV 流行病學、愛滋病監控。 

(五) 加拿大傳染病週報(Canada Communicable Disease Re-
port, CCDR, Weekly)，內容包括： 

1. 傳染性疾病新聞。 

2. FlueWatch 摘要。 

3. 初期爆發報告，包括連結既有省級及地方級的新聞電子

公告欄資訊。 

4. 公告。 

十四、 線上傷害監控(Injury Surveillance On-Line)。 

此系統提供加拿大因傷害致死或住院個案資料之集中

資料庫，使用者可選擇不同地區別、年齡組別、性別、不同

種類傷害與其相關的罹病率與死亡率資料。其亦提供多元資

料表示方式，例如：地圖、圖表等。 

十五、 國家腸道監控計畫(National Enteric Surveillance Pro-
gram, NESP)。 

自 1997 年啟用，針對加拿大境內經檢驗室檢驗確認為 

腸道疾病個案提供即時的通報及分析資料，該計畫每週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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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國利害相關團體週報。 

十六、 須通報疾病月報。 

(一) 加拿大呼吸道病毒偵測及隔離。 

(二) 性傳染病監控及流病(Sexual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 
Surveillance and Epidemiology)。 

1. 2004 年發佈加拿大人民性傳染病監控報告。 

2. 加拿大境內性淋巴肉芽腫(Lymphogranuloma Venereum, 
LGV)狀況。 

3. 加拿大境內須通報之性傳染病個案數與發生率。 

4. STI 相關資料表格。 

5. C 型肝炎與 STI 之監控與流行病學。 

十七、 輸血錯誤監控系統(Transfusion Errors Surveillance Sys-
tem, TESS)。 

此系統整合加拿大國內兩個國家監控系統資料，包括輸

血相關不良反應事件通報系統(Transfusion Associated Ad-
verse  Events  Reporting  System,  TTISS) 與 輸 血 錯 誤 監 控

(Transfusion Errors Surveillance, TESS)。希望能藉由該系統改

善輸血流程及最大化病人安全。 

十八、 結核病防制監控報告。 

提供個案通報及病株抗藥性資訊。 

十九、 西尼羅病毒監控資訊。 

由加拿大疾病防制中心、公共衛生機構所屬國家級微生

物學檢驗室合作開發，已出版 2008 年人類監控報告(2008 
Human Suveillance)。 

二十、 資料整理存取計畫(The Data Coordination and Access 
Program, D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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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P 主要有兩項功能來輔助加拿大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的健康監控：整理衛生署的資料，

例如：加拿大統計局的研究計畫，來發展新的資訊源，並協

助統一購置新資料。而這些工作則需 DCAP 與加拿大統計 

局和健康協會努力協調。DCAP 的工作領域也包括資訊隱私

與品質，例如：發展政策來保護隱私以及透過與衛生署計 

畫案的合作來建立資訊品質架構。 

為能整合相關的健康監控資訊，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及加拿大健康資訊研究所共同合作，確保公共衛生

署(PHAC)能得到重要的公共衛生資訊，並能協助大眾更加

瞭解加拿大所面對的健康議題為何。 

加拿大衛生監控的整合同時也意味著省級醫療院所與

地方性醫療院所的合作，提供更有效管理資訊的工具，包

括： 

(一) 評估健康監控系統的架構與工具。 

相關工具是提供標準化的方法，用以協助健康監控系統

的管理者確認及紀錄有關於系統的合理性、應用情形以及成

效。包括六個步驟： 

1. 建立監控系統的內容。 

2. 發展評估的問題。 

3. 設計資料收集及管理的流程。 

4. 比較及呈現自系統中整理出的發現。 

5. 檢閱評估報告。 

6. 追蹤整理出的發現實際應用情形。 

(二) 公共衛生資料來源及監控活動的資料庫。 

這個資料庫是一個整合公共衛生資源的工具，包括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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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共衛生部內與傷害、慢性疾病危險因子、環境醫學與職

業醫學等有關的紀錄資料庫與監控系統。每年由公共衛生服

務室進行改版及更新。目的是為能增加對既有資料源的覺察

度、協助以一般的方法確認資料的內容、釐清各種不同資料

彙集間的落差及重疊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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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用現況 

台灣防疫體系於 1993 年起開始嘗試使用電腦來改善傳染

病監測之工作，由當時衛生署檢疫總所(後納編為疾病管制局)

開發傳染病資料庫，將所蒐集之傳染病資料整理、分析後，以

年報形式出版，作為防疫人員的參考。1997 年，「傳染病通報

管理系統」開始於台灣各縣市衛生局上線使用，是傳染病防制

使用網際網路進行傳染病通報的開始。台灣目前主要是由行政

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負責防疫工作及相關資源管理。疾病管制

局透過各種通報系統之運作以得知傳染病的發生，並於接獲通

報後進行流行病學與生物學調查，例如：確認為傳染病則加以

撲殺病原並做衛生消毒工作。現行通報作業模式主要為醫師、

護理師、感染管制人員或醫事人員發現屬於法定傳染病或疑似

傳染病個案時，以網路、電話、傳真或書面方式主動報告地方

衛生主管機關或透過疾病管制局傳染病個案網際網路通報窗

口進行通報。目前台灣疾病管制局發展出許多通報系統作為監

測傳染病發生的工具，包括：法定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人口

密集機構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症

狀通報系統、新興傳染病住院日誌管理系統、醫院不明原因發

燒監視通報系統、院內感染監測通報系統、定點醫師監測通報

系統、追蹤管理系統(結核病、隔離病床)、專家會診系統、愛滋

諮詢篩檢線上檢核資訊系統，及全民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 

一、 法定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本系統之功能乃針對台灣

54 種法定傳染病進行監測與通報。凡為我國醫師及醫事

人員，例如：發現符合 54 種傳染病病例定義之個案時，

應依傳染病防制法於法定的時限內，向所在地衛生局或

疾病管制局通報。醫院之醫師遇有新型感染症狀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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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透過所屬醫院之感染管制業務負責人員進行通報，以

