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編號：91shu026-

行政院衛生署
九十一年度
醫療院所病歷電子化試辦計畫

以病患為中心－
跨院聯合健康照顧系統之設計與試辦
（Patient-oriented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成 果 報 告

執行機構：台北榮民總醫院
協辦醫院：新光醫院、桃園榮民醫院、北市關渡醫院、署立宜蘭醫院、員山榮民醫院
計畫主持人：張茂松院長

共同主持人：李安仁副院長、唐大鈿主任

協同主持人：徐永昌、范碧玉、吳東泰、周立、黃仁貴、陳廣國
試辦醫院協辦研究人員：潘雙安、陳文彥、孫勗程、黃建諺、陸尊禮、張志寶、黃淑女
諮詢顧問：黃仁益、巫堯樂、葉郁儀
執行期間：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至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報告日期：九十二年五月六日

目次
摘要…………….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壹、前言 .................................................................................................... 5
貳、材料與方法 ........................................................................................ 7
參、結果 .................................................................................................. 16
肆、重要成果 .......................................................................................... 19
伍、討論 .................................................................................................. 23
陸、參與試辦醫院執行狀況.................................................................. 24
柒、完成工作項目及說明...................................................................... 27
捌、交付項目及說明 .............................................................................. 28
玖、結論與建議 ...................................................................................... 29
拾、參考文獻 .......................................................................................... 36
拾壹、會議記錄與簡報資料.................................................................. 39
拾貳、附錄資料

第 1 頁

英文摘要(Abstract)
This pilot progra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Joint Inter
Hospitals Patient Oriented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PoHIS--is one
subproject of “To Promote Patient Medical Records Digitization Among Hospitals
“(from July 2002 to March 2003), which is the subplan of “The Internet Health
Service Promotion Plan “, Des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DOH, EY). In order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of online health
services. The Internet Health Service Promotion Plan was passed and being one of
the series plan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Development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Project.” by the EY in January 2001, and renamed as the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Focus Project---Digital Taiwan Plan” in
May 2002.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ies of medical services, carry out the referr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tele-consultation services, we set up a mechanism to
transfer patient records among hospitals and clinics. .In further, to perform the
target of shar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MR) and medical resources. This
system can also provide public the EMR of their own to go down the
indeterminate problem, the authority of patient records. In this project, we also
design an appropriate mechanism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personal privacy and
integrates into hospital service functions, which may simplify service procedures
and promote its qualities. We use the new principle of Patient on Demand(POD)
to applying our PoHIS system, which can meet the patient and his or her
physician’s practical needs.
One feature of this system is POD—patient’s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is
collected from every affiliated hospitals through the PoHIS at anytime by
demanders such as patient themself, physician, referral physician and
tele-consultation phy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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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important feature is using CDA (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as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xchange standard. From the
applied experience, we found that to building the exchange satandard into the
system is practical. To regards HL7(Health Level 7) standard as the foundation,
and adopts the CDA, will be able to mak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commutation process from collect, exchange, deliver, store, demonstrate, emerg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the flexibility, consistency, diversity.

