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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運用醫療資訊科技，來面對「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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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要

醫療資訊基礎建設階段

「世界衛生組織」在109年1月30日宣布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COVID-19)」
列為最警戒的「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台灣
則佈局嚴陣以待。目前「COVID-19」持續肆虐
全球，世界各國如臨大敵，至4月8日止，全球總
確診數已突破141萬人，歐美各國也出現醫療物
資短缺的情形，未來疫情走向仍充滿變數，仰賴
各國政府的反應及決策作為，也直接影響民眾生
命安全、政治、經濟發展。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指
派衛福部陳時中部長擔任指揮中心指揮官，主持
政府各單位橫向合作進行防疫工作。
傳染病的管控，最怕的是病人隱瞞，造成
一發不可收拾，防疫資訊透明化相形的重要。
俗語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用來形容
健保署的「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健保
卡」再貼切不過了，要對抗「武漢肺炎」，如
何讓第一線醫師即時掌握病人資訊，瞭解病人
的TOCC，包括詢問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
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及有無群聚
(cluster)，無疑是保護醫療人員最重要的事，行
政院陳其邁副院長是公共衛生專家，春節過年期
間即刻指示健保署二天內必須完成建置旅遊史的
任務，健保署同仁也在過年假期中全力以赴，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和「健保卡」也
確實作到了讓醫護人員能充分掌握就診病人的旅
遊史。

三年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邱泰源
理事長全力協助政府落實「分級醫療」，強化基
層診所醫療能量，加強民眾信任「社區好醫院，
厝邊好醫師」。同時為達到減少病人不必要的重
複檢驗（查）與有效利用醫療資源，健保署於
105年12月資訊系統重新大規模修正，並於106年
4月啟用「健保雲端醫療資訊」分享服務，把分
散在不同醫院與診所的就醫資料，可以進行跨院
所、跨縣市、不分假日與晝夜即時共享，而這些
高品質、便利的資訊服務，皆需仰賴大寬頻、高
速率網路的連結。
這項網路傳輸可溯及93年，「健保卡」智
慧化全面上線，健保署隨即透過中華電信公司
建置專屬健保資訊網（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以便醫療院所可隨時透過VPN進行健保
卡連線更新、就醫資料上傳、醫療費用申報、雲
端醫療資訊查詢等服務；不過，推行10年後，仍
有約9成醫療院所採用ADSL線路，在網路速率較
慢造成網路壅塞下，使得上傳資料不夠即時。
健保署意識到有必要建置良好的網路環
境，醫療資訊才可有效的即時共享。自103年
起，健保署編列預算鼓勵醫療院所由原來ADSL
網路轉換為光纖網路，但104年參與的診所只
有25%，中醫17%，牙醫21%，特約藥局也才
26%（表1），但與醫療院所全面提升仍有一段
差距。當時，依特約層級別訂有各層級適用頻
寬：醫學中心企業型光纖50M，區域醫院企業
型光纖20M，地區醫院企業型光纖10M，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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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參與網路頻寬升級院占率

醫療院所一般型光纖6M/2M。由於健保VPN為
封閉式網路，無法透過VPN專線連至網際網路
（Internet），而醫療院所大多有辦理其他政府
單位的業務，需網際網路連線至相關單位的網
頁登錄及查詢資料，電信公司皆額外提供上網服
務。再者，以往院所若要得到網路頻寬補助費及
鼓勵上傳資料獎勵費，必須符合很多醫療指標，
而且門檻不低，以致很多醫療院所興趣缺缺。感
謝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同意取消頻寬補助門檻，以
及健保會付費者代表支持自108年起將補助預算
編列改為專款編列，藉由預算來源的穩定性，大
幅提升醫療院所參與意願。
截至108年底，全台各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100%均獲得頻寬補助，地區醫院也高達99%，
西醫基層診所94%，中醫診所91%，牙醫診所
85%，特約藥局則有82%（表1），這也是政府推
動「口罩實名制」，在藥師公會全力支持政策
下，由健保特約藥局配售口罩可以馬上成功的原
因之一。