利新興傳染病之掌握。 

二、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為期能夠早期偵

測人口密集機構內傳染病群聚事件之發生，並讓防疫人

員能夠即時妥適處理及採取必要防疫措施，凡老人安養

養護、老人公寓、榮民之家、護理之家、康復之家、身

心障礙福利機構、矯正機關、少年安置及教養機構、兒

童安置及教養機構等機構內之住民及工作人員(含流動

工作人員)，均應向疾病管制局辦理人口密集機構傳染 

病監測通報作業。當上述機構內出現符合呼吸道傳染

病、發燒群聚、或腸道傳染病症狀之個案時，需於 24 小

時內將個案相關資料上網登錄進行通報，目前全台灣已

有超過 1,500 家機構參與辦理本項監測通報作業。 

三、 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爲早期監測傳染病的流行，

以使能夠即時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避免傳染病在學校

中蔓延，並為配合學校的衛生教育，以達傳染病防制目

標，當國小學童感染疑似傳染病，例如：類流行性感冒、

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或皰疹性咽峽炎、腹瀉、發燒

或法定傳染病，學校內相關班級導師需每日逐案登記學

童生病狀況、生病原因與請假缺勤狀況於疑似傳染病登

記週報表。若學校內班級導師發現學童疑似感染第一類

或第二類法定傳染病，必需馬上通知學校健康中心或醫

務室之護理人員，學校護理人員應依規定向當地衛生主

管機關進行通報；針對校園中疑似傳染病聚集事件，應

及時通報衛生單位。學校護理人員每週收集全校各年級

生病人數及請假情形，於每週一下班前以網路傳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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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通報資料上傳至教育部「學生健康資訊管理系

統」，以作為統計分析與判定傳染病發生的依據。 

四、 症狀通報系統：有鑑於 2003 年的 SARS、同年 12 月於 

東亞、南亞國家相繼傳出禽流感疫情後，為提防病毒入

侵與增加流行性傳染病的測能力建置「症狀監視通報系

統」，2006 年整併主動監視系統，建置「症狀通報系統 

」，截止目前為止監視項目包含： H5N1 流感調查病例 

、類流感群聚、不明原因發燒、腹瀉、咳嗽持續三週以

上、上呼吸道感染及腸病毒群聚。 

五、 新興傳染病住院日誌管理系統：針對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之特殊新興傳染病個案，由衛生局人員收到醫院通報

可能個案後主動定期以電話向醫院追蹤病患相關資料

(例如：體溫、生化指標、檢驗結果等)，並登錄至系統，

俾利收集新興傳染病可能之相關病程資訊、各項指標反

應等以增加對新興傳染病之深入瞭解。 

六、 醫院不明原因發燒監視通報系統：針對在醫院內活動

之人員，包括員工、病患或病患家屬，醫院均應瞭解並

管控其體溫之狀況。若該等人員有異常體溫狀況發生，

且無法判別或確認原因之時，即須由醫院內人員通報至

醫院感染控制業務負責人員，由其彙整相關資料後，即

時以線上系統進行通報，並依規定繼續進行相關追蹤。 

七、 院內感染監測通報系統：針對院內感染監測之相關項

目，例如：感染菌株登記、抗生素使用通報等進行通報 

，目前正規劃將部份 TQIP 指標(導管感染等)擴大納入 

此通報系統中。 

八、 定點醫師監測通報系統：為收集台灣本土性疾病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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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學基本資料、彌補過往通報系統的低通報率及低時效

性，並建立疾病的流行趨勢及流行預測，於 1990 年開 

始建立定點醫師監視通報系統。迄今定點醫師數約有

800 位左右，分布於台灣與離島地區約 70%~80%的鄉 

鎮巿區裡。 

九、 追蹤管理系統(結核病、隔離病床)：為能有效控管台灣

地區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負壓隔離病床，進行資源有

效應用，區域醫院以上之醫療機構(部份地區醫院亦有 

簽約加入)須於每月 1 日與 15 日至系統中回報院內隔離

病床總數與空床狀態等相關資料，當醫療機構遇有過量

隔離病床需求時，即可透過疾病管制局進行病患疏散轉

院調度。 

十、 專家會診系統：針對新興及不明原因傳染病所收集到

的相關個案資料，常需要各類專家共同集思廣益，提供

寶貴意見以制定或實行相關應變措施。然為避免傳染之

風險，故疾病管制局設計有專家會診系統，當有流行疫

病發生時，配合政策啟動，各類專家即得以透過網路系

統提供意見而無需聚集於一處。 

十一、 愛滋諮詢篩檢線上檢核資訊系統：配合國家級多項愛

滋病初級篩檢專案(例如：社區注射藥癮者定期篩檢專

案等)，鼓勵愛滋病高危險群民眾透過轉介或主動至相 

關醫療機構進行愛滋病篩檢，篩檢機構或轉介個案之當

地衛生單位於篩檢後將病患之相關基本資料與罹患愛

滋高危險行為習慣等資料透過網路進行建檔，現階段其

篩檢報告並未納於此電子資料庫中。 

十二、 全民傳染病監測通報系統：台灣疾病管制局除建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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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自覺性疫情通報」的網路通報方式外，為提供一般民

眾疫情諮詢及通報的管道，並設置有「民眾疫情通報及

諮詢服務專線 1922」及「疫情通報專線 0800-024-582」，

由專人全天候接聽電話，提供疫情通報、國內外疫情資

訊及傳染病諮詢服務。 

雖然台灣疾病管制局建置了許多疫病監測系統，但是在這

些系統未有資訊化之情形下，防疫之效能十分有限，系統之資

訊化為政府所當務之急，SARS 之來襲就是一個證明。為了能 

更快速有效獲得各醫療院所傳染病通報資訊，疾病管制局建置

防疫資料交換平台並持續要求各層級醫療院所加入防疫通報

系統。疾病管制局建置防疫資料標準交換平台以提供各醫療院

所一個統一的介面，讓使用不同資訊系統的醫療院所都能利用

標準交換方式傳送各式公共衛生通報相關資訊，並藉由定期自

動化傳送的方式，降低人工輸入的錯誤比例，提昇傳染病資料

傳送時效，藉由防疫資料交換平台迅速收集防疫資訊，早期掌

握傳染病資訊，以便提早進行傳染病防制工作。防疫資料交換

平台所使用之標準、技術及運行架構簡介如下。 

一、 防疫資料交換平台之標準與技術。 

在健康醫療資料傳輸方面，疾病管制局使用 HL7 與

DICOM 作為資訊交換標準。在維護資料傳輸的安全性與隱

私性方面，防疫資料交換平台採用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及網路通訊安全協定(Secure Socket 
Layer, SSL)，加強通報資訊網路及相關資訊平台之通訊安