It will give a good reference or direction to other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if they implement alike pilot program. That will promote the
digitization of patient records and using the exchange standards for
sharing med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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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劃「以病患為中心－跨院聯合健康照顧系統之設計與試辦(PoHIS)」
為衛生署「網路健康服務推動計畫」之子計劃「『醫療院所病歷電子化試辦計
畫案』
，實施時程自 91 年 7 月至 92 年 3 月止」
；而「網路健康服務推動計畫」
於 90 年 1 月通過原本列為行政院之「知識經濟發展方案體執行計畫」
，至 91
年 5 月改列「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數位台灣計畫」
為了提升醫療服務品質，落實轉診制度，推廣遠距會診，必須建立跨院
病歷共享之機制，進而達成電子病歷共享及醫療資源分享的目標。同時藉由
此系統使病患能隨時保有自己之病歷，緩和病歷歸屬的問題。於計劃中亦規
劃適當之安全機制，以確保資訊安全與個人之隱私，並與醫院服務功能整合，
以 達 簡 化 便 民 提 昇 服 務 品 質 。 本 計 劃 要 以 隨 選 病 歷 (PATIENT ON
DEMAND，POD)為策略提供應用，以實用需求為主、注重安全隱私、簡化
系統操作等為設計原則。
本計劃特色之一是隨選病歷(POD)，凡需要病歷之時，即是啟動收集電
子病歷之時機，包括病患要求（Patient Request）、醫療人員要求（Physician
Request ）、 轉 診 需 求 （ Referral Request ） 和 遠 距 會 診 需 求 （ Consultation
Request），以滿足醫療服務、健康照護和調閱病歷之需。
另一個特色是：以 CDA(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作為跨院電
子病歷傳輸之標準。從實際之應用經驗證明，在電子病歷的交換標準應用上，
以 HL7 標準為基礎，並採用 CDA，可使電子病歷的交換過程，從蒐集、交
換、傳輸、儲存到顯示，充分展現其具彈性、一致性、多樣性之優點。
將來若藉由此試辦計畫之規範或指引，可提供其他醫療院所實施跨院共
享電子病歷作業之參考、引用，進而促進院際醫療資訊的交換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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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為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一年度醫療院所病歷電子化試辦委辦計畫，
其目的是以病患為中心，在四層級醫院的異質作業平台下建立病歷共享機
制，並考慮適當之安全機制，以確保個人之隱私。如圖一所示，透過跨院病
歷共享機制，使病患能保有自己的病歷，促進病歷透明化，達到電子病歷交
換、分享醫療資源之經濟化的目標。
本計畫是以八十九年度行政院衛生署「二代全國醫療資訊網計畫」之『病
歷信託中心』為基礎，並提昇其服務能力成『跨院聯合健康照顧系統』
，本系
統將有效整合本計畫之合作醫療院所，包括台北榮民總醫院、台北市立關渡
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宜蘭醫院、財團法人新光醫院、桃園榮民醫院、員山榮
民醫院，共六家醫療院所，所傳遞至電子病歷暫存中心之病歷資料包括病患
基本資料、給藥記錄、檢查驗結果、手術報告、出院摘要、門診 S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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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率先使用 CDA(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作為跨院電子病歷
之標準，目前該系統已經成功運轉中，從實際之應用經驗證明，在電子病歷
的交換標準應用上，以 HL7(Health Level Seven)標準為基礎，並採用 CDA，可
使電子病歷的交換過程，從蒐集、交換、傳輸、儲存到顯示，充分展現其具
彈性、一致性、多樣性之優點。故遵行 CDA 標準應可解決院際電子病歷交換
時，病歷格式無法相互轉換的窘境，其推廣訂定，建立共識進而普及且全面
使用是值得大家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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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標準採用
本計劃中電子病歷將遵循醫療資訊標準 HL7、CDA 的格式進行資料
的蒐集與各單位之間的交換；電子病歷交換訊息屬 HL7 Chapter 9 Medical Records/Information Management 之訊息定義，該章節所定義之
訊息主要以醫療資訊服務系統間交換病患之就醫紀錄、診療經過、檢驗
檢查結果、治療結果…等電子媒體資料；HL7 第九章描述之訊息中，電
子病歷將於 OBX Segment 中描述傳送，本訊息標準建議將 OBX Segment
中描述電子病歷的部份，以 CDA（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文件
格式方式描述，以下除介紹 HL7 訊息之定義外，將定義電子病歷以 CDA
描述的規則。
該 HL7 第九章所定義之訊息 T01、T02、T03、…T10、T11，皆為
由醫療資訊服務系統主動通知電子病歷資料的增加、修改、刪除…等；
T12 訊息則為查詢類型之訊息，主要由電子病歷需求者主動提出調閱、
查詢病歷的需求，並由醫療資訊服務系統提供所調閱、查詢的電子病歷
相關內容。
CDA - 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中文譯名為”臨床文件架
構”，HL7 為明確訂定臨床文件之結構性與語意在以交換為目標而制定
此附加標準；其中包含了醫療觀察與服務以及以下的特有項目：
1. 持續性 – 在一定期間內，依據當地與管理需求所訂定出需持續
地維持臨床文件之不變性。
2. 權責性 – 臨床文件可委由某人或某組織來從事維護。
3. 認證發展性 – 臨床文件未來將被法律所認可為醫療資訊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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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體性 – 臨床文件之認可，須具備文件所有內容，而不適用於不完
整之文件。
5. 易讀性 – 臨床文件具備可讀性。
本計劃中除定義電子病歷交換之標準文件定義外，本計劃中也將定
義出電子病歷閘道器(EG)與各醫療院所之資訊系統(HIS)進行整合的細
節，針對電子病歷的輸出格式、傳送方式、傳送規則…等，做明確的說
明與定義；各配合單位將可依照文件之描述，實作電子病歷的整合。
因電子病歷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本計劃將逐步完成各個與現行
醫療表單資訊的規範與整合，將目前各醫療院所所使用之醫療表單轉換
為可利用之資料格式，進而提供 EMR Gateway 轉換為標準之醫療訊息標
準，乃至於在電子病歷交換架構上傳送、交換。所以本計劃將以國際標
準 HL7 與 CDA 為藍本，建立出符合電子病歷交換的本地化標準文件 –
『電子病歷交換之 HL7＋CDA 訊息格式標準草案』
；擬將此標準草案文
件提出送交至”台灣健康資訊交換第七層協定協會(HL7 TAIWAN)”，接受
協會會員之審定，為台灣醫療資訊交換盡一份心力。
計劃中除了將針對電子病歷做相關的定義外，針對在本計劃中所設
計的相關功能(如：醫師身分確認…)，也將在後續的『HIS 介面資料格
式參考手冊』文件中描述定義之，使得醫療機構能以最簡易的方式與
EMR Gateway 系統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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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各節點間標準使用示意圖
二、安全機制設計
電子病歷進行交換後，病歷資料將會在網際網路上傳輸及展示，所
以病歷資料的隱私性與安全性相對的備受重視。本計劃以病患為導向，
針對安全性與隱私性的需求，在傳輸面、應用面、儲存面設計了多項安
全機制，藉試辦計劃驗證其可行性及效果，以提供未來實施電子病歷交
換機制後，安全機制的採用參考。以下分別針對各方面安全機制進行說
明︰
傳輸面－
本計劃在建置網站系統將全面使用 SSL，使得網站程式再展示電
子病歷資料時，不會將傳送的資料毫無保護的在網際網路上曝
光，擁有多一層的保障。
交換電子病歷訊息上，也將全面採用 HTTP+SSL 方式傳輸，突
破各醫療院所防火牆的限制。並且在各聯盟醫院與病歷交換中心
之間，以定址的方式建立傳輸管道，避免駭客入侵。
儲存面－
密碼保全機制，所有使用者鍵入的密碼將在第一時間於 Client
端即進行不可逆演算法後，才傳輸儲存至資料庫或進行密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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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以密碼即以非明文方式在網路上傳輸，且他人無法取得原
始密碼，包括系統管理員亦即如此。
應用面－
電子病歷資料牽涉病患隱私權利，本計劃將於電子病歷標準格式
上定義機密性等級，醫療院所可定義電子病歷轉出後的隱私等
級。該病歷被查閱時，系統將會限制讀取的授權與否。
合作醫院之醫師可不必加入本中心會員，系統可跨院至所屬醫院
認證登入；減少維護工作，增加安全、便利。
網站系統所展示的病歷將編碼傳送，儲存時不具立即可讀性，增
加病患隱私。
開放病患查詢病歷調閱紀錄功能，遏止不法行為。
三、平台特性
本計劃將以建立電子病歷交換平台、健康照顧系統平台為首要目
標，為了使該平台在往後充分具有應用效率、可延展性，本平台將以下
列特性為建置依據︰
安全及病患隱私考量 – 讓醫院、病患雙方均安心
推廣考量 – 標準、彈性、相容、容易等原則
轉診考量 – 讓病歷隨病患流動，甚至先到
試辦對象之選擇考量 – 統合非統一
標準考量 – 採用通用的標準技術，HL7、CDA、XML
系統維護考量 – 集中控管、簡化程序、漸進推行
其他設計考量 – 使用者導向
四、訊息交換
本計劃定義之電子病歷交換訊息，在 EMR Gateway、EMR Center、
EMR Exchange Center 間的訊息交換，依據 HL7 Chapter 9 之訊息可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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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下列功能：
1. MDM^T01/ACK^T01（original document notification）
EMR Center 主動提供病歷紀錄給 EMR Exchange Center；
2. MDM^T02/ACK^T02（original document notification and content）
EMR Gateway 主動提供病歷給 EMR Center；
3. QRY^T12/DOC^T12（document query）
EMR Center 向 EMR Gateway 要求傳送電子病歷；或 EMR Exchange
Center 向 EMR Gateway 要求更新最新之電子病歷；
此三個訊息為交換電子病歷的基本訊息，在電子病歷交換架構中，
各訊息的使用方式皆為不同，下圖列出此三個訊息在整體架構中的比較：
EMR
Gateway

