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數位醫療產業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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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高齡化社會及全球疫情下醫療體系面臨的困境和轉型的需

求 (Dual burden /Transform or die) 

•醫療數位化可協助解決當下及未來的困境 ( Digital 

health and smart medicine can resolve dilemma 

within and beyond a pandemic) 

•臺灣在數位醫療的優勢與機會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medicine for Taiwan) 



是誰啟動這一波的數位轉型？ 

(A)CEO 執行長 

(B)CFO  財務長 

(C)CTO  技術長 

(D)CIO  資訊長 

(E)COVID-19 

accelerator 

challenge & opportunity 

 



Nature Medicine 2019; 25:1 



Nature Medicine 2019; 25:44-56 

AI的應用:從子宮到墳墓 



Transform or Die (不轉型就坐等被淘汰):以美國醫療照護變化為例 

度量項目 1975年 現在 

醫療照護工作數量 4百萬 
1千6百萬(美國經濟體系內最
多的產業) 

每人在醫療照護花費 一年550美元 一年11,000美元起 

病人分配到的看診 新病患60分鐘，回診30分鐘 新病患12分鐘，回診7分鐘 

醫療照護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比例 

少於8% 18% 

醫院日間病房平均收費 約100美元 4,600美元 

雜項 無 

相對價值單位(RVUs)， 
電子健康紀錄(EHRs)， 
藥品福利管理(PBMs)， 
「健保體系」 

資料來源(書籍)：AI 醫療 DEEP MEDICINE 



今周刊1314期P106-107 

疫情、競爭、高齡化—逼出日本診所倒閉潮 



台灣健保的醫療費用占率變化 



聯合報111.04.04 



疫情下醫療機構面臨的挑戰 

•須同時具備彈性和韌性 (Flexibility & Resilience) 

•不僅要提供COVID-19病人高品質的照護，還要能兼顧非COVID-

19患者的醫療需求 (Dual Burden of Healthcare System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對所服務的社區提供不間斷的醫療服務，也必須提供非緊急手

術並減少健康照護的社會差距(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在完成上述任務外還能維護第一線醫護的福祉 (Burnout of 

personnel) 



成年人口中有70%屬於亞健康族群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NCD) i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非傳染性疾病是主要死因) 

GBD 2016 Causes of Death Collaborators 
Lancet 2017; 390: 1151–210 



世界衛生組織永續發展目標3.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3.4) 

•2030年減少因癌症、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

和糖尿病等慢性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造

成提早死亡(premature mortality)的1/3 

•大概須每年花費180億美金，可減少3900萬人死亡 

•效益是花費的19倍 



The Hallmarks of Health: 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 of 
Disease” to “Medicine of Health”健康標記:從傳統"疾病

的醫學"到"健康的醫學" 

Cell 2021; 184:33-63 



2020全球健康元年 

•突如其來的全球疫情爆發，
深刻影響和改變人們的生活
方式 

•健康越來越緊迫,重要,和不
可取代 

•許多短期的緊急措施將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醫療系統問題 
全球醫療系統都面臨高成本、就醫權不平等、醫療品質不一致、以及

龐大高齡化醫療照護需求負擔。 

只考慮疾病、未處理亞健康和促進健康 

醫療數位轉型可以協助解決這些挑戰 

 

 

 

 

數位化 

電子病歷平台 

發展AI輔助醫療決策系統，
提升醫療效率與品質。 

個人化 

健康紀錄與App 

大眾從事健康促進活動， 

達成高齡樂活。 

數位化 

可移動交換病歷 

促進轉診，促進醫療分工提

升醫療系統效率。 

1 2 3 



智慧醫療 

•智慧醫療簡單而言就是透過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促進
各種健康醫療照護流程效率化，提升醫事人員/病
人安全，同時因為能夠講清楚定義與瞭解需求者的
痛點，因此給予「剛剛好」「適切的巧思」來滿足
需求的解決方案與服務 

•仍要回歸醫療核心價值:服務與品質 安全與有效 
 



智慧醫療 

• 人工智慧（AI） 

• 區塊鏈（Blockchain） 

• 雲端（Cloud） 

• 大數據（Data） 

• 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 5G（Fifth Generation）  

 

•慢性病管理 

•自主管理與疾病預

防 

•疾病診斷 

•診斷分流 

•臨床決策支援 

•照護服務  

組成ABCDEF 應用 



智慧醫院 

1.0 資訊科技：以醫院為中心、代表性系統是HIS/NIS/LIS/RIS 

2.0 可視化資通訊：以醫護人員為中心，PACS，LAN代表，無片化 

3.0 行動化醫療：以病人為中心，Mobile App，手機，智能化 

4.0 資料科學+物聯網->醫聯網，以人類健康為中心，醫療及照護
機器人、基因工程、雲端服務、預防醫學、3D列印、穿載裝
備、視訊協作及監控、手機導航、微定位、智慧化而無所不在
的健康促進 

未來醫院的概念「急重難罕在醫院」其他都可以社區或居
家執行 

 

 



Telemedicine Application Model in Contex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Frontiers in Medicine 2021; 8:646506. DOI:10.3389/fmed.2021.646506 