全。 

二、 防疫資料交換平台運作架構。 

防疫資料交換平台運作架構主要分成三大部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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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系統、防疫資料交換平台及疾病管制局應用系統，以下

將針對三大部分的資訊技術層面加以說明。 

(一) 醫院通報系統：醫院端建置有一個防疫資料交換平台

閘道器(Gateway)，負責傳送通報資料至防疫資料交換平

台。 

(二) 防疫資料交換平台：整個防疫資料交換平台主要可分

為通報資料處理模組(含入口網站及版本自動更新伺服

器、資料儲存伺服器及驗證與名稱伺服器)及資料交換伺

服器。 

(三) 疾病管制局應用系統：目前防疫資料交換平台資訊自

動分送的系統共有八個，分別為：「疫情資料倉儲 BO 
」、「新興傳染病住院日誌管理系統」、「專家會診系

統」、「自主健康管理及居家隔離資訊系統」、「疫情

調查資訊系統」、「疫情防治調查表辯識系統」、「TB
追蹤系統」、「疫情地理管理資訊系統」。醫療院所的

通報資料會透過防疫資料交換平台自動傳送至上述八

個應用系統，進入疾病管制局的各種疾病監測系統中，

醫院之感控人員輸入通報的資料，經由醫院資訊系統傳

送給防疫資料交換平台閘道器。閘道器進行相關條件檢

核，並將檢核通過之資料加上憑證傳送到防疫資料交換

平台，防疫資料交換平台進行連線認證及資料簽章，並

傳送至疾病管制局所指定的九個應用系統中。 

疾病管制局推動醫療機構參與防疫資料交換平台之運作，

初期推廣採取自願加入方式，邀請醫院參加，推廣至今已有超

過 200 家醫院的參與。為了能更有效提昇國內傳染病監測系統

之效能，持續改善並提昇防疫資料交換平台功能，擴大醫療院

所的參與將是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防制成敗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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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篇 未來展望 

八○年代，資訊與通訊產業是主導全球經濟活動的最大動

力。九○年代，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造成遺傳解

密與疾病治療的重大突破，讓許多專家學者預言，從 21 世紀 

初始，主導全球經濟活動的最大力量必然會是與「生命科學」

相關之健康醫療產業的發展。 

健康醫療產業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軸向： 

一、 醫療服務產業。 

二、 醫療器材、衛材與耗材產業。 

三、 藥品、試劑相關生物科技產業。 

台灣是全球經濟體之一部份，自是難以置身潮流之外。一

方面，台灣的醫療服務給付幾乎都涵蓋在全民健康保險大傘之

下，由於全民健康保險局為台灣的單一健康保險給付者且為公

營，容易受到政治面影響，保險費率難以提昇，故而健康保險

的給付總額難以增加。另一方面，因選舉時政治人物操作議 

題，健康保險給付之涵蓋範圍與涵蓋項目卻與時俱增，包山包

海。在健康保險給付總額難以增加，而支出項目不斷增加之同

時，如何能在「不開源、只節流」之條件中讓健康保險在現今

制度下提供令人滿意之服務，實在是高難度的挑戰。國人用藥

習慣不佳、藥品使用浪費、藥品費用占全民健康保險支出之

25%，一般先進 OECD 國家，藥品費用占其整體健康支出之

15%，此 10%之差異，淨值高達 400 億台幣，如能改善台灣民 

眾重複用藥、改變民眾用藥習慣、降低不必要藥品使用，可以

節省此一龐大浪費，提供其他有意義之醫療。另外，重複就診

所產生之醫療浪費也是令人咋舌。在台灣，平均每人每年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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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5 次，遠遠超過其他 OECD 國家之六次。重複就診之浪 

費亦顯現在就醫模式中，台灣雖然早已有「轉診制度」，希望

民眾「小病到小醫院、大病到大醫院」，但是民眾仍然寧願花

費高額掛號費與自付額，捨棄診所而前往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就診，產生許多不必要之醫療資源浪費。 

重複檢查也是全民健康保險體系資源浪費的一個黑洞。

CT、MRI、PET 等昂貴項目的重複檢查固是一種可怕的浪費，

即使是一般血液、生化檢查在不必要之情形下重複採檢也會增

加病患就醫之風險。台灣各大醫院相互競爭所衍生的重裝備競

購，使得昂貴醫療機器數量與人口比例世界第一，各醫療院所

為了回收投資，召倈民眾進行非必要之檢查，造成醫療資源巨

大浪費，這些儀器設備購自國外，形同外匯損失。 

簡言之，在醫療服務的領域裡，台灣如能將不必要之重複

就醫、重複檢查、重複用藥與濫用藥物的問題解決，全民健康

保險每年將可節省 500 至 600 億的醫療支出。因此，有效利用 

工具解決此種醫療資源耗用誠為台灣政府改革健康保險制度

經營模式之當務之急。 

電子病歷與跨院電子病歷的交換機制可以有效的解決上

述問題。台北市政府於 2004 年開始在市立聯合醫院各院區進 

行電子病歷之推展，並開始建立跨院區電子病歷交換機制，此

種模式類似後來美國 RHIO 架構之精神與模式。在推動十個院

區間醫療資訊交換之後，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更將此一資訊架構

延伸到台北地區 318 家診所與全國 500 間社區藥局，形成一個

能夠保障病人隱私的區域醫療資訊平台。在偏遠地區醫療服務

上，台北市立聯合醫院更以資訊連結模式將對民眾的社區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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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馬祖地區，形成新世代的遠距醫療，節省馬祖地區建置