2

EMR
Center

EMR Exchange
Center

QRY^T12 ACK

QRY^T12

ACK

DOC^T12 ACK

DOC^T12

ACK

MDM^T02

ACK^T02

MDM^T01 ACK^T01

3

圖 2.2

1

MDM^T01 ACK^T01

各節點間之訊息交換關連圖

五、電子病歷交換情境
本訊息啟動的觸發點為使用者端，當使用者(病患、醫師、甚至於其
他交換架構的 EEC)要求查詢電子病歷的需求時，由前端應用系統(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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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頁系統、或其他病歷查詢系統)透過向本架構中的電子病歷交換中
心(EEC)發出要求，之後再由交換中心向所有架構中的 EC 發出交換電子
病歷的需求

發出本訊息。

本情境下所有的訊息將採用增強通訊模式(Enhanced Mode)交換，因
為此交換情境下之 EG 與 HIS 訊息的交換，將會以非侵入方式做整合，
所以將會造成不同步的情形；即 DOC^T12 訊息將以非連續的方式回應
QRY^T12 訊息，故此處採用增強通訊模式進行訊息的交換，以構成完整
的訊息交換確認。
HIS

EMR
Gateway

圖 2.3

EMR
Center

EMR Exchange
Center

QRY^T12

QRY^T12

ACK

ACK

DOC^T12

DOC^12

ACK

ACK

PoHIS 所使用之訊息交換關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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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品的營運模式與策略：
PoHIS 之營運策略說明如下：
(一)、 PATIENT ON DEMAND – 有『查閱病患需求』時才進行調閱動作
啟動調閱收集電子病歷時機：--

Patient Request

病患要求

-- Physician Request 醫療人員要求
--

Referral

Request

--

Consultation

轉診需求(自動啟動調閱機制)

Request

遠距會診需求(自動啟動調閱機制)

