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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發會人口推估統計，臺灣在 2018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雖然目前我國老年人口占比與歐美日韓等主要國家相比，仍

處相對低水準，惟上升速度快，自 2052 年起，將僅略低於韓國，並於 2057 年開

始突破 40%。1 臺灣自 1995 年開辦健保，雖大幅提升民眾就醫可近性，但也出現

醫療資源浪費、醫療需求與支出逐年增加之現象2，而高齡化更是加劇此現象3，

另外伴隨少子化，也造成健保收入難以增加的窘境，對臺灣健保體系是一大挑戰。

另外，醫療需求的增加，也凸顯醫護人力之不足。全球各國為控制醫療支出持續

增加，早已投入發展智慧醫療與數位醫療，臺灣也應跟隨全球趨勢積極投入，解

決醫療服務長期承擔的問題，如醫療人力、醫療資源之不足等。 

2018 年的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認可數位科技 (Digital 

Technologies)在改善公共衛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並敦促會員國優先發展數位健

康科技，作為促進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和推進可持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方法。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也在 2020 年成立「卓越數位健康中心」（Digital Health Center of Excellence），

掌管的領域包含了行動健康裝置（Mobile health devices）、軟體即醫材（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SaMD）、穿戴式醫材，以及用於醫療產品研究的數位科技等。
4顯示美國對發展數位健康科技的重視。 

OOSGA5指出在醫療照護走向智慧的過程中，轉變的不僅只是醫院的醫療程

序而已，而是將消費者放在核心，建立一整個涵蓋智慧醫療社群、智慧醫院、診

                                                      
1 檢自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網址 https://pop-proj.ndc.gov.tw/international.aspx?uid=69&pid=60 

(Sep.30,2022) 
2 中央健康保險署統計，2020 年健保醫療費用核付金額 6,972 億元，較 2019 年增加 311 億元，與 2015

年相較增加 1,615 億元 
3 中央健保署統計，2020 年 65 歲以上醫患者使用健保醫療費用的占比高達 39.8%，而 0-14、15-44、45-

64 歲使用占比分別為 5.4％、20.5、34.3％，與 2015 年相較，僅 65 歲以上占比增加(4.2 個百分點)，其

餘各年齡組占比均呈下降。 
4 檢自 ITRI TECH，網址: https://itritech.itri.org.tw/blog/ai_witmed_2/ (Sep.30,2022) 
5 檢自 OOSGA。網址:https://zh.oosga.com/docs/smart-healthcare/(Sep.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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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實驗室/影像中心、家居、以及照顧中心等設施的一個去中間化，資源與數據

共享的生態系統。未來病患將會無時無刻的與整個醫療體系互動，如看診前可透

過可穿戴裝置上的數據監護健康，或是定期做健康檢查，出現警訊時，患者可以

透過平台或是利用社群的資源尋找相關資訊，同時能以 AI 驅動程式透過數據分

析向醫院約診，不僅加速約診流程，所約診的醫師也將會更符合病患需求，而醫

院端也會因為精準的約診而減少資源的浪費。看診時，醫院能夠利用病患所提供

的數據(可穿戴裝置之數據、診所病歷、健檢報告等)，提前匯成報告讓醫生提供

準確的診斷內容。取得診斷結果後，醫生與病患利用遠程醫療相關解決方案持續

追蹤病情。 

現在看來，OOSGA 所指出的情境已一一浮現，而以製造為主之臺灣資通訊

科技(ICT)位居全球領先地位，也已有不少的業者跨入醫療領域，發展智慧醫療，

但是與國際上主要是以 Google、Microsoft、Amazon 等偏向軟體之科技公司來發

展智慧醫療，明顯不同。臺灣產業應思考競合問題，並加緊腳步找到更好的切入

點，而政府也應積極提供好的政策法規環境與配套措施。 

鑒於醫療健康照護走向智慧化，有賴醫療服務與新創科技的跨界融合，為掃

描國內醫院智慧化與醫療智慧化之現況與趨勢，在中研院楊泮池院士協助下，中

技社於今年 8 月 2 日舉辦「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研討會。 

研討會以智慧醫院與智慧醫療為兩大主軸，由醫院與科技產業現身說法，闡

明推動醫院智慧化與醫療智慧化背後之具體思維與實務做法、面臨之挑戰及未來

方向，並訴求內容能貫穿整個醫療產業生態系；也邀請新創科技之資金支持者—

創投及具備資金與客群之保險業，分享對智慧醫療發展趨勢之看法。讓智慧醫療

的使用端-醫院，與研發端的 ICT 產業雙邊對話，互相了解執行層面可能出現之

問題，及是否有誘因來推動等，更安排焦點座談，讓法規制定者衛福部還有給付

單位健保署一起參與，對醫院端或產業端推動過程中遇到的困境，政府如何協助

解決等進行交流與溝通，讓臺灣的智慧醫療能更往前一步、產業能真正落地輸出。 

上午時段邀請楊泮池院士及陳振文教授主持，安排臺大醫院吳明賢院長與廣

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進行專題演講，並邀請研華科技江明志副總經理、慧誠智醫

余金樹總經理、林口長庚陳建宗院長與北醫邱仲峯院長分享多年投入「智慧醫院」

之心得與觀點。下午第一個時段由郭旭崧無任所大使主持，邀請華碩黃泰一全球

副總裁、雲象科技葉肇元創辦人暨執行長、臺中榮總陳適安院長、臺北市立關渡

醫院陳亮恭院長、鑽石生技李祖德副董事長及遠雄人壽儲蓉風控長共 6 位專家，

談「智慧醫療」之發展趨勢、挑戰與困境；第二個時段為焦點座談，再度由楊泮

池院士主持，邀請衛福部醫事司劉越萍司長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惠瑾榮譽

副所長分別針對法規與商業模式進行引言，衛福部健保署李伯璋署長、宏碁施振

榮榮譽董事長、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張鴻仁副理事長、台灣醫療健康產業卓

越聯盟基金會(簡稱 MET)陳昱瑞董事長、中醫大周德陽院長及彰基郭守仁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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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共同與談，為醫療與科技如何攜手落地，進而產業輸出提出解方。 

最後，感謝楊泮池院士對本次研討會的支持與協助，從議程的規劃、專家的

邀請到當天的主持，無不用盡心思；也對所有主持人、主講人、引言人及與談人，

致上敬意與謝意。當天會議共吸引近 400 位聽眾，為讓研討會當天之精彩內容能

廣為傳播，特將研討會成果薈萃出版專題報告，供各界人士參閱。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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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療服務以內需為主，服務對象僅 2300 萬人口，且國人普遍認為醫療

屬公益性質，不應以賺錢為目的，致市場難以擴大。自 1995 年開始實施全民健

保，於健保總額制度下，彼此相互競爭，許多中小型醫院為求持續營運，開始思

考以擴大服務對象等方式另覓財源，國際醫療即是一種方式，但醫院之間彼此合

作不易，由各家醫院各自發展國際醫療，而可以營利之中小型醫院或診所，若想

擴大規模以提高獲利，則需轉為醫療財團法人。種種限制下，國際醫療整體發展

不若泰國、南韓、印度等國家。 

中技社 2019 年開始關注臺灣在國際醫療方面之發展，瞭解到臺灣具有高水

準且被世界認可的醫療照護體系，而政府與醫院推行國際醫療亦有多年經驗，但

因為醫療資源潛在排擠效應、醫護人力不足隱憂，缺乏國際醫療服務國家品牌形

象，國際醫療發展相對限縮。 

衛生福利部為讓醫療產業升級與對外發展，從 2016 年起除積極配合政府「新

南向政策」與「五加二重點產業推動計畫」，更陸續投入「國際健康產業佈局」以

及「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長程計畫」，於國際目標市場中，推動一國一

中心，深入推廣具台臺灣特色之醫療服務品牌，提升 Inbound 國際醫療服務；同

時也蒐集分析前進新南向國家之醫衛產業市場，以確立我國醫療產業特色服務及

其發展優勢，尋求進入新南向市場之機會，促進臺灣醫衛實力輸出(Outbound)。

然而，受限經費且跨部會資源整合不易，對提升臺灣醫療品牌能見度及醫衛產業

鏈發展之成效不若預期。 

臺灣資通訊科技(ICT)位居全球領先地位，已有不少科技業者跨入醫療領域，

發展智慧醫療，如廣達打造「QOCA®AIM」人工智慧醫療雲平台、研華建構智慧

醫院雲平台，提供醫院管理之智慧解決方案、華碩推出各種不同醫療 AI 軟體服

務等。若能由臺灣優秀的醫療人才帶著科技產業和健康產業，合作推動國際醫療，

共同走向國際，放眼全球醫療服務市場，將有助擴大台灣醫療產業產值。 

有鑒於此，中技社今年(2022)針對「國際醫療新南向政策與市場」及「醫療

與科技」兩個面向進行研討。其中「醫療與科技」，中技社於 2022 年 8 月 2 日舉

辦「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研討會，透過研討會的辦理，邀請業界現

身說法，務實了解臺灣科技應用於醫療之趨勢、現況、困難與挑戰，希冀結合政

府積極推動之新南向政策，並以醫療服務帶動醫療產業落地與輸出，進而促進醫

療產業發展。研討會很榮幸邀請前副總統陳建仁院士蒞臨致詞，且在諸位重量級

主講人、主持人、引言人、與談人支持下，順利進行。 

本專題報告係依研討會當天議程進行之順序，完整記實當天所有專家之報告

內容，先談臺灣數位醫療發展機會及科技產業在醫療領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再

分別從科技業、醫院及保險創投業者之觀點談智慧醫院與智慧醫療發展，並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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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最後安排之焦點座談專家發言內容，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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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潘文炎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陳副總統、楊院士、各位院長、各位產業界的先進，對各位在疫情尚未結束

之際，親自來參加「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研討會，感到非常榮幸。

舉辦這場研討會個人其實是相當地興奮，因為今天有非常多醫院的院長，還有醫

界的先進與會。相信各位都知道臺灣學子考聯考的時候，第一志願大部分都是選

填醫學院；而現在臺灣的半導體是護國神山，ICT 產業也非常強，在這些行業的

也都是臺灣的菁英。所以今天這場研討會，我們談醫療與智慧－智慧醫療與智慧

醫院，就是談臺灣最強的兩個領域。 

臺灣其實是世界上防疫做最好的其中之一。CNN 用了很多標準，把臺灣防疫

的排名排到第 40 名，反而把那些死亡人數很多的西方國家排在前面，看了心情

沮喪。個人覺得 COVID 防疫做得好不好，可以觀察兩個指標，一個是你的死亡

人數、死亡的比例，譬如說每 1 萬人或是 1 百萬人的死亡人數，因為防疫 COVID

的目的就是保護國民的生命；第二個是經濟，過多的保護讓經濟變得很差，也不

行。所以，就觀察這兩個指標，一個是 COVID 對死亡率的影響，另一個是對經

濟，對 GDP 的影響。這兩個指標臺灣是非常好的。今天早上來研討會之前，有再

確認 COVID-19 的狀況，臺灣大概每 1 萬人因 COVID 死亡的有 4 位，而美國是

31 位，我們在照顧國民的生命，比美國大概好了 8 倍；在經濟方面，我們是正成

長，臺灣去年，還是前年，比大陸還要好，臺灣 3%，大陸 2.1%，而美國、歐洲

都是負成長。所以從這兩方面來看，臺灣做得非常好。 

幾年前 CNN 的一則報導，訪問世界上健保、健康照顧做得最好的幾個國家，

包括臺灣、日本、德國、英國等，當中提到一個數字，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提

到臺灣花在醫療方面的費用占我們 GDP 大概是 6.2%，美國是 16%。各位想想，

美國一個人的 GDP 是臺灣的 2 倍多，而醫療費用占 GDP16%，但臺灣只占 6.2%；

另外，美國的保險給付制度，行政程序占所有醫療費用的 22%，當中包括到醫院

就診，就診完畢後醫院給你很多文件，由你自己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請，經過保險

公司審核，再把錢給你等，有很多程序。而我們數位化做得非常好，看病刷健保

卡，整個行政程序的費用只占我們醫療費用的 2%，是非常有效率的，而這正是

數位化的結果。 

另外再跟各位報告，中技社在醫療領域關注幾個主題，包括從臺灣變成老年

化社會開始，做了 2~3 個高齡者照護與醫療相關之研究。另一個我們關心的，就

是國際醫療。依數據顯示，泰國一年有 90 幾億美金的國際醫療，印度大概 80 幾

億，新加坡也有 40 億左右，而臺灣醫療技術這麼好、這麼先進，卻 10 億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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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6 億，很可惜，所以中技社也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研討，並提出臺灣可將高階腫

瘤放射治療與牙醫做為國際醫療的優先推動項目，主要是因為國內對於開放國際

醫療會不會影響對自己人民的醫療照顧，持有不同的意見，而這兩個項目應該是

大家普遍比較可以接受的，且跟其他醫療項目相比，這兩個項目的醫療資源是相

對寬裕的。個人覺得國際醫療與人民的就醫權，兩個不衝突，一定有辦法既可以

發展國際醫療，也可以照顧自己人民。 

今天這場研討會談的是智慧醫療與智慧醫院，剛才提過，這兩個都是我們的

強項，臺灣在這兩個最強的領域，能夠做出什麼事情，是我們所關注的。說不定

醫療的科技產業，包括醫材、醫藥、醫療技術，還有醫院的病人管理、病人照顧

等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再次代表中技社感謝各位的光臨，尤其今天幾個大醫

院的院長，包括臺大、北醫、長庚、臺中榮總、關渡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都

親自來參與，還有我們偉大的護國神山科技業，以及很多位先進都在這裡，本人

深感榮幸，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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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仁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敬愛的中技社潘董事長、楊泮池院士、各醫院的院長、郭旭崧前校長、疾管

署前署長張鴻仁董事長、在座及線上參加此活動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

安。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參加「臺灣智慧醫療產業的機會與突破」研討會。剛才

潘董事長講得很對，確實臺灣在 COVID-19 的防疫上，透過很好的精準防疫方式，

達到很好的成績，除了剛才潘董事長所提到，我們累積的 COVID-19 死亡率很低

以外，我們的經濟成長在這三年也都有不錯的表現，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知道很多國家對亡者的實際死因不見得做很好的篩檢，所以他

們提供了一個「累積超額死亡率」
1
指標，就是全因死亡的累積超額死亡率，我昨

天也比較了 OECD 38 個國家再加上新加坡跟臺灣，到 7 月 31 日為止，我們的累

積超額死亡率在這 40 個國家當中是倒數第二名，紐西蘭最低，再來就是臺灣。 

臺灣確實在防疫上有很好的成果，這個成果我們稱它為精準防疫，其實精準

防疫用到的就是智慧科技的方法，我們沒有封城、沒有普篩，但我們做了很多的

努力，包括很好的疫調、很好的電子隔離，還有很好的院內感染管控等工作。這

當中可以看到我們相當密集地使用精準醫學，用到了大數據、用到了人工智慧，

用到了 ICT 的數據，更重要地，我們也保護了資安的安全，也因此民眾很願意配

合這樣做。 

但是 COVID-19 和智慧醫療一樣，都是有不同期別之分，譬如說第一期沒有

疫苗以前，就是 NPI(非醫療介入措施)，我們做很好的邊境管控、疫調、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2020 年 9 月 Oxford University，還有 10 月美國的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都比較了不同國家的 COVID-19 的死亡率跟 GDP

的衰退情形，臺灣就是邊緣國家，有最低的死亡率跟最低的經濟衰退，甚至正的

經濟成長。 

進入第二期的時候，我們需要隨著科技的進步而精進，第二期其實就是疫苗

問世以後，要怎麼樣增加族群免疫的能力與普及疫苗，臺灣其實面臨了滿大的挑

戰。但是到了 2021 年年底的時候，臺灣的防疫也是做得可圈可點，所以 Nikkei 

Asia 日經亞洲，比較了 120 個國家在防疫、經濟跟人員移動上的數據，並用大數

據來分析，也發現臺灣是 120 個國家當中的第一名，這是今年 1 月份發表的資料。 

                                                      
1 「超額死亡」係指暴露於某種有害因子的死亡數減去在一般環境背景值下所造成的死亡數，由此可得

知因暴露該有害因子而增加的死亡數，當作環境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的一項重要指標。檢自國家

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19447/(Sep.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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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進入第三期，當然我們就不可能再用疫調，因為 Omicron 傳染得很快，

所以疫調是沒辦法進行的。當時旭崧2也一直在提出:我們應該有新的對策，應該

怎麼樣改變，能從 Zero Covid(清零)，進入到所謂的 Live with Covid Virus(與病

毒共存)。在這個階段當中，一開始快篩不足、抗病毒藥物還沒有進口前，確實民

眾會有點驚慌，但是很快的，就在 2~3 個月當中，我們也進入很好的情況。舉個

例子來說，像抗病毒藥物，全世界所有確診者的使用比例，臺灣是最高。臺灣不

斷地在精進各式各樣的防疫科技，用的就是智慧醫療的方法。 

今天這個題目是再好也不過。在臺灣人口老化、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

如何利用現在的科技把醫療做得更好?所以有智慧醫療；而要把醫院的經營做得

更好，所以有智慧醫院。今天我們邀請的主講者都很專業，我剛才還跟明賢院長
3說，我會留下來聽他的演講，但是很抱歉聽完之後，還有行程，要先離開。我剛

才看了我們所有的資料，內容相當地豐富，相信今天的會議一定會很成功。 

實際上，大家都很清楚，人類健康的保障是從預防、早期發現、適切治療，

到最後，甚至是安寧的照護，這些都連結在一起，而這整個階段都有智慧醫療的

領域可以切入。今天的討論，我相信會是很精彩，而且大家會有所得。 

我也真的要謝謝臺灣各大醫學中心，他們真的很了不起，將病歷的電子化做

得相當成功，而且醫院裡面各種設施的數據也都能夠整合在一起，並運用 IoT 與

AI，因此所得到的資料不再是一個人在一個時間點上的資料，而是將一個人很長

的一段時間，及各科別的資料進行整合分析。 

我記得跟泮池4他們討論低劑量電腦斷層(Low-Dose CT)的時候，臺大就開始

有 AI 影像的診斷。臺灣在影像的診斷上還不錯，前一陣子參加 Bio Asia Taiwan

展，我們頒獎給眼底鏡的攝影技術，這代表了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診斷工具的一大

進步。臺灣有很好的 ICT 產業，甚至半導體產業，再加上很好的醫療產業，都是

臺灣最菁英的人才，如果可以整合在一起，我相信臺灣未來在智慧醫療跟智慧醫

院一定會發展成為全世界的模範，就好像我們成功的防疫模式一樣。 

但是要讓智慧醫療跟智慧醫院能夠順利地進行，我覺得有幾件事情我們可能

還需要再加強，第一個就是資安問題，因為有很多的人會擔心個人資料外洩，所

以對於把自己的資料放進健保，讓大家可以做很好的分析使用，總是有一點擔心，

所以我相信未來在智慧醫療與智慧醫院中的資安保障，需要好好的執行。 

第二個就是醫療體系跟資訊體系的連結，在醫院內部沒有問題，但是在醫院

之外，就像現在的健保署如何與各個醫院、診所整合在一起，這部分的整合基礎

建設可以再加強。 

                                                      
2 郭旭崧，現任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3 吳明賢，現任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4 楊泮池，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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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智慧醫療相關法規的限制，這牽涉到醫師法、通訊診

察治療辦法，還有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造管理辦法、藥事法等等，相當地複雜，

我相信衛福部未來一定要在法規部分再繼續地加強。 

第四個部分就是當我們要把這些智慧科技引進醫院或者醫療體系的時候，成

本相當地高，在加強智慧化的過程當中，由健保某種程度的考慮給付，我相信可

能也是蠻必要的。我們如果經過了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就可以將臺灣

智慧醫療與智慧醫院的整個體系建立地很好。 

我今天是班門弄斧、拋磚引玉先提出一些我個人的看法，我看了大家的演講

內容，都相當地精彩，可以預期是一個很成功、圓滿而且可以收穫滿滿的研討會，

最後，我在這裡祝大會順利圓滿成功之外，也祝大家身心靈健康、平安喜樂、家

庭美滿，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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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數位醫療產業的發展機會 

吳明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一、 前言 

陳副總統、潘董事長、醫界以及產業界的先進，今天的研討會提供一個很好

的平台，讓產、官、學共同來探討臺灣數位醫療的機會。 

今天的演講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談高齡化社會跟全球疫情下醫療體系面

臨的困境和轉型的需求。高齡化與疫情對醫療體系是一個雙重的負擔，我們既要

處理 COVID 的病人，也要處理非 COVID 的病人，但醫護人力等醫療資源並沒有

增加；但中文很有意思，剛才不管是陳副總統或是潘董事長都有提到危機這兩個

字，除了危險以外還有機會，所以我想也因為如此，促成我們更早數位化，或是

更願意投入數位化。 

第二部分將談到為什麼要投入數位化？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可以協助解

決當下跟未來的一些困境，特別是我們目前醫療體系不足的部分。最後則是談臺

灣在數位醫療的優勢與機會，這部分應該也是大家最關心的。誠如潘董事長所提

到，過去臺灣的醫療產業，已培養很多優秀的醫護人才，但是我們過去並沒有把

醫療當做是一個產業。不過現在風頭看起來有一點轉向，今年臺大電機系好像比

臺大醫學系錄取分數高一點。我想不管是醫療或是 ICT，都是臺灣的強項，而強

強聯手應該會產生很好的化學反應。 

二、 高齡化社會及全球疫情下醫療體系面臨之困境和轉型的需求 

網路上有一則笑話，一間公司最重要的是執行長、財務長、技術長，以及現

在很多公司有所謂的資訊長，但到底是誰啟動了這一波的數位轉型？結果是以上

皆非，答案其實是 COVID-19 啟動了這一波的數位轉型。COVID-19 對社會、生

活、經濟其實造成很大的衝擊，但對醫療的衝擊更大，而且帶來許多挑戰。從來

沒有想像過一個晚上急診會被所有 COVID 病患塞滿，甚至呼吸器不夠，雖然在

臺灣沒有找不到呼吸器，但美國的確有一陣子是找不到呼吸器，所以 COVID 是

一個非常大的危機與挑戰，不過也因為這個挑戰，加速了所謂的非接觸式醫療，

打破過去一定要親自診療的規定，所以它是一個催化劑，或者說它是一個加速器。 

大家都知道 COVID 是 2019 年 12 月在武漢發生，但其實數位醫療更早開始，

在 2019 年 1 月份 Natural Medicine 慶祝 25 周年的時候，一整期期刊都在談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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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代的醫療，並明確的指出，AI 將來在醫療上，從子宮到墳墓都有很好的機會

跟應用(見圖 1.1)。 

資料來源: Nature Medicine 2019；25:44-56 

圖 1.1、AI 的應用:從子宮到墳墓 

 

醫療為什麼要做數位轉型？以美國醫療照護變化為例，1975 年從事醫療照護

的人數是 400 萬人，目前超過 1,600 萬，假如我們把它當做一個產業，它其實是

美國整個經濟體系裡面，投入人口最多的一個產業，但是每個人在醫療照顧的花

費，也成長了 22 倍，從 550 美元到 11,000 美元，且占 GDP 的比例，從少於 8%，

提高至 18%。美國的住院很貴，大概一天要 4,600 美元，現在的臺灣正處於美國

1975 年一樣，醫療照護占 GDP 的比例是不到 8%，而美國現今的醫療費用，對我

們已經習慣享受臺灣健保而言，絕對是天文數字。 

事實上受疫情影響的不只是美國，日本也受到影響，以日本大東京地區為例，

受到疫情、競爭還有高齡化的影響，450 間診所倒閉，醫療體系面臨很大的挑戰。

臺灣因為政府處置得宜，沒有診所因疫情而倒閉，但是否真的如此，也許是沒有

仔細統計過。 

大家也很關心臺灣的健保，從臺灣健保的醫療費用占率的變化(見圖 1.2)發

現，我們的診療費跟診查費越來越低，但健保支出未減少，錢都花在哪裡？花在

檢查及藥費。這是可想而知的，因為你照顧越來越多的高齡者，越來越多的癌症

病人，所以你的檢查費跟藥費絕對是會一直成長。從健保的公平性與可近性來看，

對健保癌症用藥的給付僅編列 28 億的預算，給付資格限縮，雖然是好事，但是從

另一方面來看，用在感冒的醫療費用卻高達 300 億，凸顯對這些癌症病人的保護

 
Nature Medicine 2019; 25: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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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這值得我們再省思。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檢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501053 

圖 1.2、臺灣健保的醫療費用占率變化 

 

簡而言之，疫情下醫療機構面臨的挑戰其實是雙重的，一方面要提供 COVID-

19 病人高品質的照顧，還要兼顧非 COVID-19 病患的醫療需求。雖然國外已經有

很多的報導，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疫情期間病患因為 COVID 不敢到醫院就醫，

或是因為一些醫院的量能減縮，必須要延後病患的治療，而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所以其實很多是非 COVID-19，但因為沒有得到恰當、適時的治療而死亡。事實

上，包括我們一些所謂的非緊急或非必要的手術，也都延後。以臺大醫院為例，

即使到目前，非緊急或非必要手術的量能大概也只恢復到疫情前的 8~9 成，門診

手術減少得更多。這次的疫情，把醫療體系的一些問題，或者原來不是那麼嚴重

的問題，都一次性地顯現出來。這雙重的挑戰，將會是一個長期的挑戰，因為

COVID 可能會常規化，不像 SARS，3 個月到 6 個月就結束，所以我們醫療體系

既要有彈性，也要有韌性，也要避免醫療人員筋疲力竭。 

三、 醫療數位化可協助解決當下及未來的困境 

COVID-19 從 2020 年開始全球大流行，對大家的衝擊很大，所以有一些專家

就把 2020 年定為全球的健康元年。健康這個主題，並不是只有臺灣，也不是在某

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區域，而是一個全球都會關心的主題。因疫情所採取的一些短

期緊急措施，都將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現在，即使疫情比較趨緩，大家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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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社交距離都還是保持得很好，因為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人權。談到健康，臺

