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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已跨足二十年。這二十

年，國衛院持守創院理想，懷抱提昇國人健康福祉的信念，雖步履維

艱，卻堅定地為國人解決諸多醫衛問題，與民眾的健康福利一起成長。

二十年，台灣的大環境蛻易丕變，國衛院未來如何秉持其厚實學術研究

之能量，協調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引領台灣進入新世紀的角競，

更是二十年輪今日的國衛院需邁開步伐的挑戰。

2013年，衛生福利部由原本的衛生署結合社會福利升格成立為部，

面對日趨複雜的環境、健康、食安等各項新興問題，亟需結合學術界其

實證為基礎的建言，來幫助政府以前瞻性的政策，解決當下的問題，甚

而更進一步提供未來施政的思索。此時，國衛院做為以任務為導向的醫

藥衛生研究機構，於創院之際即期許成為國家的醫衛智庫，正是發揮其

角色功能的時刻。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二十年前即已成立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簡稱國衛院論壇），以更廣闊的思維，涵納社會大眾最急迫之議題，

重新啟動。處於大環境替易之際，醫衛議題不斷浮現；例如影響國人健

康至鉅的食安問題，以及氣候急遽異常下擴延的登革熱感染疾病；這一

些都是論壇重啟之後的研議選項。其他如台灣於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

事人員的培育所出現的偏頗現象，以及日益駁雜的執業環境；甚若如攸

關全民康健的「健康體位」生活等等；均是論壇重啟一年之後，所提交

出的成績單。

代理院長 

邁開堅實步伐，國衛院論壇前瞻未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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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傳統重工業等高汙染產業漸漸外移之後，台灣也面臨了高

科技汙染如光、電及磁波等之危害新生命題，亟需及早正視，國衛院論

壇也需捷足先登地為國人把關以及思索，將來民眾會面對的最重要的議

題，甚至利用最新的科技工具，進行問題的檢核，並提出建議方略。例

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雲端運算，其精準醫療與基因資料庫的客製化

醫療產業等新的健康課題等。座落在竹南科學園區的國衛院，擁有與新

竹科學園區資訊科技互動的最大優勢，如其資訊、光電、奈米、晶片

等，將來如此頂尖的研究資源與國衛院媒合，將更增進國衛院的學術效

能，成為衛生福利部最有利的智庫。

欣慰於國衛院論壇自2014年重啟後，已有相當成果，完成十六本政

策建言報告：政策參採計有「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議」、「上泌尿

道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議」、「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

原則」、「老人照護：服務體系之協調與整合建議」以及「登革熱先導

計畫」等；於2016年出版「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登革熱

防治之發展回顧報告書」、「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

善」及「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新版運動指引」

五書。未來，祈願國衛院論壇結合專家學者之研議共識，建構政策分析

的證據基礎，凝聚更多有關衛生福利之政策建言，促進衛生與福利等跨

領域之溝通，進而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作，以求產出肆應時代需要的

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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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於2014至2015年間共陸續啟動十個

議題，包含四個已受政策採行之研議。除此之外，尚有「登革熱防治政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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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醫療體系如何因應少子化的社

會轉變」、「以實證探討不運動之障礙，完成新一代健康運動指引」、

「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產前篩檢與遺傳

診斷科技之研議與評析」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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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重啟以來，便逐年針對臺灣的重大

衛生福利議題進行討論並提供各項政策建言，並以學術中立的立場，將

實證研究各項成果對外推廣，使民眾得以透過多方管道了解本部各項政

策目標與施政作為。本書《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之編纂，

更是極佳典範。國衛院論壇於2017年初邀請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

院李友專院長針對國內外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之基礎建設進行深入討

論，並於國家推動「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DIGI+方案）」

之際完成本書付梓。足見國衛院論壇洞悉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不僅對臺

灣健康醫療資訊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亦奠定了國家政策發展之基石。

本書回顧了本部透過2008年實施之「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與

2010年之「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完成全國醫學影像

交換中心的建置，以及2012年推動「臺灣健康雲計畫」（健康雲項下

推薦序

序   

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精進政策論證基礎   

序

（衛生福利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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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醫療雲」、「照護雲」、「保健雲」與「防疫雲」）促使醫療院

所、健康服務提供者互相合作，讓民眾得以用更便利的方式取得個人健

康醫療資訊。在電子病歷雲端化後，醫事人員可直接判讀病人於合作轉

診醫療院所所做的檢查報告，可節省民眾就醫的時間與金錢，對於住在

山區離島等偏遠地區的國民健康更是影響深遠。

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健康醫療照護也正進行著前所未有的改

變。找出適用的醫療模式、控制成本與提高醫療品質的急迫性，不僅衝

擊著目前的醫療體系，亦考驗著主管機關守護國人健康的防線。醫療大

數據與人工智慧近在咫尺，促進智慧醫療產業發展的先機稍縱即逝，我

們都必須好好把握。《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是本深入淺出

地介紹醫療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實務之作，值得推薦給有意從事健康醫療

資訊科技產業的人士細細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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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歷年來透過國衛院論壇已出版60本政策建言報告，

涵蓋各種醫療衛生相關的專業與社會議題，對奠定國家醫療政策方向具

有極高的參考價值，而今年的議題則是「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

相較於過去的議題，今年「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在特性上最大

的差異在於這個題目高度的跨域性。受惠於資通訊硬體的快速發展與網

路的普及，近年大數據應用成為顯學，而大數據也帶動了新一波的人工

智慧應用，讓人工智慧在沈寂多年後有了新的生命。另一方面，物聯網

將會造就「無所不在」的資料蒐集環境，又讓大數據在各領域的應用更

有蓬勃發展的機會。在這大環境下，美國已卸任的Obama總統在2015、

2016年就已分別在國情咨文等重要場合裡宣示美國運用資通訊優勢積極

投入精準醫療的決心，並且宣示要加速癌症的研發投資。

我國健保制度成就了舉世稱羨的健保資料庫，無數學者利用此資料

庫發表了高水準的論文，不啻是大數據在學術上絕佳的應用示範。多年

前衛福部也啟動了台灣人體基因資料庫計畫，委託中研院執行。此外，

各個醫院也都建立了院內的醫療資訊系統，累積了許多診斷資料。還有

國人逐漸重視身體健康，許多民眾都會定期進行身體健康檢查。最後，

推薦序

序   

健康醫療資訊科技需要國家政策的加持   

序

（前行政院院長／國家生物醫療產業策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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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業基礎紮實，不乏精準度逐漸提升的穿戴裝置，可以量測人體

的生理訊號。這些基礎，使我國成為國際上相當有發展潛力的醫療資訊

大國。

然而，「有潛力」不能保證一定成功。坐擁金山而失敗的例子比比

皆是，我們不能沈迷於這些優勢。台灣市場很小，市場力量不足與美、

中等國相比，許多前瞻的科技應用發展必須靠政府的政策引領，因此政

府必須制訂前瞻的政策與配套。國衛院此一建言報告凝聚了國內幾乎所

有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的智慧，不但涵蓋了上述所有的關鍵領域，最重要

的還點出醫療機構如何透過變成「學習型」的機構能夠符合變遷時代所

需，掌握這些關鍵趨勢。在各界紛紛談論大數據與精準醫療的同時，資

訊多元、整理篩選不易，邀一窺堂奧著實不易，而這本報告應該是一個

相當完整的彙整。換言之，這本建言報告其實可以作為醫療專業人員入

門資通訊在健康醫療應用趨勢的速成書籍。

最重要的，是政府有接納這些建言的心胸與眼光。期盼這本報告能

夠開啟政府正式步入精準醫療元年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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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多年來以國衛院論壇進行多項醫藥衛生議題探討，

對台灣的健康衛生問題有很多的討論，每年並將論壇中所探討的議題集

結成冊，進一步對外推廣，這對台灣的健康醫療發展做出具體的貢獻。

由於本屆的議題為「健康醫療資訊技發展政策建言」，與我的背景

較為相關，因此議題召集人李友專院長特別邀我為本書寫序，我也很榮

幸參與。

資訊科技產業是台灣產業發展的主力，多年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也在世界上佔有關鍵的地位。只不過台灣的資訊科技產業發展仍以

通用的硬體為主，附加價值相對有限，未來如何在應用方面能配合軟體

及服務，在台灣的硬體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價值，這也是台灣未來轉

型升級的發展方向。

尤其台灣醫界人才濟濟，台灣的醫療水準在國際上名列前茅，醫療

品質深受肯定，未來如有機會讓醫療界與資訊科技界找到有效的整合模

式，並以台灣為實驗場域，相信未來將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值得政府重

視。

我個人在退休後也相當關心這個議題，我所創辦的智榮基金會自

2008年開與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及諾華藥廠等單位合作，舉辦「醫療機構

推薦序

序   

讓醫療界與資訊科技界
攜手為台灣共創價值   

序

（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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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論壇」，邀請各大醫療機構的CEO與會交流，所關心的議題就是台

灣醫療產業的國際化，今年9月將舉辦第九屆的論壇活動。

此外，智榮基金會也在2015年底發起成立「智網聯盟」，並邀請

前行政院院長張善政擔任總會長，著眼物聯網時代來臨的挑戰與機會，

目前鎖定台灣在國際上相對具競爭力的項目成立了「農業網」與「醫療

網」，希望進一步讓資訊科技與農業及醫療領域有更深度的結合。

雲時代、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都是當前發展的大趨勢，國內

醫療機構如何善用這些科技，導入相關的應用服務在未來創造更大的

價值。

在本書中，也深入探討了健康醫療的資訊標準、建立學習型醫療機

構、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臨床醫療實務、迎接健康照護物聯網時代、健

康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服務之應用、生物資料庫與精準醫療等等議題，

並提出政策方向及未來的發展策略及具體可行的方法，值得各位讀者

參考。

過去論壇的政策建言書，推廣的讀者群多是醫療界的醫師們，也十

分期待，未來也可將本書提供給資訊科技界的朋友們參考，相信將更有

助雙方的交流合作。



12         

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益，不僅改變人類的生活與行為，也敲醒長

年既保守又封閉的醫療體系。目前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投入健康資訊科技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領域之發展，期望能藉此提升醫

療品質、促進病人安全、降低醫療成本、改善醫療之可近性、公平性與

效率。然而，隨著醫藥科技發展與健康照護品質成長，全世界平均餘命

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預估我國將在2018年邁入高齡化社會，全球將要面

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及伴隨而至的慢性病與重大疾病人口增加等沉

重的社會問題與負擔。

今年（2017）五月，知名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

布最新的全球醫療照護品質排行，在195個國家中，台灣位居第45名，

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如日本（第11名）、新加坡（第21名）、南韓（第

23名），我國不僅仍需持續提升醫療品質，更要從政策法規、科技發

展、創新研發、民眾需求等面向來思考下一階段台灣醫療的發展。

議題召集人

序   

發展台灣智慧醫療軟實力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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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之吳成文院士，於去年（2016）初邀請友

專擔任「健康醫療資訊科技政策建言」議題召集人，讓此項議題能真正

有機會向政府和國人發聲。本議題綜合醫療資訊領域之產、官、學、研

專家具體策略與建議，彙編成我國近年內急需發展之健康醫療資訊科技

政策白皮書；以能較快速奏效、可行性高之六大項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使外界能夠瞭解我國現階段在醫療資訊科技之發展，以及未來健康醫療

照護產業必須要面對之巨量健康資料標準化、資料蒐集與應用、醫療人

工智慧、資通訊科技於長照政策上的輔助，以及臨床實證發展於重大疾

病的精準醫療與預防醫學。

臺灣擁有獨特的醫療基礎建設條件及新興科技發展優勢，面對全球

的創新科技浪潮，臺灣需要快速地掌握健康資料應用的關鍵、發揮資通

訊技術能量、聚焦資源在優勢潛力，透過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藉由加

強資料開放、環境健全、跨域整合及實驗場域的方式，全力發展創新智

慧健康產業，期望能持續提升國人健康照護品質，並能強化相關產業於

供應鏈及生態系之價值，期許台灣成為智慧醫療海外輸出的關鍵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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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隨著醫藥科技發達、資訊取得便利，民眾的健康思維已經從過去單

純的醫療照護，提前到個人健康管理，故結合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以擴大導入醫療照護與個人保健應用，已成為現階段各界

目前正積極發展的議題，同時也將為相關產業帶來龐大的商機。透過

ICT發展智慧健康醫療（eHealth），不僅可以降低成本，更能整合健康

照護相關產業之服務與資源，減少各種應用及服務進入的障礙，提升民

眾使用的意願，並依循醫療、資訊安全法規，讓民眾能積極主動參與

個人健康照護管理並分享個人電子健康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除了能提升其自身的健康資訊素養，強化自我健康管理的能

力，亦能使民眾參與醫療照護之診斷、治療等決策。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2015年1月30日向世人宣佈了

「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計畫，展開對超過100萬名美國志

願者進行基因分析，以瞭解人類疾病並發展個人基因組合的醫學。精準

醫療包含預防、預測、治療，由於每個人的生活型態、家族基因遺傳

皆不同，美國癌症醫學大師大衛阿格斯（David B. Agus）亦提到「一種

藥不該治百種人」，因此精準醫療的發展將透過健康醫療資訊（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T）的輔助，大量蒐集各種電子健康記錄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瞭解個體化差異與基因組學並進行整合

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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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提供針對個體之疾病預防、診療及預後評估等高價值的健康照

護（High-Value Health Care）指導與建議。

本建言書從資料及資訊標準談起，進而探討如何有效建立資料應

用、知識產生及循環回饋機制之方法學。在資料應用的部分，我們特別

針對現階段全世界各產業皆積極發展之人工智慧技術應用於醫療實務進

行現況分析，並提出未來發展規劃；以及在物聯網時代如何建立健康智

慧聯網環境之基礎建設，並透過創新應用與服務促進國民健康。在政策

推動方面，我們從較複雜且具挑戰性的長期照護服務與精準醫療推動著

手，提出應用資通訊技術有效整合資源、提升資料互通性，並使相關

產業能夠合法且適度參與，創造新興產業機會、強化我國健康醫療產

業之國際競爭力，同時發展優化健康照護（Development of Ubiquitous 
Healthcare），提供民眾無所不在健康照護環境。

建構理念

2016年度本研議議題由召集人與專家委員共同歸納及制定出六項

國內近五到十年需發展之重要健康醫療資訊科技議題大綱，並從政策方

向、概念依據、建議策略、具體可行方法等方面進行專家討論與建言書

撰寫。本建言書並不以領域完整性為目標，我們採用的是快收法（Low-
Hanging-Fruit Approach），以能較快奏效、可行性高之議題項目優先探

討，並同時考慮市場的接受度、成熟度，及科技的創新度、智慧財產化

之能力，期望此建言書能對於現階段及未來十年內之國內健康資訊科技

發展提出具體可行的方向與方案。

章節架構

2016年度本論壇議題經由專家會議決定，共同歸納及制定出六項國

內近五到十年需發展之重要健康醫療資訊科技議題：(1)實施健康醫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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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標準、(2)建立學習型醫療機構、(3)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臨床醫療實