醫院以及每年維持醫院運作所需之大量經費。 

美國於2005年開始以 RHIO之模式建立區域醫療資訊交換

平台，希望在 2015 年完成全國性之資訊交換機制。在醫療制度

之實施上，台灣與美國有二個重大之不同。 

一、 台灣為地狹人稠，全國性資訊網路建置容易；美國則是

地廣人稀，全國性資訊網路建置困難。 

二、 台灣為單一健康保險體系，且為強制保險，全民參與，

容易建立標準；美國則為多元化保險，制度不一，難以

建立標準。 

所以，台灣比美國更容易在區域醫療資訊交換平台建置完

成後，發展出全國性之醫療資訊交換平台。 

全國性醫療資訊交換平台的建立不僅可以帶來健康保險

醫療資源善用與適用的好處，相關醫療資訊的交換機制更可以

提供醫療品質的良好監控、疫病防制的良好監測、基層醫療品

質的大幅提昇，以及醫學教育研究的蓬勃發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書以歐美諸國發展電子病歷

及相關醫療資訊交換機制作為參考，希望提供給台灣社會一個

良好的借鏡，作為我國醫療資訊體系發展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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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Partners 健康照護體系臨床電子郵件溝通指 

    引 

利用電子管道傳遞資料非常容易出錯。為了將資料傳送給

某位特定人員，但卻讓其他人員閱讀到該資料(例如：患者的 

家屬、病患的雇主、在醫師辦公室內的其他人等)。另外， 

電子郵件的內容也可能於當事人不知情的狀況下被其他人先

行閱讀過。許多公司，包括 Partners 與其相關機構都保留監測 

其員工電子郵件訊息的權利，用以確保員工未濫用相關資源。

因此，員工的雇主很可能先閱讀過其員工的私人信件。本份指

引針對可辨識病患身分相關資訊電子郵件溝通模式進行規範。

在使用電子郵件作為臨床溝通之工具時，以下的指引是醫療院

所工作人員應謹守的原則(4)。 

一、 臨床人員與病患溝通的電子郵件互動準則。 

(一) 如果某臨床人員與其病患同意使用電子郵件互相溝通，

應事先告知病患相關的隱私保護要點，包含： 

1. 受信人上班、休假或生病等時候，在其週遭的任何人都

有可能看到收信人的郵件訊息。 

2. 有時候電子郵件可能會誤寄給錯誤的收信人。 

3. 電子郵件的內容不一定會放入病歷中。 

4. 任何場所都有可能可以收信。 

5. 相關資訊可能透過電子郵件寄給其他照護提供者。 

6. 除非兩造雙方均使用加密技術，否則在使用網路傳遞隱

私資料時並無法確保其安全性。 

7. 在 harvard.edu 與 partners.org 的網域中允許使用「自動 

轉寄」的功能，相關訊息可以在寄信人的判斷下被轉寄

給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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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臨床互動的電子郵件，若由醫師判斷應存入病患病

歷中，則相關訊息將會以紙本或電子的型式被儲存於病

患個人病歷之中。 

(三) 如果病患的健康或醫療處置資訊包含特殊敏感資訊，須

先詢問病患是否同意在電子郵件中提及此部份資訊，或

是提及該部份資訊之電子郵件是否可進行分享(會診或

轉寄等)。相關特殊敏感資訊包括： HIV 狀況、藥物濫 

用、性病、強暴、癌症、墮胎、家暴、心理治療隱私細

節等。未經病患允許，電子郵件中不應提及相關資訊。 

(四) 應要求病患在信件主旨中寫出幾個關鍵字以利醫師進

行郵件分類，例如：病情回報、預約門診…等，醫師可

根據這些郵件的分類關鍵字快速的處理相關郵件。 

(五) 醫師及病患應盡可能在允許的狀況下使用加密技術來

傳遞可辨識病患身分的資料。愈容易被辨識出來的資料

愈是應該使用加密技術。 

(六) 在允許的狀況下，醫師及病患都應使用「傳送讀取回條 

」的功能以確認對方確實收到發出的電子郵件。 

(七) 可辨識病患身分的資訊在未事先取得病患同意的情況

下，不應轉寄給第三方(非醫療人員)。 

二、 臨床人員間電子郵件互動準則。 

(一) 如果醫師們均同意使用電子郵件來溝通有關病患的資

料(特別是可以用來辨識出病患身分的資料)，雙方均應

對隱私維護要點有充份的認知： 

1. 收信人上班、休假或生病等時候，在其週遭的任何人都

有可能看到收信人待處理的郵件訊息。 

2. 有時候電子郵件可能會誤寄給錯誤的收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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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郵件的內容不一定會放入病歷中。 

4. 任何場所都有可能可以收信。 

5. 相關資訊可能透過電子郵件寄給另一位醫療照護提供

者。 

6. 除非兩造雙方均使用加密技術，否則在使用網路傳遞隱

私資料時並無法確保其安全性。 

(二) 下列宣告應在寄出內網之外的任何一封郵件中加註： 

本電子郵件中所傳遞的訊息僅供信件提及之個人或實

體運用，其中可能包含隱私和(或)特殊內容。除了指定的接 

收個人或實體外，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審閱、再傳送、散

佈或利用其內容。若本信件內容與收信人無任何關聯，因某

些錯誤寄送給收信人，請收信人與寄信人連絡，並請將本郵

件刪除。 

(三) 為了澄清與過濾，信件的類別應在主旨欄中註明，例

如：會診需求等。 

(四) 轉寄給其他人員之信件不應作修改，或是應澄清何處已

經修改。 

(五) 請自行判讀信件內容是否要列印，列印可能不符合原來

使用電子郵件溝通的目的(無紙化)，並且可能產生文件

隱私的問題。然而，在臨床人員的判斷下，電子郵件溝

通內容亦可能以紙本或電子的型式儲存成病患的病歷

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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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經濟部計畫 