灣的保險雖然稱為健康保險，但實際上是疾病保險，只有生病了才開始給付，我

們其實投資在健康的部分是非常低的。全球成人人口中有 70%的亞健康族群，有

20%生病的人，而真正健康大概只有 10%。目前健保只給付了這些 20%生病的人

群，大家也清楚知道，其實隨著年齡的老化，所謂的非傳染性疾病才是我們主要

的死因，包括心臟病、癌症、慢性肺病等。 

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早在永續發展目標 3.4 提出：2030 年將減少因為癌症、

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跟糖尿病等慢性病所造成的提早死亡，這些占所有

提早死亡的 1/3，這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但是 WHO 認為是值得做的，因為只要

花費 180 億美金就可以減少 3,900 萬人的死亡，但是可能不是那麼容易。以臺灣

為例，過去我們比較少研究健康，都在研究疾病，在醫學院也都是教疾病，沒有

教健康，必須開始要從傳統上疾病的醫學慢慢教到健康的醫學，但這需要花時間。 

目前醫療系統面臨的問題，第一個是就醫權不平等與高成本。臺灣即使健保

很好，但是一些偏遠地區的民眾，雖繳同樣的保費，不見得有同樣的醫療品質，

這是就醫權的不平等。另外，龐大的高齡醫療照護需求，也造成非常大的負擔。

第二個是醫療系統只考慮疾病，沒有處理亞健康跟促進健康的認知。 

而醫療數位化轉型可以協助解決這些問題與挑戰，包括數位化電子病歷平

台，可發展 AI 輔助醫療決策系統，提升醫療效率與品質；數位化可移動的交換

病歷，可促進轉診、促進醫療分工，提升醫療系統效率；以及個人化健康紀錄與

app，有助促進大眾從事健康促進活動，達成高齡樂活。這些數位化醫療可以賦權

給個人，讓他更能掌握自己的健康。 

智慧醫療簡單來說，就是利用這些 ICT 的技術，來促進健康照護流程的效率

化，提升醫事人員、病人的安全，減少醫事人員或醫師筋疲力盡，同時也能清楚

定義與了解需求者的痛點，給予剛剛好適切的巧思，來滿足需求的解決方案與服

務；但是重點還是要本於醫療的核心價值，服務與品質及安全且有效，在世界衛

生組織(WHO)的數位醫療指引(Digital Health Guildline)，也特別強調安全

(Safety)跟效率(Efficacy)是重要關鍵。 

現階段智慧醫療所應用到的技術，包括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大數據、邊

緣運算跟 5G，而應用層面其實很廣，從慢病管理、自主管理跟疾病預防、疾病診

斷、診斷分流、臨床決策支援，甚至照護服務。而智慧醫院進展的情形，從以醫

院為中心的資訊科技、以醫護人員為中心的可視化資通訊，如無片化的數位影像

儲存通訊系統(PACS1,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以病人為中

                                                      
1 醫學影像存檔與通信系統(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是一種專門用來儲存、取

得、傳送與展示醫療影像的電腦或網路系統。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9%86%AB%E7%99%82%E5%BD%B1%E5%83%8F%E5%84%B2%E5%82%B3%E7%B3%BB%E7%B5%B1 
(Sep.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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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行動化醫療，如 Mobil APP，發展到以人類健康為中心，結合資料科學與物

聯網的醫聯網，如醫療與照護機器人及穿戴裝置等。為了讓醫院與健保之間以及

跨院區之間能連結，除了要開發軟體，對於硬體，也要繼續投資，因為推動智慧

醫療或是智慧醫院，一定要軟硬體兼具，臺灣過去擅長硬體，但現在重要的是怎

麼把我們這些軟實力也同時加進去。 

對我而言，未來醫院的概念就是醫治急重難罕，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在社區或

居家執行，因此對於我們的醫療體系是否還要分成 4 級2，是可以重新思考的。因

為這次的疫情，對於 COVID-19，有利用一些遠距照護，包括剛才陳副總統提到

的，利用這些技術，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檢傷(Triage)跟監控，甚至也可以做到全球

監測。 

疫情期間，遠距醫療有很多應用，包括在醫院跟醫學院用得最多的遠距教育、

遠距放射學(Tele-radiology)、遠距手術(Tele-surgery)、遠距診斷(Tele-diagnosis)，

還有手機連結穿戴裝置偵測個人健康的 App，這些監測數據，甚至可以在病人還

沒有出現症狀之前，就可以從他心臟跟體溫的變化，診斷出是否為 COVID 的病

人。 

現在也有很多利用環境智能來改善病人在醫院或是居家的照護，所謂環境智

能就是一個利用各種零接觸的人工智能傳感器，能夠對人有回應並回饋的一個數

位化真實環境。臺灣已有廠商研發出居家就可以安裝的人工智能傳感器，當老年

人快要跌倒，馬上就會發出訊號，甚至跌倒後，可以通知照顧者。利用系統感知

人的存在，而且對人的舉動作出反應，完成所設定的職責，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甚至可以透過預測技術去幫助人完成日常的活動。Nature 有一篇文章:照亮醫療照

護的黑暗空間，這黑暗的空間是醫護人員看不到而減少的看護需求，環境智能可

以提高這些醫療環境的安全性、改善慢性病人的長期身體管理，甚至減輕老年人

對看護的依賴，這就是另類的 AI。 

數位化醫療甚至可以做到醫院無疆界(hospital without wall)或是處處是醫院

(hospital everywhere)，提供更精準、更有溫度的照顧。這其實已經在美國的

Amazon care 實現，大家都知道 Amazon 已是美國最大的遠距醫療照護公司，它

買了線上藥局，最近又買下 One Medical(美國最大的初級醫療保健網路服務公

司)，推出 Amazon care 遠距醫療服務。舉例來說，有一天你早上起床，發現疹子，

立刻利用 Amazon 的語音輸入系統掛號，之後用一些 Amazon 提供的設備，將你

的生理徵象(Vital Sign)、照片上傳，由醫師馬上做診斷，若診斷結果是食物過敏，

接著透過線上藥局與物流，主要是利用離你家最近的藥局宅配到家，藥物在一個

小時後就送到你家，這完全是個不受時空，而且是無遠弗屆的醫療服務。 

美國現在甚至已經有所謂的醫界 Uber，這個是怎麼做到的？大家知道美國就

                                                      
2 臺灣醫療院所分成「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與「醫學中心」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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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非常不方便，有一間新創公司募資到很多資金，創立了「Heal」APP 平台，提

供離你最近的醫師到府治療或是結合遠端視訊問診。古時候是醫師帶著一卡皮

箱，裡面放著嗎啡(Morphine)，因為嗎啡對很多病都有效，包括心臟、疼痛、咳

嗽等，現在是醫生手上一只機，安裝 App 就可以看診。 

調查顯示(見圖 1.3)，健康科技(包含數位保健科技)2016~2025 年的年複合成

長率是很高的，達 16.1%，且美國 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也指出，美國年度的總醫療支出其實有 86%是可以透過預防來避免的，另世界衛

生組織統計全球人口有 75%是處於亞健康的狀態，所以醫療照護產業的走向應該

是朝向疾病預防、疾病預測、個人化或者是精準化以及去中心化，而整個國際的

醫療趨勢將走向虛擬、智慧跟遠端。過去我們是傳統的反應式治病生活方式，亦

即生病了找醫生，而在醫學院，我們也只教導怎麼樣去治療疾病；但是，將來可

能要從反應式到主動式，甚至是預防，也就是說要變成主動式健康管理的生活方

式，這才是政府一直在講的大健康產業，將不是只有醫療而已。Harari，是我非常

喜歡的一個作者，他在這本「人類大命運」書中指出，20 世紀的醫學在治療疾病，

但 21 世紀的醫療則在提升健康的水準。所以再次強調，將來我們醫療應該要做

的是從反應式治病生活方式變成主動式，甚至是預防式的健康管理生活方式。 

四、 臺灣在數位醫療的優勢與機會 

經濟學人雜誌評估，臺灣不管是在健康資訊(Health Information)、政策(Policy 

Context)、個人化技術(Personalized Technologies)、健康服務(Health Services)都

是名列前茅，因為我們有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的資訊科技。 

在全球多項評比中，Numbeo(2022 年)、CEOWORLD Magazine(2021 年)分別

將臺灣評為全球第 1 及第 2 的最佳醫療系統，雖然也有看到 The Lancet 期刊對臺

灣在慢性病照顧的醫療系統，評得比較後面，不過大部分的評比，若不是第一名，

也都是前三名。評比的內容顯示，臺灣在基礎醫療設施、醫療人員的專業能力、

高品質藥物與醫材，還有我們的政策都優於其他國家，所以顯示政府確實有在做

事，而且是能做事。 

另外臺灣的數位競爭力也是名列前茅，因為台積電、聯電、聯發科等科技業

都很強。根據洛桑管理學院的報告，臺灣在 2021 年全球數位競爭力是名列第八，

在個人手機的持有率、寬頻普及率、企業使用大數據與分析、股市科技股籌資的

規模，還有政府的數位化的程度都表現優秀。且我們有很多國際級的資通硬體科

技頂尖企業，包括廣達等電子五哥，他們在硬體的製造其實都是名列前茅，但是

這項競爭力沒有列在評比，假如列在裡面，我想臺灣絕對不是全球第八，應該是

全球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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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今周刊 1286 期 

圖 1.3、近 10 年全球健康科技產業營收預估 

 

所以，臺灣有很好的醫療，也有很好的數位力，所以加起來臺灣的醫療數位

力應該是非常優秀，我們可以結合優秀的醫療保健系統跟數位競爭力，創造強大

的醫療數位力。 

臺大醫院很早就開始發展數位醫療，第一個是遠距醫療。臺大遠距醫療中心

已經成立快 20 年，遠距醫療在偏鄉扮演很多功能，舉個例子，雲林很早就利用我

們的遠距醫療，雲林因為沒有小兒心臟科醫師，所以在做小孩子心臟病篩檢的時

候，將這些心電圖跟這些心音上傳，讓有空的醫師馬上看，因此能很快篩檢出偏

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孩。大家知道好的醫師、有經驗的醫師、有能力的醫師，需

經過長時間的累積、長時間的培養，若這些醫師你可以讓他移動，或者是讓他可

以更有彈性，我想可以思考，若要再設一個新的醫學中心，應該是一個虛擬的醫

學中心，將這些最厲害的醫師集中於此，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從中調度。 

另一個遠距的運用是多方會診，遠距治療。臺灣現在的影像還沒有到 8K，目

前大概是 2K 到 4K，若是 8K 的影像，微血管將非常清楚，若要在遠處開刀，必

須要用到 5G，以防止資訊的傳輸延遲，因為有可能一秒之差，一條血管就被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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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所以 5G 在影像的應用是非常重要。臺大醫療體系有很多分院，但是有經驗

的放射科醫師不多，集中在臺北，所以各分院將病患的影像傳上來，在臺北就可

以幫忙各院做診斷。這些都是遠距醫療領域的應用，醫療影像加上即時數據，可

以讓不管是診斷、判斷變得更容易。 

第二個是臺大醫療體系的整合資料庫，大概從 10 年前就開始推動。臺大醫

院現在包括分院有 10 間醫院，每年有 300 萬就診人次跟 60 萬就診人數的醫療資

訊，我們嘗試將自己建立的資料庫與中央政府的健保檔、死亡檔，或是重病檔做

連結，進行研究，事實上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來，平均每個月有 13 件的研究

案。臺大也開始嘗試建立主題資料庫，節省資料重複擷取及資料整理的時間，以

心臟科為例，就是收集心電圖建立資料庫，以後要分析心電圖，就是從這些來分

析；以血液腫瘤為例，臺大為臺灣處理血液腫瘤最多的醫院，大概處理了 1/3~1/2，

所以擁有最豐富的骨髓抹片，而臺大主要是將這些骨髓抹片數位化。這些以心電

圖或是骨髓抹片等所產生的主題資料庫，其實是非常可觀。 

第三個是電腦視覺化。它可以讓第一線的醫護同仁在看診的時候，可以減少

很多的時間。在此舉兩個非常成功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胰臟癌，現在的癌王，

幾乎不大可能早期發現，可是我們開發出來的系統(已發表在 Lancet Digital Health

期刊剛創刊的時候)，偵測到的能力比放射科醫師還好，除了放射科主任可能可以

跟他一樣好。AI 的確可以提升醫療品質，特別是診斷的品質。最近放射科也接受，

在臺大醫院做成功之後，也可以向外推動到全國其他醫院。其實大家要有一個觀

念，軟體不可能第一版就是最好，但軟體會越用越聰明，越用越好，第一版可能

只有 90%，假如透過更多的大數據，會越來越聰明，可能到第二版、第三版正確

率更高。第二個例子是跟健保署合作開發，藉由偵測鈣化，預測心血管疾病，是

一個很好的模型系統。 

第四個是遠距醫療辨識傷口模型。在偏鄉因為臥床造成的傷口照護是一個很

大的問題，將傷口影像傳輸上來，從遠端指導第一線的護理人員照顧傷口，將褥

瘡或一個很嚴重的傷口照顧到完全癒合。 

第五個是雲端血氧偵測系統開發。COVID-19 在 delta 爆發出來時，當時沉默

缺氧(Silent Hypoxiemia)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人譯作快樂缺氧，不過缺氧不可

能是快樂，缺氧一定是不快樂，它是一個沉默的缺氧。可利用這系統提前診斷出

是否缺氧。 

臺灣其實有很好的機會發展醫療數位力，也有很多成功應用的例子，未來的

重要關鍵是: 

1. 高品質的醫學資料 

量大、質優、可以串連的醫學資料是發展智慧醫療的基礎。資料不能只在一

間醫院，需跟其他醫院或是健保串聯，這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另外除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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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病歷、健保等醫療的資料，我們還有生物資料庫，甚至中研院還有臺灣精準醫

療計畫(TPMI)，這些都是我們的資產，需要能串聯及加值運用。 

2. 強化人才及產官學研合作，建立數位醫療生態圈 

一開始推動數位醫療，發現醫師跟工程師的語言不一樣，所以跨領域都會碰

到一些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強化人才以及跟產官學合作，而今天這個會議就

是在建立大家的共識，而且建立大家彼此的方向。 

3. 臨床試驗轉譯 

智慧醫療要落實成為常規醫療的一部分，必須透過大量的臨床試驗來驗證。

以糖尿病照護為例，如何認定遠距照護做得好，在進行隨機對照試驗後的確發現

遠距照護組的糖化血色素確實降得比較好，透過這樣的臨床試驗，這一套遠距照

護就一定會被接受。 

數位轉型的進程有三個，第一階段為系統數位化；第二階段為數位系統整合；

第三階段為數位系統的商業模式。臺灣已經到第二階段數位系統整合，現在需要

的是一個數位系統的商業模式，因為有商業模式或是有一個產業，你才能夠永續

經營，而永續經營就一定要有落地實施的經驗。 

五、 結語 

最後，醫療數位化的目標是提升效率、提升品質、促進健康，而臺灣擁有良

好的基礎跟競爭優勢，未來應該要在保障病人隱私及安全下，鬆綁資料跟法規、

跨域人才交流及產學合作，也要做一些符合科學與國際法規的臨床轉譯研究。還

有一點很重要，醫療過去一直不被當做是一個產業，只當做是一個社會福利，但

是永續經營是我們的目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給付系統，才能由資料科學

發展成資料經濟，進而永續經營。 

我相信數位化醫療或是智慧醫院，絕對是可以讓世界看見臺灣，而且可以造

福臺灣的國民，也可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特別是在全球疫情的期間，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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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ing Smart Medicine Service Network for the Future 

張嘉淵 

廣達電腦技術長暨副總經理 

一、 前言 

董事長、楊院士、各位先進、各位院長大家好。很抱歉我剛剛從國外回來，

還在居家檢疫中，所以無法親自到現場。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們在智

慧醫療的一些看法。其實剛才吳院長把我要談的趨勢幾乎都已經涵蓋，所以我將

從 IT，科技界的角度來看，如何提供更好的工具來幫忙智慧醫療，形塑一個更好

的醫療網絡。 

二、 產業面臨之挑戰 

(一) 典範轉移 

IT 界相當重視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我們常常會去觀察一個不同的科技

在演進過程中的典範轉移，AI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典範轉移。每一個科技典範的

時間成長曲線都像 S 曲線(S curve)，典範轉移就是在不同 S 曲線轉換一般，都

有不同的困難和危機。其實任何一個危機，包括 COVID-19，或者任何一個不確

定性，對我們而言都是一個機會。每個產業的成長都有一個固定的 S 曲線，也會

有新的創新來顛覆過去的成功。成功的產業也幾乎都有一個成功慣性(Inertial 

Success)，若要克服這個成功慣性並跳到另外一個 S 曲線，則需要各式各樣的合

作，尤其跨域合作，往往可產生最大的創新與效益，並創造新的可能性。(見圖 2.1) 

圖 2.1、AI 為一種新的典範轉移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20 

廣達研發製造了非常多的硬體，因此大家對廣達的了解可能都還是侷限在硬

體上面，但是在開發硬體的時候，廣達也做了非常多設計創新的工作，以

Chromebook 為例，一開始是 Google 執行長 Sundar 詢問我們是否可以爲全新的作

業系統設計一個全新的硬體架構，於是我們就合作了 Chromebook；另外，我們也

幫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創辦人 Nicholas Negroponte 教授，

他也是 Being Digital 其中一位作者，製造所謂的百元電腦1；當然我們也做了很多

的穿戴裝置。大概在 15 年前，大家還沒有談自駕車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跟 MIT

合作自駕車的計畫；也做了非常大量的伺服器，包括以 GPU 伺服器來開啟不論

是雲端、大數據或是 AI 服務；另也開發即時資訊推播系統 APP，幫忙老伯伯去

抓路上的寶可夢，這部分是較少人知道的；還有，如果你到兩廳院去買票的時候，

賣票系統也是廣達研究院做的。除此之外，廣達在 5G 專網，甚至協同機器人都

非常成功，協同機器人在全球市占率排名前二、前三，如果在新加坡看到用機器

人在泡咖啡，那個機器人也是廣達製造的。 

(二) 全球性的問題 

除了典範轉移之外，還會看到非常多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是沒有國界的，

像是老人化議題、健康議題、醫療資源缺乏的議題，還有世界各地或各區域醫療

服務的落差，如不同的城市會有不同的醫院，而不同的醫院，其專業組合(skill 

set)、服務量、位置、病患都會不同，所以會需要很多不同的數位科技，把醫院串

接起來，形成另外一個新的醫療服務網。 

除此之外，天氣、環境、地震也都是不確定因素，但現在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是瘟疫(Pandemic)，未來我們的生活會以不同的方式不斷地被改變，而這個改變，

將會加速很多科技使用在不同的創意上。舉例來說，廣達遠距醫療(Tele-medicine 

and Tele-healthcare)相關產品最開始的市場是歐洲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因為

臺灣太方便了，沒有辦法形塑遠距的一個距離感，但是當瘟疫 COVID-19 出現的

時候，隔離就是一種新的距離，所以原本只運用在因為實際距離而衍生出來的遠

距醫療系統，在此時就非常適用。 

數位健康是臺灣對於 APEC 的一個倡議。在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亞太經合企業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 ABAC)裡面，我被推舉擔任數位工作小組

(Digital Working Group)共同主席，也因為如此，我力推數位健康(Digital Health)，

但是 APEC 國家，有 21 個經濟體，每個經濟體開發的程度都非常不同，如何透

過合作的方式，形成一個更聰明、更安全、更具韌性，或彈性的一個健康網絡，

是大家正在思考的方向。 

                                                      
1 由「一個小孩一部筆記型電腦」（OLPC）所開發，其目的是要使電腦應用推廣到全世界的兒童，特別是

開發中國家，好讓他們能夠獲取知識及現代化的教育。OLPC 是一個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

所有成員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他們會負責整個設計、生產以至推廣這部電腦的工作。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XO-1(Aug.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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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賦能智慧醫療服務網絡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處在 AI 可以解決非常多問題的階段，但是 COVID-19

又把很多東西打回原形，創造出更多的困擾。當人的行為改變，包括醫療的行為

也同樣在改變，包括我們的商業模式也全部都在改變，當這兩個都改變後，其實

是該去思考什麼樣的技術是合宜的。以前的高科技(Hi Tech)發展是 PUSH 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太講究高科技，且不斷的推展以技術驅動服務，但是接下來我們要

講究的是有溫度有感覺的科技(Hi Touch)，因此以人為中心的「PULL」模式變得

重要。但因為疫情，現在更進一步要談的是在跨越距離的限制下，該如何以零接

觸的方式，既能維持溫度，又能夠提高醫療的精準度，這是大家的一個思考方向。

所以科技不再只是推力，不再只是有一個新的 CPU 加上一個新的作業系統，產生

一部新電腦就足夠，而是要看人用這台新電腦做什麼事。而醫療與健康是現在大

家重視的大課題，所以廣達思考的是，生產這麼多部電腦，做這麼多的軟體，做

這麼好的資料分析，產生這麼好的 AI，可以為醫療跟健康給予什麼樣的一個協助

與幫助？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議題。 

(一) 醫療資訊加值 

從科技該如何協助醫療與健康這個角度來看，大家基本上已經開始思考如何

透過雲端，能在任何時間提供智慧健康服務給身處不同區域的任何人，但是人有

生老病死不同的階段，從嬰兒、壯年、老年，甚至進入到安寧階段，不同階段需

要有不同的服務，因此需要以不同的系統，甚至不同的設備來提供服務。以圖 2.2

說明，從左邊看起，你需要新的醫材，而這些新醫材必須處在你日常生活當中，

並以物聯網(IoT)的科技蒐集足夠且持續性的生理資料。在過去，你一年可能做一

次健康檢查，而這些資料會存在醫院的 HIS(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但現在，

會透過很多新的 IoT 設備，包括可穿戴式裝備，蒐集生理資訊，也因此產生更多

的大數據，而這些大數據不會存在醫院的 HIS。正因如此，將有更多的機會需要

處理不同類型的資料，而這些資料要怎麼存？怎麼共享？如何透過 AI 訓練，轉

換成個人化的 AI 推論模型(AI Inferencing Model)，再如何把這個模型透過 5G、

或者更快速的 6G，部屬到邊緣(Edge)端，然後在那一點做出即時診斷2，當然包

括一些先天的數據，如 DNA 等，要怎麼一起處理，都是現在要談的大議題。 

以產業面來看，我們都是從標準化的設備開始做起，慢慢變成由應用端，也

就是藉由提供服務，獲得使用者的回饋經驗，再回過頭來看如何調整設備設計。

所以產業界的思維已從設備變成原始數據、從原始數據轉變成有用的數據，進而

引出新的演算法(Algorithm)，而這個演算法也有可能是 AI 的模型，以這樣的一

個思維來進行所謂的數位化轉型。從這個角度來看，你會發現數據好比是一個新

                                                      
2 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是一種網路運算架構，運算過程盡可能靠近資料來源以減少延遲和頻寬的使

用。目的是減少集中遠端位置（例如「雲」）中執行的運算量，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異地用戶端和伺服

器之間必須發生的通訊量。檢自 https://www.gigabyte.com/tw/Glossary/edge-computing (Aug.23,2022) 

https://www.gigabyte.com/tw/Glossary/edge-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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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油，一個全新的能源，而雲端(Cloud)就變成是燃燒引擎。如何把原油裡面的

能量提取出來，將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說數據到雲端之間如何連結，如何

讓雲把數據裡面的精髓提取出來，還有非常多關卡要做；另外，5G 也很重要，

如何透過它把 AI 的管線建起來，把機器學習的管線建起來，這都是一個又一個

的關卡。目前來說，連結 AI 跟醫材，5G 將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2、科技加值醫療服務示意圖 

 

另外，製藥或醫材廠需符合 GMP 標準的規範，而透過資料來做 AI 醫療，或

者 AI 的推理模型時，是否也需要有一個有效率的品質管控流程，這也是我們在

思考的一件事。 

當我們蒐集一個人的生理資訊，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製造更多適合居家、行動

且不干擾個人生活環境的設備或可穿戴裝置，進而不斷地取得一個人的健康狀態

資料，再把這些資料匯集到一個可以被信任的雲端，執行大數據分析跟 AI 的分

析，以此為目標，再把結果放到 edge 端，以 Fintech，就像區塊鏈這樣的科技，

來確保所有數據交易的安全。 

以廣達為例，我們 A(AI)、B(Big Data)、C(Cloud)、D(Device)、E(Edge)這

幾個項目，甚至 F(Fin Tec)都在做，這些都是我們關注的工具，並運用他們來做

智慧健康，我們研發了一個 AI Medicine 平台(QOCA® AIM)3。當大量的資料被儲

存起來以後，你有非常多異質的資料必須匯集，而這些資料不是只有數據、文字、

影像、影片，甚至 DNA 都會進來，匯集這些資料後才能開始分析、訓練、產生

                                                      
3 QOCA® AIM 廣達人工智慧醫療雲平台，是一套自動化機器學習平台，可將結構化資料進行機器學習的

分析與研究，並運用機器學習訓練好的模型，進行預測供臨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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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推理模型，然後進行驗證，這需要一個環境，我們統稱它叫 AIM，用廣達最