務、(4)迎接健康照護物聯網時代、(5)健康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服務之

應用、(6)生物資料庫與精準醫療。本計畫針對此六項現階段對於國家醫

療政策方面之重要發展議題，從政策方向、概念依據、建議策略、具體

可行方法等方面進行專家討論與建言書撰寫。

(1)實施健康醫療資訊標準：提出以電子病歷為基礎之品質指標，

如仿效美國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Meaningful Use）三階段、建置資

料完整性、利用率等標準及遵循準則；建議策略及可行方法初步規劃

為推動資訊標準教育訓練、開發資訊標準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推動資訊標準使用驗證流程、推動健康

資訊標準委員會等。

(2)建立學習型醫療機構：參考美國學習型照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模式，建立國內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資料循環模式

（Data to Knowledge, Knowledge to Practice），期望能將真實世界證據

（Real World Evidence）回歸臨床醫療實務，並能藉此鼓勵民眾參與，

進而提升國民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

(3)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臨床醫療實務：藉由大量健康醫療資料打

造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提升醫

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建議策略及可行方法初步規劃為增加開放式資料的

項目（去識別化、去連結）、建立標準格式（或API）以利資料取得、

鼓勵（協助）跨領域的研討會及新技術應用等。

(4)迎接健康照護物聯網時代：提升電子病歷、健康存摺、雲端藥

歷等開放資料集之價值及應用、健康照護APP Market Place建置、健康

物聯網（Health Internet of Things, HIoT）和穿戴式科技於健康照護產業

的應用與發展機會，臺灣政府如何從資通訊產業的基礎來發展數字醫療

產業等。

(5)健康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服務之應用：整合或連結相關機構資

料庫（照顧服務管理中心、身心障礙福利整合平台、國際健康功能與身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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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外籍勞工動態、戶政／役政／社政資訊系統、社會福利

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源整合系統、輔具資源、電子病歷等）；應用資

料分析，提升到宅服務、一站式服務等主動關懷規模；以長照管理中心

為核心之健康資訊科技科於長期及急性後期照護（Long-Term and Post-
Acute Care, LTPAC）。

(6)生物資料庫與精準醫療：配合醫事司政策，將目前26個衛福部

認可的生物資料庫做資訊標準統整，使國內生物資料庫（Biobank）之

間的資料能互相流通外，亦能與國際接軌（國際生物資料庫聯盟），且

達到異質資料庫之串接（如本地醫院之電子病歷、健保資料庫等），其

資料對象包含癌症、慢性疾病病患及一般健康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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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實施健康醫療資訊標準

    （章節負責人：林明錦、葉智陽）

摘要

壹、問題背景

自2007年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cs 
Project, NHIP）推動以來，全國已有81.9％的醫院提供電子病歷交換的

服務，後續政府欲發展個人化之健康紀錄與加值服務，如何應用病患於

不同醫院間所建立的電子病歷資料是一大課題，因病歷電子化僅是方便

儲存、攜帶或傳遞，但要能將電子病歷整合成可分析的資訊，應再將

病歷內容整理為可語意交換互通之用，如應用Health Level 7（HL7）組

織制定的快捷式健康照護互操作性資源（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FHIR）將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內化於電子病歷之中，以達資訊

整合之效益。

貳、現況分析

現行的五類電子病歷，分別為醫療影像及報告類、血液檢驗類、

出院病摘類、門診病歷類、以及門診用藥紀錄類，其皆符合HL7組織

CDA Release 2所規範的儲存欄位內容，並制定使用國內或國際通用的

標準碼，如國內通用的標準碼為健保批價碼和藥品代碼等；國際通用的

標準碼有國際疾病分類代碼與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 LOINC）檢驗項目名稱等。同時，健保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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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7月推出健康存摺2.0版，大幅提升健康存摺服務功能，民眾能

即時取得近三年就醫資訊，目前可取得的資訊包含檢驗(查)結果資料、

影像或病理檢驗（查）報告資料，民眾透過平台取得個人就醫資料，可

做自我健康管理之參考。

參、目標設定

由於近年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中心Atul Butte研究團隊成功利

用電子病歷與基因資料庫進行臨床研究資料探勘（Data mining），發現

可藉由患者的例行檢驗數據找出其與特定癌症的關聯性。同時，目前血

液檢驗類電子病歷已有含括部分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INC）資訊。因

此，我們優先將目標設定於強化電子病歷所含的LOINC資訊，並以既有

的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健保批價碼，連結LOINC 等標準碼資訊，方能

提升民眾電子病歷的資料品質，未來政府亦可結合研究單位透過健康存

摺與電子病歷資料庫連結，找尋個人化的醫療訊息，改善我國的照護醫

療環境。

肆、根本問題分析

以實驗室為例，不同醫療機構、儀器或方法等所做的檢驗數據無法

有效統整，使不同機構的醫療人員難以辨識所述內容是否為相同的檢驗

事件，譬如病患在不同醫院與診所間固定進行血糖量測與記錄，當量測

記錄需提供給醫師判讀時，可能因檢驗名稱的不一致或報告數值單位的

不同，而無法觀察患者長期血糖變化等。因此，需藉由通用的國際標準

編碼作為語意交換的橋樑，輔助臨床醫師／研究人員／病患正確解讀健

康醫療資訊。

伍、因應對策提出

一、將電子病歷應用以HL7制定的FHIR標準格式進行管理。

二、應用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如國際疾病分類標準（ICD-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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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與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INC），使患者就診記錄與檢驗資料能

串聯探討。

三、提出以電子病歷為基礎之品質指標，如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

HIMSS認證的電子病歷採行模型、電子病歷資料完整性與利用率等。

四、強化健保批價碼的訊息，醫院在申報資料應連結LOINC等檢驗

報告資訊。

五、推動健康資訊標準的循環驗證流程，由健康資訊標準委員會提

供檢核報告供相關政府部門調整規範或制定標準文件公告予醫事機構進

行修正。

陸、未來實施規劃：

哪些行動 誰負責
什麼時候

完成

一、電子病歷應用以HL7制定的FHIR格式
衛生福利部

學會組織
2017-2019

二、醫院在申報資料應連結LOINC等檢驗

        報告資訊
健保署 2017-2019

三、推動健保批價碼串聯檢驗檢查標準碼

        教育訓練

學術機構

學會組織
2017

四、成立臺灣的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2017-2018

五、電子病歷應用以HL7制定的FHIR格式
衛生福利部

學會組織
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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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策方向

臺灣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需求，我們可預見長期照護機構與醫院診所

間的病歷傳遞將變得非常頻繁，機構間原先是藉由紙本病歷或醫師囑等

方式進行照護治療，現已期能利用發展多年的電子病歷交換機制，進行

病患健康記錄與就醫紀錄等資料串聯。當電子病歷內容成熟至可分析階

段，將能發展個人化之健康紀錄與加值服務，因此，如何將病患在不同

醫療機構間的電子病歷資料整合是一大課題。

電子病歷的發展過程依美國病歷協會定義可分為五個階段  [1]，依

序為：醫療記錄自動化（Automated Medical Record, AMR）、病歷資料

電腦化（Computerized Medical Records, CMR）、電子病歷（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MR）、電子病患資料（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s, 
EPR）、電子健康資訊（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臺灣自2007
年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HIP） 推動以來，已發展至第三階段電子

病歷（EMR），為完成電子病歷的架構，從基礎的法律位階進行調整系

統規劃建置與電子憑證問題，全國已有81.9%的醫院提供電子病歷交換

的服務。

2010年美國CMS（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更進

一步提出需將EHR提升至有意義的使用（Meaningful Use）[2]，大致區分

為三個階段（詳見圖1-1）：第一階段為資料取得與分享，需將健康資

訊標準化後進行電子傳輸，使醫師或病患皆能透過電子化資料了解健康

照護歷程。第二階段為進階應用至臨床醫療歷程，透過嚴謹的健康資訊

交換，並能連結處方與檢驗報告等資料，或病患自我監控的數據，提供

個人化的健康報告。第三階段為改善健康狀況，將醫療機構與病患自我

收集的大量健康資訊整合，有效並安全的進行數據分析，提供病患個人

化的醫療決策，並改善全國人民的健康狀況。我國已完成初步的電子病

歷建置與交換機制，並於2016年7月全面提升健康存摺服務效能，民眾

能即時取得近三年就醫資訊，完成如健康存摺方式的健康資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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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美國CMS提三階段提升EHR至有意義的使用（2010）

病歷電子化是方便儲存、攜帶或傳遞，但要能將電子病歷整合成

可分析的資訊，需先將病歷內容整理成可語意交換互通之用，而健康醫

療資訊標準的應用即是資料整理的標準化過程，我國現行的五類電子病

歷，分別為醫療影像及報告類、血液檢驗類、出院病摘類、門診病歷

類、以及門診用藥紀錄類，其皆符合HL7組織CDA Release 2所規範的儲

存欄位內容，並已在使用國內或國際通用的標準碼，如國內通用的標準

碼為健保批價碼和藥品代碼等；國際通用的標準碼有國際疾病分類代碼

與LOINC檢驗項目名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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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管機關如要達成電子病歷能被有意義的使用，應將電子病歷

與健康存摺進行連結、落實標準化健康資訊以及分享更細緻的資料，如

不同身體部位、檢體、方法或學理等，此亦是醫學資訊語意互通交換的

基礎。

我國電子病歷欲達成有意義的使用，亦須遵循美國健康保險可攜性

與責任法案（HIPAA）保護醫療隱私的精神，各院對於EHR資料的串聯

需隨機抽樣進行風險評估，以保障病患隱私。本章建言提及病患個人所

屬的醫療資料串聯，事先皆須經由病患自主同意後，方能進行資料的串

聯，後續亦由病患自行從A醫院攜帶資料至B醫院，醫院或主管單位不

主動收集患者相關資料。 

第二節   概念依據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中心大數據中心主任Atul Butte 認為電子

病歷是臨床研究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最佳資料來源，他所帶領的

研究團隊成功利用三家醫學中心的電子病歷資料與基因資料庫，找到

三個實驗室常用的血液檢驗數據與疾病間的關聯性 [2]，如平均血球容積

（MCV）與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攝護腺特異抗原（PSA）與肺

癌、以及血清鎂的濃度與胃癌間的影響。在各國積極建置基因資料庫的

同時，國外學者已有成功的研究案例供我們學習，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如

何擁有高品質的電子病歷資料庫，以配合基因資料庫研究致病基因與檢

驗數據間的關聯性，提升早期治療的效用。

醫學相關資料的來源相當豐富與多樣性，但是這麼多不同的資料對

於 電 腦 資 料 分 析 是 有 相 當 大 的 挑 戰 ， 關 於 電 腦 資 訊 的 互 通 性

（Interoperability）可以分為基礎層級（Basic）、語法層級（Syntactic）、

及語意層級（Semantic），而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達到語意

的交換。

以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INC）為例，根據我們團隊過去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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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指出，LOINC 的資料交換有下列三個等級 [3-6]，詳見表一。因此

欲利用Devanbu [7] 等人所提的一個很好的知識體系之評估標準，據此，

LOINC應該具有以下特點：

(1) 完整性（Completeness）：它應該擁有所有必要的LOINC代碼覆

蓋領域。

(2) 映射的正確性（Correctness）：LOINC代碼應該忠實原本的意

思。

(3) 一致性（Consistency）：由不同的LOINC代碼隱含的知識應該

是一致的，例如如果兩個不同的代碼具有相同的含義，即為代碼重複和

違反一致性原則。

(4) 可用性（Usefulness）：可用性是LOINC實驗室數據在不同領

域使用的根本目標。能支持其原本的使用環境是一個重要的能力，如

LOINC是使用在交換實驗室數據 [8]。

檢驗報告經由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INC）的名稱統整，不同醫療

機構、儀器或方法等所做的檢驗數據，將能讓不同機構的醫療人員辨識

所述的內容是否為相同的檢驗事件，譬如病患在不同醫院與診所間固定

進行血糖量測與記錄，醫師可判斷在一致的檢驗名稱與單位之下，觀察

患者長期血糖數據變化等。因此，需藉由通用的國際標準編碼作為語意

交換的橋樑，輔助臨床醫師／研究人員／病患正確解讀健康醫療資訊。

第三節   建議策略

壹、將電子病歷應用以HL7制定的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FHIR）標準格式進行管理，以因應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的

第二階段，進行健康資訊交換。

貳、電子病歷採用詳細的健康醫療資訊標準，以實驗室檢驗標準碼

（LOINC）開始實施，將患者就診記錄與檢驗資料能串聯。

參、提出以電子病歷為基礎之品質指標，如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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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SS（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認證

的電子病歷採行模型、電子病歷資料完整性與利用率等。

肆、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推動實施健康

醫療資訊標準，以增加健康存摺的可用性。醫院上傳檢驗（查）結果資

料可藉健保批價碼的訊息連結LOINC等檢驗報告資訊。

伍、推動健康資訊標準的循環驗證流程（詳見圖1-2），循環驗證

流程由衛生福利部提出電子病歷標準化或健康資訊標準碼的應用規範予

醫事機構實行，醫事機構執行產出標準化電子病歷與申報健保資料時需

附帶健康資訊標準碼等報告資訊，再由健康資訊標準委員會檢核醫事機

構產出資料，以完整性、正確性、一致性、與可用性等品質指標驗證產

出資料，提供檢核報告供衛生福利部調整規範或制定標準文件公告予醫

事機構進行修正。

 

圖1-2   健康資訊標準的循環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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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因應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的第二階段，為達成健康資訊可更有

效率地進行交換或串聯，建議衛生福利部或學會組織將電子病歷應用以

HL7制定的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FHIR）格式，預計

以約為三年的時間進行FHIR格式推廣與輔導。

貳、為豐富已上線的健康存摺資訊，建議健保署規範醫院在申報

資料時，應同時連結LOINC／SNOMED CT等檢驗檢查報告標準資訊，

預計第一年委託學術機構或學會組織研究如何建立健保批價碼與現行

LOINC／SNOMED CT的連結關係、第二年進行推廣與試行作業、第三

年將全面要求醫事機構按規範進行申報，如此將能強化我國健康醫療資

訊標準－健保批價碼，提供更多健康資訊給民眾。民眾未來可自政府平

台下載個人健康歷程後，再授權給第三方的廠商進行疾病的分析與預

測。

參、推動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循環驗證流程，建議衛生福利部成立

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委員會，以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循環驗證流程（詳見圖

二）檢核健康醫療資訊標準的使用狀況，讓醫事機構可有效的使用健康

醫療資訊標準，其中第一年成立委員會並定義需驗證的內容與指標、第

二年開始收集資料與實際運行驗證流程，提供高品質的健康醫療資訊標

準，以達成改善群體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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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建立學習型醫療機構