(二)、 安全及病患隱私考量 – 讓醫院、病患雙方均安心
1. 不集中保管醫院提供之病歷，有需要時再調閱
2. 醫師僅能看到服務醫院之病患資料，欲看到跨院資料，須經病患授權
(插入病患 IC 卡)。
3. 醫師欲看到病患敏感性資料，須經病患授權(插入病患 IC 卡)。
4. 所有 ID/Password，上網前 à 傳送過程 à 儲存，均做加密處理，本中心
一般管理人員無法知道 Password，讓使用者安心無虞。
5. 合作醫院之醫師不必加入本中心會員,可跨院至所屬醫院認證，如此可
減少維護工作，增加安全、便利。
6. 病歷網頁編碼，儲存時不具可讀性，增加病患隱私。
7. 開放提供病患查詢調閱該病歷記錄，遏止不法行為。

(三)、 推廣考量 – 標準、彈性、相容、容易等原則：
1. 定義各種標準及規範 (HL7,CDA,HIS API)均以 XML 格式公告於
PoHIS 中心標準文件定義區，欲提供病歷服務之醫院，只要依格式提
供即可加入本中心服務。 (容易原則)
2. 所提供之規範 (HL7，CDA，HIS API)均依 HL7 精神定義之 XML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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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均可提供國家標準參考(標準原則)。
3. 上述定義之規範若經討論須修改，PoHIS 中心均可配合 XML 資料轉
換，適用新格式 (彈性原則)。
4. 若有新國家標準公佈，可立即加入 PoHIS 中心標準文件定義區，作為
合作醫院遵循之規範(相容原則)。
(四)、 轉診或遠距會診考量 – 讓病歷隨病患流動，甚至先到。
1. 醫師可將看診病患轉診到其他醫院，並進行網上掛號。
2. PoHIS 中心自動啟動『病歷收集功能』
，將該病患之各醫院最新資料
集中收集暫存於 PoHIS 中心。
3. 病患到院時即可看到其完整之各院病歷照護資料。
(五)、 試辦醫院之選擇考量 – 統合非統一
1. 提供統合醫院現有 HIS 架構之介面做法，而非統一成同一系統之模
式。
2. 垂直整合：選擇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診所進行垂直整
合。
3. 異質 HIS 平台：選擇異質 HIS 平台之醫院，甚至亦可支援醫療資
源不足、未有 HIS 作業之偏遠地區，可透過將紙本病歷傳真至電腦
或檔案上傳方式達到病歷共享目的。
4. 業務有來往：盡量選擇有業務有來往之醫院作為合作對象。系統維
護考量 – 集中控管、簡化程序、漸進推行作業規範及系統指揮由 PoHIS
中心集中控管(集中控管)。
2. 有被授權調閱或轉診需求之病患病歷才收集(on demand)，非所有病
患之病歷均收集,減少作

業量。(簡化原則)。

3. 集中儲存在 PoHIS 中心,並非醫院間互傳，減少醫院侵入性作業。(簡
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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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期先以架設跨院醫療資訊交換平台為重心，非以病歷內容展示為重
心；待交換平台運作穩定，再隨著增加標準文件定義區內容，逐步擴
充病歷內容。(漸進原則)。

（七）使用者導向—個人化服務
病患可依自已需求設定屬於自已網站之首頁服務，達到醫院與病患雙
向溝通之目的，並增加病患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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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計劃依據 PATIENT ON DEMAND 之病歷共享精神，建立跨院際之電
子病歷查詢系統；病患可透過病歷調閱機制，針對所有醫療聯盟之醫院調閱
個人之電子病歷資料，並且可隨時連上本網站進行電子病歷之查詢，隨時獲
取個人之醫療狀況，使病患能保有自己的病歷，促進病歷透明化。另一方面，
醫師也可以透過病歷調閱機制及適當之安全機制，取得病患歷次之電子病歷
紀錄，透過跨院病歷共享機制，達到電子病歷交換、分享醫療資源之經濟化
的目標。

一、完成跨院調閱病歷服務網站，其重要機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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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日期範圍

病患基本資料區

病歷資料
歷次就醫紀錄

病歷索引

二、完成情境模擬功能：以下為已完成之結果，並已於期末成果審查會議完
成展示：
（一）跨院病歷調閱功能（醫師及民眾）
狀況一：王醫師想瞭解目前他照顧之某住院病患之過去病史，可從
internet 調閱所有跨院病歷。
狀況二：某病患想瞭解自已之過去病史，可從 internet 調閱自已所
有看過診病歷 。

（二）轉診及遠距會診功能及自動啟動調閱病歷機制
狀況三：甲醫院轉介/會診病患至乙醫院，病患至乙醫院就診時可快
速查閱有關跨院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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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歷內容隱私控管機制
狀況四：展示各項相關病歷內容隱私控管機制

（四）醫院註冊及推廣功能
狀況五：有某家診所/醫院想加入本試辦醫院計劃，共享醫療
資源，如何很快成為聯網一份子？
（五）民眾註冊及推廣功能
狀況六：有某病患欲加入本試辦計劃，查詢其個人跨院病歷資料，
如何很快成為會員？
（六）病歷調閱稽查功能
狀況七：某病患欲隨時掌握查詢何時何人曾看過他的病歷資料