新的設備跟軟體來包裹它。 

(二) 智慧醫療服務網絡建置  

AIM 如何讓醫院能連接醫院進行遠距醫療，廣達用 QOCA 的 atm (AI 

Telemedicine)協助臺大雲林醫院執行智慧醫療區域聯防試辦計畫4。另，如何帶進

家裡？以病患為中心，並透過引進更多的可穿戴裝置來做，可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一是以 AI 為核心發展 AI 遠距醫療（Telemedicine），將醫院跟醫院連接起來；另

一部分是遠距健康（Telehealth），把醫院的專業醫療照護透過網際網路或 5G 延伸

到居家，拓展到比較沒有行為能力的長者居家照護。此部分廣達在國外有非常多

的落地經驗：無論在老人院或者是老人社區，其實最大的關卡不是科技，而是做

出來的科技能不能讓老人家或者很小的孩子，在不需任何教學的狀況下，就能夠

使用，而廣達產品的使用者年齡，年紀最長的高達 95 歲，除可用來每天監測身體

的健康狀況，也可以做一些社會活動。以此方式來執行所謂的 4P 動作，預測

(Predictive)、預防(Preventative)、客製化(Personalized)與參與（Participatory)，也

會將如何讓長者或需要被照顧的人能得到更多的一個去中心化的社群關懷納入

其中。 

要建置這樣的醫療服務網絡，需要大量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在全世界不同的

區域都有不同的限制與用法，如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等，還有支付的問題要解決，所以廣達也會逐漸納入支付系統，

用區塊鏈來確保所有的資料交易。 

(三) 數位分身5(Digital Twins)在醫療的應用 

當每個人可蒐集的資料愈來愈多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塑造一個分身。人與

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都是一個非常複雜而非線性的系統，所以基於法則

的人工智慧學習6並不適用在人體身上，也因如此才開始使用類神經網路。而在

神經網路這樣的環境中，比較有可能呈現大量的資料，去形塑一個更接近真實

人類的一個數位分身。做法是，我們將蒐集到的原始資料(Raw Data)進行標記

                                                      
4 衛生福利部推動「智慧醫療區域聯防試辦計畫」，雲林縣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經遴選為試辦縣市，補助經

費共 1,500 萬元。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邀集 10 家合作醫院、基層醫療、長照機構與資通訊產業夥伴，結

合政府、醫療、產業，使區域內的各層級醫療資源更能緊密結合，彼此互補，打造出一個綿密的醫療

物聯網，開創智慧遠距醫療的新紀元。 
5 數位分身是現實世界的物理實體（例如人、商品、流程或整套系統）在數位平台上的虛擬「雙胞胎」，

可用來觀察實體、或是模擬實體所發生的變化。檢自 https://www.gigabyte.com/tw/Glossary/digital-twin 

(Aug.23,2022)。 
6 為人工智慧學習的兩大學派之一，另一派為機器學習學派。法則學派指的是機器模仿人類，以邏輯推

論的方式，根據人類學習之法則，並加入環境變數變因而推理出判斷結果。此派人工智慧注重的是

「推理」而非「學習」。最主要代表系統為專家系統。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6%B3%95%E5%89%87%E5%AD%B8%E6%B4%BE (Aug.25,2022) 

https://www.gigabyte.com/tw/Glossary/digital-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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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這些經過標記的資料，其實就是它的元資料(Metadata)7。Meta 這個字

並不是一個新的字，只要是在原始資料上層，讓一般人能夠更去了解這些資料

的特質跟標記的資料，其實都可以用 Meta 來表示它。接著我們透過深度學習或

機器學習，訓練產生具備精準推論能力的類神經網路。(見圖 2.3)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3、數位分身塑造過程示意圖 

 

這個技術其實不新，在 1989 年，波音 777 的設計就是全數位化的方式設計，

因為我們不可能先去造一台飛機進入風洞，然後讓它飛行，試飛過程掉下來摔壞，

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改善。所以波音 777 是在數位的環境中測試。其實人體也是

一樣，當你要給藥的時候，你要拿人體當實驗，但是如果在網絡虛擬空間

(Cyberspace)有一個數位分身可以先被實驗，依據一個人過去的行為、模式來探

討一個好的給藥方式，或者提供一個有幫助的手術計畫？例如:當你要在心臟加一

個支架，你可以術前先做流體力學分析，評估你放的位置是可行或不可行。未來，

數位分身的應用將會越來越廣，尤其在這個元宇宙(Metaverse)裡面會越來越重

要。從我的觀點來看，在數位的空間裡面，需要一個化身，需要一個數位分身，

而這些分身就是元宇宙裡面的原住民，所以利用分身來實驗或評估，當然就可以

用在人體上。當結果分析出來後，可以運用 AR(Augmented Reality)或 VR(Virtual 

Reality)來更加了解受檢測的對象，這時候，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8自然而然

                                                      
7 主要是描述資料屬性（property）的資訊，用來支援如指示儲存位置、歷史資料、資源尋找、檔案記

錄等功能。元資料算是一種電子式目錄，為了達到編製目錄的目的，必須在描述並收藏資料的內容或

特色，進而達成協助資料檢索的目的。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85%83%E6%95%B0%E6%8D%AE (Aug.25,2022) 
8 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是一門研究如何使機器「看」的科學，更進一步的說，就是指用攝影機

和電腦代替人眼對目標進行辨識、跟蹤和測量等機器視覺，並進一步做圖像處理，用電腦處理成為更

適合人眼觀察或傳送給儀器檢測的圖像。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 (Sep.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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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被帶進來。 

要蒐集人體的原始資料，會用到很多長時間使用的穿戴裝置，以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phy, ECG)為例，廣達生產許多不同的產品(見圖 2.4)，已有許多

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GH)的醫生與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學生在測試中，產品的目的是不要讓病患進到醫院檢查，而是在平時就可以隨

時且以比較舒適的方式使用，並觀察心臟的動態，遇到緊急的時候再送醫院。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4、廣達 ECG 產品 

 

如果把人體當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元宇宙，心臟可以是其中一個數位分身。但

是人體還有很多器官，包括腸胃道、腎臟等許多地方都需要監測取得數據，在以

後可見的未來，每個人可透過整合自身不同地方所監測的生理數據，逐漸形成各

自不同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對於自身健康的防護與保護會有很大的幫助。另外，

因為進行監測的是機器，提供建議的也是機器，所以會站在第一線的位置，減少

醫護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期待。 

所以無論從居家用 IoT 連接到雲端，再把 AI 的一個推論模型，傳到 edge 端

去做及時的診斷服務，然後專業照護者用 AR 或 VR 看，這些都是做數位健康元

宇宙所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創造更多的數位分身。(見圖 2.5) 

除了透過穿戴裝置蒐集資料外，其實醫院裡面也有非常多的醫療資訊，但需

要有一個足夠強大的基礎設施把這些資料組織起來，並提煉成有用的資料，而這

些有用的資料再透過一個平台將其智慧化後，得到最後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再放

回到 SaaS 這一層的 AI App，最後可以連結外界的 AI 協同使用。在雲端慢慢的做

數位分身，這是廣達接下來要努力的地方，也因如此，我們研發特別的高性能伺

服器以及私有雲平台來處理這樣的需求。(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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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5、數位分身的元宇宙概念圖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6、利用醫院資訊製造數位分身示意圖 

 

連結科技與人體的數位健康，除 AI、Big data、Cloud、Networking、Mobile、

IoT、AR、VR 等科技外，真實世界的資料本身也很重要，且要重視實時性、可信

任性、安全性、隱私性以及資料間的可交換性。另外，底層的超連接、超計算、

可擴展的儲存系統跟運算平台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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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擴大醫療服務網絡 

如果把臺灣各個醫院、診所等全部串接起來，讓臺灣變成一個更大的醫療服

務網絡，其實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以成大醫院為例，先從南部開始做起，包括

如何在醫院之外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最大的希望是能夠跨越各邊界，不斷的向

外擴展提供服務)，以及如何深化數位化，包括如何連接醫院與醫院，以及如何連

接醫院到家中，就像臺大雲林分院或者更多醫院已經在做的一樣，但在未來高齡

者愈來愈多的情況下，每一間醫院內能提供的服務量將有限，因此，如何持續地

優化做個人化健康以及如何跨域，讓更多的合作變成可能，是需要強化的部分。

這都需要一個不同既往的資通訊架構平台及不同的思維，並慢慢地延伸。從前做

了很多垂直整合，現在要做很多的水平整合，應該思考如何將很多的鄉鎮串接起

來，並提高醫療品質。在此之前，應先將醫院內部需要建構的系統，重新做一個

盤點。 

四、 結語 

我剛剛從 ABAC 第三次大會回來，在 ABAC 會議期間，我們的報告得到非

常大的一個迴響，也得到非常多想要合作的機會，在 ABAC 的數位工作小組中，

日本主導的是如何訂定數據共享的協議，紐西蘭是數位 ID，新加坡想要知道的是

跨邊界資料的格式如何定規範。當他們來問我的時候，我回答我們要做的是以數

據透過 AI 來創造數位健康的新價值，以符合總統對我國 APEC 數位健康倡議的

期待。去年我已經擔任支持新興技術任務小組的協同召集人，當時第一次以動態

網站的方式把臺灣很多的最佳案例，用英文和影像分享給其他的國家，今年則聚

焦在臺灣數位健康的典範案例。 

7 月 1 日剛在臺北辦過 ABAC 數位健康論壇，論壇內容已包裹成一個正式的

報告，並經 APEC 代表認可，而且通過變成一份正式的報告，當中有我們對智慧

醫療健康(Healthcare)的倡議，並作為給各國領導者的建議。我節錄 6 個比較重要

的建議(見圖 2.7)，前 5 項是我們比較熟知的，包括資料安全與一個隱私環境、

資料如何互通互換，也建議當我們在談的傳統性的醫材變成軟體、變成演算法的

時候，該怎麼做，以及建議如何促進 21 個國家的教育與訓練，以帶動更多不同專

業領域的人共同合作數位轉型。第六項是最重要的，怎麼串接 APEC 經濟體的醫

療能量變成一個智慧且具韌性的一個數位健康網絡。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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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2.7、ABAC 數位健康論壇 6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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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驅動智慧醫療，佈局全球智慧醫療生態圈 

江明志 

研華科技智能服務事業群副總經理 

一、 前言 

潘董事長、楊校長、在座各位尊敬的院長們，還有各位參加實體及線上會議

的嘉賓們，大家早。早上大家都已聽到吳院長報告智慧醫院的進展，並對未來醫

院的願景作一個很好的布達，張嘉淵技術長也談了很多未來的趨勢，接下來由我

跟大家分享商業運作上是如何推廣智慧醫療，包括研華過去 20 幾年來，在全球

智慧醫療領域裡面，我們是怎麼推行、現在遇到的挑戰以及對未來如何繼續發展

的期待。 

臺灣的公司，尤其是要向海外拓展的公司，在發展數位醫療、智慧醫院產業

的時候，可能需要先自我審視一下自己的核心能力是什麼？如何運用核心能力長

期在智慧醫療領域耕耘？及如何將核心能力轉化為商業模式？ 

二、 研華發展智慧醫療之商業模式 

依據内部統計，研華在醫療領域裡面的業績大約占研華業績 20%，主要是透

過「標準品品牌銷售」及「從標準產品帶來的訂製化服務」這兩種商業模式運作。 

研華開發各種不同醫療用的標準產品，再由部署在全球的 900 多位業務推廣

到世界各地，一部分是直接或透過經銷商與系統整合商賣給醫院，一部分是賣給

提供醫院內部各種醫療設備的製造商。我們跟臺灣其他眾多的電子大廠，如電子

五哥，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主打的是標準產品，並以一個全球品牌來推廣，但

這樣的方式難度較高，因此，研華以此為基礎，打造出兩種生意模式，一種是標

準產品的銷售，另一種是隨著標準產品帶來的訂製化或客製化服務。 

(一) 標準產品銷售 

我剛剛有提到核心能力的問題，研華目前不做醫療設備，因為市場上已有許

多國外大廠在醫療設備上耕耘多年，已是此領域巨人。所以經審視自我核心能力，

研華不從醫療設備切入，而是開發各種不同醫療 IT 產品，銷售給醫院跟醫療設備

商。產品主要分成以下三個區塊。(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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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醫療電腦(Medical Computing)，包括用在手術室、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ICU)、醫療設備、病人照護等各種不同的醫療電腦，尤其現

在醫療 AI 很熱門，研華所推廣的醫療電腦裡面可以集成 AI 的運算模塊。電腦樣

式可能是一體機，也可能是箱型電腦(Box Computer)，透過各種不同形式的電腦

應用到整個醫療 IT 領域。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1、研華標準產品 

 

第二個是醫療影像(Medical Imaging)。臺灣的液晶顯示器(Liquid-Crystal 

Display, LCD)產業很強，而 LCD 是醫療顯示器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模塊，但臺灣

過去踏進醫療顯示器這塊領域的公司，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取得全球品牌成功，

因此研華決定投入這一塊，藉由併購韓國 Kostec 公司，借重其醫療顯示器的經驗

與技術，整合研華其他醫療產品。醫療顯示器，再加上影像串流(Video Archiving 

and Streaming)，就能在複合手術室1即時取得醫療影像資訊，提升手術的精準度。 

第三個是行動醫療(Medical Mobility)，將前面提到的醫療電腦與醫療影像變

成可移動。如醫院內各種不同的行動站、遠距醫療等在臺灣有各種組件的供應鏈，

研華以自身的醫療推車與合作廠商的相機、生理體徵設備(如五官鏡、電子聽診

器…)結合，成爲移動遠距醫療方案，向全世界銷售。 

以上為研華在標準產品中發展的三個面向，除此之外，研華也在硬體的基礎

上對準醫療 IT 市場需求的軟體發展，打造標準化的研華軟硬整合智慧醫院解決

                                                      
1 複合手術室(Hybrid operating room)為一個配備先進醫療成像設備的潔淨手術室：如固定 C 型臂 CT 掃描

儀或 MRI 掃描儀。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5%A4%8D%E5%90%88%E6%89%8B%E6%9C%AF%E5%AE%A4 (Aug.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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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二) 從標準產品延伸訂製化服務 

隨著標準產品在全球的推廣，自然會有很多客戶表達:「你的標準產品很好，

但是否能幫忙修改」。也因此衍生出所謂的客製化服務。 

1. 設計製造服務(DMS, Design & Manufacturing Services) 

研華不做傳統的 CM(Contract Manufacturing)，也不做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只做 DMS。因為客戶看到我們的標準品很好，所以設

計由我們做，再以此設計為基礎，提供客戶更多服務。也因此衍生出很多專業的

團隊以及專業的服務，包含產品設計、生產設計、全球物流服務、供應商管理庫

存(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VMI)等。以研華提供之 FDA services2為例，由我們

在美國的物流中心幫客戶做到 FDA services，所以客戶他自己完全不用做生產，

整個生產、運輸、服務流程皆交由研華提供。 

2. WISE-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雲平台 

隨著我們硬體、軟體套件一起賣到醫院，我們發現一個問題：醫院裡面有很

多部門，且各部門 IT 建構的時間也不同，因此要將其串聯起來是有難度的，另現

在新的 AIoT、IT 的設施與架構，也已走到次世代，因此利用我們的 WISE-PaaS，

它是一個類似一個中間平台的概念，把各種不同的相關資料彙集到這一個平台上

面，然後這個平台上面提供各種不同的資料交換，然後再應用到各種 AI 的工具

進行資料分析、醫院資料的視覺化等。所以提供硬體、軟體之後，我們再提供醫

院一個統一的平台，就能將這些資料串接起來。(見圖 3.2) 

在 WISE-PaaS 智慧醫院雲平台的架構中，我們推出醫院各種不同的方案(見

圖 3.3)，同樣考量本身核心能量的問題，我們不做 HIS、NIS(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PACS。所以我們同樣以醫療 IT 角度，秉持三個主要的經營核心，提供

醫院包括管理之智慧化解決方案: 

(1) 產品要可全球複製銷售； 

(2) 可標準化輸出； 

(3) 是核心能力的延伸，所以都是 AIoT 的應用。 

                                                      
2 取得美國 FDA 核准相關的產品開發、驗證和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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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2、研華智慧醫院雲平台架構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3、研華智慧醫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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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華發展智慧醫療曾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接下來分享研華在往國際路線發展時，遇到的問題與做法。 

在推廣智慧醫療首先要與醫療器材商、系統軟體商、系統整合商等接洽。除

了自身業務推廣，研華有兩種創新模式來推行解決方案，一種為 HVA (High Value 

Acquisition)，另一種為價值共創(Co-Creation)。我們透過投資部門，在全世界市

場尋找可配合的合作夥伴，由於這些技術對於合作夥伴而言相對來講較先進，所

以研華會賦能這些合作夥伴，譬如說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越南找合作夥伴，我

們甚至提供他們資金做行銷、建立業務，一起把研華的解決方案帶進當地市場，

透過這些前期投資，當這些合作夥伴的業務上軌道，研華再從投資的角度投資他

們，甚至併購。這是我們在全球各地跟醫療產業結盟的方式之一。 

進入全球醫療市場的第一個門檻是法規/規範。全世界各地的法規/規範是無

法忽視不看的。以歐洲為例，就有很多規範(見圖 3.4)，包括 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irective)、MDR(The Medical Device Regulation)、能源相關產品的

生態設計要求指令(Energy-related Product Directive, ErP Directive)、跟無線有關的

RED(Radio Equipment Directive)等規範。此外，軟體也有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國際醫療資料交換標準 3 (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FHIR)等規範，一個產品做完這些認證需要

投入很高的成本，但這是智慧醫療要進入全球市場前一定要跨過的門檻。 

因為全球市場情況都不同，各公司的業務發展進度也不一樣，圖 3.5 是研華

這一兩年來在全球不同地區分別推動的模式。在歐洲，我們現在大概有 15 家代

理商，將繼續發展，可能發展到 20 家、30 家來增加覆蓋範圍；美國、東亞、臺

灣、中東等各地做法都不一樣，需視自身的實力及各區的業務發展情況，分別做

調整，重點還是要建立整個智慧醫療的生態鏈。 

 

 

 

 

                                                      
3 快捷式健康照護互操作性資源（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FHIR，縮寫讀音同「Fire」）

是一項標準，描述用於交換電子病歷（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的數據格式和數據元素（又稱為

「資源」）以及應用程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該標準由醫療服務標準組織

Health Level Seven International 制定。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5%BF%AB%E6%8D%B7%E5%BC%8F%E5%8C%BB%E7%96%97%E6%9C%8D%E5%8A%A1%E4%BA%92%
E6%93%8D%E4%BD%9C%E8%B5%84%E6%BA%90 (sep.23,202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F%AB%E6%8D%B7%E5%BC%8F%E5%8C%BB%E7%96%97%E6%9C%8D%E5%8A%A1%E4%BA%92%E6%93%8D%E4%BD%9C%E8%B5%84%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F%AB%E6%8D%B7%E5%BC%8F%E5%8C%BB%E7%96%97%E6%9C%8D%E5%8A%A1%E4%BA%92%E6%93%8D%E4%BD%9C%E8%B5%84%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F%AB%E6%8D%B7%E5%BC%8F%E5%8C%BB%E7%96%97%E6%9C%8D%E5%8A%A1%E4%BA%92%E6%93%8D%E4%BD%9C%E8%B5%84%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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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4、歐盟市場醫療保健 IT 產品認證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5、研華智慧醫療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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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華在越南取得的一個全新的醫院-越南泰和綜合醫院，這是一個整院

輸出的案例。整個基礎設施、剛剛提到的數位分身(亦稱數位孿生,Digital Twin)、

智慧建築裡面的能源管理、電梯管理以及我剛剛報告的醫院裡面各種不同的臨床

應用與解決方案等都包括在內，全部帶進這間醫院，也期待這些新技術能夠為他

們打造越南一個最新、最好的醫院。(見圖 3.6 )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6、越南泰和綜合醫院整院輸出方案 

 

四、 智慧醫療產業發展建議 

(一) 建立醫療產業共創架構 

其實大家對智慧醫療產業如何發展已經談很久，我們有非常好的醫院、非常

好的醫術、非常好的智慧醫院管理，也有非常好的 IT 技術跟 IT 公司，為什麼臺

灣智慧醫療領域到現在還無法真正走進國際市場，若能夠在國內建構一個醫療單

位、企業與政府的共創結構，將會有很好的發展機會。(見圖 3.7) 

(二) 推動先進智慧醫療的特區 

研華曾向政府提出「希望能夠推動先進智慧醫療的特區」建言。但這個特區

可能不適合設在醫院，因為醫院會有健保的問題，會有本身業務發展的問題，如

各家醫院有自己的願景跟任務要達成。因此建議應該是成立一個獨立的先進智慧

醫療特區，由第一點提到的共創架構夥伴，包括醫療單位、企業與政府一起參與，

來育成臺灣的智慧醫療產業，而醫療機構與科技產業可能的合作項目包括醫療

AI、醫療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遠距醫療、醫療新創事業育

成、全服務健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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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3.7、醫療產業共創架構 

 

五、 結語 

最後分享我上個月在以色列拜訪一些公司的重點整理。以色列在先進醫療領

域，包括 IT 技術、IT 設備及智慧健康產業等，其實步調走得非常快。我們也拜

訪了由前總統 Shimon Peres 創建的一個創新中心，該中心面向地中海，他的標語

就是 Dream Big(遠大的夢想)。全世界的新創成功率是 2%，但在以色列有 4%，

對以色列而言，要存活是靠他們的 DNA－Dream Big，這是他們很自豪也極力在

推動的。 

其實臺灣有非常好的機會，能夠在全世界的智慧醫療產業裡面有所作為，有

所突破，育成全世界等級的公司，在此期待藉由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一起來合

作，來促成這個產業。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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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 醫院的數位轉型 

余金樹 

慧誠智醫總經理 

一、 前言 

大家好，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智慧醫院的數位轉型。我們長期

在臺灣還有亞洲各個地方走動，也因此觀察到許多醫院的做法，也感受到他們數

位轉型的壓力。 

從最近的烏俄戰爭發現，戰爭也在做數位轉型，包括用虛擬貨幣募款、用駭

客攻擊，用 App 做各式各樣的防空警報、用星鏈1來做情報戰，連 Google 也加入。

若用傳統的戰爭，烏克蘭大概沒辦法撐到現在，所以被迫一定要數位轉型。 

全球智慧醫院排名前 250 家中，日本占 21 家、南韓 16 家、新加坡 4 家、泰

國 1 家，臺灣一家都沒有排上，但我拜訪過日本、南韓三星醫療中心、新加坡、

泰國的這些醫院，個人認為臺灣絕對沒有那麼差。但殘酷的事實是，全世界看臺

灣是不存在任何一家智慧醫院。所以在談智慧醫療產業的時候，我們醫院更要數

位轉型。 

當我們在談醫療產業的時候(見圖 4.1)，不是只講醫療志業，醫療志業只是

圖 4.1 中間所顯示的智慧醫療場域這一塊，也就是所謂的核心醫療，在臺灣談得

比較是志業這一塊，不能賺太多錢、不能跟商業掛鉤等，這其實有點可惜，醫

療產業還包括醫院外圍這幾塊，全部都在談商業模式，談怎麼賺錢，談怎麼進

入資本市場，全世界都是這樣看的，但對臺灣而言，談醫療產業可能會踩到紅

線。所以，我今天的重點先鎖定醫院裡面要怎麼做數位轉型。 

  

                                                      
1 星鏈（Starlink）是太空服務公司 SpaceX 計劃推出的一項透過低軌道衛星群，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際

網路存取服務。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6%98%9F%E9%93%BE#%E6%8F%90%E4%BE%9B%E6%9C%8D%E5%8A%A1%E7%9A%84%E5%9B%BD%
E5%AE%B6 (Sep.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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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4.1、全人照護醫療產業示意圖 

 

據我瞭解，臺灣現在正在興建很多醫院，未來幾年大概有幾十間醫院會慢

慢落成。醫院本身的建築跟營運其實是耗能的，但為了院內感控、病人安全，

而因此比較耗能，這是無可厚非的事。然而，聯合國已經將淨零碳排列為重要

議題，也開始執行淨零碳排，已有 3,000 多家醫療機構加入淨零碳排的競賽中，

承諾 2030 前將碳排減半，代表這已是一大趨勢；同時，聯合國也針對如何以低

碳排的方式來營運醫院，提出三個方向，供蓋新醫院與醫院營運者參考。(見圖

4.2) 

另外，聯合國也提供 7 個重要的減碳行動方案，包括使用綠能、零排放建築、

病人來往交通方式零排放，甚至要求儀器耗材的供應商必須要做低碳能耗等行

動，藉此改變整個醫院生態系夥伴的減碳思維，讓醫院變成真正的「綠」醫院

(Green Hospital)，這是全世界的趨勢，臺灣一定要跟上。(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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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Global Road Map for Health Care Decarbonization,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 2021.6 

圖 4.2、邁向淨零碳排醫療保健三個路徑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Global Road Map for Health Care Decarbonization,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 2021.6 

圖 4.3、7 個重要的減碳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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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院的數位轉型 

(一) 智慧醫院的持續進化 

從圖 4.4 來說明智慧醫院的持續進化。我有幸參與過臺灣幾間醫院的數位轉

型，最早是 2015 年郭守仁先生擔任彰基院長的時候，其實當時真正開始啟動數

位轉型的醫院不多，我個人認為彰基為臺灣第一代智慧醫院的開端，是比較偏向

民眾有感的數位轉型，利用大量的物聯網蒐集資料，產生民眾有感的服務。 

經過幾年，第一代智慧醫院迭代，大家認為應該開始進入到醫護有感的第二

代智慧醫院，但從民眾有感進階到醫護有感，存在一個非常大的落差，因為要進

到醫護有感，需要深入醫療的核心，包括手術室、ICU、急診的運作方式，不是

像第一代只是進到大廳，看到很多螢幕提供很多訊息跟你互動溝通而已。 

慢慢地，我想會看到第三代，我個人看法是應該會是一間由醫生與 AI 一起

服務病人的醫院，好比醫生以聽診器、X 光、CT、MRI 等來服務病人，這個一定

會來到，只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真正發生。以我們長期觀察，這應該是一個非

常清楚的脈絡，可作為產業抓住機會的一個參考。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4.4、智慧醫院進化圖 