初期緊急應變階段
我們瞭解民眾若有可能得到「武漢肺炎」，
當有症狀時一定會在診所、醫院就醫，因此，健
保署利用雲端查詢系統進一步開發「即時警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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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由移民署提供入出境資料與健保資料庫勾
稽，經比對後的資料能讓醫護人員可即時查詢民
眾過去旅遊史，更有效採取防疫措施，也避免入
境者怕被隔離而隱暪旅遊史。
從109年1月27日起，健保署配合指揮中心指
示，把來自中國武漢返台的民眾皆列入「防疫名
單」，1月31日擴及中港澳地區，2月14日擴及泰
國、新加坡，後續一些疫情嚴竣國家也皆列入名
單，到了2月27日則將全球各國家之入出境資料
全數列入。當被納入「防疫名單」的民眾持「健
保卡」就醫時，只要一插卡，系統馬上提醒醫師
這位民眾曾經去過哪些地方，再根據病人有無出
現相關症狀，讓第一線醫師立即發現是否或疑似
感染，迅速採行必要的分流措施，與發燒篩檢站
相互搭配更能有效防堵。隨著疫情升溫，有些民
眾故意忘記攜帶「健保卡」，要用自費就診，
「即時警示系統」陸續升級用輸入身分證號也可
查詢。沒有與健保署特約的醫院、診所在擔心自
費民眾的旅遊史下，健保署也特別為他們建置
VPN作連線，後續諸如119救護人員、法醫等也
可上線查詢，期待防疫作業沒破口！！
在陳時中部長指示下，同時也追蹤「防疫
名單」就醫情形，作為後續防疫參考，截至3月
9日止，這些名單167,824人在這期間有就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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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防疫名單近30日內入境或接觸者入境(接觸)日後之前20大就醫疾病

錄，其中以在診所就醫為最多，有225,063人次
占72.8%，其次是區域醫院34,320人次占11.1%，
醫學中心31,246人次占10.1%，地區醫院14,321人
次占8.1%，(表2)。從就醫類別來看與「武漢肺
炎」較相關疾病，「急性上呼吸道多處或未明示
感染」有18,950件占6.1%，也可能與最近流行性
感冒正流行有關；若依「呼吸道疾病」與「非呼
吸道疾病」分類，前者有78,617件占25.4%；後
者有230,610件占74.6%(表2)，屬「呼吸道疾病」
則密切追蹤觀察，若是病人持續就診而沒好轉，
我們會特別留意採檢的需要性。

口罩實名制 1.0 階段
疫 情爆發當 下 ， 當 時 台 灣 口 罩 日 產 3 0 0 萬
片，絕大部分皆仰賴國外進口，在面對口罩供應
上不足的過渡時期，台灣運用健保署的「醫療資
訊雲端查詢系統」及「健保卡」的功能，由國家

統一管制民眾的口罩分配，盡力確保國民每週能
拿到口罩的基本數量。採用實名登錄的方式在健
保署特約藥局進行口罩開賣，又稱為口罩實名制
1.0。109年2月6日開始「口罩實名制」前一晚，
擔心民眾對「口罩荒」的不安，排隊時間過長會
造成糾紛，通知健保特約社區藥局可考慮發號碼
牌，減緩排隊人潮。
當天9時左右，由於口罩很快售完，大量民
眾至本署官網查詢那些特約藥局的庫存，一下
子湧入每分鐘18,000人上線查詢，造成網路速度
瞬間變慢。平時官網用100M的傳輸速度，每分
鐘大概3,000人上線，當天已擴充到600M傳輸速
度，仍無法應付一下湧入大量查詢人潮，資料即
時運算與民眾查詢藥局餘量造成資料庫的大負
擔，而有當機現象。所幸，中華電信公司將頻寬
迅速提升至1G(1000M)上限，主機廠商IBM公司
緊急協助我們機器暫用，危機很快解除，絕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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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人在15到20秒內能購買完成，本系統才算成
功圓滿。

口罩實名制 2.0 階段
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利用大數據分析在藥
局購買口罩的年齡層，發現年輕世代因為上班、
上學沒時間排隊買口罩。在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每
週主持的「口罩檢討會議」，指派行政院唐鳳政
務委員主導由政府、民間業者資訊人員共同合作
於3月12日推出「口罩實名制2.0」，除了現有健
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等實體通路外，新增網路線
上預購通路，先藉由「健保快易通行動APP」進
行認證預購民眾，可透過「健保卡」、「自然人
憑證」登入eMask口罩預購系統，在超商領取口
罩。當日上線時，由於手機登錄方便，湧入大量
APP使用者，一度造成程式閃退、無法連線等問
題，經確認是網路設備CPU滿載的問題，緊急改
採用較原設備高20倍之網路防火牆及頻寬管理，
原先壅塞的使用流量陸續消化，系統逐漸回復正
常，第一天就有47萬人成功預購，後續參與預購
者繳款後，可至超商領取口罩，經統計第一輪3
月12日至18日有997,880人領取、第二輪3月25日
至27日有1,569,217人領取、第三輪4月1日至3日
有1,836,866人領取。這些利用網路作業人數遽
增，陳時中部長也發現改善健保署資訊系統設備
是很重要的投資，也在特別預算中，優先支持健
保署更新資訊設備。