（七）病歷格式標準定義功能
狀況八：有新增電子病歷內容至本試辦醫院計劃之需求，如何處理？

（八）病歷交付功能
狀況九：某病患之過去病史，可從 internet 下載其病歷

（九）配合 HCA 及 健保 IC 卡測試
狀況十：展示配合 HCA 及 健保 IC 卡測試狀況，提出書面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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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要成果
一、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本計劃之各項設計理念及標準應用、經驗等，均可作為未來建立跨
院之病歷共享機制之參考，詳見交付文件：
1.「PoHIS 服務機制及營運模式」
2.電子病歷交換之 HL7+CDA 訊息格式標準草案
二、本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本計劃執行期間舉辦各項研討會如下：
1.『IDS 架構下之病歷電子化研討會』
日期：91/12/12、91/12/23 共兩場
主辦單位：台北市衛生局、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資訊學會
地點：台北榮總致德樓會議室
與會人數：第一場 103 人，第二場 142 人
演講單位：第一場 → 台中榮總、長庚醫院、高雄榮總
第二場 → 慈濟醫院、台大醫院、台北榮總與會人員：包
括位於台北市區各家醫院代表，醫療科技公司、學術單位
(中研院)，台大、陽明、北醫、北護的學生。

2.『病歷組及其人員於電子病歷實施前的 轉型』討論會議
日期：92/01/09
主辦單位：台北榮民總醫院
地 點：台北榮總中正十三樓遠距醫療會議室演講者：中華民國病歷
協會范理事長碧玉
參加單位：合作醫院病歷組主管及相關人員
3.『衛生署 HCA 技術訓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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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2/01/22
主辦單位：衛生署、台北榮民總醫院
地 點：台北榮總資訊室電腦教室
演講者：寰訊科技公司
參加單位：參與衛生署「病歷電子化試辦計劃」的八家醫學中心代表
共三十餘人
4.『電子病歷試辦計畫成果展示會』
日期：92/03/19
主辦單位：台北榮民總醫院
地點：台北榮總中正十三樓遠距醫療會議室
主持人 ：台北榮總張茂松院長
與會單位：合作醫院主管及相關人員

三、本計畫對醫療院所實質之效益
1.提供加盟醫院完整之病患照顧資訊
2.瞭解衛生醫療資訊政策並提前掌握技術
3.支援轉診或遠距會診功能，醫師可將看診病患轉診或遠距會診到其他
醫院並進行網路掛號，本系統自動啟動該病患病歷收集機制
4. 支援醫療資源不足，未有 HIS 作業之偏遠地區可透過本系統將紙本病
歷上傳或傳真電腦，達到病歷共享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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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oHIS 服務機制：
本計劃服務機制如下示意圖：
個人化會員服務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跨院電
子病歷
取得

地區醫院
聯盟診所

電
子
病
歷
暫
存
中
心

跨院電子病歷調閱服務

網
路
平
台

轉診、遠距會診醫療
電子病歷下載服務
醫療社群服務(病友
聯盟醫院網路掛號服
申請加入醫院聯盟服

檔案上傳

無 HIS 偏遠地
區
診所或民眾

1. 個人化會員服務
PoHIS 提供以使用者導向之個人化服務，病患可依自已需求設定屬於自
已網站之首頁服務，達到醫院與病患雙向溝通之目的，並增加病患之向
心力。
2. 跨院電子病歷調閱服務
PoHIS 建立一跨院電子病歷共享機制，病患可即時掌握自身健康狀況，
醫師亦可掌握病患之完整病史以提供詳盡而正確的健康照護。
3. 轉診、遠距會診醫療服務
遠距醫療服務可將醫療資源不足之偏遠地區，提供醫學中心等級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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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

療服務，未有 HIS 作業之偏遠地區地點亦可透過傳真或檔案上傳方式
達到病歷上傳同時將地區醫院與醫學中心垂直結合。電子病歷下載服
務
PoHIS 提供病患下載電子病歷，並利用儲存媒體讓病歷資料能跟著病患
走。
5. 網路醫療社群服務
PoHIS 提供網頁空間讓那些有共同需求的病友能自組一個虛擬社群談
論或分享對於某些疾病之經驗，如此可誘使供多病友加入 PoHIS。
6. 聯盟醫院網路掛號服務
PoHIS 可提供便利之加盟醫院網路掛號服務
7. 申請加入醫院聯盟服務
提供醫院註冊及推廣功能，對有意願加入 PoHIS 之醫院提供便捷之步
驟及技術諮詢服務。