 

(二) 未來醫院的數位轉型 

接下來分享慧誠智醫所觀察到醫院可以數位轉型的幾個項目，第一個是手術

室，因為手術室是營運成本最高、儀器最貴且人員薪資最高的地方，但同時也是

醫院最大的獲利來源，所以它一定是個切入點。第二個是遠距，後疫情時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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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應該是大趨勢。第三個是智慧病房，誠如剛剛臺大吳院長所提，只有急重難罕

的病患才需要住進醫院治療，所以你要想辦法讓病房好像家裡一樣方便與舒適。

再來是病人安全跟用藥安全，主要是因為醫院疏失的前兩名是用藥安全及病人安

全。最後一個項目是科技清潔消毒，因為 COVID-19，消毒大概已成常識且常態。 

1. 智慧手術室 

如果真正營運過手術室，大概都了解一定會涉及到醫護人員、病患、刀房、

醫衛耗材的動向，醫護人員包括排班、排休、職位、專科類別，病患包括刀種、

科別、檢驗、使用的醫衛材等，刀房包括使用狀態、使用儀器、手術進度等，醫

衛材包括儀器/器械/衛材之清消狀態、數量盤點、準備狀態等。需有這些數據，才

能進行一場手術。這是非常複雜的，若能用 AI、平台、系統等來代替人工安排與

掌控，讓整個醫院手術室的換台率拉高，就能提高營運績效。 

從產業的角度，我們會從醫院提供的這些資料，進行拆解設計，譬如說手術

室外面設置一個控制台提供相關訊息，包括所有開刀房的狀況，藉此與照顧者或

家屬溝通；手術室裡面也會設置控制台及一套可以隨時查詢的手術資訊整合系

統，並遵循 WHO 規範，透過手術安全查核 APP，將手術房資訊的真實時間與真

實資訊輸入，包括從手術報到、麻醉誘導、劃刀前、移出手術室、手術物品點算

等，需要準備什麼、查核什麼、有沒有打勾、有沒有確認等，不再是用紙筆或是

手術後再來登補資料，而是用數位的方式協助管控，如此才不致產生非常大的資

訊落差。 

2. 遠距醫療 

臺灣的遠距醫療有需求但需求不大，若靠內需，無法發展成一個產業。但東

南亞不同，印尼光是有住人的島嶼就有 2,000 多個，越南南北 1,600 多公里，泰

國也差不多，迫使這些國家不得不發展遠距醫療，也確實我們現在遇到非常多東

南亞國家的遠距需求。 

遠距視訊有一個雲平台，連結院內的 HIS/NIS 系統、院內與院外視訊平台及

所有端點如生理監測、診療、視訊等軟硬體設備，從比較大台、豪華的移動推車

到簡易包包都有，未來推車、包包在哪裡，你的診間就在哪裡，已是趨勢。 

每台推車或包包上會涵蓋許多東西，如鏡頭、螢幕、音源系統、電池、五官

鏡、無線超音波、電子聽診器等，這都是臺灣 ICT 業者最厲害的，另也因為科別

不同、服務的地方不同，相關的儀器設備組合會完全不一樣，也因為彈性且需系

統整合，所以是臺灣的強項。  

3. 智慧病房 

病患通常是非不得已才住進醫院，因此讓病患有一個安全的照護空間也很重

要，而智慧病房可以做到。現在將臺灣的一般病房打造成智慧病房，幾乎已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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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規格，讓病房與護理站的資訊與溝通沒有落差，個人覺得臺灣的智慧病房是全

世界做最好的地方。另，「綠」醫院已是趨勢，所以智慧病房的電子床頭卡也從平

板轉成電子紙，其在沒有更新內容的時候，能源消耗幾乎是零。 

而病房不是只有一般的病房，還包括加護病房與專責病房。加護病房是一個

專科病房，是一個肩負病患生死重要關頭的地方，因為這裡的病人可能隔天就過

世，因此智慧病房還需考量的重點是，能不能藉由數據的收集，預測隔天病患可

能的數據，而不是只看到查房當天所記錄到的數據而已。專責病房也可以是智慧

病房，我們很榮幸幫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興建幾十間的專責病房，在沒有疫情

的時候屬一般病房，而有疫情的時候，可以運用 IT 技術轉成專責病房，而不是重

新改造施工。未來新蓋醫院或是醫院要更新時，可以好好思考該如何規劃具多功

能且可彈性運用的病房。 

4. 用藥安全 

用藥安全是所有醫院疏失裡面最常發生的。因為 IT 的進步、通訊的發展，已

看到醫院裡面的藥局開始去中心化，讓藥劑部的主管可以大膽的將藥放在不同的

地方進行管理。 

臺灣最近有一間醫學中心，開始在每一個護理站設置藥櫃，以前護理站的藥

櫃只對從藥庫領回來的管制藥品進行管理，但現在護理站的藥櫃，要開始管理常

備用藥，不再需要護理人員來來回回跟藥庫領藥，可以提高效率。每一個護理站

什麼時間點拿處方簽、拿什麼藥給什麼病人等資訊，都存在醫院的數據庫中，也

因此，可以將藥物分散到醫院各個護理站。 

另外，慧誠智醫對藥櫃的管理也發展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應用，包括以人臉辨

識進行領藥管控，例如非當班者不能領藥等，全部都可以使用 IT 技術。藉由 IT

的協助，讓真正的照護者專注於核心專業上。 

5. 病人安全 

如何確保病人在醫院裡不會跌倒，不會產生危險，我們用 ToF2這項技術，隨

時監測病患的行動，例如對醫院裡高危跌的病人進行監護，如果半夜 3 點，病患

離開床，超過 30 分鐘沒有回床，提醒照護者或醫護人員應該去關心一下，是不是

在廁所跌倒?還是發生其他事情。因為是非穿戴裝置，所以不會有交叉感染、消毒、

維護管理的問題。 

另外，透過監測主動提醒照護人員也是對維護病人安全的一種方式。主動提

醒可讓醫護人員查房的時候不是從第一床查到第三十床，而是從比較緊急需要優

先照護的病床開始查起，IT 可以改變很多臨床的一些行為。 

                                                      
2 ToF (Time-of-Flight)，藉由計算光/紅外線／激光的反彈時間，來計算事物與發射源之間距離的一個技

術。(原文網址: ToF 鏡頭技術人面解鎖更精準：解構 Android 超越 iPhone 的關鍵，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29571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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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日本、北美已有幾處病床裝置這樣的監測感應器，因為不是攝影機，

沒有影像的問題，可完全的保護隱私，對這些相當重視隱私的國家接受度高。 

6. 科技清消 

如何降低國外所謂的 HAI3( Hospital Acquired Infection)，是在後疫情非常好

的議題，因此，藉由科技保持醫院場域的乾淨也是醫院數位轉型可以投入的其中

一項。我們將物聯網消毒柱放置於醫院各個地方，當醫院內擺了 100 支消毒柱，

管理者是可以隨時上網知道這 100 支消毒柱每隻之使用情形，如哪個地方有人用

過、多少人用過、消毒液剩多少、電池剩多少電力等，而不是花費人力定時去檢

查補充或更換，也不致發生出入人數較多的出入口，消毒液常是用完而沒有人適

時補充，需等到有人檢查時才會補充的情況。透過物聯網蒐集並集中管理消毒柱

之相關數據，是科技協助清消很好的一種方式。 

三、 科技賦能 明日醫療 

目前沒有一間臺灣醫院被列入全球智慧醫院前 250 名當中，有點令人訝異。

以色列的 SHEBA，為全世界排名前 10 名的智慧醫院，他把每一個部門、每一個

應用都獨立，並各自透過募資成立創投公司，是一間醫院本身做志業，而衍生的

應用來開創事業，將志業與事業做完美結合的智慧醫院。醫院其實是最好的實證

場域，當覺得醫院所用的醫療方案非常有效、或管理的非常好，就可以購買或投

資(因為這些方案屬於公司)。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商業模式，值得臺灣參考。 

另一個醫療產業案例是我們提供服務的吞武里(THG)醫院，是一間位於曼谷

非常高檔的私人醫院，我們協助這間醫院建設 IT，導入臺灣成功的軟體、硬體。

你可能無法想像，我今天如果要去拜訪曼谷一間醫院的院長，拜訪之前會先查一

下這間醫院今天的股價。吞武里醫院，我觀察了一下它這一年多的股價曲線，它

從發生 COVID-19 以後開始往上漲，漲到 100 元，但當泰國宣布跟病毒共存以後，

它的股價開始往下掉，上個星期的股價是 65 塊，這已不是醫療，而是醫療產業，

具備產業的特質。 

泰國這間醫院還有一特點，個人認為在臺灣是很難做到的，這間醫院院長，

同時也是兩家上市公司的執行長，答應每一個月給我們一個額度，由他親自帶有

產品需求的客戶來並介紹我們的產品。你能想像院長帶貴賓介紹廠商的產品，這

在臺灣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在泰國因為是產業，這是非常合理的行為。 

                                                      
3 醫院感染，指在醫院內發生傳染病，傳染院內的其他病患、醫護人員的情形。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m.wikipedia.org/zh-
hant/%E9%86%AB%E7%99%82%E7%85%A7%E9%A1%A7%E7%9B%B8%E9%97%9C%E6%84%9F%E6%9F%93  
(Sep.022022)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E9%86%AB%E7%99%82%E7%85%A7%E9%A1%A7%E7%9B%B8%E9%97%9C%E6%84%9F%E6%9F%93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E9%86%AB%E7%99%82%E7%85%A7%E9%A1%A7%E7%9B%B8%E9%97%9C%E6%84%9F%E6%9F%93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44 

未來醫院不一定長得像我們傳統想像的樣子，它應該是有不一樣的可能性的

組合。Mercy Virtual4也是醫院(見圖 4.5)，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4.5、Mercy Virtual 醫院 

 

如果我們真的要走向明日醫療，一定要科技賦能；醫療要走向產業，必須要

能變現，不然活不下去；但醫院的創新，不一定能當日變現，有時候要等到明天

才會兌現。我們從現在的名醫過渡到數位明醫，不是透過與廠商買賣就可達成，

而是需要科技做為他的夥伴，因為醫院不見得知道要做什麼，所以不是請廠商開

規格進行買跟賣，你可能要找一個很好的科技夥伴，一起合作，才有可能達到明

日的醫療(見圖 4.6)。以上是慧誠智醫在亞洲這麼多國家開拓業務的一點點心得，

藉由這次研討會與大家分享，謝謝。 

 

 

 

 

 

 

 

 

                                                      
4 Mercy Virtual 是密蘇里州切斯特菲爾德市（St. Louis）郊區的一個虛擬護理中心，僅通過使用遠距醫療

（世界上首例此類設施）運營。檢自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rcy_Virtual (Sep.0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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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4.6、科技賦能醫院智慧轉型 



 

 



長庚醫院醫療智慧化的經驗 

47 

長庚醫院醫療智慧化的經驗 

陳建宗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醫院院長 

一、 前言 

潘董事長、楊校長、各位醫療界的先進、院長及產業界的先進，大家早安，

大家好。非常謝謝我們幾位醫療產業先進的分享，剛才余總經理提到幾項醫院數

位轉型的一個進展，包括手術室、病人安全、用藥安全或是防疫等等，我想這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今天有限的時間內，藉由此機會我想分享我們長庚醫院

過去幾年在醫療智慧化的一些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 19 世紀到 20 世紀的整個工業革命，是因為機器、電器及電腦等

的發展，所發生的一連串自動化過程，但現今的 21 世紀，已進入工業 4.0，我想

大家今天也都談了很多，包括物聯網、人工智慧、3D 列印、奈米科技等等，都是

我們在這個世紀所碰到的一些科技，當然這些科技的發明，也讓我們的生活起了

相當多的變化。 

1997 年 IBM Deep Blue 打敗當時非常年輕，而且是非常知名的西洋棋棋王

Garry Kasparov，到了 2016 年，Google DeepMind 的 AlphaGo 也打敗韓國圍棋的

棋王李世乭，而這兩個都是用 AI 打敗人腦的案例，也因此大家對 AI 科技有非常

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認為智能化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我們能夠在臨床上應用，當然也希望這些

臨床應用能夠跟產業界合作商轉，而這也是我們今天在座醫界跟產業界要一起結

合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二、 長庚醫院智能化醫院的推展 

長庚醫院推展智能化醫院，不外乎是從我們實際上面臨的問題開始，包括臨

床需求的智能醫療、考量安全的閉環管理、因研究需要推動的結構化病歴、

BI1(Business Intelligence)與 AI、及為提升效率所做的行政無紙化。 

事實上，長庚醫院的病歷數位化，開始得相當早，2001 年就開始，以病人為

中心，整合門住診病歷、檢驗報告、護理紀錄、各式醫療影像等，進而推廣全院

醫療智慧化。所以我們在 2014 年就成為臺灣第一家通過智慧醫院全機構標章的

醫院，並在 2019 年取得美國醫療資訊暨管理系統協會(HIMSS, Healthcare 

                                                      
1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指的是利用資料探勘、雲端計算、數據分析等技術，解讀過往的

銷售數據、營業成本、折舊攤銷、以及銷貨收入等數據，將數據轉換成資訊，而能提供給管理階層做

為決策判斷的參考「智慧」。檢自硬塞科技字典: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825-what-is-business-

intelligence (Oct.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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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ociety)的「電子病歷水準模型」（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Adoption Model, EMRAM）最高等級第七級的國際認證。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長庚醫院在過去 1、20年來的智能醫療發展藍圖(見圖 5.1)，

從智能醫療的門急住診與開刀房、藥局、閉環管理、多元化醫療服務、自動化檢

驗、資料的交換等，到教學研究、AI 等的發展，都含括在內。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1、長庚醫院智能醫療發展藍圖 

 

(一) 智能醫療推動現況 

長庚推動智能醫療包括智能門診、智能住診及智能開刀房。 

1. 智能門診 

我想各家醫院都會推出很多智能化的門診，而長庚在這幾年推展 HIS 4.0，最

主要的功能是能夠把病患的資料整合在一個框架，並搭配大型顯示器輔助，利於

醫師看診時，藉由減少頁面的跳動來簡化醫師的操作，同時將病人端的很多資料，

包括檢驗、血壓等資料，整合進電腦當中，當然也包括病人的門診序號與叫號，

可讓我們掌握病人診前、診中、診後等等的一個動向(見圖 5.2)。另外，病人也可

以從遠端知道醫生看診的進度，因此病人不需要再進到醫院內等候，而是在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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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等候，這個對病人的看診非常方便。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2、智能報到看板與門診病人動態整合之智能門診 

 

還有一個是 COVID-19 疫情期間推動的視訊門診，這也是目前健保署在推動

的看診方式(見圖 5.3)。若是一個不需要進入到醫院治療的病況，就可以採視訊

門診，但需有賴法令的推動，才能夠讓我們的視訊門診更方便，也更合理化。當

然我們在醫院戶外也設有藥局，讓視訊病人能夠方便地領藥。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3、長庚視訊門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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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住診 

我們也開發電子白板以應用於住診。電子白板可提供臉部辨識登入功能，並

自動顯示醫師及護理師的照護病人資訊，包括一整天的病人排程，如檢查、手術、

抽血等，還有占床率等資訊，它非常客製化，具延展性及可擴充介面的功能設計，

可以讓醫護照顧人員一目了然。當然也設置防火牆，以確保內部網路的安全。而

智能電子白板可將很多病患的醫療照護資訊整合並視覺化，讓 ICU 團隊能夠很

迅速的掌握到病患病情的變化，幫助醫護人員做決策並緊急處置。(見圖 5.4)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4、ICU 智能電子白板 

 

3. 智能開刀房 

剛剛余總經理簡報提到智慧手術室整體的排程，長庚也在推動，現在幾乎每

個開刀房裡面，都有智能白板，將所有與病人相關的醫療資訊，包括生理訊號、

PACS 影像、檢驗等資料彙整呈現，並依據手術安全查核過程，自動顯示查核事

項，如手術報到時間、麻醉誘導、劃刀前、手術簽退等，讓醫護人員逐項查核確

認，增進手術安全。另外如果同時有特殊專科性的需求，譬如說，清醒開顱手術，

需監測腦波(EEG)、肝臟移植手術，需記錄心輸出量(每分鐘心室輸出的血量)，

也都能夠整合在手術室的白板中，並顯示出來，讓手術室的醫生能一目了然，提

供病人更好、更安全的手術環境。 

除此之外，長庚在今年底也會設置手術技能訓練暨研發中心，提供微創手術

訓練、顯微手術訓練、擬真手術訓練等，藉由多元化的訓練課程，讓我們醫師的

訓練更加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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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閉環管理(Closed-loop Management)推動現況 

醫院是非常注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們有一些相關的閉環管理，主要是使用

資訊技術對整個醫療的過程進行監測與重複的反饋，以減少醫療差錯，拓展我們

工作的視野，提升服務品質。 

閉環管理用在很多方面(見圖 5.5)，包括醫囑、輸血、植入物、配方奶、用藥

等，還有檢驗室裡面，包括實驗室、危急值、病理檢體的閉環管理，而這些閉環

管理，目的就是要提升病人照護上的安全。 

以藥物管理為例，當醫師開立醫囑，藥師還會做一個整體的評估，評估後，

由包藥機自動包藥，藥師再進行線上審核，接著由護理人員給藥，並留下給藥紀

錄。透過一些電子化的過程，發藥的效率大概提升至少 30%，而藥師對不適合用

藥的攔截率也高達 50%。藥師的工作其實是非常的繁雜，每天發的藥物非常多，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閉環管理，的確可以提高病人用藥上的安全。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5、以閉環管理維護病人安全 

 

除此之外，其他科別如核醫科也開始做閉環管理。開始的原因是核醫科發現

在病人的排程或給藥上，出現了很多問題，如病人不知道何時輪到他檢查?注射室

控制台也不知道病人何時打針?護理站不知道哪間休息室有空位?櫃台不知道病

人在何處?等等問題，因此希望透過閉環式管理來改善這些問題，包括建立檢查室

醫囑、優化注射室控制台系統、獨創檢查二次排程檢查履歷及時看板、檢查報告

智能稽核等，來提升服務流程品質，如提高檢查室及休息室的利用率、改善工作

人員控台壓力、增加病患檢查履歷透明度、減少病人的等候時間、提升報告正確

性等。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52 

透過核醫檢查履歷智能看板可以確認包括整個醫囑的遵從率、確認是否還有

遺漏未輸入的資料等，能夠大大減少病人的等候時間、提高給藥的安全性，同時

把相關資料，載入病人的核醫報告中，提高每個主治醫師報告的正確率。利用面

板可以將所有資訊完整呈現，減少差錯。 

(三) 結構化病歷及 BI 與 AI 應用之推動現況 

若要將病歷的資訊輸出至雲端或者輸出成一個有效的數據，必須將病歷的資

料結構化。先建立結構化範本與模組，並根據各專科的特性，發展專科化病歷。

利用結構化工具製作圖像、文字、表格等各種類型的病歷表單，以結合字典方式，

讓醫療人員可以用點選方式，自動產生病歷記錄，且即時連結其他醫療資訊，確

保病歷紀錄的完整性，並於第一時間確認病歷資料輸入的正確性，簡化人工抄寫

作業，也減少醫師打報告時間。推展結構化病歷，可支持大數據分析研究，如趨

勢分析、決策分析、客戶分析等，同時在經營管理指標上，也可以有很好的應用。 

一個結構化的病歷，可以運用在 BI 與 AI。BI 應用包括臨床藥學、感染管控、

加護病房、急診、加護病房、經營管理等，作為指標的管理或是提供預警的系統，

譬如說急性腎損傷(AKI, Acute Kidney Injury)的時候，我們有相關的一個指標能

夠提醒醫師，及早注意可能發生的相關問題。 

建置一個 BI 分析平台，可以做到很多管控，譬如說發燒的管控，感控發燒監

控儀表板可在第一時間呈現各院區感染監測重要指標(發燒)的地理位置、指標隨

時間變化趨勢、發燒病患名單等；或是急診室管控，透過動態儀表板，呈現急診

病人處置或停留時間、各觀察室占床率、待診等處置時效，連結醫院床位現況，

及時資源調配等；也可做到經營管理，透過監測院內門診、住院與手術服務量，

與前期進行相關數據的比較。 

AI 在醫界、工業界等產業上，都開始被大量的使用。長庚在 3 年前就開始計

畫性的推動 AI，開發了相當多的工具及相關技術，應用在包括肌肉骨骼、眼科與

肺部影像、乳癌與腎臟病理、心臟病及睡眠檢查等，所以在這幾年團隊努力發展

下，我們目前已向 TFDA 提出 6 個申請案件。 

我們在數位病理化的推動，包括藉由 QR-code 的掃描，來有效管理病理切片

的動態追蹤管理，同時也將所有的病理切片數位化，提供相關病灶的推斷，有效

幫助臨床醫師的診斷。還有一些 AI 應用案例，如我們用 AI 發現超級細菌，讓我

們的臨床醫生可以及早給藥、從電腦斷層影像偵測肺部結節，並提供影像摘要，

或是偵測顱內出血，同時在圖像上將出血部位分割出來並計算出血體積等。 

(四) 行政無紙化推動現況 

在行政無紙化的推動上，我們利用手寫技術行動設備，搭配軟體文書處理流

程、系統整合與資訊安全等，提升行政效率並節省紙張。依據我們的統計，在行

政效率提升上，文書處理天數可以從原來 9.6 天縮短到 5.5 天；紙張節省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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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節省 368 萬張紙。 

(五) 智能防疫 

前面幾位專家的報告都有提到，臺灣在這兩年的防疫做得非常成功，其實每

家醫院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也功不可沒。我們因應疫病全球化，推動六項防疫

措施: 

1. 全員自主健康管理 

同仁利用手機 App 或資訊系統，上班前輸入體溫及旅遊接觸史(TOCC， 

Travel/Occupation/Contact/Cluster)，可即時啟動自主健康異常通知作業，對於有

發燒、流感等症狀同仁，系統主動發電子郵件給當事人、主管與感染管理單位，

讓主管及感染管理單位可快速關心同仁健康狀況。 

2. 建置完整的監測與服務系統 

陪病與訪客及就醫民眾透過長庚 e 指通 APP 輸入 TOCC，資料可傳遞至

各醫療系統，包括門診、急診、住診之醫囑系統，及檢查室、手術室等醫療資

訊系統，提醒醫療同仁。 

3. 數據治理與警示 

導入 BI 即時掌握全院病患發燒動態，即時監測發燒區域(見圖 5.6)。若有

發燒個案，則再串聯胸部 X 光報告，當報告有出現「肺部浸潤」相關字眼，將

聚焦通知感染科/胸腔科醫師進一步判讀。 

4. 物資儲備與管理 

系統具備自動計算請購量及請購日期，並依據用量自動提高庫存量，及自

動設定補充量等控管機制，對防疫物資庫存進行控管與異常監控。 

5. 成立病毒核心實驗室團隊 

團隊研發 COVID-19 快篩試劑，發現單株抗體抑制病毒能力。依照一般

件、急件、絕對急件進行分類，透過不同儀器分流檢測，提升 PCR 檢驗時效，

從每天檢測 700 件，增加到 5,800 件。 

6. 視訊會議，遠距視訊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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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5.6、BI 智能防疫-感控發燒監控儀表板 

 

(六) 未來智能醫療之推動 

長庚自建通訊平台系統(長庚即時通)，結合通訊錄、語音通話、即時通訊、

檔案傳送等，進行團隊協作、外部溝通、視訊會議等工作之系統整合，未來將擴

展到與民眾的互動，及病友團體的關懷，將開發民眾版本即時通，透過智慧醫療

線上與線下整合，擴大對病患醫療加值服務。同時還將建構 AI 的智能客服，透

過多輪式對話交談提供服務，無法處理的部分才轉接到真人服務，以人機協作方

式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此外，也運用 AI 做疾病分類。 

最後是擴大遠距醫療服務範疇，長庚現階段的遠距醫療系統已結合視訊、音

訊及五官鏡套組、超音波與鼻咽鏡等可攜式醫療設備同步影像進行診察，未來可

以跟當地各家醫院一起合作，連接心電圖等設備，提供影像傳輸進行診療，並擴

及其他專科會診，來提供一個更優質的偏鄉服務與在宅醫療。 

三、 結語 

長庚醫院的數位轉型，都是從小地方開始，先試驗再逐步擴大，以病人為中

心，來改善我們整體的一個醫療品質，同時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醫院要數位化，

還是需要結合 ICT 軟硬件，才能夠擴展應用層面。最後謝謝大家的聆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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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院－運用資訊技術重塑和提升未來醫療照護的價值 

邱仲峯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院長 

一、 前言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也謝謝主持人陳院長的介紹，陳院長是我的老師，也

是我的老長官。在座的潘董事長、楊校長、長庚的陳院長，以及許多醫界的先進、

產業界的專家們，還有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的任務是分享北醫附設醫院(簡稱北醫)目前在智慧醫院方面的進展，這