    （章節負責人：李友專、黃芝瑋）

摘要

壹、問題背景

一、沒有妥善利用豐富且詳盡的醫院病歷資料（Data rich, information 
poor）為現在醫院的現況。

二、目前的臨床資料分析大多以個案處理，並無系統性的了解、分

析以及實踐。

三、臨床上的資料分析研究結果與將這些成果轉化成臨床實踐之間

有很大的鴻溝，並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knowing/doing gap）。

四、以不良的醫令系統提醒為例，不僅浪費很多醫師時間，更會

對院內資訊系統失去信心；從臨床角度或醫院經營來看，若不能妥善分

析現有龐大的醫療紀錄與資料，將會失去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並失去競爭

力。

貳、現況分析

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醫藥科技的發達，民眾的健康思維已經從過

去單純的被動式醫療照護，逐漸轉型為主動式的個人健康管理。因此，

結合目前成熟的資通訊、雲端運算技術，提供精準預防的醫療照護與個

人保健，已成為現階段產、官、學、研各界皆須相當重視的課題，同時

也將為相關產業帶來龐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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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標設定

一、利用系統性的方法滾動院內持續改善臨床問題。

二、能夠系統性的介入、系統性評估介入與不介入的結果。

三、從結果（outcome）中學習，再從流程（process）跟結果

（outcome）中改變結構（structure）跟流程（process）。

四、持續性的學習循環（Learning cycle）。

肆、 根本問題分析

一、醫院缺乏跨部門的專責單位負責。

二、醫院管理人員缺乏對巨量資料（Big data）、臨床資料庫（Clinical 
data repository, CDR）的重視。

伍、 因應對策提出

一、結合目前的醫療品質、病人安全及醫院資訊部門成立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委員會。

二、鼓勵醫院建立CDR（Data warehouse），並嘗試利用LHS cycle
方法著手執行並改善現階段重要的臨床問題。

陸、 未來實施規劃：

哪些行動 誰負責
什麼時候

完成

一、由社團法人主導，並邀集政府及相關

        單位共同參與LHS推動並成立工作坊

醫策會

生策會

國衛院

衛生福利部

2017年

二、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共同成立臺灣LHS
        聯盟

衛生福利部

科技部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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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學習彼此執行經

        驗
衛生福利部

科技部
2017年

四、建立次級研究資料分享機制
衛生福利部

科技部
2018年

五、LHS系統之永續性（sustainability） 衛生福利部 2019年

第一節   政策方向

壹、配合政府長期推動智慧醫療服務政策

我國智慧健康照護政策，主要來自於我國政府於2009年推動的「健

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計畫，其中包含生物科技、綠色能源、醫療照

護、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文化創意等六大新興產業中之醫療照護新興

產業。在此計畫下分為服務產業、加值產業、製造產業等三大產業體

系，而智慧醫療則屬於加值產業體系中之智慧醫療服務主軸策略。智慧

醫療服務主軸策略主要為整合我國既有資訊科技、打破資源地域時空限

制、加速病患診療決策時間、提升醫療品質、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其中

具體政策包含電子病歷的推動、醫療影像數位化與影像傳輸計畫、山地

離島服務遠距醫療計畫、醫院安全關懷RFID計畫、健康資料庫加值應

用計畫等 [1]。而現今處於互聯網、物聯網蓬勃發展的時代，政府有關單

位持續在現有智慧健康照護基礎上，持續規劃發展，以落實「全人、全

程健康照護」的政策目標，推動智慧健康行為促進、智慧醫療／醫院、

智慧樂齡生活、智慧照護與健康存摺五大項目。

2015年8月衛生福利部資訊處於「政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中提出

推動資料開放的具體行動，進而提高衛生醫療及福利面施政透明度、提

升資料價值、促成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與服務創新、提升民眾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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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政府決策品質 [2]。在資料開放推動架構中，分為管理面及技術面，

管理面偏重於如何提升資料品質及開放速度，技術面著眼於實際開放資

料作業。管理面推動作法又可概分為對內、對外及法規三部份，對內

作法以相關單位工作人員為對象，利用各種規劃機制提升其資料開放知

識、概念、技能等，以期能將開放精神及開放的心態落實並融入其日常

業務之中，滿足民眾「知」的權力，並促使民眾應用政府開放資料，達

到「深化推動、擴大參與」目的。

貳、應用實證基礎強化個人化醫療及精準醫療

為能因應由於國內人口逐漸轉型，邁入高齡化社會後所面臨之社

會照顧資源、醫療健康政策問題等顯得日益重要，亦為政府刻不容緩的

挑戰。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醫藥科技的發達，民眾的健康

思維已經從過去單純的醫療照護，提前到個人健康管理，故結合資通

訊、雲端運算技術以擴大導入醫療照護與個人保健應用，已成為現階

段產、官、學、研各界皆須相當重視的課題，同時也將為相關產業帶

來龐大的商機。透過資通訊科技發展智慧健康醫療（eHealth），不僅

可以降低成本，更能整合健康照護相關產業之服務與資源，減少各項

服務的進入障礙，提升民眾使用各項服務之意願，並依循醫療、資訊

安全法規，讓民眾能積極主動參與個人健康照護管理並分享個人電子

健康紀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除了能提升其自身的健康

資訊素養，強化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亦能使民眾參與醫療照護之診

斷、治療等決策，達到個人化醫療（Personalized Medicine）及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之目標。

衛生福利部於2008年開始推動「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cs Project, NHIP），計畫內容包含民眾熟知的「推

動實施電子病歷」及「建立及營運醫事憑證管理中心（Healthcare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HCA）」。而隨著雲端運算架構發展越來越成

熟，衛生福利部自2013年依照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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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cs Project, NHIP）的實施進度規劃，執行完整的臺灣健康雲計

畫―包括醫療雲子計畫、照護雲子計畫、保健雲子計畫、防疫雲子計

畫，健康雲計畫包含三大領域：

(1) 醫療雲：藉由電子病歷交換的機制，串連不同醫療院所間的診

療服務。

(2) 保健雲：依照民眾的不同需求，提供個人化預防保健資訊。

(3) 照護雲：為適應國內人口逐漸老化的情況，並解決現有醫療資

源與人力不足的問題，希望透過共用照護資訊科技資源平臺，建構國內

整體健康資料庫，進而發展相關決策支援分析工具與模式，提高政府及

醫療院所決策的能力及影響力。對於民眾而言，使老年人口能夠得到更

完善的照護，使民眾得以透過單一窗口就能取得完整的醫療服務並延伸

現有醫療健康照護服務範圍，不僅能夠完善全人照護，亦能提升生活品

質。對於國內產業而言，得以帶動整體健康照護相關產業，包括醫療照

護產業、資訊軟硬體產業、智慧型手持終端設備、醫材設備等產業產值

提升 [3]。

參、參考美國Learning Health System（LHS）模式，建立國內學習型健

      康照護系統模型基礎

現階段健康照護之服務提供者大多未將豐富且詳盡的醫院病歷資

料妥善應用，導致「資料富裕、資訊貧乏（Data Rich, Information Poor, 
DRIP）」為現今醫療現況。更進一步了解，雖然現在各級醫院多有導

入品質管理概念如PDCA品管循環、RCA根本原因分析、TQM全面品

質管理等工具或手法以提升醫療品質，但目前的臨床資料分析大多以

個案處理，並無系統性的了解、分析以及實踐，再加上研究顯示將臨

床知識轉化成臨床實踐需要花上數年時間才能達成，因此利用資通訊

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取得各層級巨

量健康資料進行有意義之分析、應用，並縮短知識的鴻溝（Knowing-
Doing Gap）為國內下一階段發展醫療健康資訊（Heal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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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HIT）之要務。

持續地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的概

念，最初由美國國家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在2007年

發表，目前在國內迅速展開，並被世界各地採用。這份初步報告催化15
卷由IOM出版之學習醫療衛生系統系列，此外2013年出版之Best Care at 

Low Cost: The Path to Continuously Learning Health Care in America  [4] 一

書，更被視為是美國醫療政策白皮書，用於解決日漸複雜的醫療系統與

日益高昂的醫療費用，並探究如何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好的醫療照護，

迄今已快速地被許多國家參考或採用。LHS是基於數據和分析來產生的

知識，將這些知識反饋給參與者，其目標是改變行為、改善健康和改造

組織實踐循環。在學習醫療衛生系統的中心被灌輸的能力和承諾在學習

衛生保健系統的各個層面，使每一個參與者的互動，有機會持續改善制

度，實現LHS改變醫療保健和健康之願景 [5]。

在發展LHS的過程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需要被持續關注，即是我

們該如何促進、維持並不斷推進這樣大規模的社會與醫療變革。為了應

對這場漫長的挑戰，我們需要跨領域、跨學科的人員不斷溝通與合作，

並分享彼此的知識與技能，最終回饋給社會。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LHS研究團隊於2013年5月開始執行「Focus: “Completing 
the Loop”」計畫，主要目的為開發一套各國醫療體系皆適用之關鍵

LHS，而這套LHS可以使個人的健康資訊被適當的整合與使用，藉由不

斷的分析與學習，其成果可作為反饋、知識共享與驗證。當某些醫學準

則改變時，其數據也會同時修正，於是此循環即產生（圖2-1）。

 

第二節   概念依據

沒有妥善利用豐富且詳盡的醫院病歷資料為現在醫院的現況，加上

目前許多臨床資料分析大多以個案處理，並無系統性的了解、分析與實

踐，導致這些研究成果在轉化成臨床實踐上會花費許多時間，並產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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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知識的鴻溝（knowledge gap）及執行之間的不一致（knowing-doing 
gap）。以院內不良的醫令系統提醒為例 [6]，不僅浪費很多醫師時間，

更會對院內資訊系統失去信心；從臨床角度或醫院經營來看，若不能妥

善分析現有龐大的醫療紀錄與資料，將會失去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並失去

競爭力。

面對人口轉型後的社會衍伸之社會照顧資源、醫療健康政策等刻

不容緩的議題，應用資通訊、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等技術以提出

適切的解決措施，為全球衛生相關單位正在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未來

若能將LHS模式放到國內電子健康記錄中加值應用，從源頭出發了解

資料品質、醫療品質的優缺好壞，提升臨床研究者及醫療機構人員回

          圖2-1   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LHS）循環

                    （afferent著重於big data, efferent重視electronic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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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檢視及修正目前的各項品質、指標的動力，進而落實改善臨床實務

（practice）、醫療品質及醫療行為。因此本章節期望政府能先從健康資

料最大導入LHS學習模式與國內醫療機構使用，並舉辦國際研討會／工

作坊與世界各國LHS實踐者分享執行經驗與合作，期望能夠大幅提升個

人健康資料之應用價值。

由美國國家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於2007年開始

倡議與推動之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提供

了一套相當可行且重要的理論架構，它強調如何將大量的醫療及健康資

料轉化為醫學知識，再將知識應用到臨床實務上。由健康照護服務提供

者建置一套可以持續滾動且可以持續修正的學習性模型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必須從各式資料模組中找到能改善整體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的影響

變數，而LHS即是建置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的重要且須能容納龐大健康

資料之模型架構，並利用LHS的方法學著手執行並改善現階段重要的臨

床問題，最終達到「因為真正的問題而啟動LHS cycle，以解決問題之

目的作為結局」之目標。

第三節   建議策略

壹、利用系統性的方法滾動LHS改善臨床問題

一、鼓勵大型醫院結合目前的醫療品質、病人安全及醫院資訊部門

LHS委員會。

二、鼓勵醫院建立CDR（Data warehouse），並嘗試利用LHS cycle
方法著手執行並改善現階段重要的臨床問題。

三、能夠系統性的介入並系統性評估介入與不介入的結果。

四、從結果（outcome）中學習，再從流程（process）跟結果

（outcome）中改變結構（structure）跟流程（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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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持續性的學習循環（Learning cycle）

一、淘汰不需要的資料收集或統整類似同樣（重複收集）的指標或

分析資料等。

二、分享並推動給有貢獻的單位有效應用。

三、推動區域聯盟（大型教學醫院輔導中小型區域及地區醫院、公

會或學協會亦可擔任結盟角色）。

第四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由社團法人主導，並邀集政府及相關單位共同參與LHS推動並

成立工作坊，並於全國各地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分享會等，蒐集醫院

執行LHS之成功經驗並邀請演講分享。

貳、由政府提供足夠誘因鼓勵醫院投入資源，建立LHS系統之永續

性（sustainability）及複製擴散之能力。

參、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共同成立國內學習型健康照護系統聯盟／工

作坊。

肆、參與醫療品質國際會議及案例分享，投稿至LHS國際期刊。

伍、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學習彼此執行經驗。

陸、建立次級研究資料及演算法分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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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臨床醫療實務
――將人工智慧帶進每個醫療決策

      （章節負責人：謝忠和、吳杰成）

摘要

壹、問題背景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近年來快速發展，並相繼運用

於不同的領域（如 Apple Siri, Google AlphaGo, IBM Watson...），如何將

AI應用於臨床實務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是一大課題。目前AI於
臨床實務的運用，仍在初始階段。

貳、現況分析

AI依使用工具分類，由簡而繁可大致分為以規則為基礎的推論

（Rule Based Inference）、以機率為基礎的推論（Probabilistic Inference）、
統計模型（Statistical Modeling）、評分系統（Ad Hoc Scores）、及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現代醫療進入一個4P（Preventive預防性、

Predictive 預測性、Participatory參與式、Personalized 個性化）的醫療照

護整合時代。必須靠大量的數據分析以提供適當的照護。人口快速老

化，醫療照護的需求也隨著快速增加。透過AI應用於篩檢、監測、預

防……等需大量人力的情境，將是解決的方案之一。目前AI應用於臨床

實務的問題：重覆類似的系統、過多偽陽性資訊以及未知的偽陰性，即

使為真陽性資訊，也可能因使用者對系統沒信心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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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標設定

一、提升AI應用於臨床的技術水準。

二、藉由大量健康醫療資料打造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DSS）。

三、拓展AI於臨床的使用範圍。

四、提升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肆、根本問題分析

一、運用的AI技術過於粗淺。

二、醫療與AI相關產業的交流仍不足。

三、運用AI 的醫療健康機構不足。

四、AI的臨床運用不足。

伍、因應對策提出

一、提升AI應用於臨床之技術水準，引進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啟發式學習及機率式統計學習等方法學。

二、推動AI臨床應用的產學及研究計畫。

三、促進醫療業與科技業交流

四、推廣AI技術於醫療院所、藥局、醫療行政機構、慢性照護機構

之實務應用。

五、結合醫療大數據，應用於AI系統之建立。

六、鼓勵上述機構利用AI系統提升醫療品質、減少醫療錯誤、提升

病人安全。

七、評估並監測無效的提醒與警示所造成之不良影響，如生產力損

失、警示疲勞（alert fatigue）、對資訊系統的不信任感、造成醫療照護

者分心（distraction）等，並有效改善。

八、多培養具醫療背景的醫學資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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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實施規劃：