一、 去機構化之高齡者照護服務平台計畫。 

此一計畫是由敏盛醫控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其規劃動

機在因台灣社會高齡族群快速成長所伴隨的生活支援與健

康照護需求已經無法單純由增加照護者人數來達成。跨領域

結合醫療服務、資訊通訊技術與醫療器材能量，以提供高齡

者完善之科技化居家長期健康照護服務已是刻不容緩、需積

極推動之新興服務產業。所以敏盛醫控股份有限公司以敏盛

醫療體系之醫療服務為核心，結合神通電腦公司之資訊通 

訊技術，以及義隆電子、捷威科技、合世生醫所組成之醫療

器材聯盟，規劃以兩年時間，建置一個「高齡者照護服務平

台」雛形，並以「高齡者居家照護服務」、「高齡者機構安

養照護服務」為計畫之實施標的，計畫中將以 250 位高齡者

進行照護服務營運模式之驗證測試。計畫預期效益包括： 

(一) 擴大醫療器材產業之產值。以大桃園地區 145,251 位高

齡者估計，將衍生產值每年近十億元。 

(二) 「高齡者照護服務平台」之建置預期使高齡者門診次數

下降，使安養機構之高齡者平均住院日數下降，以大桃

園地區高齡者估計，將衍生醫療產值達 188,826,300 元。

若以全國高齡人口估計，則每年可增加 3,182,800,000 
元產值。 

(三) 透過對生理訊號資料庫中資料之探勘與分析，將可運用

於例如：疾病防制、藥物開發與實驗等促進人類健康之

用途，亦可運用於例如：保險業、醫療器材業等，以獲

知高齡者之重要健康指標，作為投保與開發新參考。 

二、 遠距健康照護示範服務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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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計畫是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該公司 

之規劃動機在因銀髮族的健康照護已經成了許多先進國家

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在台灣，老人醫療支出的比重開始提

高，隨著醫療水準的提高及人口結構之推移變化，醫療保健

及生物科技產業被認為是最有發展潛力的領域。本計畫目標

在期盼經過行動電信營運商、醫療院所、醫療終端設備製造

商與相關產業之共同研究，規劃出一個開放共通式之銀髮族

健康照護服務產業。此一計畫之預期效益在規劃第一套之遠

距健康照護服務，以照護中心為整合服務中心，將照護端、

營運端、系統端、設備端等相關業者組成服務網絡，發展整

合式遠距健康照護服務體系、研發相關產品、建置資通訊平

台或系統，制定健康照護標準服務流程，進行人員之訓練及

服務流程之改善，以提昇銀髮族健康照護服務之品質、範 

圍、效率與效益。 

三、 銀髮族行動化數位資訊健康照護服務系統計畫。 

此一計畫是由慈聯機構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其規劃動

機為執行者位於雲林縣，由於雲林縣大多屬農業型鄉鎮，近

年來我國生產型態改變，青壯年人口外移，導致雲林縣面臨

著銀髮族無人照顧的困境。因此，銀髮族行動化數位資訊健

康照護服務系統計畫主要目的在建立一個新的照護服務系

統替這些銀髮族的子女看護他們的長輩，讓年青外出工作族

群可以安心在職場工作，進而帶動整個雲林縣的經濟發展 

與家庭的幸福，減低鄉鎮之間的差異。 

本計畫以現行雲林慈愛綜合醫院之服務體系及營運模

式為基礎，對擴充及增加服務的執行上極為優勢，以創新科

技之 RFID 技術、生理訊號、寬頻網路、VoIP、3G/WAP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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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術以及醫療資訊平台的導入，維運模式更加全方位。發

展照護服務，其內容主要包括提高遠距醫療範圍、建立居家

醫療租借制度、行動銀髮族資訊、整合型帳單、建立居家端

服務，期望達成推動 RFID 式生理設備、提高遠距醫療比 

例、醫療診斷轉進居家端、監督銀髮居家照護作業、監督銀

髮居家產業服務、提高電信行動影音使用等目標。 

本計畫重要成果產出包括擴大電話醫療諮詢業務、成立

遠距醫療專門科；擴大醫療器材租借服務，進而吸引使用

3G/WAP/HTTP 服務，擴大藥劑配送服務、進而整合其他民 

生產業。 

四、 優化生活、幸福連線─健康照護服務建置計畫。 

此一計畫是由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其規劃動

機有： 

(一) 台灣之少子化、高齡化社會已然來臨，衍生出之健康照

護需求日益殷切。 

(二) 跨專業領域服務體系極待整合以發展銀髮族消費市場。 

(三) 創新銀髮族服務營運模式，配合政府健康照護產業發展

及解決高齡社會問題。 

本計畫之目標有三： 

(一) 提供「溫馨照顧」服務、「健康帳戶」服務、「關懷頻

道」服務、「幸福生活」服務，以四個面向之關懷服務

元素，滿足銀髮族日常生活所需。 

(二) 以開放式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建置健康照護服務資訊平台，串連各項服務內容 

及資訊技術。 

(三) 引進資訊技術，例如：資料探勘技術、時間交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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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技術開發，建置完整之健康照護服務管理解 

決方案。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有： 

(一) 二年內，相關業務產品預估營收成長 15%。 

(二) 建立一套完整的營運模式，複製此模式可將此產業後續

擴展至北、中、南三個都會區。 

(三) 開發新銀髮族照護服務與志工管理營運的新模式，發揚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正面價值。 

(四) 連結各項服務相關產業，帶動產業發展，包含資訊整合

產業、生理監測設備產業、照護產業、數位服務產業等，

創造服務市場。 

五、 銀髮族優質照護服務創新計畫。 

此一計畫由財團法人長庚紀念醫院所提出。其規劃動機

在利用資訊技術建構銀髮族健康管理服務體系，使養生文 

化村成為「健康、尊嚴與快樂」的老人優質生活環境，讓居

住長者「老的慢、病的輕、活的好」。 

本計畫的標的有三： 

(一) 協助長者達到身、心、靈之平衡： 

除提供個人化的健康飲食與活動建議，財團法人長庚紀

念醫院將透過分析長者與社群或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來協

助強化長者精神層面的照護。 

(二) 協助長者疾病預防： 

藉由對疾病徵狀早期的觀察建立一個預警機制，協助控

制導致異常發生的危險因子。 

(三) 緊急醫療服務： 

整合醫院與長者個人健康檔案，平時得以提供用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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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緊急時則可以提供醫護人員掌握長者更多的資訊，給