幾年雖然醫院已非常投入智慧化的改造，但這是一條永無止盡的路，因為未來有

越來越多的層面都需要智慧化，要做的只會更多。智慧化可以為我們帶來好處，

但也證明我們將越來越倚重它。 

接下來的報告內容，絕大部分都是已經在北醫落地實現，只有一小部分是已

經完成開發且即將開始啟動的，至於正在研究中的部分，將不在今天報告的範圍。

報告分成三個部分，第一是利用資通訊科技(ICT)建立智慧醫院，第二個是整合

新興 ICT 提高醫療照護價值；最後談的是經過數位化或者智慧化的努力後，有沒

有可能跟產業界合作，擴大智慧醫院產業生態系，為更多人提供幫助。 

二、 利用 ICT 建立智慧醫院 

「Newsweek」（新聞周刊）是國際知名媒體，「Statista」則為全球重要數據資

料庫，他們評比智慧醫院的明確定義如下：須做到包括手術數位化、影像數位化、

AI、遠距醫療及電子病歷等項目，我們目前均已開始推動，但要真正達成所有的

項目，的確還有一段距離需要努力。 

醫院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域。對 IT 產業來說，醫院裡面有很多區塊，要橫

跨的內容也形形色色，事實上單單其中的一個區塊都很值得投入，也因此產業界

有很多就直接專注在某一塊，但同時也會發現，從裡面衍生出來的項目，內容實

在是非常的廣泛。 

我們用 ICT 建立智慧跟數位醫療，真正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符合個人化、多元

連結及整合性，也就是以病人為中心，提供病人從不同的環境獲得醫療照護，而

醫療照護的提供者也在不同的場域或形式與病人接觸，如遠距醫療，提供符合病

人需求和個人化醫療服務，讓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 

而北醫近幾年在醫院智能化轉型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病人個人照護、

精實住院流程、智能藥物管理、提升病人安全、虛擬教育、防疫整合、實體結合

虛擬照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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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病人個人照護 

我們於 2018 年開始發想如何為病人打造專屬的個人照護，於是利用區塊鏈，

開發 ITPASS-健康護照，經過這些年不斷地擴充功能，現在已經具有強大的功能，

並實際在醫院的日常當中運用，如民眾就醫無紙化，包括處方箋、連續處方箋、

繳費單、檢驗檢查單，作為自動繳費使用，減少排隊時間。 

加入 ITPASS 的就醫民眾，即可具備一個數位身分，透過 ITPASS 查詢個人

所有的健康資料，包括門診紀錄、檢查(驗)報告、影像紀錄、病理報告、出院病

歷摘要、疫苗施打等；也可以查詢個人的就醫行事曆，如同管家般管理個人的就

醫行為等，資料均可連動存在個人所擁有的 ITPASS 中。 

(二) 精實住院流程 

我們都知道住院流程繁複且牽涉很多單位，運用 ICT 建立一個精實的住院流

程，整合醫院記帳、住院期間所有排程及時間確認等，除方便照顧的醫護同仁之

外，也讓病人更加方便。 

1. 記帳無紙化：醫師開立結構式醫囑，護理人員於網路資訊系統確認並執行醫囑，

病人使用的衛材用條碼直接記帳。產生的效益包括減少人工記帳達每月 917 小

時、減少 400 筆漏補帳、每月減少 1 萬張紙。 

2. 繳費雲端化：利用行動刷卡機讓病人在病房結帳與繳費，減少櫃檯繳費人數，

加速病房關帳時間，病房結帳人次達 100%。 

3. 住院服務 APP：住院前可提供病人預約與入住，住院期間可提供病人衛教宣導

與耗材購置，離院時提供出院指導。 

4. 智能照護站結合病房床頭卡：999(緊急救護)感應啟動或是與民眾互動，如護

理呼叫、點滴呼叫等。 

(三) 智能藥物管理 

過去兩年來，我們醫院建置自動藥品倉儲系統及在全院 20 個病房、手術房，

檢查中心等，設置智能藥櫃(ADC, Automatic Dispensing Cabinet)後，對管理層面

跟病人端產生很多的改變，包括零等候，單筆取藥 7 秒，常規針劑取藥 27.4 秒，

緊急用藥 1 分鐘給藥；零對點，管藥不點班、不交接鑰匙；零傳送，於 ADC 取

藥，無須自藥局傳送藥品，降低 66%急藥傳送需求；零退藥，退藥量減少 99%；

以及零錯誤，調劑、給藥、退藥之錯誤率都是零。大家都已經習慣使用 ADC，視

為醫院日常的一部分。 

(四) 提升病人安全 

其實輸液(打點滴)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從開單、領藥、拿藥、輸液速

度、使用的正確性、使用完的耗材等，需要耗費許多人力，且不斷地重複同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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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就是三讀五對，我們訓練優秀的護理人員，不斷地做三讀五對，實在可

惜。為此，我們發展智能的 IV PUMP(見圖 6.1)，將需要三讀五對的所有資料全部

串接，由系統自動比對，護理人員只要確認即可，不但零失誤，輸液過程護理人

員也隨時可以從遠端監控輸液管是否有正確安裝、是否阻塞、輸液是否完成等。

對提升病人安全與減少護理人員比對時間都有幫助。 

資料來源:主講人簡報 

圖 6.1、IV PUMP 系統架構與流程圖 

 

(五) 虛擬教育 

醫院現在有很多醫師開始做達文西手術，過去幾年來就著手將達文西手術時

的影像建立成為數位化的檔案，製成 VR 的手術訓練教材，讓更多年輕醫生藉由

虛擬實境來學習達文西手術，這也是數位化的優點之一。 

(六) 防疫整合 

因應兩年來的 Covid-19 疫情，我們做了一整套的防疫整合系統，除了將一開

始的身分核實、報到、簽同意書、計價、追蹤等一連串過程全部整合外，也將此

系統載入到醫院的 iPad 中，方便醫護人員於社區施打疫苗時攜帶，且很容易就可

以連線查證所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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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整合系統達到四項成效，包括 1.行動化－使用 iPad App 系統平台；2.無

紙化－民眾同意書簽署及醫師評估系統；3.數位化－疫苗護照數位化，民眾可透

過 iTPASS APP 線上查閱疫苗施打紀錄；4.即時化－透過儀表板系統，即時呈現

疫苗接種之相關統計數據等成效。(見圖 6.2) 

資料來源:主講人簡報 

圖 6.2、疫苗施打流程 

 

另外，我們在專責病房建立全方位的零接觸防疫照護平台，不管是生理數據

異常警示、影像判讀視訊說明、病人與醫療團隊多方病情解說，甚至衛教推播、

復健、心理輔導、電子圍籬離房警示等，全部都可以在平台完成。 

(七) 實體結合虛擬照護 

我們也推動遠距醫療平台(見圖 6.3)，誠如剛剛長庚醫院陳院長所提到，此

平台已經進步到可以結合五官鏡、超音波等，真正服務偏鄉的民眾。遠距平台設

立的短短幾年當中，我們已有 6 家異業結盟、90 間企業客戶、42 家診所所組成

之社區醫療群，並固定於 3 個偏鄉地區駐診。同時我們也有多項全國唯一的服務，

包括疫苗副作用視訊門診、血友病個案管理照護、癌症個案管理照護、COVID-19

返家後復健視訊看診及居家整合遠距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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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人簡報 

圖 6.3、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全方位遠距醫療平台 

 

三、 整合新興 ICT 提高醫療照護價值 

提升醫療照護的新興 ICT 有七大項，包括物聯網的「物」，指實體設施與控

制器、連接所需的溝通與處理單元、資料分析與轉譯所需的邊緣運算、數據累積

所需的儲存、資料歸納所需的匯聚與儲存、資料應用形成的報告與分析，以及涉

及人與商業流程的協作等，亦即先有設備與 IoT，接著進展到 AI 跟機器人，再進

行訊息與通訊，到雲加密，最後進入到應用與管理。 

我們是經由三個主要思維來應用新興的 ICT，第一個是強化數據中心，考量

數據的重要性，北醫設有數據處理中心，將數據重新整理跟分析；第二個是發展

臨床解決方案以改善治療結果，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現痛點，我們會以解決這個痛

點為目標發展；最好還能夠智能化、自動化，既可以省時也可以省力，所以第三

個是發展智能化解決方案，進而降低成本。以下為北醫附醫的幾個案例: 

(一) 運用 BI(Business Intelligence)分析臨床醫療服務與醫院管理 

BI 是一個很好介入的工具，可應用於整個醫院體系，包括行政經營，如業務

量統計、健保總額、設備管理等；醫事管理，如住院病人壓傷發生率、跌倒分析

等；醫務管理，如建構 AI-CCI 整合共病指標（Charlson’s Comorbidity Index, CCI），

包含整合共病指標、病人年齡、入院型態及檢驗數值等項目，計算風險指數，提

供臨床醫師對病人家屬解說與處置參考；品質管理，如就醫滿意度與預防性抗生

素管理等。我們全面運用 BI，設有 170 項固定的 BI 檢查點，天天產出數據，每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60 

日提供視覺化的分析結果，包括所有的客戶主管，或者是醫療同仁，都可以得到

最新的數據。 

(二) 個案篩選系統 

我們開發一套專門為臨床試驗而做的系統 Holmes。例如:當病人掛號，且身

分符合某個臨床實驗，系統會立刻跳出通知，讓看診醫生知道病人符合某個臨床

試驗，但實際上病人看診的科別可能與臨床試驗的科別不一樣，所以看診醫師會

將資料再拋轉到臨床試驗中心，試驗中心就會派人連繫病人，加速臨床試驗的進

行。 

(三) 臨床數據與照護之整合運用 

有關結構化醫囑的建構，目前所有病理、檢查等各式報告都已經結構化，只

剩下最困難的病歷部分還未完成，但也已著手開發，採用自然語言的技術，目前

的開發進度跟成功度看起來還不錯。 

我們也將 ICU 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數據分析，並運用 AI 的預測功能發展出

Ted ICU，幫助我們提早做一些預測，此系統目前已經技術轉移至其他醫院。 

另外，我們也收集資料運用在氣管內管插管位置的準確度，透過 AI 運算，

大幅提升氣管內管插管位置的準確度。同時建立高解析視覺平台，運用資料收集

與 AI 分析演算法，解決組織與出血點辨識困難問題，尤其是讓手術醫師知道危

險區域、出血處等等，協助醫師避免可能產生的問題，或是可能疏漏之處。 

我們與北科大合作開發醫療骨骼肌肉神經系統診察平台，以遠距的方式評估

使用者適合及所需的復健，直接計算與偵測肌肉骨骼的張力程度，並立刻傳輸，

作為日常動作評估、診斷參考資料及危險動作提醒，避免病症惡化，藉此修正、

調整動作，逐漸恢復肌肉機能。 

同時，我們與群創轉投資的睿生光電合作開發 5G 雙能數位 x 光機，除具備

傳統 x 光提供的影像功能外，也可照出軟組織、骨頭等等，發揮很大的功效。此

項產品目前已經完成臨床試驗，通過驗證，申請專利中，並參與創新獎的選拔，

後續也已著手進行商品的商轉事宜。 

四、 跨域合作擴大智慧醫院產業生態系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產品經過商轉化後，醫院可以得到部分的智慧財產權，

因此，未來也要仰賴業界發揚光大，醫院才有機會同步成長發展。 

醫院的智慧化是一條回不了頭的路程，持續地數位化跟自動化最終仍需要產

業化。我們與產業結盟合作，也獲得很多產業合作經驗，像在座的慧誠智醫余總

經理，跟我們有很多的合作開發項目，透過共同開發、共同研究，再由北醫提供

測試場域，最終成為產品，也為醫院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見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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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人簡報 

圖 6.4、持續數位化與自動化的價值 

 

五、 結語 

近年來，我們與慧誠智醫合作共同開發全人照護的住院旅程，以醫院的特定

病房作為場域，並將整個構想寫成專案，申請財產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的經費支

持。此項計畫由一開始的奇想，經過事先規劃到後端的產業化，期待它能夠成功，

真正讓許多人得到幫助。 

以上是我們醫院已經落地實施的專案與計畫，未來仍有很多需要繼續努力學

習之處，謝謝大家今天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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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資訊系統平台化的重要性 

黃泰一 

華碩全球副總裁/華碩 AI 研發中心博士 

一、 前言 

郭校長、在座各位業界前輩、先進們，還有各位貴賓，大家午安大家好。我

想用今天短短的一點時間來分享華碩過去 3 年在智慧醫療的進展，更想分享的是

所遇到的挫折。 

3 年多前，華碩剛開始推動智慧醫療，因為是門外漢，所以拜訪了很多醫院，

並訪談許多的院長與醫生，過程中發現，邁向智慧醫療有兩個很大的問題必須要

解決。一個是資訊散落在各地，無法有效整合；一個是系統太過老舊，升級的困

難度非常高。這兩個問題必須有效地解決，才能將臺灣帶往智慧醫療方向發展。

我們想，如果有機會全部重新建立，該如何設計一種系統架構來解決現在面對的

問題?首先要能有效的收集病人各方面的資料，包括醫院內及醫院外，醫院裡面可

透過提供各式各樣的 AI 服務，收集臨床相關資料；醫院外則需病人端使用的 APP

來紀錄生理資訊、用藥順從性等；當然，也必須提供一個讓醫院研究者可以使用

的數據平台，藉由洞見病人的真實數據，轉化成有價值的臨床證據，並發表論文，

而這些有價值的證據再反饋到數據庫中，如此不斷地產生更多的 AI 服務。這是

我們當初的想法。(見圖 7.1)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7.1、華碩 AI 研發中心 xHIS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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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我們也有不錯的成果，目前 8 項服務產品落地在 20 間醫院。例如

ASUS Miraico1：ICD-10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AI 智慧編碼服務，已經有 20 家

醫院導入，平均每個月有將近 600 位以上的醫生跟疾分人員使用，每月用量超過

30 萬次；還有 ASUS Blade：人工智能輔助血液抹片細胞分類系統，是病理學

Pathology 方面的應用，目前新加坡有兩間醫院在使用，主要是透過電腦視覺，有

效地計算出血液細胞裡面的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針對病人端 APP 的服務，

我們依大量看診需求為設計理念，將掛號、到院、看診、檢驗等流程智慧化，使

用者還能查詢看診進度與行動繳費，系統也提供用藥管理、慢箋領藥與回診提醒

等功能，已經在兩家醫院落地，每個月有將近 3 萬個使用者使用，平均每位使用

者一個月會使用 15 次以上。另外，Lumos 醫療大數據平台(研究平台)已有近 8

家醫院加入，整合超過 1 億份以上的電子病歷(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目前有 20 個研究計畫正在進行中。(見圖 7.2)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7.2、華碩 AI 研發中心提供之醫療 AI 軟體服務 

 

二、 臺灣智慧醫療發展之挑戰 

去年年底，華碩 AI 研發中心(AICS)做了一個很沉重的決定，暫時終止這個方

向的投資。因為我們看到更大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只華碩沒辦法成

功，業界裡面有做智慧醫療的，可能都沒辦法成功。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先從一

個很簡單的軟體商業模式來看，一個好的商業模式，首先要有人才，有人才就有

                                                      
1 ASUS Miraico:提供入院、住院中以及出院階段的所有 ICD-10 智慧編碼服務，將非結構化的病歷資料進

行 AI 分析後推薦合適的 ICD-10 編碼，可提升編碼效率，協助醫院有效預估預算支出，同時優化醫院

申報結果。檢自:https://aics.asus.com/miraico/ (Sep.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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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產品，有好的產品才能夠獲利，唯有獲利才能夠提供更優渥的條件去吸引更

好的人才，產生更好的產品及更高的獲利，這是一個健康的商業循環。 

在軟體的商業模式中，要將獲利極大化的主要關鍵就是平台，大家熟知的

Apple Watch、Uber 或 Netflix，都是一個平台的概念，透過大量的平台化，可用最

小的人力與最小的成本提供最好的服務。 

可惜的是臺灣並沒有這樣的平台，長年下來，因為每家醫院都強調自主性，

所以我們的醫療資訊系統(HIS)已經亂了套，我用圖 7.3 來簡單介紹一下，電腦科

學(Computer Science)裡面，平台跟非平台的一個重大關鍵點。 

臺灣醫院的資料庫(Database)設計都不同，裡面的資料格式(Data Schema)也

就不一樣。我們曾看過某間醫院資料庫有 2,000 張資料表格，另一間則有 6,500

張；其中一張病人基本檔的表格，某間醫院散落在 40 幾個欄位中，另一間醫院則

散落在 60 個欄位中。因為這些資料散落在不同地方，所以必須編寫不同的程式

碼來取得資料。 

另外，每間醫院的作業邏輯不同，因此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呈現的

方式會不一樣，還有稽核的方式也迥異，有些稽核規則多，有些稽核規則少，這

些林林總總的差異導致每間醫院的 HIS code 都不一樣，而且長期使用下來都非常

的老舊。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當今天要發展一個 AI 的應用，如國際疾病分類編碼的

預測(ICD prediction)，要在一家醫院落地，就要把院內所有的資料流打通，針對

資料進行清整，進而產生預測結果，而這個預測結果要能被醫院所使用，必需再

跟醫院系統程式碼進行整合。若要在第二間醫院使用，還要重複做同樣的事情。

此與一般軟體產業，90% 時間花在創新，10%的時間花在導入或整合完全相反。

在臺灣的 HIS 下發展 AI 應用，是花 90%的時間來做整合，10%的時間來做創新，

這個現象所帶來的問題是高維護成本、高開發成本，更重要的關鍵是無法建立一

個生態系。 

我還記得當初在 Google 做第一個安卓系統的智慧型手機(Android Phone)，

我的長官 Andy Rubin 說，最重要關鍵是發展出產業社群(Community)，因為就算

Apple 這麼大，App 也都是各應用廠商開發出來的，所以好的平台能建立生態系

統，才有各式各樣的應用。臺灣目前的 HIS，並沒有 AI 的開發者願意進來，因

為執行成本過高，沒有獲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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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7.3、臺灣醫院醫療資訊系統(HIS)的差異性 

 

全球醫院 EMR(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市場正快速成長，而其中的領頭者 

Epic(見圖 7.4)，目前已經整合美國一半以上的醫院，連結超過 2 億 2 千 5 百萬個

病人，是一間獲利極大的公司，擁有超過 1 萬位員工，規模如此大的平台，當然

吸引了很多軟體開發者進來。2020 年時，Epic 的 APP 市場上有 595 個應用，而

且光這一年就產生 169 個新的 App，美國因為有這樣平台，智慧醫療進展將比臺

灣快速許多。相信 5 年之後，這個平台所發展的應用會更多樣化、深度化，而臺

灣卻還是停留在各家自行發展的格局，很難跨出醫院甚至國際。像 Top Gun II 電

影裡面，湯姆克魯斯對那些菁英飛行員說 “F18, against 5th generation fighter jet, 

you have no chance at all.”因為新型的第五代戰機遠比老舊的 F-18 強大多了。 

去年底面對這個挑戰時，我們有兩個選項，一個是等醫界 5 年之後斥資上億

成本導入 Epic 平台化系統；或者是我們為臺灣打造全新面貌的醫療資訊平台，內

部討論後，毅然決然把所有 AI 應用開發停下來，開始認真面對 HIS 平台化這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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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7.4、全球 EMR 市場成長趨勢 

 

三、 臺灣智慧醫療發展的突破 

一個好的 HIS 平台應該長什麼樣子？我們認為是每間醫院的 HIS code 應該

都是一樣的，再透過資料轉換工具跟微小部件(Widget)來達成各醫院所需要的客

製化服務。平台的核心，譬如說 Common Data Model，是將所有醫院的數據資料

轉換成一個共通的資料格式；用 State Engine 進行作業流程客製化；用 Form Render

跟 Rule Engine 來做一些稽核規則的設定。(見圖 7.5)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7.5、AICS xHIS 平台 

 

透過這樣的設計，當醫院想要改變業務流程的時候，如原先在門診系統登入

後，先出現病人名單，現在想調整為登入後先出現某個公告，再出現病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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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不需要再寫程式，因為原先業務流程的程式模組大多已經完成，只要改幾

行 JSON2 檔增加公告的節點即可。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當越來越多複雜的東

西建立之後，將可以很快透過無程式碼的方式來改變醫院的業務流程。 

最後是規則，這是醫院最難的部分，有些醫生說醫院的系統就是一堆例外的

加總，沒有所謂的共通性，而這些例外都是透過各式各樣的規則嵌入在程式碼裡

面，沒有釐清很難平台化。所以我們把規則跟程式碼兩者分開，舉例來說，導入

癌症篩檢問卷時，可以設定子宮頸抹片篩檢項目只會出現在女性病人的問卷上的

規則，當病人滿足癌症篩檢問卷的條件，女性病人問卷就應該出現子宮頸抹片，

男性病人就不會出現子宮頸抹片。 

AICS 投入 xHIS 開發大概 7 個月，已完成將近 50%，但是目前遇到三個很

大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資訊落差的問題，醫院無法提供完整的需求文件且規格沒有人

講得清楚，盤點不易。跟醫院合作時，資訊人員與幾位種子醫生跟我們討論，並

提供需求及規格，但是做完後發覺可能只有不到 50%是完整的，主要是因為醫院

存在許多例外的狀況，當醫師遇到不同病人或是不同醫師來使用時，就可能產生

出不同的需求，因此又產生不同的規格。 

第二個，醫院的程式碼裡面有很多隱藏的邏輯。假設有個數據應該是 A，照

規格應該就直接把 A 呈現在系統螢幕上，通常 80%都是對的，但是會發覺有些病

人，螢幕顯示出來的是二分之 A，譬如說本來可開 10 天的藥，這個病人變成只能

開 5 天的藥，醫院的 IT 人員找了好久才發現，原來是 3 年前，因為曾有一小部

分病人只能夠開 5 天的藥，而將這個邏輯寫進程式碼中，且沒有人記錄，可能只

有看診的醫生有印象。 

第三個，每家醫院的資料結構都不同，譬如說，過敏反應的分級，有些用 1、

2、3 級來分，有些是用輕度、中度、嚴重，而國際的標準有些分三級 mild、moderate、

severe，有些分 5 級，甚至有些分 6 級。因此，我們要能夠建構一個平台，必須把

這些資料轉換成一個共通的資料格式，同時轉換成共通的讀值。 

以上這些工作，都由 AICS 跟醫院 IT 去溝通協調，但醫院目前還是可以用自

己原來的系統，所以他們覺得是嚴重但不緊急的問題。另外，醫院要求新系統要

能匹配醫生現有的看診行為，醫生只要發現不一樣的地方就可能影響作業流程，

延伸出 IT 技術不好的觀感。若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我必須跟大家講說，我們也

可能會失敗。 

                                                      
2 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是由道格拉斯·克羅克福特構想和設計的一種輕量級資料交換格式。其

內容由屬性和值所組成，因此也有易於閱讀和處理的優勢。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JSON (Sep.16,202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JSON
https://zh.wikipedia.org/zh-tw/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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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最後請大家再思考並正視以下發展 HIS 平台化的三個重要關鍵。 

第一個，臺灣需不需要一個商業化的 HIS 平台，而 HIS 平台化是一個緊急

且重要的問題，還是一個重要而不緊急的問題。當我看到 Epic 開始突飛猛進的時

候，我覺得 HIS 平台化是一個重要，而且緊急的問題。而且未來的 3~5 年後，如

果沒有辦法趕上，我們就必須花大錢將現有的 HIS 升級成美國的系統，更嚴重的

是，我們的醫療數據可能會落到美國手中，所以該好好思考究竟是不是一個重要

且緊急的問題。 

第二個，如果它是一個緊急且重要的問題，根據我前面的報告內容，這已經

遠遠超過一間醫院的 IT 人員可以負荷的事，因為 IT 人員光要維護舊的系統就已

經很忙，也很辛苦，沒有時間去想突破的事情，如 State Machine、Rule Engine，

要把規則跟程式碼分開等等。因此，必須跳脫醫院的層級來看這個問題。 

第三個，我想借用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這部電影，背景是一個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登陸(諾曼地登陸)作戰計劃，描述二等兵雷恩家中的 3 兄弟

都在諾曼第登陸後身亡，而政府派兵搶救雷恩的故事。我們也只是醫療市場上的

其中一個小兵，老實說 AICS 失敗就只是讓這些軟體工程師迴流到人才市場，畢

竟半導體產業現在也是求才若渴。但如果 AICS 失敗了，誰要來幫助臺灣面對 HIS

平台未來的挑戰。我們已花了 3 年，且建立了一群優秀的軟體工程師團隊，但現

在我們遇到的困難是，醫院似乎覺得是個重要但不緊急的問題，也覺得必須完全

依循舊有的發展模式及行為，如果這個標準還存在，我們真得很難持續下去。所

以我想透過機會，跟各位報告我們現在的進展及遇到的難處，我覺得這是一個重

要且緊急的問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廣益來面對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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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驅動病理數位轉型－數位醫療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葉肇元 

雲象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 

一、 前言 

非常謝謝郭校長的介紹，也非常謝謝楊校長以及中技社的邀請，今天非常高

興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從業界的角度來看臺灣數位醫療產業發展的一些現

況，我是雲象科技的創辦人也是執行長葉肇元醫師。雲象科技其實是一間新創公

司，從成立到現在，已經快滿 7 年了，但個人覺得公司目前都還算處於很早期的

階段。雲象科技主要是提供病理科在數位轉型過程當中，他們所需要的數位病理

系統，以及 AI 輔助診斷系統。 

今天我的主題會圍繞在雲象花最多時間關注的病理科，其實剛聽到黃泰一博

士的報告，我非常感動，因為我深深地認同 HIS 在臺灣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但