哪些行動 誰負責
什麼時候

完成

推動先進AI技術於臨床實務應用之旗

艦型計畫

醫療策進委員會

生策會

科技部

經濟部科專計畫

等

2017

鼓勵先進AI技術於臨床實務應用之跨

領域研討會、競賽與觀摩活動

科技部

衛福部
2017

在適法前提下，開放健康存摺之API
以利整合於AI應用程式於提供較優生

活模式

健保署 2017

評估並監測無效的提醒與警示所造成

之不良影響
衛福部 2017

提供可能使用的情境範例：

‧提升各類整體風險預測、計算、評

    估
‧應用於病人安全，如預防住院中跌

    倒、預防非預期CPR等

‧運用先進AI技術於個人化醫學及精

    準醫學

‧運用先進AI技術以提升診斷正確性

衛福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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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策方向

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帶入臨床實務為當務之急。

近年來資訊軟體與硬體的快速發展，將人工智慧帶入了另一個新境界。

Google的AlphaGo打敗了南韓棋王李世乭，讓全球對人工智慧有了不同

的看法；IBM的Watson、Apple 的Siri、各家廠商正在進行中的無人駕駛

車……等，均在各個不同領域展現人工智慧的應用。根據麥肯鍚的研究

報告，在2025年前，AI將創造50兆美元的新價值，而其中有一大部分是

與醫療相關。如何將這些技術，導入臨床實務，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人

安全，是政府相關部門需要考量的 [1] 。

發展「創新運用」是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臨床實務的具體方向。人工

智慧有許多不同的類型，在發展上需要大小不同的資源。AI的臨床運用

仍需受現有醫療相關的法律所規範。因此，發展以現有的AI技術於臨床

的創新運用（如心電圖判讀技術運用於到院前救護，以提早啟動後續機

制並提升急性冠心症的照護品質），是比較具體可行的方向。

AI的臨床運用較適合於篩檢、監測、預防……等重覆性高、需長時

間或大量人力的場景。目前我國人口正快速老化，照護的需求亦隨之快

速成長。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達到預期的醫療品質，是很大的挑

戰。電腦本身具有不疲勞、不忘記、計算速度快、完全遵從指令……等

特性。可以協助許多重覆性的工作（如生命徵象之監測），透過適當的

導入，可以減輕臨床人員的工作負擔，同時達到提升醫療品質與病患安

全之目的。

第二節   概念依據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指的是「由機器所表現」的智

慧。白話地說，當機器表現出類似人類的某些認知功能（如學習或問題

解決等）時，我們就會套用AI這個詞在機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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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有許多分類的方式，若依據其使用的工具分類，由簡而繁，依序

如下 [2] ：

(1) 以規則為基礎的推論（Rule Based Inference）：透過專家的協

助，建立相關規則及反應方式，如「血壓大於150則通知護理師」，

「藥物處方含病人過敏藥物則警示」，為目前AI應用於臨床的最常見方

式。其主要缺點為成本較高、規則複雜時會導致反應遲緩、及無法處理

規則外的情境。

(2) 以機率為基礎的推論（Probabilistic Inference）：用機率來描述

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以處方藥物為例，可以計算過去相同診斷，相同

處方組合所發生的機率，進而推論處方的合理性。

(3) 統計模型（Statistical Modeling）：使用更進階的統計模型（如

線性迴歸或邏輯迴歸等），應用於實務（如計算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4) 評分系統（Ad Hoc Scores）：通常為以統計模型為基礎，為便

於臨床運用所建構的系統。如Alvarado Score以8項臨床表現共10分來評

估急性闌尾炎的可能性。

(5)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使用較多的電腦演算法，透過

不同的「學習」方式，來達到智慧的呈現。Google的AlphaGo即是「深

度學習」（Deep Learning，一種類神經網路的學習方式）的代表作品。

現代醫療進入一個4P（Preventive預防性、Predictive預測性、

Participatory參與式、Personalized個性化）的醫療照護整合時代。醫療

資料龐大且影響個人健康相關因子遠比實際照護流程可擷取的資料又來

的複雜。要達到4P的目的，整合醫療大數據，運用資料探勘分析的方

式，建立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是可

行的方式。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研究，臺灣將於2018年進入65歲以上人口佔

比大於14％的高齡社會，並將於2026年進入65歲以上人口佔比大於20％

的超高齡社會 [3] ，伴隨著高齡化社會的是快速增加的醫療照護需求，如

何運用有限的資源滿足這些需求是一大挑戰。透過AI於臨床的應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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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需大量人力資源的醫療服務（如篩檢、監測、預防……等），將是

面對高齡化社會醫療需求的解決方案之一。

目前有許多人工智慧應用於臨床實務的實例，有幾個重要的問題：

(1) 重覆類似的系統：大部分的「智慧系統」屬於基本的依規則為

基礎的推論（如檢驗檢查結果的提醒、藥物過敏及交互作用提醒)，大

多數醫院使用同樣的方式，重覆建置類似的系統，未能採用較先進的AI
工具。

(2) 過多偽陽性資訊：以Sarah（2015）等的研究為例 [4] ，約81%藥

物過敏提醒資訊被臨床醫師推翻（override） [5] 。Saul（2003）的研究也

指出，臨床醫師會推翻91.2%的藥物過敏反應提醒及89.4%的副作用提

醒。可見現行的系統，提供過多偽陽性的資訊。

(3) 未知的偽陰性：雖然沒有正式統計，但一定比率的偽陰性，是

可預期的。

(4) 即使為真陽性資訊，也可能因使用者對系統沒信心而忽略，導

致AI的系統未真正發揮其效能。

(5) 不夠 “Smartˮ 的資訊系統，是否真正達到改善醫療品質的目的，

或反而造成臨床人員的干擾，其真正的成本被忽略了。

(6) 目前的系統，多以各個單位為中心（藥事單位負責藥物相關資

訊系統，檢驗單位負責檢驗相關資訊系統），雖然可以解決部分問題，

但碎片化的資訊，缺少整體性的智慧，也未能達到真正以病人為中心的

目標。

有鑑於以上的問題，在應用AI於臨床實務時，使用的策略必須有所

調整，才能避免上述的問題再發生。在建立AI的規則上，必須使用多面

向的資料或較先進的演算法，以提高其正確性。最先進的演算法，可以

由科技領域發展，在醫療領域，則是較強調如何將現有技術作創新的運

用。在臨床過程中，有各種不同的情境可以導入AI，尤其是醫療品質提

升與病人安全，在這些面的需求更甚以往。各個醫療機構必須根據自身

的需求、問對問題及發展相對的AI應用實例，才能讓AI在醫療領域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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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功效。

第三節   建議策略

壹、提升AI應用於臨床之技術水準，引進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啟發式學習及機率式統計學習等方法學。

貳、推動AI臨床應用的產學及研究計畫。

參、促進醫療業與科技業交流。

肆、推廣AI技術於醫療院所、藥局、醫療行政機構、慢性照護機構

之實務應用。

伍、結合醫療大數據，應用於AI系統之建立。

陸、鼓勵上述機構利用AI系統提升醫療品質、減少醫療錯誤、提升

病人安全。

柒、評估並監測無效的提醒與警示所造成之不良影響，如生產力損

失、警示疲勞（alert fatigue）、對資訊系統的不信任感、造成醫療照護

者分心（distraction）等，並有效改善。

捌、多培養具醫療背景的醫學資訊人員。

第四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推動先進AI技術於臨床實務應用之旗艦型計畫（例如：醫療策

進委員會、科技部、經濟部科專計畫等）。

貳、鼓勵先進AI技術於臨床實務應用之跨領域研討會、競賽與觀摩

活動。

參、提供可能使用的情境範例：

1. 提升各類整體風險預測、計算、評估，如入院、離院等。

2. 應用於病人安全，如預防住院中跌倒、預防非預期CPR等。

3. 開放健康存摺之API以利整合於AI應用程式於提供較優生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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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議。

4. 運用先進AI技術於個人化醫學及精準醫學。

5. 運用先進AI技術以提升診斷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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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迎接健康照護物聯網時代

     （章節負責人：李佩珊、郭景桓）

摘要

壹、問題背景

全球智慧行動裝置與物聯網的普及，2014年全球手機普及率已達

61％，而臺灣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率更已接近70％。隨著行動網路的覆

蓋率和使用人數不斷增加，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50億，而這些行動裝

置與物聯網設備如何於健康照護創新應用，服務能否普及與持續推展居

民之健康促進活動。透過自主性的個人定期健康測量，達到全民健康促

進的目的。

貳、現況分析

近年來穿戴式裝置發展及應用被熱烈討論，但尚未有健康促進應

用之有效性的應用及研究結果，因此希望可以有效利用穿戴式裝置的優

勢，提出應用於健康促進之可行性評估相關建議。

參、目標設定

一、建置成熟的試驗場域，提供業者進行設備整合開發的環境。

二、建立平台，進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設備連結性及

準確性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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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根本問題分析

穿戴式裝置的發展蓬勃，加上物聯網的普及，但未有普及與持續的

健康促進應用，除了設備業者各自發展未能整合開發，缺乏可行的試驗

場域及設備連結性及準確性認證標準。

伍、因應對策提出

一、由公正財團法人建置穿戴裝置與IoT整合試驗場域，提供業者

成熟的測試環境進行設備開發，以提供完整的健康促進服務方案。

二、由公正財團法人建立平台，進行IoT設備連結性及準確性認

證，舉辦如Connecta Thon活動，並定期公開認證結果。

三、業者對於平台所蒐集的資料若要進行分析應用，可透過IRB審

查把關同意後再釋出。

四、啟動旗艦計畫，由醫院為中心結合醫療相關資訊及IoT健康維

護資料等，提供民眾更完整的健康管理資源。

五、委託公正第三方（研究機構／財團法人）)開發去識別化認證

方式，蒐集民眾於裝置上之資料。

六、委託財團法人或學術機構等辦理年度臺灣國際健康App展及創

意競賽等全國性活動，更可發展為國際性展覽活動，以吸引國內外有創

意可行的應用發展。

陸、未來實施規劃：

哪些行動 誰負責
什麼時候

完成

一、建置IoT設備整合試驗場域 公正第三方 2018

二、IoT設備連結性及準確性認證 公正第三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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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策方向

壹、提升電子病歷、健康存摺、雲端藥歷等開放資料集之價值及應用

衛生福利部（改制前為衛生署）於2008年開始推動「國民健康資

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cs Project, NHIP），計畫內容包

含民眾熟知的「推動實施電子病歷」及「建立及營運醫事憑證管理中心

（Healthcare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HCA）」。而隨著雲端運算架構發展

越來越成熟，衛生福利部自2013年依照NHIP的實施進度規劃，執行完

整的的臺灣健康雲計畫―包括醫療雲子計畫、照護雲子計畫、保健雲子

計畫、防疫雲子計畫，健康雲計畫包含三大領域，其中醫療雲是藉由電

子病歷交換的機制，串連不同醫療院所間的診療服務；保健雲則是會依

照民眾的不同需求，提供個人化預防保健資訊；照護雲則是考量到臺灣

人口逐漸老化的問題，為解決現有醫療資源與人力不足的狀況，希望透

過共用照護IT資源平臺，建構國內整體健康資料庫，得以發展相關決策

支援分析工具與模式，提高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讓臺灣老年人口能夠得

到更完善的照護，讓民眾透過單一窗口就能取得完整的醫療服務，延伸

現有醫療健康照護服務範圍，完善全人照護，提升生活品質；帶動遠距

健康照護相關產業，除醫療照護產業外，如相關資通訊設備產業、資訊

軟硬體產業、智慧型手持終端設備、醫材設備等產業產值之提升。

貳、臺灣 Health IoT（HIoT）和穿戴式科技於健康照護產業的應用與

      發展機會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長邵耀華於DAF 2014智慧醫療

論壇指出，發展數位醫療科技對臺灣產業之效益，在於：(1)行動科技與

醫療照護服務的結合潮流，將會對臺灣醫療器材與ICT業者，帶來產業

活化及創造新價值的行動醫療新商機。(2)臺灣的醫療服務與資通訊產業

具有優勢實力，藉由醫、產、研的共同合作，可驅動臺灣相關軟硬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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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打造產品／服務的創新應用，搶佔全球火熱的行動醫療市場。(3)醫
療相關資料大量產生，將可帶動相關的「預防及保健管理」產品／服務

應用需求，藉由結合雲端服務，可加速養生照護產業與健康促進服務業

的發展。

由於臺灣健保制度保障完善，民眾普遍較未善盡自我健康照護責

任，也因此臺灣人相較於歐美國家運動習慣較不普及。但隨著老年化的

社會來臨，政府在面對健保預算增加有限，但每年的健保支出卻勢必呈

現大幅度的上漲。如何宣導預防醫學的觀念推廣民眾多做運動與健康促

進，以延緩老化及避免生病，應為政府的重要推廣方向。

健康促進是知難行難的議題，其最困難的即是健康的觀念養成與行

為改變，也因為這些錯誤的觀念與行為導致於個人亞健康的現況。目前

在穿戴式科技導入之健康促進應用，目前仍多是以運動、減重為主。以

穿戴式科技為工具提供教練與健康促進人員督導學員健康促進的方案進

行，或是提供自我健康促進之管理工具。透過穿戴式科技可以統計相關

的運動量、心率指標與行為指標，也可以讓個案管理師與健康促進人員

更了解個案之落實執行程度與生活型態，提供個人更明確的量化數據，

並清楚了解其與所設定指標（每日、每周、每月等）的落差。

行為改變的過程是孤獨的，因此市面上有些APP提供運動揪團與社

群媒合的功能。希望能透過結合同樣需求的個案，可以在健康提升的過

程彼此互相經驗分享或激勵關懷，以有效落實健康提升的成效。另外，

國外有些保險公司透過鼓勵運動，提供對應之保費減免。或是企業鼓勵

員工多參與健康促進活動，提供紅利積點換贈品的誘因機制，都可以提

升個案參與健康促進的意願，以及提升持續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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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概念依據

壹、穿戴式裝置在健康促進應用法規面跟資安面相關探討

儘管穿戴式產品上市需要經過漫長的認證過程（圖4-1），但目前

穿戴式科技產品仍缺乏全球一致的監管規定及標準，其中在產品安全規

定部分大致相似，但在化學成分及與環境影響相關的事宜上是以歐盟的

規定較為嚴格。另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醫療、健康

及保健設備所訂的規範則更為嚴格，因此在考量未來法規與標準發展尚

圖4-1   穿戴式產品認證過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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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與落實等前提下，穿戴式科技產品製造及其衍生服務產業，目前

只能選擇較為嚴格的業界標準做為實際必須遵循的規範與準則 [1]。

在資訊安全部分，目前大多數應用於健康促進之穿戴式裝置與軟

體程式皆以是否符合1996年通過的醫療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與2009年的經濟與

臨床健康資訊科技法案（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 HITECH）做為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基準，這兩項法