四、本計劃對病歷管理人員介紹未來職場環境及預做個人轉型規劃，及早因
應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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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期末審查委員指導，建議或提示簡覆如下：
一、建議訂定服務型態及對病患之服務等級，如病患雖擁有自己的病歷，
但全都是英文，其功效不若中文病歷?
答： 1.目前各醫院沒有將病歷翻譯成中文的服務，將來視醫院人力
及物力的運作，祗要院內 HIS 是中文病歷，PoHIS 即可讓病患
擁有中文化的個人病歷。
2.病患導向的服務：
病患不出門即可下載到自己的病歷，以達到節省人力及時間。
3.收費機制：
將來電子病歷也許可比照紙本收費的方式。
病患在此下載機制中也可清楚知道已經下載了那些病歷資料，
且可有彈性選擇日期或期間、醫院，以便過濾已下載過的電子
病歷資料，避免重覆下載。
4.本計劃於交付文件之「服務機制及營運模式分析」中已經有初
步營運及服務說明，唯後續可依政府之推廣政策調整辦理。
二、本:計劃中所定義之 CDA 是否能與其他計劃所應用之 CDA 進行交流?
答：本計劃所訂 CDA 已與成大附醫資訊室及東元公司相關計劃交流，
希望衛生署或 HL7 協會能扮演主導或統一角色。
三、其他醫療院所加入 PoHIS 時是否需要花費很大心力？
答：本計劃在設計時，不論架構上或 CDA 標準規範上均花了很多心
血規劃，並建立各項共享機制，其目的在於讓其他醫院不必花費
很多時間，人力配合就可以加入 PoHIS，以達到容易推廣目的。
四、詢問本計劃對衛生署有何貢獻？
答： 本計劃之成功應用已實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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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異質平台上分享病歷是可行的。
2.HL7 與 CDA 等國際標準應用於電子病歷交換上是可行的。
3.PoHIS 之設計架構在推行上十分容易。
4.使病患可擁有自己病歷，技術上是可行的，但需相對之管
理配套措施。
五、建議計劃結束後能有進一步之探討與研究，提供深度內容
與經驗分享。
答：
1.計劃中所訂定之 CDA 格式已投稿 HL7 協會舉辦之國際研討會議。
2.計劃實行之心得彙整後將會投稿 MIST2003 際研討會。
六、各醫院病歷如果在送出時才做數位簽章，是否會發生醫院自行竄
改再送出以規避醫療責任？
答：本項問題將是所有參與此試辦計劃之共同問題，除非規範各院醫
師在看診時一併即時完成電子簽章才能解決上述問題。但如此推
行對醫院內部作業將時有實務上之困難，是一個難臻的目標。
七、希望本計劃之成果依計劃時所提之七個構面分述，整理書面資料
於期末交付文件內提出。
答：配合辦理，詳見本報告書『結論與建議』章節說明陸、參與試辦
醫院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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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與試辦醫院執行狀況
PoHIS 各醫療院所連線狀態
醫療院所

網路連線狀態

台北榮民總醫院 連線正常

新光醫院

連線正常

關渡醫院

連線正常

署立宜蘭醫院

連線正常

桃園榮院

連線正常

員山榮院

連線正常

病歷申調查閱狀態

申調查閱病歷正常

連線內容
病患基本資料
歷次就醫紀錄
檢驗檢查紀錄
成人健檢資料
門診紀錄
出院病摘
手術紀錄
住院用藥

使用 archive 資料庫
病患基本資料
進行實作。
歷次就醫紀錄
大部分本院所提供之
檢驗檢查紀錄
病患身分證字號可申
成人健檢資料
調病歷。
病患基本資料
歷次就醫紀錄
申調查閱病歷正常
檢驗檢查紀錄
成人健檢資料
門診紀錄
病患基本資料
歷次就醫紀錄
申調查閱病歷正常
檢驗檢查紀錄
成人健檢資料
使用 archive 資料庫
病患基本資料
進行實作。
歷次就醫紀錄
大部分本院所提供之
檢驗檢查紀錄
病患身分證字號可申
成人健檢資料
調病歷。
病患基本資料
歷次就醫紀錄
申調查閱病歷正常
檢驗檢查紀錄
門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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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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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完成工作項目及說明
一、 完成傳送電子病歷之 HL7+CDA 標準格式，請參閱交付文件之「電
子病歷交換之 HL7+CDA 訊息格式標準(草案)」。
二、