JAMA Cardiol 2017;  2:67-76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0; 4:1208-1220 



General architecture of a healthcar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system 
健康照護的醫聯網架構 

Sensors (Basel) 2020; 20:2186 



Ambient intelligence for hospitals 

Nature 2020; 585:193-202 



Ambient intelligence for daily living spaces 

Nature 2020; 585:193-202 



另類AI：環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 

•利用各種零接觸的人工智能傳感器(Contactless 
sensors) 

•能夠對人有感應並回饋的數位化真實環境 

•系統感知人的存在，對人的舉動做出反應，完成設
定的職責，提供個性化服務，甚至可通過預測技術
幫助人去完成日常活動 



Illuminating the Dark Spaces of Healthcare：
照亮醫療照護的黑暗空間 

•提高醫療環境的安全性 

•改善慢性病人的長期身體管理 

•減輕老年人對看護的依賴 



Hospital Without Wall : More Warm & Precise Care 
不受時空無遠弗屆更有溫度且精準的醫療照護 

物流
平台 

圖片來源：網路 



醫界Uber 

•美國新創公司醫用「Heal」APP 

•古代一卡皮箱行醫遍天下，現在

是一機就能救命看診 

•將來的社會「地下一只機，天上

一片雲」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RrWbbg 



健康科技業大有可為 年複合成長逾16% 

資料來源：今周刊1286期 



君子思慮而預防之 

•美國CDC指出美國年度總醫療支出有86%是可以用
預防避免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全球人口有75%是處於亞
健康狀態 

•醫療照護產業應走向疾病預防、疾病預測、個人(
精準)化及去中心化 

•國際醫療趨勢:醫療走向虛擬、智慧、和非常遠端 



傳統的反應式治病生活方式    主動式健康管理生活方式 

傳統 
被動型治病 

醫藥 

手術 

治病 

醫療
旅遊 

預防/
個人
健康 

美容
抗 

衰老 

企業
健康 

健康 
旅遊 

飲食/
營養/
健身 

未來 
主動型養生 

 反應式治病生活方式             主動式健康管理生活方式 

From Reactive to Proactive and Preventive 



•Harari在人類大命運

一針見血地指出二

十世紀的醫學在治

療疾病，二十一世

紀的醫學則日益致

力於提升健康水準 



外人眼中的台灣充滿機會 
Taiwan Ranks Second in Asia-Pacific Personalized Health Index 

•Health Information (3rd) 

•Policy context (3rd) 

•Personalized Technologies (3rd) 

•Health Services (3rd) 

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尖端資訊科技 



台灣擁有全球最佳
的醫療系統之一 

在全球多項評比，台灣多次

當選全球最佳醫療系統。 

評比內容顯示，台灣在基礎

醫療設施、醫療人員專業能

力、 高品質藥物與醫材，與

政策完善優於其他國家。 

 

 



台灣數位競爭力名列前茅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報告，台灣在2021年全球數位競爭力名列第八

，達到史上新高。 

台灣在個人手機持有率、寬頻普及率、企業使用大數據與分析、股市

科技股籌資規模、與政府數位化程度表現優秀。 

另外，台灣具有多個國際級資通硬體科技頂尖企業，這項競爭力沒有

列在評比項目之內。 



台灣醫療數位力 

結合優秀的醫療保健系統與數位競爭力，台灣可以創造強大的醫療數

位力。 

臺大醫院作為台灣醫療的櫥窗，已經發展諸多面向的智慧醫療。 

•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分析病歷、協助疾分師分類疾病，提升品質與效率 

• 利用電腦視覺提早偵測胰臟腫瘤、冠狀動脈鈣化達成疾病預防 

• 利用人工智慧進行遠距醫療辨識傷口，協助偏鄉醫療轉診 

• 利用人工智慧模型進行多項疾病風險預測，提升醫療反應 

• 利用物聯網技術發展血氧監測平台，協助新冠肺炎偵測 

 

 



新的變革與機會 

5G+8K+即時數據 

藉助超高清顯示設備，無線傳輸網絡
，與權威專家和機構進行遠程的醫學
資料共享，對患者進行多方會診及遠
距治療，為患者提供最具準確和最佳
治療方案。 

將醫療平台上的上傳資料如影像、檢驗報告、電子病歷
通過新世代顯示設備互動式呈現幫助醫師快速釐清資訊
。 

|多方會診、遠距治療 



• 高齡化需求 
• 智慧醫院 

• 遠距醫療 
• 健康照護 

• 醫療影像(PACS) 
• 穿戴裝置 

• 醫用面板資訊技術 

LDCT肺部小結節偵測 CT腦出血偵測 Mammo腫塊與鈣化偵測 醫院自行開發的模型 醫師自行開發的模型 

自行開發 外部模型 

 醫療資訊與智能平台：融入醫院、醫師的日常工作流程 

5G+8K+醫療影像(AI)、即時數據 ， 
推動醫療領域之高階顯示應用服務解決方案 

影像標示、分類 

危急通報 

品質控管 

流程改善 

影像標示、分類 

自動報告 

智能清單 危急通報 

影像標示參考 

影像報告參考 

危急通報 

衝突用藥提示 

邊緣運算 

拍攝影像 影像處理 影像報告 門診診間 臨床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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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療體系整合資料: 大數據資料研發 