這個問題我們挑戰不起，個人覺得華碩有這個心要來挑戰 HIS 的問題，非常佩服，

也非常希望他們能成功。因為如果沒有跨出去這一步，我們也會深受其害。 

我們在面對每間醫院都會有需要整合的工作，其實是非常痛苦的，因為這件

工作非常消耗軟體工程師，我相信最優秀的軟體工程師，絕對是想做產品，而不

會想做整合。因此，雲象挑了一個比較小一點的領域來做，像 HIS 這種領域我們

不太敢碰，因為看到的是一個競爭的市場，而且生態系可能還非常地紛亂，所以

我們碰觸的是一個比較少人投入的領域－病理科的數位轉型。 

二、 病理科數位轉型仍是未竟之功 

病理科的數位轉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病理科在醫院是提供最終診斷非

常重要的科別，因為外科醫師把一個腫瘤切下來，須送到病理科，由病理科醫師

在顯微鏡下觀察腫瘤的良惡性，如果是惡性，其惡性的程度是如何等。這種透過

醫師的眼睛，且在顯微鏡底下觀察並進行診斷的方法，在過去的 150 年當中，從

來沒有改變過。近代病理學的基礎從 19 世紀下半開始奠定到現在，醫師都還是

用同樣的方法做事，我一直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因為每個科別都已經在數位化了，

為什麼病理科就是不動如山呢？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我想是病理科屬於成本科別，是虧錢的單位。事實上，

病理科主任也已經跟我們講非常多次，他們其實不容易跟院長提出經費需求買東

西，而這個現象不是只出現在臺灣，美國跟日本也都是一模一樣。我前幾天才跟

一位任職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Medicine)的朋友聊天，他提到：「我連買顯

微鏡都被刁難，更遑論數位病理系統。醫院不跟我們討論數位病理系統，因為 AI

對醫院來講都還是遠在天邊的科技。」其實這間醫院算是美國非常知名的一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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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醫院，但他們對病理科的數位轉型也都還是抱持這麼保守的態度。當時的我，

對創業的成功與否沒有太多的想像，所以雲象這間公司，可能就是在我一股創業

的傻勁下所創辦的，我就是一股腦兒來做這件事情，現在才發現有沒有人買單，

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是效益不明確。所謂的效益不明確，是病理科醫師已經花

了 100 多年的時間在練習如何跟顯微鏡共處，他們用顯微鏡來做診斷，效率是非

常非常的高，有時候我們業界人士不懂到底為什麼病理科醫師不喜歡數位化，但

是只要看到病理科醫師操作顯微鏡的技巧，馬上就懂了，他們在操作顯微鏡的時

候已經達到人機一體的境界，換物鏡的時候，簡直跟賽車手在換擋時一樣的熟練

且快速。所以當病理科醫師開始使用電腦取代顯微鏡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問題出

在哪兒，因為他使用滑鼠來操作玻片會非常的不順手，導致診斷也跟著變得非常

慢，而且數位化系統還要花掉醫院數千萬，甚至上億的經費。院長也會覺得奇怪，

既然要花上億的經費買一個不好用的系統，為什麼還要做這件事情？ 

一直到大概 2017 年，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解決方法，就是如果有機會讓 AI

來幫助病理科醫師把診斷做得更有效，正確率更高的話，或許這個附加價值可以

成為病理科數位轉型的重要推手。其實病理科醫師非常耗費眼力，他們都是靠肉

眼在數細胞。我舉個例子，病理科醫師每天都要完成一項任務，需在很短的時間

內算出細胞數量，譬如說要在一秒鐘之內，看出會場裡面觀眾席有百分之多少被

坐滿，他看一秒鐘之後會說 50%。我們就很好奇病理科醫師的眼睛跟一般人到底

有什麼不一樣？其實沒有不一樣，只是他比較勇敢，他有一個病理科專科醫師執

照，所以他說的話我們要相信。但為什麼他不一顆一顆去數呢?其實他沒有那個時

間，也沒有那個精力。這時，我們就開始思考是否能讓 AI 來幫忙。 

如果 AI 可以幫病理科醫師把數「東西」這件事情做得更快、更好，我相信它

所帶來醫療品質可以提升的這個附加價值，或許有機會可以成為病理科數位轉型

的推手，所以，這成為雲象在做商業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我們希望用 AI 來

推動病理科的數位轉型。 

三、 病理 AI 產品案例 

我先用兩個產品來做範例，跟大家解釋我們到底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第

一個是我們跟臺大醫院合作的 AI 輔助骨髓抹片分類計數；第二個產品是我們跟

長庚醫院合作的 AI 輔助胃癌淋巴結轉移偵測系統。 

(一) AI 輔助骨髓抹片分類計數 

當一個病患被懷疑有白血病的時候，血液科醫師會從髖骨抽一些骨髓出來，

抹在玻片上，然後開始來進行計數。在國際的標準而言，每個骨髓抹片必須要進

行 500 個細胞的分類與計數，但這個工作到目前為止都是純人工的流程，也就是

醫檢師或醫師透過顯微鏡看著抹片，然後按一個特製的鍵盤來記錄已經分類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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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的數量。這個流程其實它需要高度專業的人力，所以一位醫檢師大概至少要

經過 3 到 5 年的時間培養，才有辦法做這樣子的分類計數。 

但最大的問題其實還不是只有工作繁重，而是缺乏複驗機制。上面所說的計

數方法，不會留下任何影像紀錄，所以無法複驗，所謂的複驗其實就是重看一次。

一個醫檢師算過去之後，他說裡面白血球占比多少，你就非得相信他不可。對於

醫療品質來講，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有待改進的地方。為了解決無法複驗的這個問

題，要先從數位化開始，待會會讓各位知道這件事情有多瘋狂，因為如果有先做

市場需求評估的公司，絕對不會來挑戰這個問題。 

可能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創業，太過樂觀，在還沒弄清楚狀況，也沒有經過任

何精算，就決定挑戰這個題目。在過去的 4 年當中，我們跟台大醫院還有其他大

概有 6、7 個日本及美國的醫療機構合作，收集了近千例的骨髓抹片，取得大概有

5 萬張的高解析度影像，然後標註了 150 萬顆細胞，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標註資

料集。 

很多人問我說，這件工作到底是怎麼達成的？我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因為

其實是因為臺灣的人力非常便宜，且臺大醫院當時有 10 位可以做骨髓抹片分類

技術的醫檢師願意投入這個工作。我保證在美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這商品的

市場沒有大到讓他們願意投入這麼多的資源。這個工作有多困難，可看圖 8.1，這

是一個骨髓抹片影像的範例，在這樣子的影像裡面，細胞靠得非常近，而且細胞

之間差異非常小，傳統的影像處理方法是無法解決的，所以這種產品一直都沒有

在世界上出現。直到近年因人工智慧的發展，才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們要

面臨的挑戰是，這個製作的流程非常非常的昂貴，我剛提到的 150 萬顆細胞的標

註，是把一顆一顆把輪廓標上去，類別標上去，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瘋狂的舉動(見

圖 8.2)。在我們公司的成立初期，其實有商業背景的人，尤其是 MBA 的同事，

曾問我說，這個會賺錢嗎？我當時說，我還不知道，因為市場還不明確。其實，

後來我心裡開始慌了，因為我的答案是好像不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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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8.1、骨髓抹片影像範例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8.2、骨髓抹片影像標註範例 

 

而我為什麼還是要做這件事，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具備醫學系的背景，覺得科

技應該是要來服務醫界，解決重要的醫療問題，因為這個醫療問題真的存在，而

我認為科技可以解決它，所以我想做。 

在完成 150 多萬顆細胞的標記後，其實最後我們訓練出來的 AI 模型真的非

常棒，經過內部的測試，可以達到 94.8%的分類正確率，這個是對比三位醫檢師

的共識結果，是非常準確的一個 AI 模型。當然我們也很開心，因為這個是全世

界第一個骨髓抹片 AI 分類計數的產品，且通過一個臨床驗證的流程，然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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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食品藥物管理署的醫療器材許可證，全世界第一例，其他國家可能會有一些

自我宣告的認證，但是他們並沒有做這麼大規模的臨床驗證。圖 8.3 是產品的一

個介面，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產品裡面，會有一個即時的影像，而在這個影像

裡面，AI 會把每顆細胞偵測出來，並把輪廓標上，再把類別標上。 

所以第一，我們的系統留下了非常清楚的數位影像紀錄；第二，系統也留下

了每一個細胞 AI 預分類的類別，所以可以讓醫師再去做複閱。這可以省掉非常

多寶貴的時間，而且可以在一樣的影像基礎上進行第二次複閱。目前我們也在多

國進行產品的推展，但我們也發現有很多法規的障礙，在後面會跟各位說明。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8.3、aetherAI Hema: AI 輔助骨髓抹片分類計數 

 

(二) AI 輔助胃癌淋巴結轉移偵測系統 

AI 輔助胃癌淋巴結轉移偵測系統是我們跟長庚醫院合作的產品。病理科醫

師常常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做大海撈針的工作。當一個病患罹患胃癌，外科醫師

不只會把胃摘下來，也會把旁邊的淋巴結取出，因為癌症有可能透過淋巴結轉移

到遠端的器官，所以淋巴結裡面有沒有被癌細胞侵犯，判斷癌症是否轉移，對病

患來講其實差別是非常大的。 

淋巴結一旦被侵犯，它遠端轉移的機會就很高。對病理科醫生而言，這是一

個很討厭的工作，每一個胃癌的手術，都會有幾十個淋巴結被切下來，他大概要

花一個小時的時間，非常鉅細靡遺的看過去。這工作是這樣，基本上就如同“Where 

is Wally”1，如果你把轉移的癌症找出來，放在視野中間的話，99%的醫師都會知

                                                      
1 是一套由英國插畫家 Martin Handford 創作的兒童書籍。這個書的目標就是在一張人山人海的圖片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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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是一個轉移癌症，但重點是你不知道他在哪裡，要先找出來。 

如果有跟病理科醫師聊過的話，他們都會承認，在他們的職業生涯過程當中，

一定有漏掉過，因為胃癌轉移的病灶真的是太小了，而且非常的刁鑽。醫學期刊

JAMA，有一篇 2017 年的文章，是對病理科醫師實際做的實驗，發現平均對於這

個乳癌在淋巴結裡面轉移偵測的敏感度是 38%，這個數字非常的可怕，因為有

62%的病例被漏掉了。不過，臺灣做的研究結果有稍微好一點點，但是還是有非

常多的改善空間，因此我們希望讓 AI 當成第二雙眼睛，來幫病理科醫師在淋巴

結裡面找轉移的胃癌，於是我們跟林口長庚醫院合作，用大概 7000 幅非常高解

析度(56 億畫素)的影像來做深度神經網路訓練，進行微小轉移的辨識。技術細節

我不多說，但是 56 億畫素這個絕對是一個世界紀錄。 

雲象其實也很認同必須要有非常高品質的研究論文發表，因為對於醫界而

言，同儕的論文審查是非常重要。我們最後訓練的結果非常好，經過幾千張淋巴

結影像所訓練的 AI 模型，它的準確度可以達到 0.99，基本上是一個趨近完美的

演算法，AI 已經可以認得癌症，但是我們沒有停在這裡，因為過去有很多人已證

明這件事情，所以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證明，可以辨識癌症的 AI，對於臨床工作

到底有什麼樣的實質效益。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臨床實驗，由林口長庚醫院使用雲象的數位病理系統。

我們把這個 AI 模型配置到林口長庚的臨床工作中，瞭解在有 AI 跟沒有 AI 的狀

況之下，他們做的診斷到底有什麼差別？由我們的 AI 模型幫助醫師把淋巴結圈

選出來，且每一顆淋巴結有沒有被癌症侵犯，也會把它標示出來。我們最後得到

的實驗結果是，對於微小轉移的診斷，在沒有 AI 輔助的狀況之下，長庚醫師的

診斷敏感度是 81.94%，一開始看到 81 不是很滿意，但是想到 JAMA 這篇 2017

年的文章，國際的水準大概是 40%左右，才知道臺灣的醫療水準非常高。重點是

在 AI 的幫忙之下，對於微小轉移的診斷敏感度，可以提升到 95.83%。還有另外

一類更刁鑽的叫做游離腫瘤細胞(Isolated tumor cell)，它非常非常的小，小於 0.2

個 mm 的病灶，臨床診斷敏感度只有 67.95%，在 AI 的幫忙之下，這個敏感度可

以提升到 96.15%。在閱片時間上，微小轉移的部分，時間縮短了 30%；在游離腫

瘤細胞部分，閱片時間縮短了 25%。 

其實我們是沒有受到經費支持來做研究的，我們拿的是投資人給我們做商業

發展的資金來做研究，但為什麼我們還要這麼認真來做臨床研究？因為我們必須

要實際了解，這一個看起來這麼絢麗的科技，到底可不可以對臨床的醫療有幫

助？ 

                                                      
出一個特定的人物——威利。威利穿著紅白條紋的襯衫並戴著一個絨球帽，手上拿著木製的手杖，還戴

著一副眼鏡。摘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5%A8%81%E5%88%A9%E5%9C%A8%E5%93%AA%E9%87%8C%EF%BC%9F (Sep.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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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工智慧醫材商品開發之挑戰 

AI 很厲害的地方已經報告完畢，接下來我花一點點時間來報告我們在開發過

程當中到底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其實這個辛酸大概 10 小時也說不完，從一開始

選定主題，然後跟醫院簽約、資料收集、訓練模型、臨床驗證、查驗登記，我認

為已經非常痛苦了，走到快要到最後的時候，才發現其實真正的痛苦才剛開始而

已，因為如果沒有人要買的話，前面的投資真的全部都是前功盡棄了，一個再好

的東西，放在架子上有什麼用？ 

在臺灣很少看得到公開的醫療資料，不像國際上已有一些國家，他們非常認

真的想要把醫療資料公開，讓有科技實力的公司，可以比較輕易的取得資料來開

發 AI 模型。臺灣在醫療資訊公開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鬆綁，主要是

受限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而醫療資料不易取得，是我們在臺灣遇到最大的

一個挑戰。這個法條其實已經討論了幾年，但都還沒有修訂，當中其實限制醫療

資料的使用僅能在公務機關或者學術研究機構。對於立法機構而言，讓業界使用

資料這件事情，當初並未存在他們的想像空間裡面。有時候可能是對業界的一種

偏見，覺得業界拿到資料好像會做為一些很惡意的用途，但這種偏見我實在覺得

非常冤枉，譬如說我在做神經母細胞瘤的研究，我真的想像不出神經母細胞瘤的

資料到底可以被拿來做什麼惡意的用途，然後胃癌淋巴結的影像會有什麼惡意的

用途。我覺得這部分真的需要鬆綁，但是要怎麼說服大眾，所以我想要透過說:「這

些資料的應用，可以造福每一個病患，甚至每一個個人，所以這些資料必須要被

拿來應用。」 

不只是個資法限制資料的使用，同樣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9 條，也還是限

制了健保資料的使用。大家都會說健保資料庫好棒，但對我來講，只有一個評論:

看得到吃不到。健保資料沒有辦法被拿來商轉，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痛苦的，而且

是一個臺灣要發展智慧醫療不能不被正視討論的問題。 

還有一個更痛苦的問題：我們的市場到底存不存在。以前我都不曾想過這個

問題，我覺得只要一個產品好，必然能賣出去。現在，我覺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

的想法，因為到最後，產品開發完畢，我還是必須想這個問題。臺灣的市場相對

來說小，法規驗證成本不算高也不算低，但問題來了，我直接舉個例子讓大家了

解有多痛苦。臺灣的骨髓抹片細胞分類計數，每一年健保給付總額只有新臺幣

1,200 萬元，看到這個數字之後我懂了，就是說如果我當初有做市場分析的話，我

的結論是千萬不能做這個題目，因為這是完全無法回本的，日本或許還好一點。

(見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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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8.4、人工智慧醫材市場機會與風險評估(以骨髓抹片分類計數為例) 

 

五、 結語 

我們是一間公司，不是慈善事業，存在營利的壓力，以前我都是以臨床需求

為導向來開發產品，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對病患來講非常重要。以 AI 協助骨髓

抹片分類計數的水準，是可以把診斷水準提得非常高，但是如果市場不存在，將

由誰來支持這個產品的開發? 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當初從經濟規模導

向來開發產品，就不會存在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這兩項產品，因為這兩項產品的

市場不存在。所以，我們現在就會開始思考，可以有一個讓我們找得到明確的商

轉路徑，具經濟規模，同時也可以滿足臨床需求的產品，希望能獲得平衡，這個

是我們現在想法上的一些轉變。 

最後是我們對臺灣智慧醫療產品開發環境的期許，希望政府能鬆綁相關法

規，降低資料取得門檻，建立對於開發者友善的可商用資料庫，另對於產品許可

的取得，可以建立明確的審查指引及時程，更期待能建立醫療保險對於新科技給

付的明確機制。 

我非常謝謝今天中技社有這個機會，讓我在這裡講我們遇到的一些挑戰，也

很希望，最後能讓我們可以真的做出有足夠經濟規模的產品，來解決我們的臨床

需求，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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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的現況與願景 

陳適安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一、 前言 

首先謝謝中技社的邀請，也謝謝郭校長的介紹。今天主要是對現在還有未來

的智慧醫療發展，來跟大家一起討論與溝通，希望分享我個人在這幾年來從事智

慧醫療的一些淺見。 

今天報告的重點有三個，先談當前的人工智慧和智慧醫療時代，再以心房顫

動為例，談人工智慧導入智慧醫療的情境，最後再聚焦我們期待的智慧醫療在何

處? 

二、 當前的人工智慧和智慧醫療時代 

2021 年全球智慧醫療市場規模估計達 1536 億美元，以北美洲、歐洲及臺灣

所在的亞太區域為最大的市場，雖然拉丁美洲及中東與非洲市場還很小，但是相

信未來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大家對智慧醫療的投資應該會越來越多。 

2022 年 10 大智慧醫療趨勢與創新，包括人工智慧(AI)、智慧醫聯網(Internet 

of Medical Things)、遠距醫療 (Telemedicine)、大數據與分析 (Big Data & 

Analytics)、沉浸式科技(Immersive Technology)、行動健康(Mobile Health)、3D 列

印(3D Printing)、區塊鏈(Blockchain)、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基因組學

(Genomics)，這些大家在很多的演講上都聽過。以比例來看，人工智慧 18%占比

最高，智慧醫聯網占 17%，遠距占 12%、大數據 11%、沉浸式科技 11%，我想這

幾個大概是主流。前幾年有不少的外科系對 3D 列印非常重視，但是現在的比例

沒有那麼高；基因組學目前大概占 5%，但我想之後隨著精準醫療做得越來越多，

基因組學的比例也將會再增加；另外，雲端運算對智慧醫療的發展將變得越來越

重要，而這也是華碩的專長。 

人工智慧有可能改變的醫療有那些呢？我在醫院的院務會議中，常常跟臨床

及行政的主管說，大概有 6 個主要醫療領域需要留意(見圖 9.1)，第一個是慢性

疾病的處置，第二個是自我管理與疾病預防，然後再來才是疾病診斷、診斷分類、

協助臨床決策，還有照顧服務。尤其是疾病預防，剛好是合乎我們華人講的，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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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我們的算命師一樣，能夠做一個很好的預測模型，預防勝於治療。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9.1、人工智慧對醫療可能的改變 

 

三、 人工智慧導入智慧醫療的情境－心房顫動為例 

接下來，以我自己從事的心臟學領域來談智慧醫療。我自己是一位心臟科醫

師，但為什麼我會在 AI 領域投入這麼多。先從美國 FDA 核准的 AI 軟體來看，

心臟科心房顫動是最早被核准的應用領域，也是我從事的領域。患有心房顫動的

病患不算少，大概占總人口的 1%，臺灣跟西方相比稍微低一些，若以 65 歲以上

的總人口數來看，至少占 5%以上。我在 3 年前曾執行國健署的計劃，做出來的

結果顯示，心房顫動占 65 歲以上人口，至少 1%以上。 

也因此，以智慧醫材來監測並判讀心房顫動，相信對我們國人的健康預防以

及癒後管理，會有更好的效果。AliveCor Heart Monitor，還有最有名的Apple Watch，

都是從心房顫動監測的產品切入，事實上，Apple Watch 裡面陽性率診斷最強的就

是心房顫動。 

心房顫動，跟正常的竇性心律(Sinus rhythm)比較起來的話，它沒有一個固定

的放電點，在心房裡面都是非常的亂，如果能夠將這種很亂的心電圖進行訊號處

理，就能夠找出一個好的 AI 的演算法，並做偵測。(見圖 9.2) 

據統計，6 個中風的病人中，大概就有 1 個是由心房顫動所造成，所以心房

顫動是中風與死亡一個相當重要的風險因子，若患有心房顫動，其中風或心臟衰

竭的比例大概是一般人的 3.3 倍，心肌梗塞或失智的比例是一般人的 1.6 倍，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Medical Care

Smart Healthcare will affect six major areas
(1)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2) Self-management and disease prevention
(3) Disease diagnosis
(4) Diagnostic triage
(5)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6) Care services

=> Improve medical outcomes, patient experience, 
and medical services more accessible

=>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medical care 
system, taking care of more patients, and 
preventing medical staff from overloading

McKinsey & Company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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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死亡風險大概是增加了 2.6 倍。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9.2、正常心電圖(左)與心房顫動心電圖(右)比較 

 

剛提到的 Apple Watch，比較可惜的是，前幾代的 Apple Watch 測量的心電

圖，並未經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核准上市，因為當時的 TFDA 認為，

還是要再做一些簡單的認證，一些試驗才可以。 

好不容易在兩年前(2020 年)的 12 月 15 號，第四代及其之後的 Apple watch，

終於獲得 TFDA 核准上市，可以用來偵測心房顫動，所以有越來越多的病人拿

Apple Watch 心房顫動的偵測結果來門診找我，並問我說：「陳醫師，這個準確率

到底對不對？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這個 Apple Watch 裡面，心房顫動的訊號對不

對。」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畢竟還是存在假陽性、假陰性的可能。過沒多久，國

內有幾家公司也都做出這些智慧型的裝置，做出來的品質也不輸國外產品，畢竟

這項應用是第一個最早被核准的訊號處理方式，它的門檻還不會來得那麼高。 

我個人 5 年前執行科技部計畫也是從心房顫動的影像開始做起。當時開始的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除了幫病人做診斷以外，還要做治療，心想:「心房顫動電燒

術這麼難做，有沒有可能用 AI 診斷。」所以，當時與交通大學合作，我們將 100

個患有心房顫動病人的電腦斷層(CT)影像掃描，並經過 AI 演算法做出預測模

型。當時連我自己都很難相信，只是依照 CT 影像，模型 2 分鐘之內就可以告訴

我心房顫動是從肺靜脈或是其他地方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被說服相信 AI 的一個

診斷結果。目前這套模型已經技轉，也在準備申請臺灣、美國 FDA 的核准。(見

圖 9.3)之後我們也持續地用 AI 演算法，對心房顫動電燒手術預測是否復發等，

而這些成果都登上美國雜誌的封面，也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每年一次的 Bio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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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上發表。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9.3、以 AI 預測心房顫動之來源 

 

今年，我們也再度發表更進一步的成果，將數千位患有心房顫動且燒灼成功

的病人，跟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及中央研究院，一起合作研究其心房產生的相關

訊號，發現可以用 AI 做一個非常好的導引，預測心房顫動的來源並燒灼。希望

後續能夠透過臨床試驗來證實。 

我以前在臺北榮總擔任副院長，現在擔任臺中榮總院長，需要帶許多的臨床

團隊做 AI。我自己親自帶領的心臟內科，已投注許多心力與資源在做這些 AI 的

專題，包括與日本、美國合作，用飛利浦、日本 Nihon Kohden 的心電圖儀器，可

以預測 Brugada1的先天性心臟疾病；還有跟廣達合作，用 Single-lead(單導程)2貼

片式的心電圖，發展 AI 判讀的演算法，或者是用單獨一次的心電圖，以及心臟

超音波，對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TN)的死亡預測，還有左心室

肥厚(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LVH)及其心血管疾病的致死率預測。這些大概

都已經完成，目前正進一步了解是否有技轉的機會。這是一個全方位的發展，從

                                                      
1 布魯蓋達氏症候群（Brugada syndrome，BrS）也稱為「突然猝死症」，是一種心臟遺傳病。[1]由於心

臟電流出現異常，嚴重的能夠引致心臟衰竭或猝死。此症是泰國和寮國當地年輕人在沒有明顯心臟病

下突然猝死的主因。檢自維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B8%83%E9%AD%AF%E6%A0%BC%E9%81%94%E6%B0%8F%E7%97%87%E5%80%99%E7%BE%A4 
(Sep.21,2022) 

2 在人體不同部位放置電極，並通過導程線與心電圖機電流計的正負極相連，這種記錄心電圖的電路連

接方法稱為心電圖導程。在長期臨床心電圖實踐中，已經形成了由 Einthoven 創設而目前廣泛採納的

國際通用導程體系(Lead System)，稱為標準 12 導程體系(12 Lead system)，通常要放置 10 個電極，記錄

12 個電極的變化。 

預測心房顫動電燒之來源

✓ AUC 0.88; Accuracy 88.6%; Sensitivity 75.0%; Specificity 95.7%
✓第一個非肺靜脈心律不整起源心房顫動預測系統

Liu CM, SL Chang, Chen HH, Henry HS Lu and Chen SA, Circ Arrhythm Electrophysiol. 2020 Nov;13(11):e008518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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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運用 AI 進行影像處理，然後進入到用 AI 進行心電圖訊號處理、導管技術影

像處理。導管技術影像處理部分，臺大醫院做的蠻好的，主要是用 AI 及心導管、

CT 這些影像，開發多項心血管自動偵測 AI 模型。而臺北榮總跟臺中榮總則比較

著墨在結合 AI 及心律不整等相關訊號、影像等開發與心臟疾病相關之預測模型。

(見圖 9.4)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9.4、臺北及臺中榮總心臟內科智慧醫療計畫 