案的目的是促進醫療健康產業善加利用新科技，並為醫療資訊的安全和

隱私建立屏障。不幸的是，HIPAA與HITECH並不能保護一切與醫療保

健相關的活動，大部分消費者也無法了解當他們同意這些產品與服務聲

明中的政策後會犧牲掉哪些個人隱私。因此，以下將分別就資訊安全與

資料隱私議題、現行標準與相關法規介紹與資安體系建構與建議等分別

進行探討。

貳、資訊安全與資料隱私議題

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應用越來越便利的同時，由於有無線通訊與網

路連結，自然會有我們所熟知的駭客入侵、資料遭竊等資訊安全與隱私

等風險，裝置本身感測器所量測資料也會衍生靈敏度與正確性等議題。

2011年紐西蘭知名的駭客Barnaby Jack便曾公開展示在完全未知醫療器

材序號的情況下，透過入侵器材內建軟體程式，成功地變更糖尿病患使

用的胰島素幫浦原先設定的使用劑量，並且關閉器材預設的警示系統，

持續地輸出胰島素。

美國緊急醫療研究機構（ECRI）每年都會整合醫療器材事故通報

資料庫的資訊，提出下年度最需急迫應對的十大醫療科技危害並提供建

議，以2016年為例，其中有三件與資訊網路相關（第二名：警報機制失

效造成致命後果；第六名：醫療資訊技術配置與設施的工作流程無法互

相支援；第十名：誤用USB埠引起的醫療器材故障），而2015年則是有

兩件與醫材資訊網路相關（第二名：資料完整性，電子健康記錄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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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系統資料不正確或遺失；第九名：網路安全，醫療器材及系統

的防護措施不足）[2, 3]。

加拿大非營利研究機構Open Effect於2016發布的健康手環隱私與安

全比較分析研究報告，更顯示部分健康手環廠商的產品有資訊安全漏

洞，健康手環可以記錄使用者的心跳、睡眠模式或是運動狀況等資料，

而該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資料可能因為永久且唯一的藍牙ID或允許未經

驗證的第三方存取使用者資料等原因，存在被監控或是資料竄改的風

險 [4]。

目前已知的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應用可能會發生的隱私與資安問題

包括： 
‧	連接網路的穿戴式裝置因為遭到惡意程式的感染，而導致裝置功

能發生問題、網路斷線。

‧	智慧型手機、穿戴式裝置遭到病毒的感染，造成存取個人私密資

料及量測數據等問題。

‧	上傳資料至雲端或遠端資料庫的管道可能造成的風險。

‧	健康促進應用App功能面發生異常時造成的資安風險。

‧	應用系統更新、升級或設定變更都可能對穿戴式裝置造成不可預

期影響。

‧	面臨雲端安全挑戰，像是資料存放有當地法規要求、平台安全弱

點、資料外洩及資料保存等議題。

‧	大數據安全議題，像是安全控制措施不合規範、駭客攻擊目標及

隱私洩露等風險。

‧	科技發展快速而規範制訂無法與時俱進之議題。

參、國際現行標準與相關法規介紹

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應用依據產品的功能、用途、使用方法及工作

原理不同，所須遵循的規範也有所差異，原則上基於個人健康管理目的

提供健康資訊，若不涉及疾病診斷或治療，可不以醫療器材進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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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是搭配醫療器材使用，處理醫療器材產生的資料或用於醫療建

議等目的，則應符合醫療器材軟體之規定。

繼2011年歐盟修定醫療器材指令將軟體納入法規架構中，我國也在

2013年修正藥事法第13條，將軟體納入醫療器材定義，並在2015年公告

醫用軟體分類分級參考指引。目前食品藥物管理署正著手研擬醫療器材

軟體確效指引（草案）及醫用行動應用程式指引（草案），且於2016年

6月召開說明會，接受業者意見回饋，除提供國內業者作為醫療器材開

發之參考，並可縮短產品開發時程，促進我國高階創新醫療器材發展。

表4-1列舉目前穿戴式裝置於健康促進應用相關的國內外標準、規範或

指引。

表4-1   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應用相關標準、規範或指引

                    （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家／

組織
標準、規範或指引 日期 說明

ISO

IEC 80001-1:2010
IEC/TR 80001-2-1:2012
IEC/TR 80001-2-2:2012
IEC/TR 80001-2-3:2012
IEC/TR 80001-2-4:2012
IEC/TR 80001-2-5:2014
ISO/TR 80001-2-6:2014
ISO/TR 80001-2-7:2015
IEC/TR 80001-2-8:2016

2010-
醫材網路

安全標準

IMDRF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SaMD): 
Key Definitions

2013.12.09
醫材軟體

品質管理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Possible 
Framework for Risk Categor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Considerations

2014.09.18
醫材軟體

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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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WP
White Paper on Medical Device 
Software Regulation - Software 
Qual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2014.12.02
醫材軟體

分級

中華民國

醫用軟體分類分級參考指引
2015.04.13

醫材軟體

分級

醫療器材軟體確效指引(草案)
2016

醫材軟體

規範

醫用行動應用程式指引(草案)
2016

行動式醫

材軟體規

範

美國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1996
消費者隱

私權保護

Guidance for Industry - FDA Reviewers 
and Compliance on Off-The-Shelf 
Software Use in Medical Devices

1999.09.09
醫材軟體

規範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ftware 
Validation

2002.01.11 軟體驗證

21 CFR Part 11, Electronic Records; 
Electronic Signatures - Scope and 
Application

2003.08.01 電子簽章

Guidance for Industry - Cybersecurity 
for Networked Medical Devices 
Containing Off-the-Shelf (OTS) 
Software

2005.01.14
醫材軟體

規範

Guidance for the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Software Contained in 
Medical Devices

2005.05.11
醫材軟體

上市前審

查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FTC 
Act)

2006
消費者個

資保護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and Clinical Health Act 
(HITECH)

2009
消費者隱

私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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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組織
標準、規範或指引 日期 說明

美國

FTC’s Health Breach Notification Rule 2010.02.22
有害健康

告知

Content of Premarket Submissions 
for Management of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 -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2014.10.02
醫材軟體

上市前審

查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s -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2015.02.09
行動式醫

材軟體規

範

Medical Device Data Systems, Medical 
Image Storage Devices, and Medical 
Image Communications Devices -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2015.02.09
醫材資訊

系統規範

Postmarket Management of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 Draft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taff

2016.01.22
醫材軟體

上市後管

控

歐盟

MEDDEV 2.4/1 rev.9 Guidelin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al devices

2010.06
醫材軟體

分級

MEDDEV 2.1/6, Guidelines on the 
qual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stand 
alone software used in healthcare withi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medical 
devices

2012.01
醫材軟體

規範

中國 醫療器械軟體註冊技術審查指導原則 2015.08.05
醫材軟體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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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醫療器材的嚴謹法規常讓業者望而卻步，為了

讓業者更容易知道屬於哪些法規所規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於2016年4月提供了簡單的互動工具（https://
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mobile-health-apps-
interactive-tool），只要回覆10個問題，就能了解所須遵守的規範，如此

亦可協助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服務開發業者較有效率的了解法規，對有

意開拓此領域的業者提供不少幫助 [5]。

肆、資安體系建構與建議

穿戴式裝置健康促進服務產業建立及提供行動健康服務時，須將

資料安全納入考量，以確保使用者個人隱私。尤其必須謹慎處理個人資

料，像是姓名、住所、身份證字號及聯絡方式等，在資料儲存、傳輸及

使用過程中所使用之穿戴式與行動裝置設備，應能確保資料不受竄改、

不被未經授權的通訊網路進行傳輸、以及對所傳輸的資料進行加密等安

控機制。因此，建議應考量以下資訊安全強化措施：

‧	審慎評估健康促進服務所必要收集的資料，特別是個資部分，以

減少資訊系統資料加／解密負擔及資安風險。

‧	所收集資料需要再利用時，應確認可分享哪些資訊，並提供告知

同意授權機制，所分享之資訊須進行個人資料去識別化處理，以

降低資料外洩風險。

‧	合理規劃資訊系統授權與身份管理機制，可利用技術包括多重因

素授權（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與系統自動登出等。

‧	存在於行動裝置之內部資料應進行加密或編碼處理，各系統平

台、安控設備之整合與介接，建議應提供資料傳輸加密與隨機編

碼機制，並使用相同的架構來進行建置或管理。

‧	強化組織內部資料的集中控管與人員權責適當的區分，使應用系

統權限設計符合人員的權責執掌。

‧	資訊平台或應用App開發週期各階段，應執行程式碼檢測及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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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點掃描提升其安全性。

‧	建置防火牆來確保遠端連線安全，配合入侵偵測防禦功能等資安

設備，或利用網路安全威脅之監控及回報程序進行強化。

‧	透過系統內建相關安全規則或結合產業特有之行為模式比對、進

行日誌分析、安全性資訊和事件管理關聯分析等方法，以便阻擋

惡意封包及可疑連線。

第三節   建議策略

壹、政府應專注於建立各種健康照護App之Market Place以促進健康

照護App的產業發展：

‧	對於法令規範的解釋要夠清楚、相關建置規則、個資法、健康資

料存取（代理）權要明確定義，以避免防礙（限制）產業發展。

‧	公正第三方提供驗證服務，促成第三方驗證服務，避免政府／產

業承擔過多風險。

‧	 建議政府提供個人化健康照護資料（My Data）存取之API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或Web Service，並提供線上驗

證服務（Authentication Service）。

貳、建議醫療院所提供開放性資料（Open Data）：

‧	開放性資料（Open Data）應包含(1)結構性資料（structure）、

(2)過程性資料（process）、(3)結果性資料（outcome）。結構性

資料呈現出醫療院所是否具備此項設備或人力，如醫護人員數、

病床數、設備清單等；過程性資料呈現出醫療院所作業過程的效

率，門診人數、就診時間等；結果性資料呈現出醫療照護的結

果，如重複就診率等。

‧	 開放資料可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公立醫院率先開放提供

部份資料，（開放資料項目可參考臺灣醫療品質指標計畫指標

THIS Taiwan Quality Indicator Project, TQIP），再擴大至其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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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醫院單位。

參、建立HIoT Data研究雲，鼓勵IoT廠商將蒐集到的數據資料以

（使用者同意）具名或匿名方式匯入雲端，以提升HIoT產業之發展。

第四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委託財團法人或學術機構等辦理年度臺灣國際健康App展，及

創意競賽等全國性活動，更可發展為國際性展覽活動，以吸引國內外有

創意可行的應用發展。

貳、結構性資料（structure）、過程性資料（process）、結果性資

料（outcome）等三類開放性資料（Open Data）應由專屬機構定義並蒐

集，例如：

‧	CDC Data & Statistic――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CDC），開放取用各種資料以促進

公共健康。

‧	Google Public Data Explorer――提供關於醫療保健、經濟狀況、

以及其他主題的大型公共資料集，容易取得、便於探討，且能以

圖表呈現。

‧	 HCUP Databases――由美國保健政策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 Quality, AHRQ）提供，關於醫療保健開支

與用途的資料集。

‧	 Health. Data. Gov――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HS）提供，由美國政府製作並／或

握有的各種健康資料和數據集。

‧	 NationMaster――統整歐盟、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銀行等組織提供的健康資料和數

據。

‧	WHO 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世界衛生組織設立的全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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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觀察站（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提供關於全球健康重點

議題的資料和分析。

‧	World Bank Health Data――世界銀行（World Bank）針對各國

醫療保健體系、疾病預防、優生保健、營養攝取、人口數據等

等議題所收集的資料（Reference from: http://pansci.asia/archives/ 
24048）。

參、由公正財團法人建立平台，進行IoT設備連結性及準確性認

證，舉辦如Connectathon活動，並定期公開認證結果。

肆、啟動旗艦計畫，由醫院為中心結合醫療相關資訊及IoT健康維

護資料等，提供民眾更完整的健康管理資源。

伍、開發去識別化認證方式，蒐集民眾於裝置上之資料。

陸、業者對開放資料（Open Data）的利用，可藉由IRB審查把關同

意後再釋出。

柒、媒合平台。

捌、HIoT（wearable & non-wearable, ex. environment sensors）。

玖、促進累積HIOT對臨床研究及試驗的證據。

壹拾、Use case／促進service model試驗（usability, clinical trial, 
ex.living lab）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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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健康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服務之應用
――資訊科技e點靈，長照就能二點靈

       （章節負責人：祁力行、許權廣）

摘要

「長照十年2.0計畫」，2017年將是長期照顧居家照護元年 [1] 。長

照政策有下列目標：

(1) 以長照服務法奠定法源基礎，長照2.0為執行架構。

(2) 強化及整合長照資訊系統（HIT-LTPAC），以長照管理中心為核

心，提供以個案為中心的整合照護方案。提供到宅服務，社區三級整合

（ABC）長照關懷據點，以創造在地老化的環境。

(3) 長照服務資源宜普及、均衡，而且要能在地化，良好的長照資

訊系統有利於統籌與分配之。

(4) 充實長照人力資源，強化外籍看護工之功能與品質。長照資訊

系統亦有助於人力資源的掌控。

(5) 產業適度參與長照服務，包括資訊通訊業者的參與。

(6) 逐步擴大服務對象，長期照顧服務法已將家庭照顧者納入服務

對象，並明定家庭照顧者的支持服務項目。建構良好的長照資訊系統才

能提供良好的服務。

本章建議策略計有充實資訊軟體與硬體的質與量，加速硬體基礎建

設，縮短城鄉的數位差距，推行遠距醫療，建立模組化的HIT-LTPAC資

訊標準交換平臺，提供全功能的照管專員的行動裝置。最重要的是，由

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以及社家署主導，應建立全國跨部會（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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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勞委會、衛福部等）的共識，在法令、交換標準與作業流程方面，

有統一的作法，以改進收案管理與服務提供的效率 [2] 。 

第一節   前言

現代的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使得臺灣高齡人口的死亡率逐漸下降，

加上持續的低生育率、人口外移，「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持續攀

升，於2014年底已達12.0％（281萬人）。65歲以上對0-14歲人口之老

化指數為85.7％，而且逐年加速增加。推估約於2026年時臺灣將會進入

超高齡國家之行列（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之20.6％） [3] 。要有良好的

長期照顧體制、健全的長期照顧管理系統，足夠的照顧服務人力，才能

讓失能者的照顧重擔，不再只由家人來承擔。盤點2015年全國的「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之長期照顧管理專員（以下簡稱照管專員）共計有315
人，依據2012年1-12月系統所提供之資料，全國失能個案數為113,202
位，故每位專員服務個案數將近300人，依照2009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之規劃報告建議，每位照管專員服務個案之合理數應介於100-150
人，所以目前照管專員是以二倍的負荷在執行業務。增加的使用人數、

資訊流量，將對現有的長照資訊系統，造成更為嚴苛的負擔。在高齡

化社會來臨之際，以下的政策議題均值得關注，包括銀髮住宅、社區

安養、長期照護、失能老人服務宅配（社區服務、居家服務、到宅醫

療）、輔具輪椅、社區參與、終身教育……等，以維持高齡者活力與尊

嚴，在地老化是為終極目標。

本章節檢視現況，發掘問題，期許能以國家的HIT-LTPAC（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Long-Term and Post-Acute Care）資訊實力，

發展出以個案管理為導向的長期照護平台，結合各級醫療院所、警政消

防、教育機構、實驗檢驗所、復健中心、各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以建

立有效率的長期照護服務網。HIT-LTPAC系統應包含整合性長期照護平

台，以連接現有的資料庫及雲端系統，由照管專員的行動裝置亦可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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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擁有整合且單一的資訊介面，而且能確保資訊安全。