予最正確、最即時的診斷與治療。 

此一計畫之預期效益有： 

(一) 妥善管理長者個人健康檔案，記錄生理、飲食、活動等

資料，完成老人行為模式、飲食習慣與慢性病等資料庫

之建立。 

(二) 提昇養生村之住民在慢性病改善、活動參與時間、生理

反應時間等部份的滿意度。 

(三) 藉由推廣計畫，得已將本計劃成果與國內其他醫療院所

或廠商分享，提昇國內銀髮族照護產業的深度。 

六、 全方位老人生活健康照護網計畫。 

此一計畫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所提出。其規劃動

機與目的在協助老人避免發生意外狀況，將整合社區居家服

務體系、醫療服務體系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有需求之老

人不論是待在家中、生活於社區環境中、接受醫療於照護環

境中，均可經由網路之技術進行訊號回傳健康狀況至服務體

系，委託專業護理機構進行評估，讓健康生活服務業者、安

養/養護中心或地區醫院/診所等健康服務業者提供服務，使

得老人在日常生活範疇內，均可享有連續且涵蓋性之照顧，

使民眾身體不適即可獲得最佳網狀式照顧模式。 

預期效益，包括： 

(一) 建立完善之遠距照護體系。 

(二) 建構卓越 ICT 資訊平台。 

(三) 成功模式之複製。 

(四) 藝術之內容與豐富精神層面，由心理面影響生理面。 

(五) 服務區域逐步擴展，服務有需要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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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初估營收税前盁餘每月超過 30 萬元，預估稅前利潤 

9%。 

(七) 每一年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粗估超過四千萬元。 

(八) 成立聯盟照護體系。 

(九) 服務成功即可進行模式轉移。 

(十) 擴散健康管理中心服務效應。 

(十一)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 

(十二)促進就業市場，增加工作機會。 

七、 無線生理監測系統運用於居家糖尿病及高血壓老人照

護服務計畫。 

此一計畫是由社團法人雲林縣老人福利保護協會所提

出。其規劃動機為創新另一種商業模式以服務銀髮族群。該

計畫將結合居家服務、通報系統與生理訊號測量，設置 24 
小時通報中心，專業人員提供諮詢及到宅服務以服務在宅 

長者。 

此服務模式可以有效整合人力產品與科技產品，並改 

良傳統勞力密集照顧模式，減輕家庭之照顧壓力。此一計畫

乃以透過收取月服務費為主要的收入來源，希望可以達到 

永續營運的目標。此外，此一計畫亦販售生理訊號測量裝置

及其耗材並以複製營運模式等增加收益。 

本計畫之效益包括： 

(一) 透過建置，對糖尿病及高血壓病人能透過有效監測生理

狀況以達成健康維護的效果，節省龐大的健康保險醫療

支出，而此全面化的照顧計畫，完整之規劃建置一旦可

以複製至其他居家服務單位，勢必形成未來市場的主流

商機，潛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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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以營收面言，雲林縣老人福利保護協會營業額可提 

昇 41%，泰博公司營業額可提昇 192%。未來將可提高 

居家照顧產業之居家量測裝置，產值方面應會逐年增

加，初估應有五到十億元之間之市場價值。 

八、 慢性病居家安心主動照護服務開發建置計畫。 

此一計畫是由台中榮民總醫院所提出，針對台灣現階 

段醫療院所病患過多，門診常有人滿為患的問題做一個解 

決方案。在台灣，病患就醫常會抱怨「候診一小時、看病三

分鐘」，就醫時間短，病人難有充份時間與醫師對話，病患

病史陳述不清，醫師資訊不足，病情資訊難以整合。本計畫

之目的在緊密整合居家端與照護端，解決上述問題。兩者緊

密結合，相輔相成，讓照護端能夠提供完善、有用的完整醫

療服務。本計畫應能開創成功的台灣遠距醫療商業模式。 

該計畫執行之工作內容如下述： 

(一) 生理量測設備建置。 

1. 評估血壓及血糖量測設備功能需求。 

2. 開發具電話線及網路線介面之生理量測設備。 

3. 擴充生理量測設備具備數位儲存及自動傳送功能。 

4. 開發生理量測設備與居家照護盒連結傳輸功能。 

(二) 居家照護盒建置。 

1. 評估居家照護盒設備功能需求。 

2. 居家照護盒需能同時連接血壓、血糖二項生理量測設

備。 

3. 居家照護盒需能直接讀取及傳輸生理量測設備數值。 

4. 開發居家照護盒健康評估指標之儲存及更新功能。 

5. 建置居家照護盒與服務平台之自動傳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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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衛生教育資訊。 

1. 收集慢性病衛生教育單張。 

2. 建置慢性病衛生教育資料庫。 

3. 提供醫護人員查詢與製作個人化衛生教育資訊。 

4. 依病人需求提供下列通知服務： 

(1) 提供上網查詢及電子郵件通知。 

(2) 由居家照顧服務員提供居家訪視服務，進行衛生教

育。 

(四) 緊急送醫。 

1. 開發長泰基金會監控台緊急送醫提醒通知功能。 

2. 開發長泰基金會監控台緊急送醫案件管控功能。 

3. 開發案件管控上傳服務平台彙整功能。 

(五) 主動警示。 

1. 建置慢性病量測正常範圍區間。 

2. 透過通訊取得量測數值。 

3. 由服務平台初步判別是否超過危險值，若超過正常值則

系統主動警示通知醫護人員與長泰基金會人員。 

(六) 主動關懷。 

1. 開發異常數值判讀與處置功能。 

2. 建置長泰基金會服務狀況監控平台。 

3. 介接異常數值處置與長泰基金會服務狀況監控平台。 

4. 開發主動關懷案件管理功能。 

5. 開發主動關懷案件稽核功能。 

(七) 量測服務平台。 

1. 開發服務慢性病患管理功能。 

2. 建置服務平台與居家照護盒間資料收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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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發提供醫師診療輔助系統呼叫之 API 介面。 