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 (Intelligent Electronic
Fences System) 階段
台灣針對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有
三類：確定病例之接觸者採「居家隔離」14天且
主動監測一天2次、具國外旅遊史者採「居家檢
疫」14天主動監測一天1至2次，通報個案屬檢驗
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及社區監測通報採
檢個案採「自主健康管理」14天。國人也意識到
疫情的嚴重性，大部分民眾也都配合規定，但
「COVID-19」疫情日益嚴峻，世界各國確診病
例快速攀升，掌握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落實情
形，降低社區傳染風險，相形重要，入境人員填
寫資料的程序及內容更需要嚴謹審慎。為提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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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流程效率、入境資料正確性，建置「入境檢疫
系統」，於起飛前或落地後透過掃描QR Code，
線上填寫健康聲明書等資料，加速入境通關程
序，旅客資料也整合至14天居家關懷的「防疫追
蹤系統」。
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在109年1月下旬開始發
展「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即時掌握高達5
萬名以上居家檢疫者的動態，避免疫情擴大，本
系統與台灣的5家主要電信公司合作，藉由手機
訊號與鄰近基地台的位置進行三角測量，掌握需
居家隔離的個人位置，用來監控居家檢疫、隔離
的即時全國人數，每10分鐘就會定位一次，只要
連續2次偵測到不在範圍內，系統就會發出「告
警通報」，甚至多少人關機都一覽無遺，系統會
發送「告警簡訊」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衛政單
位與轄區警察，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行蹤。「電
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在這次清明連假也利用電
信訊號找出11個旅遊熱點，並對當地縣市民眾共
發出約百萬通的手機國家警訊。
「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的快速實施，
也反映出政府與民間以資訊及電信實力在防疫作
為上發揮極大能量，「COVID-19」疫情全球蔓
延，台灣防疫經驗成為世界各國矚目的焦點，我
國的科技防疫措施，追蹤、管理居家檢疫或隔離
者的「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已有至少10國
與我政府洽談整套大數據與人工智慧（AI）防疫
的技術移轉。

醫療應變的「視訊診療」階段
值此疫情期間，健保特約醫療院所看診人次
變少，資金周轉可能不易，陳時中部長也同意健
保署比照去年同期核定的暫付款金額給付，協助
院所維持正常營運，各醫院、診所院長不用為資
金調度煩惱，更加專注在疫情防治。受到疫情衝
擊，感冒相關科別與人數已掉一半，皮膚科、骨
科掉了三成，事實上，台灣健保費用總支出採用
「總額預算制度」，基層診所總額費用仍是全體
診所共有，當就醫次數降低，點值自然就升高，
以整體而言，也是我們追求減少不必要醫療行
為，不再是血汗醫院下，能得到合理醫療給付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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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健保署提前佈局隔離病床可能因病
人數增加而有不足，同意醫院暫將「急性一般病
床」改以隔離病床使用且收治COVID-19病人，
於完成核備程序後，其相關病床及個案之基本診
察費得比照「負壓隔離病床」給付，讓醫界更彈
性運用病床。
值得一提的是，針對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期間而有就醫需求的民眾，已由各地方衛生局規
劃提供「視訊診療」服務，目前指定醫療院所共
3,738家(含基層診所3,460家)，健保署也已納入健
保給付，並給予遠距醫療門診診察費加成50%，
我們也錄製「視訊診療」SOP影片網站（https://
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148291112
0B73697&topn=787128DAD5F71B1A）供醫界運
用，共同合作降低社區感染風險。

結語
健保在台灣已實施25年，累積龐大的醫療
資料庫，健保署透過大數據分析，務實進行經營
管理，並以此作為健保財務控管及醫療審核的工
具。而在全民對抗「COVID-19」過程中，「健
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健保IC卡」更
發揮了極大功能，一方面讓第一線的醫師可以即
時掌握病人旅遊史，建立強大的防火牆；另一方
面支援「口罩實名制」販售，公平地分配防疫物
資。
另外，健保擁有這麼多個人醫療資料，在
運用過程中一定會遵守「隱私權及安全防護」。
伴隨資訊科技，也隨時改革進步，引進人工智慧
（AI）技術在「臨床應用」上研究發展，也是目
前正在進行，我們可以和很多機構合作，善用健
保資訊優勢，共同對抗「COVID-19」。
通訊作者：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伯璋署長
電話：(02)27022788
電子信箱：pochang@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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