第二節   政策方向

自民國2008年開始，我國第一階段長照十年計畫邁出腳步，緊接

著2013 年建設長期照顧服務網，並進一步強化長照服務的普及性與在

地化，以提高長照服務品質，分擔失能家庭長期照顧負擔，2017年更是

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草案，增訂遺贈稅、菸品稅所調增的稅收作為

長照財源，使得長照十年計劃2.0有更好的根基，亦可藉由此政策增加

長照服務產業相關就業機會，促進居住修繕、輔具科技、營養餐飲，以

及資通訊科技的整合服務。資訊系統須整合居家、社區及機構住宿式的

綜合式長照機構，提升長照服務的輸送效率，以因應服務對象的多元需

求。社政與衛政整合之後的資訊系統，「歸人」及「雲端化」將是改革

的重點。為使長照服務體系永續發展，長照政策有下列目標：

(1) 強化及整合長照資訊系統（HIT-LTPAC），以長照管理中心為核

心，提供以個案為中心的整合照護方案。以提供到宅服務，及368鄉鎮

佈建多元日間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中心）等關懷據點，創造在地老

化的環境。

(2) 長照服務資源宜普及、均衡，而且要能在地化，良好的長照資

訊系統有利於統籌與分配之。

(3) 充實長照人力資源，強化外籍看護工之功能與品質。長照資訊

系統亦有助於人力資源的掌控。

(4) 產業適度參與長照服務，包括資訊通訊業者的參與。

(5) 逐步擴大服務對象，長期照顧服務法已將家庭照顧者納入服務

對象，並明定家庭照顧者的支持服務項目。建構良好的長照資訊系統才

能提供良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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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概念依據

壹、跨域整合及資通訊科技創新應用：以長期照護管理評估之行動

化服務為例（Evaluation of LTPAC management - mobile services）。行政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研究案2014（內容

來自針對下列人士的質性訪談、深度座談：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照護管理

人員，衛生和社福學者專家，衛福部、內政部與勞動部之業務主管）。

貳、2025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2013年出版）[4]。

參、2016年基隆市政府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智慧樂齡生活平台建

構計畫 [5]。

肆、資通訊科技在健康產業（Health IT）的應用，大致包含了臨

床、照護、機器人、疾病紀錄、教育、遠距醫學等，使用層面擴及醫

者、病患、健康民眾等 [6] 。

第四節   建議策略

壹、充實資訊軟體與硬體的質與量：

一、 檢視現有電腦硬體、儲存系統，有線網路系統，增加公有行

動裝置的數量，建議可以有簡化版的app軟體，安裝在個人

私有的手機／平板電腦，可大幅增加使用裝置的數量，且

不至於讓成本大幅上揚。OS作業系統宜升級到最穩定的版

本，不一定是最新的版本。

二、系統軟體具有關聯性資料庫、大數據處理能力、雲端與網路

是基本的需求，VPN加密網路可以提供保全。可以評估使

用開放源的免費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且具有跨平

臺（MS Windos, Mac OSX, Linux, Android OS, iOS等）的支

援，並有系統防毒與對抗駭客入侵的能力。個人身份的認

證，可以使用自然人憑證＋讀卡機，甚至以手機的NFC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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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認證。

貳、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衛福部，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以公私合夥經營模式，有適當的利基，以加速硬體基礎建設，縮短城鄉

的數位差距。民間電信業者與便利超商通路，是可以合作的夥伴。在偏

鄉／原鄉的衛生中心、診所、警察派出所、便利超商、教會、里民活動

中心，廣設網路及電腦設備，以及wifi hotspot熱點，鼓勵在宅長輩每日

都要來打卡積點數、量血壓量血糖，與同伴多多互動。

參、HIT-LTPAC資訊系統，應為模組化，以適合不同機構的需求，

主要的功能是依照管中心的需求，計有：

一、E-charting電子化評量表，可協助照管專員進行「照顧管理

評估量表」的評分，訂定照顧計畫（care plan），公文收發

流程是基本需求。照管專員，從收案、訪視車程、實際評

估、擬定照護計畫、確認服務及撰寫個案紀錄等，收案服務

一位案主平均大約需要花費400分鐘，整合性的系統應該要

縮短這個時程，包含交通時間，僅需2小時。

二、 「長照到宅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長照管理中心／居護所／

醫院社區醫學中心，媒合醫事人員，由「轉介」、「個案管

理」、「出院準備服務」流程，進入家訪、到宅醫療的專案

申請、支援報備，讀取雲端病歷及用藥處方、實驗診斷數

據、醫學影像。到宅醫療的器材，三合一生理數據可以上

線，與醫院電子病歷整合。Telemedicine遠距醫療、「居家

遙測（telemonitoring）與緊急救援通報服務」，有助於在醫

師治療結束之後持續追蹤病情。Biometrics（vital signs：呼

吸、心跳、血壓，activity：活動狀況，血糖值，血中氧飽和

濃度SpO2，以及疼痛指數）上述這些生理資訊，若能連上

健康照護雲，則可以做為長期照顧的監測數據，並有利於醫

距醫療，開立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處方籤。遠距醫療可以

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以應付醫事人力不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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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案家的電腦與手機結合，可以上網接收衛教、復健的行動

照顧指引（Computer-guided self-management），及口腔衛

生照護，亦可在線上接受指導，替失能的案主刷牙。配合遠

距醫療提供諮詢與建議。

四、「小規模多機能日間照護中心」（簡稱小規機中心），提供

社區型整合照護服務，包含到宅送餐、就醫接送、臨時短期

住宿（夜間）、喘息服務（Respite Care Service）。

五、不同的系統模組，可以推廣應用於老人安養中心、老人養護

中心、護理之家、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長期照顧中心、仁愛

之家、榮民之家等機構，以利掌握失能老人的身體健康狀

況。

六、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的

模式，可以應用在居家照顧人力的派遣（deployment），以

執行「居家服務」、「居家照護」、「喘息服務」、「居

家復健」。「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家庭托顧服

務」，「走動式」服務提升人力調配的效率，流程與動線的

規劃，服務內容的掌握等，並可增加案家（即顧客的滿意

度）。

七、居家安寧照護，藉由生理數據的監控，可以適時接受醫院醫

護人員的指引，讓家屬放心，患者安心。

八、整合／連結資料庫，包括照管中心、身心障礙福利整合平

台、獨居、ICF身心障礙分類查詢、外籍勞工動態、戶政／

役政、社政資訊系統、老人福利、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

對／資源整合系統、輔具資源、電子病歷、心理衛生（家

暴、性侵、精神障礙）以及榮民退輔會系統等。進一步可以

聯繫民間單位、志工、社區資源及社會役人力等，提供電話

問安、關懷訪視、康樂活動、陪同就醫、餐飲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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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勾稽（audit）：為避免長照資源遭到浪費，整合後的資料

庫，提供勾稽功能，使照管專員可以輕易辨識案家是否不符

資源使用、甚至重覆使用。資料庫亦有利於疾病健康分析與

存活分析。

十、 「人籍不一」處理方式最為繁複，「apply」由戶籍地之地

方政府核定案主，「pay」負擔費用，而案主於居住地接受

長照服務「services」，各縣市的申請流程均不統一，不利

於資訊系統的自動化處理。整合後的平台要能簡化這個流

程。

十一、設法增進服務提供單位端之行政效能。

肆、整合並升級衛福部的「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行動載具APP」，善

用觸控螢幕（touch screen）、手寫及語音辨識，可加速資料輸入。單機

功能要包括：

一、系統具備完整「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評估，可在現場受理

「新案」。 
二、全球定位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結合google

地圖交通指引，規劃案主住家的路線，並有結合輔具

（Assistive Devices）資源中心、長照資源而成的「長期照顧

服務資源地理資訊系統」（LTC-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可以打卡紀錄訪察行蹤。

三、 存取照顧服務方案，並可以看到照顧服務員的即時動態。

四、 線上公文系統。

五、 計算機。

六、 存取案主上傳至雲端的生理資訊，與現場量測值做比對。

七、 照相與影音功能是標準配備。

八、 語音辨識記事本、行事曆。

九、 網路不通時可以離線操作，待上線時自動續傳資料，即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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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順暢，也必須確保系統運作順暢，零lag，不閃退，資

料不會缺漏。備份應急方案，內建PDF版評估量表，可勾選

輸入存檔，可以手寫輸入「簽名」。

十、 緊急求助，重視照管專員及案主的人身安全。

伍、由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社會保險司，以及社家署主導，

建立全國跨部會的共識（內政部、勞動部、衛福部等）：

一、個人資訊保護法的公務解釋（主辦機關：衛福部，協辦機

關：法務部），對「因公務執行之需，合理使用個人資料」

（rational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the need to perform 
official business），以及安全的授權（authentication）及代理

（proxy）的機制，才能有利於前述的資料庫交換分享。

二、以標準交換的機制來整合各資訊系統，並不須要特別刪減機

關的預算科目與計畫經費，只是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之上，讓

原本各系統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三、整合Health Care Cloud「健康照護雲」、「健康存摺2.0」，

與醫院的雲端病歷，並連接中央與地方所屬各長照資訊系統

（衛福部社家署的「智慧社區照顧服務平臺」、「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平台」，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長照服務資

源地理地圖」，及各縣市衛生局的「長照管理中心資訊系

統」）。

陸、資料庫間的連接必須有明確的結構定義（data schema）與交換

標準，資訊方能即時更新，並讓「人籍不一」處理方式可以簡化統一。

柒、長照人力資訊管理系統：除了有CRM的概念，並須建置長照

人力繼續教育系統，長照人員資格認證及登錄系統，推廣HIT-LTPAC資

訊系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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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建議政府將長照（行動不便〈access困難〉／慢性照護〈cost
高〉病人）遠距醫療／評估／照護／諮詢／會診等應比照山地離島地區

醫療法規辦理：

‧	公聽會――修法。

‧	行政命令解釋。

貳、長照IoT可以refer到chapter 4。

參、民眾資料授權。

肆、HIT-LTPAC資訊系統，應為模組化，以適合不同機構的需求，

主要的功能是依照管中心的需求，計有：

(1) E-charting電子化評量表，可協助照管專員進行「照顧管理評

估量表」的評分，訂定照顧計畫（care plan），公文收發流程

是基本需求。照管專員，從收案、訪視車程、實際評估、擬定

照護計畫、確認服務及撰寫個案紀錄等，收案服務一位案主

平均大約需要花費400分鐘，整合性的系統應該要縮短這個時

程，包含交通時間，僅需2小時。

(2)「長照到宅醫療資訊系統」，連接長照管理中心／居護所／

醫院社區醫學中心，媒合醫事人員，由「轉介」、「個案管

理」、「出院準備服務」流程，進入家訪、到宅醫療的專案申

請、支援報備，讀取雲端病歷及用藥處方、實驗診斷數據、

醫學影像。到宅醫療的器材，三合一生理數據可以上線，與

醫院電子病歷整合。Telemedicine遠距醫療、「居家遙測tele 
monitoring與緊急救援通報服務」，有助於在醫師治療結束

之後持續追蹤病情。Biometrics（vital signs呼吸心跳血壓，

activity活動狀況，血糖值，血中氧飽和濃度SpO2，以及疼痛

指數）上述這些生理資訊，若能連上健康照護雲，則可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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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的監測數據，並有利於醫距醫療，開立高血壓、糖尿

病等慢性處方籤。

(3) 與案家的電腦與手機結合，可以上網接收衛教、復健的行動照

顧指引（Computer-Guided Self-Management），及口腔衛生照

護，亦可在線上接受指導，替失能的案主刷牙。配合遠距醫療

提供諮訊與建議。Grand pad是老人專用的iPad app軟體，大畫

面、大字眼。易於操作，這是案主／案家系統的最佳範例。應

可鼓勵國內軟體工程師，設計開發。善用軟體，例如chatbot這
一類的電腦心理諮商師，易有助於當家人不在身邊時，有個可

以說話的對象。

(4)「小規模多機能日間照護中心」（簡稱小規機中心），提供社

區型整合照護服務，包含到宅送餐、就醫接送、臨時短期住宿

（夜間）、喘息服務（Respite Care Service）。

(5) 不同的系統模組，可以推廣應用於老人安養中心、老人養護中

心、護理之家、醫院附設護理之家、長期照顧中心、仁愛之

家、榮民之家等機構，以利掌握失能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

(6)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的

模式，可以應用在居家照顧人力的派遣（deployment），以執

行「居家服務」、「居家照護」、「喘息服務」、「居家復

健」。「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家庭托顧服務」，

「走動式」服務提升人力調配的效率，流程與動線的規劃，服

務內容的掌握等，並可增加案家（即顧客）的滿意度。

(7) 居家安寧照護，藉由生理數據的監控，可以適時接受醫院醫護

人員的指引，讓家屬放心，患者安心。

(8) 整合／連結資料庫，包括照管中心、身心障礙福利整合平

台、獨居、ICF身心障礙分類查詢、外籍勞工動態、戶政／役

政、社政資訊系統、老人福利、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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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系統、輔具資源、電子病歷、心理衛生（家暴、性

侵、精神障礙）、榮民退輔會系統等。進一步可以聯繫民間單

位、志工、社區資源及社會役人力等，提供電話問安、關懷訪

視、康樂活動、陪同就醫、餐飲服務等。

(9) 勾稽（audit）：為避免長照資源遭到浪費，整合後的資料

庫，提供勾稽功能，使照管專員可以輕易辨識案家是否不符資

源使用、甚至重覆使用。資料庫亦有利於疾病健康分析與存活

分析。

(10)「人籍不一」處理方式最為繁複，（apply）由戶籍地之地方

政府核定案主，（pay）負擔費用，而案主於居住地接受長照

服務（services），各縣市的申請流程均不統一，不利於資訊

系統的自動化處理。整合後的平台要能簡化這個流程。

(11) 鴻海集團旗下代工、日本S of tbank出品的機器人，名為

「Pepper」，租金每個月近2萬6千元，能夠學習與表達情緒，

並與使用者溝通，未來可充當照顧服務員，陪伴者的角色。

伍、照管專員的行動裝置，善用觸控螢幕（touch screen）、手寫及

語音辨識，可加速資料輸入。單機功能要包括：

(1) 全球定位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結合google地圖

交通指引，規劃案主住家的路線，並有結合輔具（Assistive 
Devices）資源中心、長照資源而成的「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地

理資訊系統」（LTC-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可以打卡紀錄訪察行蹤。

(2) 存取照顧服務方案，並可以看到照顧服務員的即時動態。

(3) 線上公文系統。計算機。

(4) 存取案主上傳至雲端的生理資訊，與現場量測值做比對。

(5) 照相與影音功能是標準配備。語音辨識記事本、行事曆。

(6) 網路不通時，可以離線操作，待上線時，自動續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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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緊急求助，重視照管專員及案主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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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生物資料庫與精準醫療