 

四、 智慧醫療發展期許 

數位醫療的發展趨勢，可先從我加入的一個學會(Heart Rhythm Society)所辦

理的研討會議觀察起，研討資料中發現，對心臟科而言，數位醫療應用之領域，

在 2020 年居家照護(Home care)大概只占 8%；AR、VR 等虛擬領域大概占了 4%；

門診相關設備(Ambulant)大概占了 32%，住院(Stationary)占最多 56%。而這些儀

器公司仍會持續地投入這些智慧醫療領域，預估到 2023 年，這 4 個應用領域的

占比將慢慢趨向一致，尤其是虛擬相關將增加到 15%，居家照護會增加到 25%，

因為居家照護產品如果做的更多，相對的，門診、住院等這些相關智慧應用大概

就會縮小，分別下降至 25%與 35%。心臟科有這些轉變，我相信對不同的科別，

在 2030 年技術將更成熟的時候，對各種產品的取向也會有一些變化，而這個變

化的速度是蠻快的。 

事實上臺中榮總，過去這幾年的歷任院長都非常重視數位醫療，花了很多心

血及經費在做醫療數位化，包括門診照護、急診照護、藥事檢驗，如智慧藥櫃，

還有行政管理、手術照護、住診(含 ICU)的照護等，也因此在 2015 年跟 2019 年，

Brugada ECG: AUC 0.96

Pulmonary HTN: AUC 0.88

LVH and Mortality: AUC 0.89 AI Projects

Single-lead ECG: AUC 0.92-0.96 Automated LA Segmentation and 3D Geometry

AF Non-PV Trigger Prediction: AUC 0.88

AF Ablation Termination: AUC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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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兩次得到智慧醫療全機構獎，這是全臺灣唯一得過兩次這種智慧醫療機構獎，

剛提到數位化的手術照護也得過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SNQ)銀獎。 

臺中榮總這幾年推動核心醫療資訊系統(HIS)有很好的一個成果，在 3 年之

內將其 HIS 輸出導入全臺榮總 12 家分院，也就是將這 12 間分院的 HIS，全部做

成跟臺中榮總一模一樣，當時幾乎是每個月就有一間分院可以上線，此舉也刷新

臺灣醫界的紀錄，在臺灣是一個很大的新聞(見圖 9.5)。能有這麼好的成效，除了

臺北榮總跟高雄榮總支援一部分的工程師，最主要的還是臺中榮總資訊室 IT 人

員的努力。 

目前全臺 12 間榮總分院，與醫療相關的 HIS，都已做成跟臺中榮總一樣，目

前正在進行的是醫院行政、財務的部分，希望這 12 所分院的資訊系統都能夠做

成跟臺中榮總 HIS 完全一樣。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跟我說：「陳院長，你要不要把你們這套系統技轉到國外

去？」我是很想這樣做，如果在座的 IT 界可以共同合作的話，我也很希望能夠把

我們這套系統賣出去。 

科技部還有衛福部都非常努力的推動智慧醫療相關工作，最近這一年的重點

是希望透過跨院聯邦式學習3或臨床驗證來建立平台，以加速提升各項 AI 產品，

使相關成果能早日申請到專利與取得 SaMD(醫療器材軟體)驗證，進軍國際市場。

目前已在科技部與衛福部指導下，成立臺灣臨床智慧醫療聯盟，由 11 家醫院聯

盟，並邀請科技業參與執行，學習複製臺灣臨床試驗聯盟的經驗。第一期是從 2021

年的 9 月 1 日到今年的 6 月 30 日，部長邀請我來帶領 11 家醫學中心，共同進行

5 個專案的聯邦學習。因為第一年有不錯的成果，所以部長再加碼第二期，從今

(2022)年 7 月 1 日開始，希望在未來幾年，能夠 19 家醫學中心一起合作。預計

在這個月(8 月)中，應該就會召集 19 家醫學中心的院長、副院長來一起討論，在

未來的幾年如何將臺灣的智慧醫療做得更好，將第一期聯邦學習的成果優化或是

商品化。 

                                                      
3 聯邦式學習（也稱為協作學習）是一種機器學習技術，它訓練演算法跨越多個分散的邊緣設備(Edge 

Device)或伺服器保存本地數據樣本，而無需交換它們。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8%81%AF%E9%82%A6%E5%AD%B8%E7%BF%92(Sep.21,2022) 



智慧醫療的現況與願景 

85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9.5、12 間榮總分院成功使用臺中榮總核心醫療系統 

 

第一期的時候，臺中榮總負責重症相關的智慧醫療，並與東海大學、研華科

技共同合作，其中軟體的部分，也是透過北、中榮總、馬偕醫院、慈濟醫院、以

及成大醫院，等於是 5 個醫學中心，4 個不同的體系來做聯邦學習，藉由大家的

醫療數據，不斷地優化 AI 演算法，成效都不錯，未來希望能夠技轉認證後，再經

過國家的力量拓展至國外。此外，還有臺北榮總負責腦瘤、臺大醫院負責胰臟癌、

長庚醫院的心電圖加超音波，以及三軍總醫院的心電圖。現在剛開始的第二期，

真心希望 19 家醫學中心都可以一起來推動，並在國家的支持下，成為臺灣的護

國神山。 

五、 結語 

因為人工智慧的引進與電腦運算的進步，以及近代電腦可以處理巨量資料與

分析圖像化的非結構化數據，所以加速了智慧醫療的發展。我非常認同各個臺灣

醫療機構的 HIS，確實需要再改進，是不是以後有可能只有幾套 HIS 提供大家使

用，而不是醫院各自一套 HIS，我想這是滿重要的概念，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智慧醫療未來的發展趨勢，應該還是人工智慧、醫療物聯網，還有遠距醫療

這三項，也是未來 5 年我們需要再投資的標的。而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台是

提供學界與產業界溝通的媒介，並以「醫院出題、新創/廠商解題、醫療人員/病患

受惠」模式運作，但問題是資源如何分配，以 AI 來說，醫師、各種醫事人力、醫

院，還有產業界都需要大家一起來投入時間、金錢等資源。 

另外，建構大數據平台整合醫院內不同類型資料也是必須要做的。現在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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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推動的臺灣智慧醫療聯盟，是希望不同的醫療體系，即使在不同的 HIS 架構與

來源不同的大數據下，透過聯邦學習以及各個 IT 公司的協助，能夠一直優化 AI

演算法。3 年前李伯璋署長特別開放幾家醫學中心使用健保數據庫，測試各自發

展的 AI 演算法是否可以適用於其他不同廠牌的設備，結果發現 IT 的能力真得非

常的強，這些 AI 的演算法是能夠被優化的，這些早期的研究也成為這個聯盟可

以推動的的基礎。 

智慧醫療的願景是為病患就醫前、中、後提供完善醫療照護，但目前面臨缺

乏醫療軟體生態系、溝通成本、個資法與健保給付未完善的困境。事實上，衛福

部與科技部，對這些醫療 AI 的發展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我這 5 年來做智

慧醫療的經驗，在衛福部、科技部的指導，以及與行政院與科技辦公室的共同合

作下，的確都有按規劃將我們的 AI 不斷地精進，往各領域發展。我相信大家都

很希望法規能夠鬆綁，讓我們 AI 的產品能夠更快的取得認證，更快的推展至全

世界，藉由更多的互相溝通，一定能夠再創我們臺灣智慧醫療的高峰，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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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長壽之人工智慧創新發展 

陳亮恭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 

一、 前言 

推動智慧醫療的實踐與落地有許多困難，但因為智慧醫療對於健康照護品質

的提升相當重要，逐步克服困難後應該會有很好的未來。除了傳統的切入點，我

想轉個 90 度思考，從數位生物(Bio-Digital)這個新穎的面向來嘗試處理一個嶄新

的未解挑戰。醫院場域的數位化運作雖然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但是在發展上、在

操作上也會面對很多困難。目前關渡醫院也是希望在華碩等企業的大力協助下，

能在 2 年內能變成一個完全以雲端為運作基礎的智慧醫院，華碩與我們共同全新

打造的 Cloud HIS 正在逐步進行中，現在正是很辛苦的基礎建設工作，以小型社

區醫院而言，光是無紙化就要花很多時間，完成基礎建設後還有很多工作，希望

整個醫院未來可以完全在數位化的思維下運作，也就是「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的概念。 

在基礎建設之外，我們同時轉個角度，結合生物醫學跟數位科技的優勢，找

出一個新的方向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過去的思維常是做出一個革命性產品來解

決全世界面臨的問題，但我更傾向於直接面對並處理目前全世界的挑戰議題，結

合生物醫學背景知識與數位科技的優勢，從生物醫學的核心根本切入解決議題，

畢竟許多現在的生物醫學知識加入數位思考後，也必須有徹底的翻新。 

健康老化(Healthy Aging)是目前全球共同的議題，也是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

織 2021-2030 這十年間的全球大計畫。隨著全球人口的高齡化跟普遍長壽的現象，

大家在意的已經不是歲數，而是健康的壽命(Health Life Span)。健康壽命的定義

是一個可以獨立生活，不需要被人照顧的生活狀態，在面對這個全球共同的問題

時，其實已跟過去醫學教育或是醫療服務的時候，有不同的思考邏輯。人類壽命

逐漸延長的過程中，通常可能在 40 歲、50 歲會陸續出現第一個病、第二個病，

甚至第三個病，然後到 6、70 歲的時候，身上可能就帶著好幾種病。隨著醫療的

進步，許多的疾病都可以被妥善控制，所以人類生命中帶著疾病存活的時間會再

被延長，也就是帶著更多的病活更長的時間，這些狀況所衍生的問題便是目前所

遭遇的困難。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臺灣目前 65 歲以上的人口，有近 7 成的人罹患高血壓、

近 3 成有糖尿病、4 成有高血脂症，9 成至少帶有一種慢性病，51%至少有三種慢

性病，而有 1/6 的人同時合併失能、至少 5%失智，只有 46%的人覺得自己健康，

7 成的人對對生活有擔憂，生活擔憂的大宗都是健康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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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人口的平均壽命 80.69 歲(2018 年)，或是從我們對慢性病的控制來

看，有時候會覺得臺灣的表現沒那麼差，但是若從國際間已開發國家或是民眾的

感受來看，顯然有許多改進空間。人老了之後在意的不盡然是這些疾病本身，更

在意的是活動力及自理生活的能力，而臺灣偏偏在這部分是表現不好的，從趨勢

來看，臺灣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可是不健康壽命的時間卻也越來越長，而且是逐

年創新高，我們人生中需要被照顧的不健康時間，已經占到人生的 8.5 年，雖不

一定是全然臥床，但就是需要被照顧的階段。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從 2016

年開始，投入更多的資源推動預防與延緩失能、失智等計畫，顯然目前還未見成

效。(見圖 10.1)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0.1、臺灣歷年平均餘命與健康平均餘命統計 

 

從數字來看，臺灣正走向不健康的長壽現象，這是相當惱人的處境，不過，

這同時也是全球的挑戰，所以世界衛生組織(簡稱 WHO)從 2015 年開始出版一系

列相關的報告，WHO 對人口高齡化議題，是很有策略地在面對與推動，也因此，

從 2021 到 2030 年，訂為所謂的「健康老化的 10 年」(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這是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要在全球推動的重點議題，是一個具有全球市場的議

題。 

面對這個議題，WHO 其實一開始就提出，健康老化的推動需要數位化及個

人化，只是相關的產品還沒有開始普遍性開發，所以，我們就試著從不希望發生

老後失能的角度出發，套用我們過去與生物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嘗試找出一些新

的解方，而這個解方是數位相關的解方，也就是數位生物指標(Digital Biomarker)。 

以個人角度來看這些新的解方，一方面會有更多的商業推廣的可能，較有機

會獲得商業獲利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對於 AI、數位科技在健康照護能提供的進

步感到印象深刻，在過去幾年的研究經驗中，我已驚喜了很多次，發現原來可以

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一些我們過去沒有辦法想到的答案。所以下面會舉幾個我們過

CONFIDENTIAL

台灣正走向不健康的長壽現象

長照 2.0自2016年起推動「向前延伸」的預
防及延緩失能、失智各項計畫，然而，國人的
不健康生存年數卻持續擴張，已達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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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過、現在正在做以及專利申請、技轉還有商品化過程中的一些不同的策略。 

二、 回應高齡化所衍生之全球挑戰 

其實推動健康老化這件事也不是很複雜，就是回到公共衛生三段五級的架構
1，過去講的三段五級是針對疾病，例如糖尿病，就是健康促進、早期發現、早期

診斷，然後後面就是治療，治療後面就是復健，今天我講的三段五級不變，只是

從疾病診斷跳到健康老化的層次，把主體從疾病變成了功能，因為健康老化講的

是功能的狀態，還是要能早期發現、有效的預防，及精準的治療，假設通通都不

行，就會進到最後一段，能不能獲得優質的照顧。 

首先，我們需要先釐清，到底有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延長健康餘命？這件事

情很重要，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延長健康餘命的可行性，那麼提出再多

的方法也是徒勞。過去對於抗老大家有很多的想法，也做了研究，目前全世界證

實健康老化最好的做法，就是一個叫做多領域介入(Multi-domain interventions)的

方法，也就是說健康促進方案一項一項分開來做是沒有用的，比如說只吃健康食

品是沒有用的；要一次性的全做，如規律運動、優質飲食、健康生活、慢病管理

要一起施行才能達到效果。所以在 2005 年的時候 The Lancet（醫學領域四大期刊

之一），發表一個全球聞名的研究”FINGER”2，透過一個多領域的介入，可以有效

的同時預防失能及預防失智。雖然坊間都會出現自我宣稱有效的方法，其實證據

都很薄弱。我們在國民健康署的支持下，在全臺灣收集了 1200 多位北、中、南、

東，加上離島的長者，進行集群隨機對照試驗(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證明多領域介入確實能有效預防失能跟失智的發生。所以健康老化已有高度實證

是可行的，而且也經過本土實證。 

既然實證可行，接下來是這些多領域介入的活動如何在社區中長期的落實，

這是一個很大挑戰。我們用了很多種方式，其中有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驚喜的，就

是穿戴式裝置所能發揮的效果。我們對疾病的處理，是依據所收集到的每一種疾

病的預測模型，而這些模型都是透過幾個月、幾年的資料進行預後的預測所得來

的。以糖尿病為例，我們現在都知道要控制糖尿病，要觀察糖化血色素，糖化血

色素代表 3 個月平均的血糖狀況。如果今天有病人在家裡很認真的每天扎 4 次手

指頭測血糖，3 個月後帶著 360 個血糖數據來看門診，醫師其實只能看個大概，

然後看一下糖化血色素這個平均值，覺得好像控制得還不錯，但真的是這樣嗎?有

沒有可能不是呢？以兩個糖尿病患的案例觀察，兩個案例的糖化血色素都等於

8%，可是 A 病患血糖值的變化是比較大的，B 病患的變化是比較小的，但這兩位

病人罹患心肌梗塞的風險完全不一樣，死亡風險完全不一樣，所以收集實時(real 

                                                      
1 初段預防：第一級為健康促進、第二級為特殊保護；次段預防：第三級為早期發現(診斷)、早期治療

（疾病控制）；三段預防：第四級限制蔓延(殘障)、第五級恢復常態(復健) 
2 芬蘭預防認知障礙和失能的老年干預研究 (FINGER) 是一項概念驗證隨機對照試驗，目的在評估一種

多領域方法來預防普通人群中高危老年人的認知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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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資料，得到的數字會是一個新的數位指標(Digital Marker)。 

(一) 創新數位生物指標預測身心功能衰退 

回到問題的核心，我們有沒有可能從數位裝置當中收集到一個嶄新的指標，

達到監測疾病控制的目標？目前已有非侵入式的穿戴裝置可估計血糖數值，但還

沒有達到醫療等級的精準，未來若可以精準量測，病患可能已經不需要再到醫院

來抽血，血糖值及糖化血色素可能都不見得比較精確，只要透過穿戴裝置監測的

資料，醫師就可以得到比目前更精準的糖尿病控制解方，如此一來，整個醫療服

務模式就徹底改變，以資料準確性為依歸訂定治療計畫。 

我們曾執行一個研究，提供 500 個很好的健康手環給受測者，研究執行 1 年，

並前後對照這些測試者健康狀況的變化。有 4 成的人簽了同意人體試驗書，但拿

走手環卻沒有傳回資料，而剩下的 6 成，剛開始有確實的將數據傳回來，但三個

多月後，也開始怠惰，資料上傳斷斷續續，雖然這樣讓資料不夠完整，但即便如

此，還是可以獲取一些重要的訊息。圖 10.2是這些回傳的數據，經過機器學習分

類的結果，首先依照活動模式做分類，並分出三種類型，豹型人(健走族)、貓型

人(一般族)及河馬型人(上班族)；我們也依照睡眠模式分出四類人，睡眠質與量

都不好、睡眠普通但變化大、睡眠時間長且固定、睡眠深度多且睡眠時間不定。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透過穿戴裝置收集的即時資料，經過分類後得到的訊息代表什

麼？結果發現這些資料可以代表不同的失能、失智、憂鬱的風險，如河馬型人的

認知功能較易下降，一年內下降的風險增加 52%、睡眠時間長且固定者，憂鬱症

狀增加的風險下降 32%。所以目前的憂鬱與自殺防止花很多精神在關心、觀察民

眾的心情狀況，有時很難免會掛一漏萬，不過，以後可能只要看穿戴裝置的數據

就可以找出有潛在憂鬱症的人。 

在這個研究成果下，我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用另外一個更高階的健康

手環，除了一般手環功能外，還可以量測單導程的心電圖，希望以這些活動模式

結合心電圖的量測結果，預測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雖然有人會說手環量測的心電

圖，可能因為基準線的偏移或其他因素，導致量測的結果品質不一致，這樣的說

法確實沒錯，但是如果量很多次，總可以有幾次量測的品質足以進行後續評估，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以體重、血壓及活動模式，加上心電圖(正常心電圖可見圖

10.3)，的確可以預測出 Framingham Risk Score3。 

                                                      
3 佛萊明漢危險預估評分表，簡稱心力評量表，依年齡、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血壓、糖尿病、吸菸

等六項指標，可估算出未來十年可能罹患缺血性心臟病的機率，以及心臟年齡的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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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0.2、受試者監測數據之機器學習分類結果 

 

資料來源:檢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A%A6%E6%80%A7%E5%BF%83%E5%BE%8B) 

圖 10.3、正常竇性心律心臟的心電圖 

 

Framingham Risk Score 是估計心血管疾病風險的工具，必須要透過量血壓、

測膽固醇等才可評估，而且也沒有辦法實時地知道數據來評估，但是現在我們可

以透過穿戴裝置達成。另外，我們利用機器學習，還發現一個更令人興奮的結果，

它幫我們找到一個新的心電圖的圖形特徵，我們以前觀察心臟是否缺氧，會看 ST 

波段是上升，還是下降多少，但是在這裡發現最重要的特質是 ST 波的斜率，觀

察斜率比起觀察高或低多少，對於預測未來的心血管風險來得更準。 

這個是一個全新的思考方式，採用數位裝置偵測數值演算獲得進一步的深入

CONFIDENTIAL

• 平日或假日都常走

• 每日常高於1萬步

• 每日不低於3千步

豹型人(健走族)

• 平日或假日均介於3千步與1萬步之間

貓型人(通常族)

• 平日走的步數多且假日走的步數很少

河馬型人(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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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來思考醫學議題，而不是單純僅思考以數位裝置(如提供量測血壓、心電圖、

心跳等服務)來進行醫學上的診斷。而是結合數位科技創造一個嶄新的生態系、新

的情境，從數據的精確性出發解決問題，這樣比較容易有新穎的發現。 

(二) 健康促進遊戲化 

過去研究提到許多介入活動具有顯著成效，可以量測身心功能也可以訓練，

可是介入活動很難持續推動，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運動很好，可是在社區推動，

你總是要送些肥皂、醬油，才會有人來參與，但不可能一直送東西，必須要想一

個能有效且持續的方法，如果每個健康促進活動都像寶可夢一樣，透過遊戲化提

升民眾自發參與的動機，大家就不必傷腦筋永續推動的問題。其實遊戲化也是全

世界很熱門的議題，但健康促進如何遊戲化呢？遊戲化有趣，可以讓人主動願意

做、有動機去做健康促進，也可提升遊戲產業的發展。因此，我們開始思考以遊

戲偵測老化過程中失能或失智早期徵兆的可能性，而這些徵兆有沒有可能用數位

化的方法解決。尤其是失智症，失智症有個常用的檢測方式叫時鐘繪圖測試法

(Clock Drawing Test)，就是請受試者畫一個時鐘，並標出時間，若是很典型阿茲

海默症的患者，他畫出來 1 到 12 的數字集中在三個象限，左上角的象限是空的，

但他視力是正常的，這就是出現失智症的視覺空間障礙。(見圖 10.4)所以在早期

腦部退化，在記憶出現衰退之前，就已經開始比較容易迷路。有臨床研究證明，

視覺空間障礙出現的時間遠早於整體認知功能衰退的時間，這是非常好從事早期

介入的指標，可能可以發展虛擬實境(VR)的診斷與治療數位處方。 

VR 很適合應用於偵測這個視覺空間障礙，我們與陽明交大合作，讓受試者

戴上 VR 的眼鏡，受試者會看到氣球從天空掉下來，要求受試者利用手中拿的握

把去刺氣球，規定只能刺特定顏色的氣球(如只能刺紅色，不能刺黑色)，我們藉

由受試者刺氣球的正確率，以及拿握把指向正確顏色的氣球速度，可以偵測出受

試者的力量、正確性及判斷力，也可以增加難度，如讓氣球的顏色變多、掉下來

的速度變快等。測試結果發現到受試者有不一樣的特質，如年紀越大的人，在速

度變快的時候就容易犯錯、比較重且體脂肪高的人，顏色變多的時候，也容易犯

錯等不同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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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0.4、失智患者(Alzheimer’s)的視覺空間執行障礙 

 

這件事情給我們一些啟發，從事測試陽明交大的 6 位教授(分別是 40、50、

60 歲，各 2 位)，在實驗結束後，希望我們不要移除測試設備，留在系辦公室，

他們願意閒暇時投幣來玩。這樣其實是可以同時達到偵測與訓練的目的，在虛擬

空間訓練神經系統，這個就像傳統上設計半天的活動，由一群人帶動防止老化的

預防性介入，只是改用一個遊戲去取代。其實這樣的事情不是只有我們在做，英

國的失智症學會曾經跟企業合作設計一款 VR 遊戲，是一種海上導航的遊戲，戴

上 VR 眼鏡進入虛擬空間，開始尋找不同的路徑達到終點，其實就是密室逃脫與

迷宮遊戲的概念。這可以訓練你的腦部對視覺空間的記憶以及解決問題的操作策

略，進而偵測潛在的早期認知衰退。 

有鑑於此，我們也做了一款利用臺灣本土元素的密室逃脫遊戲，用臺南的城

隍廟為主架構去設計一個複雜空間環境，就像老人家在臺大醫院或是榮總裡面，

若他不熟悉，可能要花點時間才走得出來。這個遊戲我們還包含了一些多重任務

的訓練元素在其中，也就是在遊戲過程中，除了找出口，還有計算的訓練，如:找

到出口並走出來的時候，遊戲會問，過程中你所看到的寶石總價值是多少錢。目

前全世界做失智預防的認知訓練，這種多重任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但是過去

每次都要動用很多人才能達成的工作，可能可以用一個遊戲就完成。 

(三) 數位電視作為居家運動與復健技術平台 

我們團隊最近完成一篇探討體感跳舞遊戲改善體能跟認知功能的研究，當你

對著遊戲場的跳舞機跳舞，或是在家裡做體感運動的時候，到底能不能改善體能

跟認知功能？除了功能表現之外，能不能改變腦部的結構？我們的研究結果發

現，當你認真的隨著跳舞機的體感運動去跳舞，半年之後不僅體能變好、認知功

CONFIDENTIAL

失智病患的視覺空間執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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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善，而腦部核磁共振也測得結構性的改變。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跳舞機

評分過程的結果，包括是不是跟得上節拍，是不是能即時的完成動作等，來預測

認知功能。但是，每天都去遊戲場跳舞有點困難，所以我們最近跟企業合作，用

家裡有線電視的機上盒，搭配電視螢幕、鏡頭、穿戴裝置等，看著螢幕做運動，

並透過穿戴裝置知道你每一個動作執行的確實性，進而評估後續健康成效。除了

運動的遊戲，我們團隊還開發居家復健課程，可以知道病人在家是否完整執行，

而這個突破也是大家在做遠距醫療時所困擾的最後一哩路，因為數位電視已經進

入每個人家裡，所以用電視的平台開始執行，我們可以從後台收集運動表現，再

跟病人的健康數據做結合。 

(四) 以語音辨識作為偵測老化過程之創新生物指標 

傳統上你會用抽血測血糖來診斷糖尿病，以神經心理評估再合併腦影像的方

式診斷失智症，但我們認為語音也是一種評估認知功能的生物標記。 

雷根總統是一位非常幽默，講話很流暢的人，但在任期的後期，開始出現講

話不流暢，有些名詞講不出來的問題，然後常常有很多嗯、啊的停頓。如果聲音

可以作為偵測腦部早期退化的指標，或許在講電話或一些日常生活的對話當中，

我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退化的傾向，答案是可行的。我們做了一個規模 50 個人的