完成 PoHIS 網站系統建置；https://www.pohis.org.tw

三、

完成電子病歷交換伺服器建置。

四、 完成各合作醫院之電子病歷閘道器之建置；包括︰台北榮民總醫
院、新光醫院、署立宜蘭醫院、桃園榮民醫院、關渡醫院、員山榮
民醫院。
五、 完成「醫療憑證管理中心（HCA）」測試，測試結果請參閱交付文
件之「配合『醫療憑證管理中心』測試結果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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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交付項目及說明
本計劃交付之文件項目說明如下，詳見本成果報告附錄資料；
一、執行計劃書
描述本計劃執行範疇
描述電子病歷交換架構之各節點角色分析
描述節點內部、外部之作業流程
二、PoHIS 服務機制及營運模式分析
三、PoHIS 網站分析設計規格書
網站架構分析與設計
四、HL7 交換軟體分析設計規格書
描述依據計劃書中之交換架構所開發之軟體規格
描述 HL7 交換軟體之分析設計
五、電子病歷交換之 HL7+CDA 訊息格式標準(草案)
初步定義以 HL7 及 CDA 為標準之電子病歷交換訊息格式
六、HIS 介面資料格式參考手冊
描述各醫院資訊系統轉出之電子病歷資料之共用格式
七、電子病歷資料庫格式定義
描述電子病歷資料庫存放格式
定義電子病歷資料庫索引
八、配合衛生署「醫療憑證管理中心」測試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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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一、推廣應用所遭遇之困難與挑戰
以下為進行推廣應用本計劃時，所遭遇之困難與挑戰如下：
1.對方醫院之配合意願：無明顯誘因可促使醫院投入
2.有些醫院無法掌握 HIS 技術，尤其採外包或無資訊人員之醫院
3.電子病歷內容繁多且格式難以統一標準化。
4.病患隱私之確保：安全與方便及成本與反應進度是一體之兩面，必
須取得平衡點。
二、計畫對衛生醫療資訊政策之具體建議：
1.CDA 標準之應用推廣是一個值得大家努力之方向。
2.電子病歷之數位簽章建議 以機構卡辦理數位簽章即可，不須使用醫事
人員卡。因為要求醫師在看診時一併即時完成電子簽章，其導入成本
過高，目前推行時仍有實務上之困難。
3.病歷共享之推行建議政府要制定誘因。

三、本計畫對各級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後之相關因應對策、規範或指引：
以下針對法規面、管理面、技術面、標準面、共享面、安全面及社會面
等各層面，總結說明本計畫對各級醫療院所實施電子化病歷後之相關因應對
策、規範或指引。
(一)、法規面：
本計劃配合衛生署 HCA 電子簽章機制應用之實作經驗，希望政府
能因應實務需求修法，以創造電子病歷作業之可行環境：
1. 目前醫療界對電子簽章之實施均寄予厚望，希望能達到無紙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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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之環境，然而若根據現有相關醫療法，則醫院建置所需電子簽章作
業環境成本過高，且醫療人員配合作業流程過於複雜，這將直接影響
醫療院所推行病歷電子化之意願，故希望政府能修法時能考慮實務之
可行性及資料之周延，目前法律上的病例室以文數字為範圍，未來電
子化病歷是否包含動態及靜態影像（目前各醫院由病歷組前者文件，
放射、病理、核醫、牙科及臨床部科管理後者）有待釐清，以因應時
代需求。
2. 病歷智慧財產權之爭議與釐清(歸屬病患，醫師，醫院或是數方共
有)，在法律上能有澄清。
3. 應配合國際立法趨勢，訂定病患醫療資訊隱私權保護規範及電子病歷
資訊安全規範，以確保病人隱私及電子病歷資訊安全。
4. 實施電子病歷後如發生醫療糾紛該如何處理及如何提供病歷？在法
律上能有明確規定。
（二）、管理面：
1. 建議擬定電子病歷實施要點，鼓勵各醫院成立「電子病歷委員會」，
列為醫院評鑑之項目之一，並訓練相關人才，授權管理該院電子病
歷，才能達到有效管理及監督。
2. 電子病歷的安全性與私密性有其絕對的、迫切的需要。因此本計劃配
合衛生署健保 IC 卡及醫療憑證管理中心(HCA)之推行，試行『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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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病患授權同意查閱其電子病歷，醫療憑證作為配合電子簽章以防
病歷竄改』之機制
（三）、技術面：
各醫療院所推廣病歷電子化如何達到無紙化目標，牽涉之技術有：
1. 多媒體人機界面
2. 資料庫及其管理系統
3. 大量資料彙集與快速詢取
4. 全文處理
5. 影像處理,儲傳與管理
6. 資料交換與字彙標準
7. 系統網路基本建設與管理
8. 系統可靠度與安全機制
9. 與其他資料庫或系統銜接
10. 各種標準之引用
然而隨著技術之快速變遷，電子化病歷如何能有效之長期保存將
牽涉醫院之營運成本，建議政府能減少各項政策上或醫療制度之變動。
（四）、標準面：
本 計 畫 跨 院 部 分 醫 療 資 訊 交 換 標 準 將 採 用 HL7 – XML based,
DICOM，電子病歷內容交換以 CDA(clinic document architecture)為
原則，且將密切注意衛生署後續公告之標準，例如字彙標準或 LOINC
等尚未納入，本系統未來將配合更新調整以符合國家標準，便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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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的整合及交換；院內部分則將採用相容策略，主要原因是考
慮目前已電腦化醫院轉換至標準之工程難度、投資及反應速度影響，
故未硬性規定使用共通標準，僅對外傳遞時須將資料轉成共通標準再
送出，本計畫規劃於 EMR GATEWAY/EMR SERVER 中 SENDER 及 RECEIVER
元件具有此方面之功能
（五）、共享面：
本階段主要任務是跨院共享病歷機制之建立，除了可達到提供
HIS 資料之醫院病歷共享外，本計劃亦支援醫療資源不足之偏遠地
區，未有 HIS 作業之醫療機構亦可透過傳真至電腦或檔案上傳方式達
到病歷共享目的。但因電子病歷的內容涵蓋非常廣泛，為避免複雜之
作業內容增加執行之困難度，故將規劃最常應用的項目為本計劃作業
之範圍，俟運轉順暢，於後續推廣階段再逐漸擴大作業內容。基本規
劃如下：
1. 病歷調閱使用時機：使用 PATIENT-ON DEMAND 有需要者才啟
動調閱機制。
2. 電子病歷內容：病患基本資料、出院病歷摘要、成人健檢、檢
驗檢查、門診紀錄、手術紀錄、用藥紀錄。
3. 服務對象：跨院轉診病患及診治之醫師。
4. 申請加入醫院聯盟服務