    （章節負責人：張祐誠、蔡世峯）

摘要

壹、問題背景

為促進國民健康，推動生醫研究及相關產業發展，需設立人體生

物資料庫，大規模收集並分析群體genome, phenome, exposome的數據資

料，以達成精準醫療的目標。

貳、現況分析

一、目前國內共有26個生物資料庫，資料結構無一致標準，無法互

通。

二、各生物資料庫個資加密及去識別化方法不同，資安防護水平不

一致。

三、生物資料庫缺乏自行管理國際傳輸風險之能力。

四、生物資料庫之產業運用極度受限，難以推動生醫產業發展。

參、目標設定

一、使國內各生物資料庫之間、生物資料庫與異質資料庫之間、以

及和國外機構之間均能合法、安全、有效的互相流通資料。

二、使產業界能合法有效運用生物資料庫，創造產值並回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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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根本問題分析

一、國內生物資料庫的發展歷程為由下而上，長期缺乏統整，且政

府對於生物資料庫的主管機關僅為科級，其人力與專業均有所不足，難

以建立統一的標準與架構。

二、國內生物資料庫多由學術或醫療機構自行發起推動，未能有效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以國家發展層級進行長遠規劃。

伍、 因應對策提出

一、成立具足夠人力與專業之政府主管單位，建立生物資料庫各項

標準與架構。

二、統整國內各生物資料庫，建立一致之資料交換與安全標準，並

督導落實。

三、建立生物資料庫與異質資料庫之資料串接加密機制與傳輸架

構。

四、建立具分級風險管理機制之生物資料庫國際傳輸架構。

五、建立電子化告知同意與退出機制，使產業界能合法運用生物資

料庫並有效回饋民眾。

 

第一節   政策方向

目前生物醫學研究顯示，大多數疾病是由個體基因、生活型態、

以及外部環境三者的互動影響所導致 [1]，因此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成立

人體生物資料庫，大規模收集並分析群體genome, phenome, exposome的
數據資料，每位病患可將自己的個人數據與群體資料庫進行比對，並依

比對結果選擇最適合的治療方法及藥物，以得到最大化的治療效果與最

小化的副作用，達成精準醫療的目標 [2]。由於每個國家的基因、生活型

態與環境均有其獨特性，因此世界各國均自行建立其族群的人體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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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例如英國The UK Biobank、歐盟BBMRI、美國NCI-CHTN、日

本Biobank Japan、韓國National Biobank of Korea、新加坡The Singapore 
Tissue Network、中國國家基因庫等 [3]。

我國自衛生福利部於民國2010年2月頒布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以來，目前已有26家人體生物資料庫通過設置許可。其中兩家為研究機

構設立（中央研究院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一家為地方機關設立（臺南

市政府），一家為民營機構設立（美兆集團/演譯基金會），其餘均由

醫療機構或旗下設有醫療單位之法人（含學術機構）所設立。各家生

物資料庫依管理條例分別設立倫理委員會（EGC）及人體試驗委員會

（IRB），對生物資料庫管理事項及學術研究申請案等進行自我審查及

監督。在中央政府方面，目前所有人體生物資料庫均歸屬衛生福利部醫

事司第六科管理，並設有人體生物資料庫審查小組委員會，定期審查生

物資料庫設置申請、許可更新、實地履勘、擬定各項實務工作辦法與規

章等。

於訪談多位醫事司第六科人員、人體生物資料庫審查小組專家委

員、以及已立案之人體生物資料庫負責人後，統整並條列國內生物資料

庫現今主要問題如下：

(1) 目前國內共有26個生物資料庫，資料結構無一致標準，無法互

通：

為配合中研院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擴大收集疾病個案，目前衛福

部醫事司引用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14條「設置者不得將生物資料

庫之一部或全部移轉與他人，但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不在此限」之規

定，使全國其他生物資料庫得以合法移轉檢體樣本與資料至臺灣人體生

物資料庫，此例開展了國內各生物資料庫合法互通之可行性。然而在實

務上卻發現，由於各生物資料庫均為個別建置，因此並無一致的資料結

構標準，無法互通。目前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只能以駐站人員手動輸入

方式進行資料移轉，效率低落且人力成本極高。

(2) 各生物資料庫個資加密及去識別化方法不同，資安防護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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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生物資料庫個資去識別化的方法可大致分為去連結（不可回復）

以及加密（可解密回復）兩種，前者常以雜湊函數（hash）實作，後者

則使用各種加密演算法 [4]。在雜湊函數方面常見的有MD5及SHA系列，

其中MD5已被視為不安全，SHA系列則要選用SHA-256以上的函數才能

被視為安全，然而在實務上，由於在建置資訊系統時採用SHA-256模組

往往需要負擔額外經費，因此常有使用免費但不安全的SHA-1模組的狀

況。在加密演算法方面，可大致分為對稱式（如AES, DES, 3DES等）

及非對稱式（如RSA, DSA, ECC等）兩種，現況是一半以上國內已核准

的生物資料庫均採用較不安全的對稱式加密，原因包括資訊單位技術不

足，或是為求管理上快速方便而犧牲了安全性。這使得各生物資料庫的

資安防護並不在同一個水平上。

(3) 生物資料庫無法串接異質資料庫（如健保、醫院、政府等），

無法發揮綜效：

為更有效地研究疾病發生之多重因素及其關連性，若能對生物資

料庫所找出之疾病發生因子與時間和空間交互影響的關係進行探討，即

可能找出比原本更多的資訊。例如串連健保資料中的就診或死因記錄，

進行時序事件（temporal）之因子分析；或是搭配內政部的地理資訊資

料，以時間序列為座標軸對資料做視覺化呈現與探勘等 [5]。資料在串連

的過程中會涉及法律、倫理、個人隱私及資訊安全等議題，因此需要建

立出一套考量到實體隔離、資料加密、傳輸過程、行為記錄等安全保障

機制的資料串連架構。衛福部醫事司第六科曾於2016年8月邀集人體生

物資料庫審查小組法規與資訊專家委員、中研院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代

表、以及與衛福部統計處主管人員等共同研議，與會人員雖一致認為可

藉由VPN方式建立合乎現行法令規範的資料串連架構，然而後續卻未能

得到更高層級支持，以致於目前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只能以較無效率且

不安全的實體光碟方式與統計處進行資料傳遞。

(4) 各生物資料庫缺乏自行管理國際傳輸風險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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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跨國的大型合作案是目前生醫研究的世界趨勢，故生物資料庫

在實務上確有進行國際傳輸之需求。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15條第

2項規定「生物資料庫中資料之國際傳輸及前項衍生物之輸出，應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及人體生物資料庫設置許可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設

置者申請國際傳輸或生物檢體衍生物輸出，應檢具相關計畫及倫理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文件，報主管機關核定」。生物資料及樣本的國際傳輸具

有本質上的各種風險，包括傳輸過程資料或樣本外流或遺失、接受傳輸

對象對於資料及樣本的保護能力，以及是否將資料或樣本再傳遞給原本

未被核定的其他對象等。衛福部醫事司人體生物資料庫審查小組雖已於

2016年7月決議「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國際傳輸及生物檢體衍生物輸出

審查基準」，將國際傳輸依資料之種類及性質區分為高風險、中度風險

及低風險三個等級，其中含可辨識（含個資）之性質者，列為高風險等

級資料，原則上禁止國際傳輸。然而此基準僅是在管理資源缺乏下不得

不採用的被動措施，等於是將風險交由提出國際傳輸的生物資料庫自行

承擔，但實際上各家生物資料庫不一定都有承擔風險的能力。

(5) 生物資料庫之商業利益回饋機制未落實，產業運用難獲民眾支

持：

目前全國26家已通過之生物資料庫，僅有1家為民營機構設立（美

兆集團/演譯基金會），且產業界參與研究案之比例極少。然而生物資

料庫在立法時並未限制產業運用，且更訂有利益回饋機制。人體生物資

料庫商業運用利益回饋辦法第5條規定「生物資料庫之商業運用利益，

其回饋應依下列方式為之：一、可預期產生之權利金收入，設置者與運

用者應事先以契約約定其回饋金額比率。二、可能產生之商業運用利益

難以預估者，應於申請運用時依其運用性質與數量，由設置者收取定額

費用。前項運用者為設置者時，其回饋比率或收取之定額費用應由其倫

理委員會審定之。」第6條規定「設置者收取之商業運用利益，其回饋

對象如下：一、利益之產生主要為特定群體之貢獻者，應回饋於該特定

群體。二、利益之產生難以界定與特定群體之關連性者，應回饋於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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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前條所定之回饋金或收取之定額費用，回饋於前項對象時，不得低

於收取數之百分之五十，並應予公開。」但在實務上，由於生醫領域從

研究端到市場端所需的發展時程甚長，故即使為產學合作案，多數仍僅

依第5條第2款收取極低之定額費用。並且由於第6條所稱之特定群體往

往難以定義，故常見處理方式為回饋予特定基金會等法人，而非當初真

正捐贈樣本的群體，造成商業利益回饋機制形同虛設，產業運用也因此

難以受到民眾支持。

第二節   概念依據

壹、英國生物資料庫（The UK Biobank）[6]

英國資料庫由非營利的法人團體管理，本身不成立研究中心、不

進行研究，只提供研究平台讓各研究單位提出申請，包括檢體、基因資

料和個人醫療記錄等，其資金來源為醫學研究協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威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蘇格蘭行政部門（the Scottish Executives）與西北地區發

展署（the Northwest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等聯合贊助。英國

生物資料庫收集並追蹤50萬名45-69歲的自願者至少10年的血液檢體樣

本與資料，中途退出資料庫的人，已收集的檢體將立即銷毀，但從檢

體衍生出的基因資訊可不銷毀而繼續以匿名化的方式使用。資料收集

的許可、保密與安全防護均需依循英國資料保護法（UK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以及Patient Information Advisory Group和The CHIAdvisory 
Group等團體之規範，且需在倫理委員會（Ethics and Governance Council）
的監督與審查下完成，其過程可概略分為下列步驟：

(1) 個案邀請與招攬（Invitation and recruitment）：先由英國國民健

康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篩選出適合收集的個案資料，賦予其新

的識別碼並透過安全的https介面傳輸到英國生物資料庫個案邀請與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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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佈給欲邀請的個案。

(2) 評估中心資料收集（Assessment Centre Data Collection）：設於

各大城市據點的評估中心在確認所邀請的個案簽署知情同意書之後，才

收集個案之檢體樣本及資料入庫。

(3) 實驗室操作（Laboratory Operations）：評估中心處理並儲存所

收集的檢體樣本，並於生物資料庫的實驗室管理系統（LIMS）中儲存

於樣本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實驗數據。

(4) 核心操作（Core operations）：生物資料庫的核心資料庫整合各

地評估中心所收集個案的各種數據，包括知情同意、問卷、基本生理數

據、樣本實驗數據等。

(5) 串連個案健康紀錄（Participant health records）：生物資料庫與

NHS資料庫進行串連，將個案的NHS健康紀錄整合進核心資料庫中。

(6) 研究管理（Research management）：生物資料庫提供資料給研

究者使用，為了確保生物資料庫的安全性，所提供的資料被限定在特定

的對外伺服器，並實行權限管理。

貳、歐盟BBMRI（Biobanking and Biomolecular Resources Research

      Infrastructure）[7]

為了提升歐盟的健康照護、醫學研究與人民的健康，歐盟委員會

2008年起歐盟撥款500萬歐元籌備成立生物銀行及生物分子資源研究基

礎機構（Biobanking and Biomolecular Resources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BBMRI）。BBMRI的目標是建立品質受保障的樣本及生物分子資源，

並建置分析平台，方便獲取樣本供體的詳細和國際標準化的記錄（包括

臨床資料、生活方式和環境暴露），期望在短期內提升研究的品質並降

低成本，中期協助新藥開發，長期提升個人化醫療照護的品質。

BBMRI整合了來自不同國家多數來源的異質系統，構成一混合式

架構：

(1) 點對點架構（Peer to Peer）：在點對點的架構下，生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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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集中式的資料統整與儲存，僅需為使用者提供一個整合的查詢介

面。但因不同資料庫來源擁有不同的資料結構，資料交換格式如未定義

清楚，將產生不同來源的資料整合問題。此外，在點對點架構中各資料

庫需能持續穩定的保持連線，且來自各資料庫的查詢結果必須再經匿名

化及彙總後才能提供給使用者。

(2) 集中整合節點架構（Centralized with Integration Hub）：集中整

合節點在各分散的資料庫網路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由集中整合節點負

責蒐集其他主機的資料，經整合且去識別化後。透過資料倉儲的方式，

集中存放在整合節點，以解決點對點架構無法持續連線的缺點。其缺點

是可能存在整合節點故障的風險，服務可能因而完全中斷。

(3) 混合式架構（Combined Approach）：BBMRI結合點對點與集中

整合節點各自的優點，衍伸出ㄧ混合的架構。以各大BBMRI中心的主

機為集中整合節點，連接當地週邊較小型的生物資料庫。各大BBMRI
中心的主機之間則以點對點連結，以標準化的資料格式定義交換訊

息，並提供整合查詢介面給使用者。此種混合架構亦為美國NCI-CHTN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Cooperative Human Tissue Network）所採

用。

參、新加坡人體組織庫（The Singapore Tissue Network）[8]

新加坡人體組織庫是一個國家型、非營利的組織與基因庫，與新

加坡重要的醫院及研究機構合作，負責採集、處理、保管與分配檢體，

以促進醫學相關研究及當地健康照護。新加坡人體組織庫之特色為組

織資料庫採集中式管理，但以分散式的架構連結各機構的臨床和流行

病學資料庫，各資料庫內的資料更新與管理由其建置機構負責，相較

集中式單一資料庫，其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此外，新加坡人體組織

庫將所儲存的資料分為個人識別資料（Personal Identity Data）與研究

資料（Research Data）。個人識別資料透過新賦予的私人獨特識別號碼

（Personal Unique Identifier Number, PUIN）與研究數據分離，達到去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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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的目的。PUIN與身分關聯資料由第三方協助保管，任一單位不得

同時持有PUIN、個人身分資料與研究資料，管理上更安全且具備運用

彈性。

肆、冰島衛生部門資料庫（Icelandic Health Sector Database）[9]

冰島是全球第一個正式成立全國性生物資料庫的國家，卻也是爭議

最多的。冰島族群組成同質性高，且建立全國醫療保險已久，醫療記錄

完整，非常適合進行族群研究。美國deCODE公司原計畫分別設置冰島

人民的「醫療記錄資料庫」、「基因資料庫」和「家族族譜資料庫」。

deCODE首先從建立「醫療記錄資料庫」開始遊說推動，促使冰島政

府於1998年初向國會提出「衛生部門資料庫法草案」（Bill on a Health 
Sector Database），草案中規定除非民眾特別申請退出，否則就一律認

