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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保雲端醫療主動提醒機制之應用成果

-COVID19旅遊史系統自動提示

-國健署雲端資訊分享 降低重覆篩檢率

-電子轉診平台之應用

-遠距視訊醫療

-術前抗凝血藥物評估

(二)資料流 –資安自我管理機制

報告大綱



COVID19旅遊史系統自動提示

Y：指有旅遊史資料
N：指已至雲端下載但

無旅遊史
X：指尚未至雲端下載



COVID19旅遊史系統自動提示



國健署雲端資訊分享 降低重覆篩檢率
•醫師看診系統可直接顯示「符合四癌篩檢資格」

★子→子宮頸癌篩檢
★乳→乳癌篩檢
★腸→大腸癌篩檢
★口→口腔癌篩檢

癌症篩檢雲端介接

年度 2019年 2020年

國建署要求癌症篩檢資
料重複率須<1%

1.9% 1.0%



持續配合雁行專案協助診所架接電子轉診平臺
醫療院所 地址

敏昌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32號

陳瑞祥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75號

全心診所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１８２號１樓

昇陽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六和路12號1F

長春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122號

心安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段487號1F

佳國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４７號１樓

顏復竹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182號

德美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43號1-2樓

中原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4號

聯恩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00號

德祐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0號

葉佐仁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449號

范光迪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光路53號

黃意剛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30號

洛淳皮膚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光路11號

安康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54號1F

中壢聯新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21號

黃曉生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1.43號

翊恩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３６３號１樓

文化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92號

合采皮膚科診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00號2樓

大桃園耳鼻喉科診所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100號1樓

東豐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二段148號1樓

壢新醫院桃園國際機

場醫療中心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15號

昇元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127號

聯心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310號

蕭成芝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61號

勇信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160號1樓

梁恬綺小兒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26號2F

和美家醫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53號1樓

明鴻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09號

鼎盛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388號

黃文昌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23號

維賢診所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25號1、2樓



• 轉入社區院所及受理情形

執行現況-2020年執行現況

• 本院2020年轉入社區院所件數逐季增加，轉入回覆率維持38~49%之間(6月轉診單的有效期是到9月底)。
• 北區業務組2020Q2整體轉診社區院所接受轉診回復率60%。

Q2回覆率
會再增加



執行現況-2020年
(下轉執行率、轉回社區院所回轉率)



執行現況-2020
(固定就診率、轉銜社區或機構人數成長率)



Telemedicine



提供臨床上的協助

打破地理上的限制，服務醫生所在地以外的病人

會使用到不同型式的通訊器材

目標設定為積極改善病情

WHO對遠距醫療的定義

Healing at a dist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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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遠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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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旗在船舶和港

口上空飄揚，以公

告傳染病的爆發。

1600年代起，以書

面信函進行諮詢的

情況很普遍。

17世紀的遠距離診斷
醫學
患者將尿液樣本發送給遠方
的醫生，後者根據尿液檢查
提供診斷並郵寄處方給病患
。



1879 1970s1948

2000s19681905

2003

醫生通過電話聽嬰兒的咳嗽聲確診croup

透過電話線傳遞心電圖訊號

X光影像傳輸給遠方醫師作出診斷

機場護理站與MGH作遠距醫療

NASA利用人造衛星

北約組織

SARS後中國
開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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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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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離島及偏僻

地區通訊醫療規定

民國95年
山地離島地區通訊醫療

之實施地點及實施方式

民國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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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5款特殊情形之病人，亦得進行通訊診療，不限於山地離島偏僻地區：

✓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之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於出院後三個月內之追蹤治療。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與醫療機構訂有醫療服務契約，領有該醫
療機構醫師開立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因病情需要該
醫療機構醫師診療。

✓衛生機關有關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法令規定之病人，因病情需要家庭醫師診療。

✓衛生機關認可之遠距照護，或居家照護相關法令規定之收案對象，於執行之醫療
團隊醫師診療後三個月內之追蹤治療。

✓擬接受或已接受本國醫療機構治療之非本國籍，且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境外病
人。

通訊診察治療辦法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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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者經專業判斷，視其病情，依下列方式就醫:

✓須立即接受醫療處置之情形，視為醫師法第11條第1項但書之
急迫情形，得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為之診察，開給方劑，並
依「通訊診察治療辦法」規定辦理。