4. 提供依條件進行進階搜尋之功能。 

5. 提供長泰基金會監控台介接功能。 

6. 開發病人查詢量測數值及主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功能。 

7. 建置長泰基金會居家訪視及緊急就醫案件資料收集及

稽核分析功能。 

(八) 回診內控。 

1. 建立慢性處方箋領藥通知功能。 

2. 開發三個月後慢性病患回診掛號提醒功能。 

3. 建立慢性處方箋逾期未領藥通知功能。 

(九) 預約回診主動掛號。 

1. 建置醫師於看診時協助主動預約掛號下次回診時間功

能。 

2. 開發預約回診主動掛號與 HIS 預約掛號同步功能。 

3. 建置預約回診主動通知功能。 

(十) 醫師診療輔助系統。 

1. 開發服務平台量測數值介接功能。 

2. 開發 HIS 檢測檢查報告介接功能。 

3. 將相關介接功能整合至 HIS 醫師登入畫面，並提供方便

的 One-Click 功能，輔助醫師快速了解病人生理狀況。 

(十一)開立醫囑整合功能。 

1. 將 One-Click 功能與醫囑開立畫面進行整合。 

2. 於 HIS 系統增加服務收費功能。 

3. 開發設備管理功能。 

4. 建置通知長泰基金會啟動服務功能。 

5. 建置通知病人啟動服務及開通相關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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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理訊號自我檢測。 

1. 建立生理訊號自我檢測標準操作程序。 

2. 製作生理訊號自我檢測操作指南。 

3. 開發生理訊號即時及批次傳輸服務平台功能。 

4. 生理訊號上傳媒介以電話線路為主，網路線路為輔。 

(十三)建議回診提醒。 

1. 收集健康評估項目及標準。 

2. 針對照護盒開發健康評估登錄功能。 

3. 針對照護盒開發健康評估詢答功能介面。 

4. 介接健康評估與服務平台同步功能。 

九、 「社區銀髮族尋根與傳承智慧型服務與營運」先期規劃

計畫。 

此一計畫由竹山秀傳醫院所提出，其規劃動機可歸納為

三點： 

(一) 竹山秀傳醫院是竹山鎮唯一的地區教學醫院，地處新 

中橫、溪頭觀光路線樞紐，擔任大量傷患急救任務。與

竹山地區社區營造組織密切結合，共同推動社區醫療工

作。 

(二) 可將地區醫療機構擴大為居家、社區長期健康照護之守

護神。 

(三) 竹山鎮的老年人口 13.6%，醫療資源不足，亟須發展居 

家與社區老人健康照護，適合作為研究銀髮族群的地

區。 

竹山秀傳醫院是個典型的社區醫院，與社區活動非常密

切，尤其與紫南互動頻繁。竹山秀傳醫院具備完整之醫療資

訊系統(HIS)，計畫再導入數位健康護照後，與 HIS 連結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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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更優質，無所不在之服務。竹山秀傳醫院為秀傳醫療體系

之一環，可獲充分之三級醫療支援。社寮里社區居民至竹山

秀傳醫院就診率高達 90%以上，可有效掌握分析個案家族 

病史。竹山秀傳醫院發展遠距健康照護服務體系，帶動醫療

照護服務主動投入社區，不但可以促進社區健康照護產業的

發展。更可以促進健康照護環境資訊化的發展、可以建立完

整的民眾健康資料庫、促進竹山秀傳醫院長期照護的發展、

落實整合型社區醫院達到社區健康營造目標。 

推動此一計畫仍有些微阻力待化解，例如：竹山鎮久 

處鄉間，屬於封閉型社區，居民對正確的預防保健觀念仍待

加強。社區銀髮族對健康資訊之取得不易。社區銀髮族對資

訊系統之接受度待商榷。社區民眾對重大疾病有恐懼感。全

民健康保險及衛生政策制度失衡影響，地區醫院處在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與診所之夾縫中生存。縣境內各地區級醫院均

將社區健康照護列為主要發展目標，形成惡性競爭。醫院鄰

近中二高交流道，重症病患外流至台中各醫學中心與區域醫

院，病患追蹤不易。竹山秀傳醫院當逐步解決。 

計畫執行分為三個區塊： 

(一) 居家安全監控端：執行緊急求救，電話秘書服務。 

(二) 社區照護端：設置遠距健康照護系統，藉由血壓、血糖、

血氧、體溫等四參數生理監測儀器，提供社區活動居民

健康管理服務。 

(三) 住民健康管理：制定國民數位健康護照，長期追蹤病患

健康資料。 

此一計畫可以發展出遠距照護服務模式，利用電話秘 

書與緊急支援單位、生理健康訊號量測與傳輸技術整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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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照護系統，並透過數位健康照護資料庫管理達到健康照 

護系統營運與服務支援之目的。 

十、 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服務先期計畫。 

此一計畫由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所提出，其規

劃動機在解決護理之家及養護機構中許多無法自我照顧、需

護理技術性服務者及行動不便者之復健民眾長期照護的問

題。護理之家及養護機構住民有 60%以上罹患高血壓、心臟

疾病、糖尿病、中風及其他腦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如住民因

慢性病惡化或發生併發症，將嚴重影響住民健康。因此發展

慢性病住民健康照護整合性服務系統，協助機構內照護管 

理人員針對罹患高血壓、心臟疾病、糖尿病、中風及其他腦

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受照護人員，更迅速、確實長期追蹤維護

住民之健康與安全，有其急迫性。 

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服務計畫，應用高效率的資訊科技

技術，以罹患高血壓、心臟疾病、糖尿病、中風及其他腦血

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為標的，整合受照護者及照顧者之照護

服務為此一計畫的目標。 

以慢性病者之生活安全、生理健康、照護安全及人員辨

識(用藥安全)等四個構面，以先進(開發中)生理監測儀器及 

指紋機辨識設備，整合健康資訊，發展「健康管理資訊系統」

加以整合，建立慢性病住民健康照護創新模式，促進相關護

理、醫療器材及資訊科技產業合作發展。 

此一計畫生活安全構面是以慢性患者生活起居照顧為

需求，以考量慢性病住民活動能力，安全性、方便性為主軸。 

(一) 生活安全構面。 

1. 起床時警示：高血壓及中風或心血管慢性病患，避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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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造成血壓變化或心血管壓力變化而導致暈眩、跌倒