為是「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其醫療紀錄均可被自動納入資

料庫。此做法雖減少了花費在取得民眾同意書的人力物力時間成本，但

因爭議極大，草案被撤回。同年7月，冰島政府提出新版草案，但其中

最關鍵的「推定同意」部份並未改變。最後國會雖仍於同年12月通過此

「衛生部門資料庫法」（Act on a Health Sector Database），但也因此引

起冰島民眾大量自發性抵制，紛紛申請退出，以致於deCODE從未真正

建置該資料庫，其後本法於2003年被冰島最高法院認定違憲、侵害人民

的隱私權而作罷。

deCODE和冰島政府記取了失敗教訓，轉而從推動建立「基因資料

庫」著手，冰島國會在2000年通過了「生物銀行法」（Act on Biobanks），

隔年再通過具有本法施行細則性質的「保存及利用生物銀行組織樣本準

則」（Regulations on the Keeping and Utilisation of Biological Samples in 
Biobanks），改採嚴格的「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做法，且

樣本提供者日後得隨時撤回其同意。故此之後deCODE在冰島建置的基

因型資料庫，都是從自願參加的民眾、在明白取得其告知後同意的情形

下，才蒐集其組織樣本及醫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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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策略

壹、根本問題

一、國內生物資料庫的發展歷程為由下而上，長期缺乏統整，且政

府對於生物資料庫的主管機關僅為科級，其人力與專業均有所不足，難

以建立統一的標準與架構。

二、國內生物資料庫多由學術或醫療機構自行發起推動，未能有效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以國家發展層級進行長遠規劃。

貳、建議策略

一、成立具足夠人力與專業之政府主管單位，建立生物資料庫各項

標準與架構。

二、統整國內各生物資料庫，建立一致之資料交換與安全標準，並

督導落實。

三、建立生物資料庫與異質資料庫之資料串接加密機制與傳輸架

構。

四、建立具備分級風險管理機制之生物資料庫國際傳輸架構。

五、建立電子化告知同意與退出機制，使產業界能合法運用生物資

料庫並有效回饋民眾。

第四節   具體可行方法

壹、目前最急迫的政策需求，就是成立具足夠人力與專業之政府主

管單位，此單位應獨立專門負責全國的生物資料庫業務，常設有倫理、

法規、生醫、資訊等方面之專業人員，並接受外部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

的指導與監督，其至少需具有下列功能：

一、 負責處理生物資料庫設置申請、許可更新、實地履勘、並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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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項實務工作辦法與規章等（同現狀）。

二、 建立生物資料庫的各項標準與架構，例如資料交換標準、資

訊安全標準、資料串接加密機制與傳輸架構、國際傳輸架構

等，並督導落實。

三、 擔任生物資料庫資料交換及串接加密機制中的公正第三方角

色，以及國際傳輸的中介代理人角色，負責運作其日常業

務。

四、 彙總全國各生物資料庫告知同意的電子化記錄，以監控商業

利益回饋是否落實。

貳、生物資料庫之各項標準與架構方面：

一、 參考UK Biobank的經驗，建立標準化之個案篩選與邀請、告

知同意、收案入庫、申請出庫等流程，使各生物資料庫有所

依循。

二、 召開專家委員會議，研擬全國性的生物資料庫分級管理與資

料流通架構，參考國外案例在集中式／分散式／虛實混合中

選擇適合的方案。

三、 參考如caTissue等現行的國際生物資料標準，由專家委員會

研擬全國通用的生物資料庫資料交換標準 [10]。

四、 強制全國各生物資料庫使用非對稱式資料加密，並由專家委

員會研擬如金鑰長度、雜湊函數等之最低標準，使各生物資

料庫的資訊安全均能在一定水準之上。

參、在串接生物資料庫與其他異質資料庫方面：

一、 參考UK Biobank與STN的例子，由前述新成立之政府主管單

位擔任公正第三方，制定與其他異質資料庫串接之加密機

制，並執行金鑰管理等日常業務。

二、 在實務上，可將衛福部統計處資料科學研究分中心所在機構

之生物資料庫列為一級生物資料庫，並以VPN方式建立各一

級生物資料庫與政府主管單位之加密資料傳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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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建立生物資料庫國際傳輸架構方面：

一、 引用BBMRI跨國資料庫混合架構的概念，由前述新成立之

政府主管單位擔任國際傳輸之中介代理人（broker），所有

對外傳輸一律需透過此中介代理人進行，以保障所傳輸之資

料與樣本確實已經核准，以及傳輸過程的安全。

二、 同時，此政府主管單位應定期審核及追蹤資料與樣本傳輸至

國外單位後是否被妥善管理，必要時亦可協助各生物資料庫

向國外單位求償，使國際傳輸的風險能受到國家層級的管

控。

伍、在落實生物資料庫的商業利益回饋方面：

一、 冰島deCODE的例子顯示了告知同意的重要性。故應建立電

子化機制，使前述新成立之政府主管單位能彙總全國各生物

資料庫的告知同意記錄，做為生物資料庫商業利益回饋的根

本依據。

二、 在實務面上，可運用全民健保的個人健康存摺做為告知同意

之電子化媒介。個案於各生物資料庫的告知同意記錄，經由

前述新成立之政府主管單位彙總並匿名編碼後，標註在個人

健康存摺中，並以此為依據向運用其樣本的機構取得商業利

益回饋。若個案有所疑慮，也可以選擇隨時退出生物資料

庫，此時個人健康存摺中的標註也會同步被刪除。透過此電

子化機制，政府主管單位將可確切監控商業利益回饋是否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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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建言 

2016年度本議題「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委員會召集國

內產、官、學、研等相關領域之30位健康照護及醫療資訊領域專家，在

將近一年的研議期間召開三次專家會議，期間亦召開多次小型主題式討

論會議，最終共同歸納及制定出國內近五到十年內、重要且能較快實施

及奏效之健康醫療資訊科技政策建言。下面針對此建言書所提之六項議

題中，歸納出32項共識建言，期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參採此建言書內容，

加速我國健康資訊科技之發展。

議題一、實施健康醫療資訊標準

一、建議將電子病歷應用以Health Level 7（HL7）制定的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FHIR）標準格式進行管理，以因

應電子病歷有意義使用（Meaningful Use）的第二階段―進階應用至臨

床醫療歷程，有效率地進行健康資訊交換。

二、為能使我國電子病歷與世界接軌，我國電子病歷應採用詳

細的健康醫療資訊標準，除了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疾病碼外（ICD-10-
CM/PCS），下一階段應從實驗室檢驗標準碼（Logical Observation 
Identifiers Names and Codes, LOINC）開始實施，將病人就診記錄與檢驗

資料串接，提升病歷資料之互通性及完整性。

三、建議提出以電子病歷為基礎之品質指標，如Meaningful Use、
HIMSS（Healthcar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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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病歷採行模型，提升電子病歷資料品質及利用性。

四、為能提升中央健康保險署「健康存摺」之豐富性及可用性，建

議醫院在申報資料中連結LOINC、SNOMED CT等檢驗檢查報告標準資

訊，除提供民眾更多健康資訊外，未來較容易授權第三方廠商提供個人

健康管理服務，提出更多健康資訊之加值應用。

五、為能提升健康醫療資訊品質，建議我國衛生醫療主管機關成立

健康醫療資訊標準委員會，並推動健康資訊標準之循環驗證流程。委員

會之功能包括檢核國內醫療資訊標準使用現況、提出電子病歷標準化或

健康資訊標準碼之應用規範予醫事機構遵循、建立品質指標以驗證產出

資料之完整性、正確性、一致性及可用性。

議題二、建立學習型醫療機構

一、建議我國衛生醫療主管機關提供誘因、鼓勵醫事機構參採美國

IOM所推行之學習型健康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結合目

前的醫療品質、病人安全及醫院資訊部門成立LHS委員會，建立機構內

之學習型健康系統資料循環模式，強化實證醫學基礎、加速從真實世界

資料中獲取之知識回歸到臨床醫療實務的過程。

二、鼓勵國內醫療院所建立臨床資料倉儲（Clinical Data Repository/
Warehouse, CDR/CDW）及導入資訊解決方案，將複雜且變異性高之病

歷資料進行分析，挖掘出有意義之臨床趨勢或資訊，並將其轉化為對於

臨床實務有價值之實證型知識，提供照護及服務提供者有效之醫療決策

支援。

三、鼓勵推動國內相關領域產官學研專家、各級醫院及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公會與學協會共同組成LHS聯盟或區域聯盟，對外建立跨國

合作網絡，對內推動學習型醫療機構發展及建立次級研究資料分享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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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臨床醫療實務

一、建議政府及相關部會規劃旗艦型計劃以推動先進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於臨床實務應用，例如提升AI技術水

準、推動醫療與科技交流合作、提供AI在不同健康及醫療照護上之應用

情境，以減少醫療錯誤、優化機構內作業流程，並提升醫療品質、病人

安全及個人化健康管理。

二、建議政府及相關部會推動AI技術跨領域合作研討會、競賽與觀

摩活動，藉由同儕競爭、學習及案例分享，提升我國將AI技術應用於健

康照護方面之能力與實務經驗。對臨床具有價值的應用有：(1) 提升各

類醫療不良事件之整體風險預測、計算與評估、(2) 提升病人安全如院

內防跌倒或預防非預期CPR發生等、(3) 整合個人健康資料應用AI技術

提供民眾/病人較優生活模式建議、(4) 運用先進AI技術提升診斷準確性

以發展個人化醫學及精準醫學。

三、建議醫療院所於導入AI前應事先評估與監測院內資訊系統

中無效的提醒與警示所造成之不良影響，如醫事人員之生產力損失、

警示疲勞（alert fatigue）、對資訊系統的不信任感、醫療照護者分心

（distraction）等，避免建置重覆類似的系統，或是過多偽陽性資訊以

及未知的偽陰性，即使為真陽性資訊，也可能因使用者對系統沒信心而

忽略。

四、鼓勵醫療院所培育具醫療背景的醫學資訊人員，將現有技術作

創新的運用於臨床上，並根據醫療院所本身的需求及問題，發展相對應

的AI應用實例，才能讓AI在醫療領域真正發揮功效。

議題四、迎接健康照護物聯網時代

一、建議政府應盡速訂定穿戴式裝置於健康促進應用之相關法律規

範及標準，特別在資安部分，應強化資料蒐集、個資處理及隱私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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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二、建議政府應促進國內健康照護應用程式（App）之線上市集

（Market Place）發展，提供個人化健康照護資料（My Data）存取之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或Web Service，及提供線上驗證服

務（Authentication Service）。

三、建議政府促進建立專屬機構定義醫療及健康照護之開放性資料

（Open Data），並由建議首先醫療院所提供Open Data，其包括(1)結構

性資料（醫療院所是否具備此項設備或人力，如醫護人員數、病床數、

設備清單等）、(2)過程性資料（醫療院所作業過程的效率，如門診人

數、就診時間等）、(3)結果性資料（醫療照護的結果，如重複就診率

等）。

四、建議政府從制度著手（如補充保費減免／抵免或實施論人計

酬制）提供足夠誘因以提高民眾使用並分享健康物聯網（Health IoT, 
HIoT）資料及資訊，進而達到個人健康管理、提早診斷及治療之目標。

五、建議政府或由公正第三方（如財團法人）建立HIoT 研究雲平

台，鼓勵IoT廠商將蒐集到的數據資料在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以具名或

匿名方式匯入雲端，以提升未來HIoT產業之應用與發展。若研究單位須

進行資料分析應用，則需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核通過方能釋

出。

六、建議政府啟動旗艦計畫，由醫院為中心結合醫療相關資訊及

HIoT健康維護資料等，不僅能提供民眾更完整的健康管理資源，並累積

HIoT臨床研究/試驗之證據，回饋到臨床醫療上。

七、建議由公正第三方（如財團法人）建置穿戴裝置（Wearable 
Device）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整合試驗場域或媒合平台，

提供相關領域業者較成熟的測試環境進行設備開發，以提供完整的健康

促進服務方案。

八、建議由公正第三方（如財團法人）建立平台，進行IoT設備連

結性及準確性認證，舉辦如Connecta Thon等活動並定期公開認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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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議由財團法人或學術機構等辦理年度臺灣國際健康App展及

創意競賽等全國性活動，除了可以發展為國際性展覽活動以吸引國內外

創新創意團隊交流，亦能累積使用案例，促進服務模式可用性、有效

性、易用性等臨床試驗與創新。

議題五、健康資訊科技於長期照護服務之應用

一、建議政府將長期照護服務比照山地離島地區醫療法規辦理，包

含執行遠距醫療之醫師評估、照護、諮詢、會診等。

二、建議政府整合或連結相關機構資料庫（如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身心障礙福利整合平台、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外籍勞工

動態、戶政/役政/社政資訊系統、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源整合

系統、輔具資源、健保署電子病歷等），達到資訊整合、減少資源浪

費、並有利於資料蒐集與後續分析。

三、建議政府加速資通訊基礎建設，盤點各長照單位現有硬體設備

（如電腦、平板、手機等）與軟體建置，並開發系統軟體以應付大量的

數據資料處理分析能力，在網路連線的部分設定VPN加密網路以進行身

分認證及確保資料安全

四、建議政府提供照管專員專用行動裝置，藉由觸控螢幕手寫及語

音辨識功能加速資料輸入、全球定位系統GPS協助規畫家訪路線及追蹤

訪查紀錄、存取案主個人健康紀錄/病歷紀錄/雲端生理資訊等，有效率

地協助照管專員執行日常工作。

五、建議建置長期及急性後期照護（Long-Term and Post-Acute 
Care, LTPAC）資訊系統，並透過資料架構模組化，以適合不同機構、

照管中心之需求。可能的使用情境如結合電子化評量表協助照管專員進

行「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的評分繪製家

系圖、訂定照顧服務方案、公文收發流程等，或是結合「長照到宅醫療

資訊系統」，連接長照管理中心/居護所/醫院社區醫學中心，媒合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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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由「轉介」、「個案管理」、「出院準備服務」流程，進入家

訪、到宅醫療的專案申請、支援報備，讀取雲端病歷及用藥處方、實驗

診斷數據、醫學影像。。

六、建議由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及社家署建立全國跨部會（內

政部、勞委會、衛福部等）共識，在法令、交換標準與作業流程方面有

統一的作法，以提升收案管理與服務提供的效率。

七、建議由衛福部建置長照人力繼續教育系統、長照人員資格認證

及登錄系統、推廣LTPAC資訊系統訓練，以培育國內更多專業之長照人

員。

議題六、生物資料庫與精準醫療

一、建議盡速成立具足夠人力與專業之政府主管單位，此單位應獨

立專門負責全國的生物資料庫業務，常設有倫理、法規、生醫、資訊等

方面之專業人員，並接受外部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的指導與監督，建立

生物資料庫相關標準與架構。

二、建議政府參考國外經驗，盡速統整國內各生物資料庫，建立一

致之資料交換與安全標準，並督導落實。

三、建議政府建立生物資料庫與異質資料庫之資料串接加密機制與

傳輸架構，擔任生物資料庫傳輸之中介代理人（broker）以保障資料與

樣本之傳輸安全，並需定期審核及追蹤管理，及建立具分級風險管理機

制之生物資料庫國際傳輸架構。

四、建議政府建立電子化告知同意與退出機制，使產業界能合法運

用生物資料庫並有效回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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