✓病情穩定之慢性病患者，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7條規定
，得委託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並領取方劑，或依「通訊診察治
療辦法」之特殊情形病人，以遠距醫療方式提供服務。

衛部醫字第1091660661號函釋1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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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評估病人於居家隔離或檢疫期間，確有就醫需求，得依醫師法第11條及通
訊診察治療辦法所定之急迫情形辦理，且不限定非初診病人：

✓取得通訊診療對象之知情同意。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限。

✓醫師應確認病人身分；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情形，不得為初診病人。

✓通訊診療過程，醫師應於醫療機構內實施，並確保病人之隱私。

✓依醫療法規定製作病歷，並註明以通訊方式進行診療。

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執行通訊診療醫囑時，將執行紀錄併同
病歷保存。

衛部醫字第1091661115號函釋 10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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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遠距醫療人數

2020/3 8

2020/4 2

2020/5 4

2020/6 -

2020/7 3

2020/8 1

居家檢疫或隔離者遠距醫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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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來電通知

感控中心
取得病人基本資料

視訊門診
確認病人需求

聯繫醫師
視訊看診前置作業

看診錄影
處方箋及藥品處理

病人家屬到院
過卡/繳費/領藥



•病患不能指定醫師

•看診後需委託他人至醫院繳費及拿藥

目前視訊診療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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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費用低

• 花費更少的時間

• 覆蓋更廣大區域，照顧偏遠地區病患

遠距醫療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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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推動遠距醫療的好處

Covid-19病患：

以遠程評估和提供照護

未感染Covid-19病毒的人，
及感染後危險性較高的病人：

提供便利的常規護理，

減少暴露在醫院的風險

醫療人員：

減少非預期被感染的風險

彈性工時增加服務能量

減緩病毒傳播關鍵：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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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COVID-19疫情提醒我們使用遠距醫療來提供照護的重要性。

為了使遠距醫療能夠有效地在傳染病盛行時使用，

它首先需要成為我們醫療的常規系統。

因此，現在該退後一步檢討：為什麼遠距醫療沒有被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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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醫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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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於緊急及危及生
命的情況，例如心臟病
發作或中風

外傷、骨折或需要X光
檢查

需立即抽血檢驗確診才
可開始投藥的疾病

病情需要專業處置或住
院觀察



醫療科技將大幅減少醫師與病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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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檢查檢驗已可由病患

自行操作

攜帶型裝置大幅改變醫

學面貌

高品質影像傳輸普及化

傳統理學檢查重要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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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病雙方不在同一位置
• 錯誤的診斷/處方

• 照護標準不一

• 醫療糾紛處理

• 個人隱私

• 醫療資源濫用

已知的遠距醫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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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醫療的下一步，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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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健保

是全世界唯一也最獨特的醫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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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的規劃

• 健保付費制度仍是難題，處方用藥領取需配套。
• 線上支付

• 處方簽釋出

• 籌劃遠距看診APP平台，配合「遠端會診」建構。

• 病歷雲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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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遠距醫療的可能走向

維持現況

增加應用範圍
或適用地區

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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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之健保制度下有無必要推動遠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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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族群

就醫習慣

價格

病人接受度

是否與健保脫勾

分級醫療政策

官方視訊平台建置

健保政策

醫師收入

醫院政策

通訊科技熟悉度

醫師意願
Telemedicine

Hospital

遠距醫療是擴

張還是分流？



遠距醫療只是未來醫療的過渡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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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OMp9YHFU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OMp9YHFUc


術前抗凝血藥物評估



術前抗凝血藥物提示

門診/手術排程提示訊息如下
1.病人目前有使用抗凝血藥品或抗血小板藥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否更改手術日期。
2.請醫師提醒病人預開刀日前7天內，請停止服用。



資安管理機制



資安管理機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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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執行兩次緊急應變計畫演練：為因應醫療資訊系統故障時，能盡速恢復

醫療資訊系統運作及確保資料正確性。特訂定緊急應變計畫以因應醫療資訊

系統故障時之作業流程及編制。

圖1 實地演練-診間. 抽血. 放射. 收費



資安管理機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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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執行資訊資產風險評鑑。

• 依評鑑結果擬定改善措施並提報資訊委員會核准後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