或病情惡化。 

2. 廁所自動燈亮：慢性疾病住民容易於廁所跌倒，廁所燈

能立即點亮，不需於黑暗中尋找電源開關，避免因黑暗

而發生危險。 

3. 「空調恆溫溫度控制系統」：提供舒適睡眠環境及生活

品質，避免受照顧者因溫度變化而病情惡化。 

4. 攝影機設置，於活動空間紀錄慢性病受照顧者身體活動

及安全狀況。 

(二) 生理健康構面。 

針對慢性病受照顧者，生理狀況發展「健康管理資訊系

統」，尤其針對患者高血壓、血糖、心電圖及血氧進行日常

檢查紀錄、監控追蹤分析及異常警示。以無線傳輸或多筆紀

錄的傳輸方式，由「健康管理系統」自動紀錄監控追蹤分析

及異常警示。進行受照顧者健康管理，確保健康照護、用藥

穩定成效及住民之健康。 

(三) 照護安全構面。 

慢性病受照顧者病房護理人員呼叫系統無線傳輸建置。

由主機將訊號無線傳遞至工作人員的平板式電腦(或 PDA)，
讓護理人員可以第一時間掌握處理住民的需要及節省人員

病房服務工作時間。 

(四) 病人安全辨識構面。 

建置整合照護安全辨識系統。受照顧者由於生理機能或

病變因素造成表達能力退化，目前辨識方式是以照片核對 

受照顧者身分，因長輩體型變化無法隨時更新照片容易造 

成辨識問題。為確認受照顧者將採用指紋機與「健康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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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電腦主機資料結合辨識，並將住民資料無線傳輸於平板

電腦內，使護理人員於病房或活動空間隨時可用以核對住 

民身分、用藥、用餐紀錄及各項檢查紀錄，以確保受照顧者

安全、健康可得到立即適當健康照護。 

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服務計畫未來以台閩地區護理機

構為服務範圍，並將相關醫療器材及資訊產業發展與護理 

機構結合建立慢性病住民健康照護創新模式： 

(一) 促進相關長期照護產業升級、提昇醫療照護品質。 

(二) 醫療器材產業及資訊科技產業合作發展。 

(三) 擴展產業於慢性病健康照護發展應用商機。 

此一計畫成果產出標的，包括： 

(一) 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設備建置。 

(二) 恆溫空調、自動照明、安全影像及起床警示。 

(三) 體溫計、血壓計、血糖機及心電圖機。 

(四) 平板電腦護理人員呼叫系統建置。 

(五) 指紋機住民安全辨識、用藥、用餐糸統建立。 

(六) 設備運作。 

(七) 操作介面。 

(八) 訊息評估紀錄。 

(九) 健康管理。 

(十) 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健康管理系統軟測試。 

此一計畫創新性及衍生之價值在建立整合慢性病健康

管理創新模式服務平台。整合護理、電機、醫療器材及資訊

各方面技術，並進行此平台技術可行性評估及系統實用性規

劃，此計畫有一部份醫療儀器尚處於研發測試階段，指紋機

應用於病人辨識亦屬新的嚐試。整合慢性病健康管理服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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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開發「健康管理資訊系統」應用軟體，建立創新慢性病

住民健康管理模式，並促成下列擴散與複製效應： 

(一) 長期照護服務產業升級，提昇醫療照護品質與績效。 

(二) 跨醫療器材及資訊通訊科技兩大產業創新醫護產品研

發。 

(三) 泛華人及亞洲地區之慢性病健康照護推展與應用。 

十一、 整合性糖尿病照護中心計畫。 

此一計畫由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所提出，因台灣

20~79 歲的成年人第二型糖尿病的盛行率為 5.8 %，我國約 

有 100 萬以上的糖尿病患。糖尿病的併發症，視網膜病變有

三萬五千餘人、腦中風者有六萬餘人，腎病者有 13 萬餘人，

冠狀動脈心臟病者有 12 萬餘人，配合適當衛生教育，落實 

自我照護，當可免除 80%的併發症發生。所以彰化基督教 

醫院執行本計畫的動機在尋求方案解決上述問題。整合性糖

尿病照護中心運作模式如圖 279。利用服務系統/平台之建

置，配合健保局「糖尿病醫療給付改善試辦方案」模式，延

伸門診之衛生教育服務，提供加值之遠距及隨身衛生教育 

服務。 

十二、 呼吸器依賴患者遠距居家照護計畫。 

此一計畫由中華聯網寬頻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所共同提出。計畫動機在解決台灣地區呼吸器依

賴患者長期照護之醫療品質問題。現行台灣使用呼吸器的病

患每天躺在呼吸加護病房之病床上，對著天花板，遠離家 

人，既浪費急性醫療院所之資源，又無法享受家人共聚的天

倫，十分痛苦。許多意識清醒的病患，需要的可能只是一般

生活照護，如能居家照護就不會與社會隔離。讓呼吸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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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能夠回家接受居家護理之照護是此一計畫的目標。 

本計畫提出未來事件之解決方案(圖 280)，呼吸器系統

產生警示並發出簡訊，Call  Center 值班/專職醫師或呼 

吸治療師協助處理或是病患照護者打電話求救，醫院可以立

即處置或反應。在正常的情形下，醫護人員、呼吸治療師與

社工人員也有固定作業流程進行居家訪視。遠距照護資訊系

圖 279 整合性糖尿病照護中心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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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提供有效介面連結照護端與居家端的訊息，降低呼吸器使

用患者居家照護的風險，不但可以提昇病患生活品質，更可

以減輕急性醫療體系病患過多的負荷，並創造營運模式之價

值(圖 281)。 

圖 280 未來事件解決方案 

圖 281 營運模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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