跨院區 
10間醫院之primary data， 
非次級資料 

每年近300萬就診人次與60
萬就診人數之醫療資訊 大數據 

結構化 

政府資料 

總計403項病歷項目電子化及結構
化病歷，涵蓋所有醫療作業項目 
 

與中央政府單位資訊截長補短 
如全國健保檔、癌登、死亡檔 
 



臺大醫療體系整合資料: 研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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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臨床醫學、生物統計、資訊工程的專業人才，協
助醫事人員發展大數據研究 

• 整合各院區、專科、檢查單位：病歷、檢查、影像等 

• Big data、AI智慧醫療、real world data，與clinical 
trial相輔相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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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期刊發表數 會議論文發表數 

醫整庫研究成果統計 
(自2016年起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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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療體系整合資料: 精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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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與國際接軌 

建置主題式資料庫 

全院臨床資料管理 

醫整庫透過跨機構的數據結構與內容標準化，進行統計預測模型之外部驗證
，藉由健康海量大數據資料的優勢，產生真實世界證據，達到個人化精準醫
學的目標。 

為節省資料重複擷取及資料整理的時間，積極與各科部醫療專業人員合作建
置主題式資料庫，提升研發效率，以平台模式進行子資料庫建置與連結。 

研究者申請各臨床單位自行建置之資料庫，如CT/MRI影像、玻片影像、基
因定序等資料，會辦醫療整合資料管理委員會，建立統一之管理機制。 



臺大醫院自行開發疾病分類智慧編碼系統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分析病歷、協助疾分師分類疾病，提升品質與效率。 

按下AI按鍵，AI快速推薦ICD診斷編碼建議。 

 

 

? ? 
AI快速推薦ICD10碼 



利用電腦視覺達成疾病預防及早期診斷 

升主動脈 

降主動脈 

心包膜自動標註 

心外周脂肪 

鈣化 

鈣化偵測 
電腦自動偵測 人工標註 

臺大醫院廖偉智醫師與台灣大學王偉
仲教授合作開發人工智能輔助影像分
析提升胰臟癌之偵測系統 

臺大醫院、TW_CVAI、NVIDIA

及EBM聯合開發心包膜/主動脈分
割及心血管風險自動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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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自行開發人工智慧模型協助偏鄉醫療及

疾病風險預測 

臺大醫院自行開發遠距醫療辨識傷口模型，協助偏鄉醫療轉診。 

利用人工智慧模型進行多項 

疾病風險預測，提升醫療反 

應。 

 



台大醫院、台灣微軟、工研院三方產學合作
發展雲端血氧偵測系統 



未來台灣進一步發展醫療數位力的關鍵 

 高品質醫學資料 

量大、質優、可以串聯的醫學資料是發展智慧醫療的基礎。 

台灣擁有高品質電子病歷資料、健保資料、與台灣生物資料庫，未來要政府領導開放、串
聯、加值，釋放台灣醫療大數據能量。 

台灣目前生活型態、健康促進大數據沒有系統性大規模收集。 

 強化人才及產官學合作 建立數位醫療生態圈 

台灣擁有優質理工與醫學人才，但是工程師和醫師的認知有異，未來要加強跨領域教育，
包含跨領域學程與學位的設立，跨領域研究中心、產學合作的推動。 

 轉譯 

智慧醫療要落實為常規醫療的一部分必須透過大量的臨床試驗，形成證據醫學，目前在智
慧醫療臨床試驗的投入不足，導致很多智慧醫療科技無法到臨床應用。 

智慧醫療臨床試驗不同於藥物臨床試驗，未來要推廣設立獨立的智慧醫療轉譯中心，協助
推動臨床試驗。 

 



JAMA Intern Med 2022;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22.2947 

以遠距照護改善慢性病:糖尿病為例 



JAMA Intern Med 2022; doi: 10.1001/jamainternmed.2022.2947 

遠距照護明顯改善糖尿病的HbA1c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三個進程 

• 第一階段: 系統數位化 (system digitalization) 
 
• 第二階段: 數位系統整合 (digital system 
integration) 
 

• 第三階段: 數位系統的商模 (digital 
transformed business)。融入健康照護的價值鏈
，從病人(顧客)體驗創造新的服務或事業領域 (共
享經濟 體驗經濟) 



結語 

醫療數位化的目標是提升效率、提升品質、促進健康。 

台灣擁有良好的基礎與競爭優勢 

未來要在病人隱私及安全保障下，資料和法規鬆綁、跨域人才
交流產學合作、與符合科學及國際法規臨床轉譯多投入。 

最後，要發展出合理的智慧醫療給付系統，才能由資料科學
發展成資料經濟，永續經營。 



看見台灣 

智慧醫院、智慧醫療照護、醫材、高端
醫療技術、數位醫療、精準健康，是台
灣可以卓越傑出，打亞洲盃，甚至世界
盃的高附加價值產業，而且造福病患、
家屬、老人、弱勢、功德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