提供醫院註冊及推廣功能，對有意願加入 PoHIS 之醫院提供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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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步驟及技術諮詢服務。
（六）、安全面：
本計劃安全及病患隱私考量 – 讓醫院、病患雙方均安心，有：
8. 不集中保管醫院提供之病歷，有需要時再調閱
9. 醫師僅能看到服務醫院之病患資料，欲看到跨院資料，須經病患
授權(插入病患 IC 卡)。
10.

醫師欲看到病患敏感性資料，須經病患授權(插入病患 IC 卡)。

11.

所有 ID/Password 必須至少 10 字，上網前、傳送過程、儲存，

均做加密處理，本中心一般管理人員無法知道 Password，讓使用
者安心無虞。
12.

合作醫院之醫師不必加入本中心會員,可跨院至所屬醫院認

證，如此可減少維護工作，增加安全、便利。
13.

病歷網頁編碼，儲存時不具可讀性，增加病患隱私。

14.

開放提供病患查詢調閱該病歷記錄，遏止不法行為。

15.

各節點設計具有管理者功能，EMR GATEWAY，EMR

SERVER，EMR EXCHANGE CENTER 各司資料取用授權及安全
控管，未來將來配合衛生署健保 IC 卡及醫療憑證機制之使用，
可使安全控管更嚴密。
（七）、社會面：
1. 為不影響醫院每日電腦作業之運作，造成民眾不便，本計劃將依
需求萃取各試辦醫院 HIS 電子病歷資料，而不直接去更改醫院目
前之 HIS 資料。
2. 病歷電子化、無紙化後，病歷單位及其工作者將何去何從？在病
歷管理協會 2001 年年會上已出現疑慮之聲，本計劃初步探討，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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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理如下：
（1）為迎合病歷管理人員角色與職責的改變，傳統病歷管理人
員應作下列的因應：
A. 充實電腦相關知識與技能，俾能熟悉的使用電子病歷的相
關作業，以提昇電子病歷的使用效率。
B. 參與電子病歷的規劃，使電子病歷的使用更便捷。
C. 精進電腦統計分析的能力，俾能對病歷資料作有效的分析與
評估。
D. 鑽研電子病歷相關法規，維護資料的安全性，使釋出的病 歷
資料合乎法規的規定，並保障病人權益。
E. 研讀基礎醫學、醫用術語等醫學相關課題，以提昇閱讀病歷
資料的能力，以利病歷相關資料的收集、審查、處理與解析。
F. 舊有的病歷檔案基層人員，可訓練有關光碟掃描的技術，將
舊有的紙本病歷掃描到電腦裡，俾與新的電子病歷相銜接。
G. 學習檔案下載、光碟燒錄技術以因應未來交付病歷之新服務
型態。
H. 其他基層人員可訓練有關資料輸入、檢查、查詢、列印等相
關工作，熟悉電腦的操作。
（2）電子病歷實施後病歷管理人員之轉型規劃
在紙本病歷時代，病歷管理人員所有的作業，幾乎都是與實體
病的收發、病歷的遞送、病歷的排序、病歷的整理、病歷的審查、
疾病分類、未完成病歷管理、癌症登記、病歷檔閱管理、病歷資料
申請、發放等等作業，每一項作業都是與紙本病歷為伍。然在電子
病歷實施後，病歷管理將走向無紙化的境界，即紙本病歷不復存
在，屆時病歷管理人員的作業，將有很大的變革。故在電子病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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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前，病歷管理人員應即早作轉型的規劃。
（3）電子病歷實施後，病歷管理人員的主要職責將轉變為：
A. 資料的收集：包括病歷相關資料的收集、資料的輸入、口述
資料的聽打、相關資料的登錄。
B. 資料的分析：輸入資料完整性的審查、資料一致性的審查、
記錄品質的審查、未完整病歷之追蹤管理、病歷的統計分
析、索引的製作、DRG 的編碼與分析。
C. 資料之備存
D. 資料的管理：資料的安全維護與保存，資料的申請發放、資
料的列印、資料的查詢檢索服務。
（4）未來病歷之管理範圍是否由由紙本病歷擴及動態及靜態影像將
視未來政府對『病歷』之定義明確後因應
（5）曾討論病歷人員是否併入健保申報或資訊單位，經探討認為仍
有其專業特質不宜他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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