小型試驗，由 AI 模型進行預測，發現只要做兩個認知功能測試，一是命名跟語

言流暢度測試，一個是讀報紙的一則新聞。目前發現，以這兩種測試來預測認知

功能的衰退情形，精確率已經超過 80%，這種方式可能比我們一般社區篩檢成效

都高了。 

三、 結語 

今天的報告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可以換一個角度，用新穎的數位生物指標解

決一個新的問題，當然醫院裡面的資訊基礎設施、健保給付等問題都很重要，可

是同樣花時間解決設施、健保問題時，我們也可以找出創新的解方。有點像開發

新藥，一個新藥可以拿到最好的支付，因為它是一個新穎的解方，定價必須考量

研發成本；如果做學名藥，可以拿到的價錢可能完全不一樣，若用更貴的成本去

發展學名藥，是很難找到商業模式的。 

幾年前曾在 Nature 上看到一個封面故事，報導現在的 AI 對於皮膚癌的診斷

已經能與世界皮膚科專家接近，大家也感受到高度科技創新，這是資訊科學的進

步，但對於皮膚癌這個疾病的診斷率與治療的本身並沒有特殊突破。隔一陣子，

Nature 又有一篇小文章，報導已有微生物學家利用 AI 找到自然界中 6,000 種過去

未曾發現的病毒，這是應用 AI 在開創生物醫學的創新。 

所以電腦科學的成功，如果只訓練與人類表現接近的診斷表現，那只會是一

種方法上的創新，對於生物醫學的進展較少創新；若轉個彎與我們合作，結合生

物醫學與資訊科技解決一個新的問題，將獲得更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們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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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找出一些新穎的數位生物指標與數位處方。全球在處理人口老化的議題時，對

我們也有新的啟發，而且持續進行健康老化或是將它遊戲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理由，就是會有產業的意涵，是一個好玩有趣，比較讓人願意去嘗試的事情，強

化健康促進的執行動機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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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投業看智慧醫療發展趨勢 

李祖德 

鑽石生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一、 前言 

謝謝謝郭校長的美言。今天前面 4 個講者報告的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有理想

性、有未來性的主題，尤其我對下午第一位講者黃泰一博士的報告內容，感觸很

多。我接下來要談的內容，是要跟大家分享從創投業者的角度看智慧醫療，這是

很銅臭氣的部分。我想銅臭氣部分，不用花太多的時間跟大家談，今天報告的重

點，大概分 4 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談智慧醫療的定義、趨勢、目標到發展階段。

第二個部分是跟大家分享美國發展智慧醫療這一段時間他做了什麼？第三個部

分是談臺灣智慧醫療的發展現況，第四個部分跟大家分享，從創投的角度觀察智

慧醫療，不同人有不同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今天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觀察。 

二、 智慧醫療的定義、趨勢、目標與發展階段 

(一) 智慧醫療的定義 

WHO 對於智慧醫療的定義為，資通訊科技(ICT)在醫療及健康領域的應用，

包括醫療照護、疾病管理、公共衛生監測及教育與研究。 

(二) 智慧醫療的趨勢 

智慧醫療發展趨勢主要是遠距醫療、遠端患者照護、患者之穿戴性裝置、AI

診斷輔助系統、線上醫療諮詢與掛號預約以及整合性電子病歷管理系統。 

(三) 智慧醫療的目標 

智慧醫療希望達到兩個目標，一是解決醫療系統永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包

括人才缺乏、診斷錯誤率、資源運用率、醫療品質與患者體驗等。第二個目標是

希望建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數據共享醫療照護生態系統，範疇包括智慧醫院、智

慧診所、實驗室、影像中心、居家及照顧中心等。 

(四) 智慧醫療的發展階段 

目前智慧醫療發展處於幾項運用階段，包括醫療院所之運用、醫療院所延伸

到居家之運用及全方位輔助醫療診斷、疾病治療、健康照護體系與健康教育等。 

三、 國際智慧醫療的發展與投資 

美國在 2020 年成立了一個機構，叫做卓越數位健康中心(Digital Health Center 

of Excellence)，主要是進行行動健康裝置、醫療軟體器材、數位科技應用於穿戴

式醫材及醫療產品研究等工作。將數位健康科技應用在程式系統平台、物聯網、

感測器，包含協助診斷或輔助其他醫療產品，如:醫療器材、藥物、生物製劑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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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將平台、裝置等所需要的規格通通統一。 

CB insights 指出，創投基金因前兩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對數位醫療的投資增

加，但隨著全球疫情震盪及其他因素，對數位醫療的大型投資金額出現下滑現象，

2022 年第一季較 2021 年第四季衰退 52%，從 92 億美元降到 44 億美元，預期投

資將放緩。未來，具備明確獲利模式的投資案，才較有機會獲的資金的青睞。前

兩年創投資金湧入數位醫療領域，併購案增加，而併購趨勢將延續，具對接醫療

與保險體系且能引領技術規格的商業模式較容易整併，形成單一領域具領導力及

能提供整合方案的大型成功企業。 

2020 年 AI 在全球 Healthcare 應用市場規模為 48.7 億美元，其中患者數據和

風險分析約占整體市場 18.9%、網路安全占 16.1%、住院治療和醫院管理占 10.9%、

醫學影像和診斷占 10.5%、生活方式管理和監測占 7.9%(見圖 11.1)。預估近年可

再持續成長。另 AI 對全球醫療產業的貢獻，預估 2025 年一年可節省醫療支出 540

億美元。(見圖 11.2)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主講者簡報 

圖 11.1、AI 在全球健康醫療應用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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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全球Healthcare應用市場規模

◼ 2020年AI在全球Healthcare應用市場規模為48.7億美元 (患者數
據和風險分析約整體市場18.9%、網路安全16.1%、住院治療和
醫院管理10.9%、醫學影像和診斷10.5%、生活方式管理和監測
7.9%) 預估近年可持續成長

資料來源: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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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1.2、AI 對全球醫療產業的貢獻 

 

四、 臺灣智慧醫療發展現況 

臺灣 AI 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定義為，應用物聯網、大數據、AI 等資通

訊技術達成提升醫療效率、改善服務流程、減少醫療支出、提高醫療品質並為患

者提供個人化服務的目標產業。依據健康照護產業全人健康三段五級概念，有健

康預防、診斷治療與復健照護等三大應用。(見圖 11.3)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1.3、臺灣 AI 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應用範疇 

 

另外，2020 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Bio Taiwan Committee, 

BTC)，也提出發展精準大健康產業的目標，達成精準檢測、精準預防、精準診斷、

9

資料來源：Goldman  Sachs  Investment Research

預估2025年可節省醫療支出540億美元/年

藥物開發
260億美元

研發

小分子藥物篩選

臨床試驗

病人條件、人數、

試驗時間

醫療大數據
280億美元

電子病歷

語音病歷系統、
系統整合

影像診斷

眼科、癌症、
心血管

AI 對全球醫療產業的貢獻

 

10

、勤業眾信生技醫療產業

台灣AI在健康醫療照護產業的定義

◼ 定義: 應用物聯網、大數據、AI等資通訊技術達成提升醫療效
率、改善服務流程、減少醫療支出、提高醫療品質並為患者提
供個人化服務的目標產業

◼ 依據健康照護產業全人健康三段五級概念
(健康預防、診斷治療與復健照護三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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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治療、精準照護的願景，2022 年實施新的「生技醫藥及精準健康產業發展條

例」，新增數位醫療，鼓勵 AI 在健康醫療照護的應用，希望帶動產業發展。 

五、 創投對智慧醫療的觀點 

從創投看智慧醫療，仍屬於探索期，全球市場尚待建立成熟的產業生態系，

包含產品法規、產業規格與產業鏈及臨床應用標準。前面有提到，全球創投雖然

過去 2、3 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在智慧醫療上投入得滿多，但是在過去的一年當

中，它是下降的，為什麼會下降？除了疫情震盪外，個人將從兩個軸線跟大家分

享可能的原因。第一個從產業發展軸線，第二個從投資決策軸線。 

1. 產業發展軸線 

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產業要發展，一定要有旗艦企業，是一間穩固的公司，

它是經過一波又一波資金的浪潮所留下的一間旗艦企業，有旗艦才會有產業鏈。

但是旗艦企業是怎麼形成的？需要有產業拼圖者，需要是懂得產業的人，能把整

個拼圖拼起來，像剛剛葉肇元創辦的企業就是把拼圖拼很好的一個對象。 

2. 投資決策軸線 

從投資決策的軸線來看，第一個要看的是有沒有人付錢，再來看是什麼樣的

商業模式以及獲利來源是什麼？因為要做投資前，我們都要做投資風險的控管，

因為我們身為資金管理人，必須要如此。而且越大規模的基金或越大的投資，風

險控管越是重要，因為若是風險控管不好，投資人可以隨時向管理人提告，這也

是一個基金所面臨的風險，基金規模越大，風險也越大。但是產業若沒有大基金

的參與，就不容易發展。 

而臺灣發展智慧醫療的問題在哪裡?我想一開始華碩的副總裁講過了，臺灣

的問題，就是沒有共同的平台，及衍生之醫療資料交換標準(FHIR)等相關制度問

題，這個問題楊校長也提了好幾次。其實臺灣應該往平台這個方向走，不然很難

與國際連結。我希望臺灣不要變成是一個 ICT 大國，但卻是一個智慧醫療的活化

石，我很怕未來幾年後變成這個樣子。這是一個很殘忍的現實狀況，但是我們看

臺灣的趨勢，是往這邊在靠攏的。個人希望經過中技社今天研討會的對談，能夠

將這個問題浮現出來，能夠帶動平台化。另外，還有一些數據共享的問題，像政

府應該規定哪些數據是需要國有化、哪些數據是可以私有化。中國大陸是將所有

的數據都變成國有化，而歐洲幾乎是把所有的數據變成私有化，其實這兩個都是

不妥的。臺灣要先訂出一個標準，界定哪些數據是可以國有化，哪些數據是私有

化，這樣我們談建立平台這件事才容易談下去。 

我想再從另外一個方式看平台的建立，美國剛有提到 2020 年成立一個卓越

數位健康中心，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把可攜式的穿戴裝置及各種平台所需要

的規格通通統一，大家可以在這個平台上作業。大家大概都知道蘋果很了不起，

其實蘋果什麼都沒有，在全世界沒有工廠，但卻成為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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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能力叫開產業規格的能力。建立一個平台之前，需要先訂規格，而開產業規

格，其實是政府的責任，我們希望政府要去做這件事情。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產業要成功，除剛提到的，需要有產業的拼

圖者，另外還需要有產業的分析師，沒有產業分析師，產業的投資將很難做。我

在生策會的國際交流上，當時花了兩年時間製作英文版的 BIO Taiwan，因為我發

覺幾間好公司，如 Credit Suisse、UBS 的一些好的分析師，沒有人知道臺灣的產

業在做什麼，主要是因為沒有英文版的資訊可以閱讀，這些國外分析師看不懂中

文，所以我花了一些時間訪問很多產業，並用一定的格式，把它寫成中文，再從

中文翻譯成英文，給外國分析師看。從那時候開始，UBS、Credit Suisse 才知道臺

灣的 BioTech 在做什麼，所以是需要有看的懂臺灣產業的分析師來提供資訊給創

投。 

六、 結語 

智慧醫療的發展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臺灣面對這個趨勢是一定要走下

去，只是我們的機會在哪裡，我們臺灣醫療的成功是因為健保，但也被健保困住，

因為健保讓大家都能獲得好的醫療照顧，但現在智慧醫療發展卻受困於健保，臺

灣現在就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作為投資人當然永遠希望能夠投資，沒有投資我們

就沒法做事。以上就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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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在醫療保險上的應用 

儲蓉 

遠雄人壽風控長 

一、 前言 

謝謝郭校長的介紹，謝謝中技社的邀請，也謝謝台下所有參與者，你們不離

不棄撐到現在，非常感謝。 

今天由我做最後的分享，其實不是因為保險有多重要，而是因為我從下午聽

到現在，除了李副董事長以外，有 4 位講者，其中 2 位是科技人，另 2 位是醫療

人，我聽到滿滿的熱情，也聽到滿滿的專業，可是我似乎也聽到滿腹的心酸，特

別是前面兩位科技人都在談，我們都沒有辦法把它商業化、誰來繼續支援我們研

究與運維等等。這真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其實我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誰來

買單，一個東西沒有人買單，不可能長久，這就需要剛才李副董事長的創投業，

也需要我們保險界，個人認為保險是整個智慧醫療的最後一哩路。保險界有 35 兆

的資金，而我們也正愁那麼多的資金，該如何投資？且我們也希望投資的標的是

對國家有貢獻，對大家有貢獻，當然我們自己保險業也能獲利，達到所謂的三贏，

若有這樣的標的，我們是求之不得的。 

老實說，我對醫療不是很熟悉，而你們對保險也不熟悉，所以我想剛剛郭校

長介紹我的時間最短，可能就是因為如此，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將這個大家

不熟的保險業，與醫療、科技結合起來，成為一個非常棒的共榮圈，智慧醫療應

該可以成功。 

我今天要報告的是數位科技在醫療保險上的應用，內容涵蓋數位科技對保險

醫療的影響，包括外溢保單與數位科技、理賠詐欺防範與數位科技及醫療、保險

旅程與數位科技，最後談數位科技對保險醫療未來的挑戰。 

二、 數位科技對醫療保險之影響 

剛才我提到的兩位科技業專家，特別著墨於商業模式，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

不要從科技業的立場，改從一般社會大眾的立場。大家多多少少都一定有保單，

可能是醫療險、儲蓄險等，若是醫療險，大家買醫療險的目的為何？當然是因為

希望面對病痛的時候，對於醫療照護能有一些選擇，有一些可能你負擔不起，可

是保險能提供一些救濟；或是面對死亡的時候，能獲得一些給付，這應該都是我

們大家所期望的。保單內容非常多元，可能包括實支實付、定額/日額、重大傷病、

癌症、手術等，現在治療方式愈來愈進步，即便健保不給付，你可能還是可以選

擇更好的手術方式，如達文西手術，你也可能可以用更精密的儀器來治療。這些

都與錢相關，沒有錢你做不到，能夠幫忙你分攤費用的可能只有保險，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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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現實的問題。 

(一) 數位科技決定未來保險業之轉型 

而近年來保險和智慧醫療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關係？其實我們自己也很清

楚，數位科技將決定未來保險業的轉型。世界知名的麥肯錫顧問公司，已將保險

的未來勾勒出一個畫面，認為 2020 到 2030 年是轉型的第一階段，2030 年以後，

是轉型的第二階段，但是無論怎麼轉型，都與數位科技有關。第一階段轉型，保

險業開始朝向預測、個人化，還有價值共享，這就有可能與穿戴式裝置相關，利

用這些裝置蒐集資料，主動評估風險及建議個人化商品等，甚至保費都會有所差

異。剛才陳亮恭院長提到，有些人拿了智慧手錶就消失不見，而無法蒐集到相關

監測數據，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與其自身利益無關，但是有相關的時候，他

就會牢牢的戴在身上。另外，也會提升我們的行政效率，譬如快速核保及快速理

賠，帶來的效益是保險公司可以減少行政成本，而保戶可更快的獲得理賠。(見圖

12.1) 

資料來源:主講者簡報 

圖 12.1、保險業未來的二階段轉型 

 

到了第二階段轉型，誠如剛剛陳適安院長提到的疾病預防，保險業未來要做

到的不是只有理賠，可能會更進一步做到預防，提供量身訂製的，包括健康與醫

療的建議、保障商品等等，大家也可以想像，將來的投保，不再需要接觸保險業

務員，你可能在大街上就會看到某某保險公司的機器人，直接向它投保就好，這

都是未來非常可能發生的情境。 

(二) 數位科技在壽險業的應用範疇 

壽險的業務範圍，包括業務銷售、市場行銷、商品設計、核保、理賠、詐欺

偵測及保單定價與風險評估。而數位科技在壽險業務的轉型智能藍圖，包括 AI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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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IoT 運用、智能自動化及分群化的微保險等。以下將先介紹三個現在已經在

臺灣壽險業的三項應用，第一個就是數位科技與外溢保單，第二個是數位科技與

理賠詐欺防範，第三個是數位科技與醫療、保險旅程。 

1. 數位科技與外溢保單 

所謂的外溢保單是除了理賠之外，也有鼓勵被保險人落實或提升健康促進的

意圖，讓保險人有健康管理的觀念。外溢保單大致分成三類，健診型、健走型和

實物給付型。現在最盛行的外溢保單就是健走型，幾乎每一個壽險公司都有，主

要由被保險人戴上之穿戴裝置，記錄每天走的步數，再由被保險人將紀錄上傳到

雲端，保險公司會視情況提供保費折扣、增加保額或現金回饋，這個對保險人而

言應該是最簡單的健康管理。 

第二種為健診型外溢保單，今天報告的講者，有提到心電圖或糖化血色素等

更精密的檢測，這些也是保險可以著墨的地方，若是被保險人的檢測數據達標，

也可以提供保費的減抵或增加保險額度。 

第三種實物給付型外溢保單，就是前述兩種之監測或檢測數據達標，我不提

供保費扣抵，而提供非現金的實物給付給你，如提供一些健檢項目。這個好處是，

未來健檢的方式或儀器將更為精密，所需費用可能更高，若我提供現金 1 萬元，

可能 10 年後因為貨膨脹，1 萬元可以做的健檢項目將變少，此時，若是提供像健

檢項目這種實物給付，將更為實惠。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保險公司都是賺健康人的錢，最不喜歡帶病投保的人。各

位買保險時，保險公司會要求填一張疾病告知義務，需清楚告知你罹患的疾病，

如果投保前未盡告知義務，一旦提出理賠申請，保險公司是不會理賠的。但是隨

著科技的進步，像是最近中研院發現一種負責調控胰島細胞的蛋白雙硫異構酶，

有希望成為糖尿病新的標靶藥物等，所以現在糖尿病也可以買保險。雖然對保險

公司而言，還是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因為他已經帶病了，保險公司需要理賠的

機會極大。臺灣其實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如果他們能良好的控制血糖且尚未發

生併發症，現在保險公司都願意提供糖尿病的外溢保單。將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帶

病者都有機會投保，但前提是要有一些科技，如 AI 的協助，或者外溢保單的設

計。2021 年外溢保單的保費已達 109 億臺幣，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今年(2022)第

一季為 32.4 億臺幣，如果乘以 4(季)，保費將高達 129.6 億元，其實是逐年增加

的。 

2. 數位科技與理賠詐欺防範 

理賠是保險最重要的業務之一，對保險公司而言，其中一個最大的成本就是

詐欺的防範。每一年保險的詐欺比例，約占理賠支出的 5%~10%，不可謂不大。

剛才葉肇元創辦人提到，病理切片資料的不易取得，主要是為了防範有心人士將

這些資料挪做其他用途，但他很難想像這些切片資料能做什麼用途而需要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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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其實我也想不透，可能因為各位都是好人，所以想不出會有什麼其他用途。

可是世界上真有一些有心人士存在，這些有心人士會附上診斷證明或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申請保險理賠，但你不知道是真的或是偽造的。壽險業有很大的法務團隊，

天天上法院跟這些詐欺者搏鬥，但法官真得看得懂這些東西的真偽嗎？若我們都

不是那麼清楚，法官更是不清楚。 

其實世界上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還是好人，我們不需要因為那 1%、2%、5%的

壞人，而在理賠過程中，要求好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來證明檢具之資料，而延遲

理賠，除了耗費保險公司理賠人員的精力，被保險人也不堪其擾。所以針對理賠

詐欺這件事，我們先找出一些關鍵的因子，並運用 AI 演算法開發預測模型，計

算可能的詐欺風險分數，我們就可以判定你是好人或壞人，好人能獲得快速理賠，

壞人就會加強查核，這應該是目前最好的方式。 

3. 數位科技與醫療、保險旅程 

從我們整個人生的醫療旅程來看，生老病死都會在醫院，而保險也是一樣，

涵蓋了生老病死。在整個生命的醫療、保險旅程，保險業運用數位科技，做了保

全聯盟鏈及理賠聯盟鏈。保全聯盟鏈主要是為了解決保戶變更保單契約內容時的

不便，假設你要變更地址、電話號碼，若你有 5 家壽險公司的保單需要變更，過

往你要分別申請變更，現在你只要透過保全聯盟鏈的系統，所有的保單可全部一

次性的變更。理賠聯盟鏈也是如此，若同樣為了某一個事故申請理賠，過往你可

能要分別檢具文件向各家壽險公司提出申請，現在只須向其中一家提出申請，透

過此系統，該家公司會同步將文件給其他保險公司受理。 

保單將來可能全部無紙化，通通上傳到雲端，因此保單的認證和存證將很重

要，2020 年推出電子保單認證與存證機制，運用區塊鏈、數位簽章、時戳1,2等技

術，建置電子保單認證與存證平台，由壽險公會擔任第三方認證機構，若日後發

生爭議，民眾可向第三方機構取得保單資料。另外，一個人可能在好幾家保險公

司都有保單，也可能記不清楚有多少張保單，所以今(2022)年，壽險與產險公會

聯合 22 家壽險與 14 間產險公司，以及中華電信、臺灣網路認證公司，在保險科

技運用共享平台上推出保險存摺服務，民眾可到壽險公會的官網的保險存摺專

區，免費註冊會員，並透過自然人憑證、強化版 MID 行動身分識別或金融卡，其

中一種方式完成身分驗證，即可隨時隨地一站式查詢所有屬於你的所有保單。這

是現在連銀行存款都還沒有辦法做到的事，而保險業做到了。 

更令人高興的是，今年 1 月中國人壽、奇美醫院和成大數位科技研發中心，

                                                      
1 時間戳記或稱為時間標記（英語：timestamp）是指字串或編碼資訊用於辨識記錄下來的時間日期。檢

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9%82%E9%96%93%E6%88%B3 (Sep.28,2022) 
2 對於每一筆交易 Ti，系統都會賦予一個唯一的時間標記 TS（Ti）。對於每一個資料 Q，則賦予下面兩種

時間標記：(1)最後一個成功更新資料 Q 的交易的時間標記：W-timestamp（Q）。(2)最後一個成功擷取

資料 Q 的交易的時間標記：R-timestamp（Q）。檢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

網: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287864/ (Sep.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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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保險、醫院跟科技三方結合，開發跨領域的創新醫療照護服務模式。藉由科

技，將符合醫院的發證流程，串接保險公司所需要的資料格式，在病患的自主授

權下，遇到理賠時，能將所需的各項資料快速、安全及有效地進行醫療數位資料

授權與交換，實踐奇美醫院包含關懷、專業與效率之核心價值，簡化中國人壽保

戶保單理賠，同時讓成大之理論與實務結合，可謂三贏。 

三、 數位科技對醫療保險未來之挑戰 

如果要做到保險、醫院跟科技三方結合，需將數位醫療、智慧醫療當做國家

戰略產業來做，對全民、資金、技術的提升都有幫助，但有三項挑戰必須面對。

一是法令必須要與時俱進，必須要有一些法令的開展、鬆綁或修改，以及相關資

訊平台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國家經費的支持。第二項挑戰是醫療資訊必須提高保

護，包括資安防護措施及個資法保護等。第三項是必須提升風險管理的能力，壽

險公司本身需有大數據分析能力、商品設計與定價能力、服務模式的創新能力以

及行政效率提升之能力等。 

四、 結語 

我覺得今天中技社舉辦的研討會很棒，研討的範疇非常的完整，有投資、風

控、科技，還有醫療。最後我必須還是要強調誰來買單，沒有人買單，智慧醫療

是做不下去的。不要忘了，壽險業有 35 兆的資金，我們非常希望能投資一個可長

可久的標的，因為壽險業的資金投入，有個重要的特徵，只做長期投資，不做短

線操作，跟證券不一樣，今天資金投下去，明天就希望它漲 5%。 

最後，我們也希望將智慧醫療變成全民的保單，不管是外溢保單或手術實支

實付保單等，對於像達文西這類更先進的治療都能獲得給付，這才是真正的推動。

所以個人覺得保單化，是扮演推動智慧醫療最後一里路的重要角色。今天我的報

告完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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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綜整醫院、科技業、創投與保險界專家分享投入智慧醫院與智慧醫療之心得

與觀點。吳明賢院長提出醫療數位化可改善醫療流程，提昇醫療系統效率，提供

不受時空限制且人性化的服務，甚至可促進民眾自主健康管理而增進健康。由資

通訊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雲端儲存及運算，

和物聯網等，促成醫療照護的典範轉移。臺灣結合優良的醫療保健系統與數位競

爭力，可以創造強大的醫療數位力，甚至可由資料科學發展出資料經濟。張嘉淵

技術長認為，產業透過跨域合作，可產生最大的創新、效益及新的可能性，且從

IT 的角度看智慧醫療，是提供更好的工具來型塑更好的醫療，藉由先進的 ICT 和

AI 技術所發展的智慧醫療服務網絡，能整合不同城市的醫院和專業護理人員的醫

療資源，並作為一種跨越壁壘，為患者從出生到老年的整個醫療旅程提供精準醫

療和數位醫療保健的雲端服務。 

針對智慧醫院主題之專題報告，江明志副總經理分享研華過去推行智慧醫療

之經驗，並提出政府推動先進智慧醫院醫療特區以提供醫(學)、科技界共同實驗

場域，對促成發展國際化醫療科技產業生態系十分關鍵。余金樹總經理認為推動

智慧醫院可由 6 大環節著手: (1)智慧手術室，(2)遠距醫療，(3)智慧病房，(4)智慧

藥櫃，(5)病人安全，(6)科技清消。陳建宗院長也分享長庚醫院醫療與醫院智慧化

之成果與未來方向，以病人為中心整合門住診病歷、檢驗報告、護理紀錄、醫療

影像等，將病歷資料電子化，進而推廣全院醫療智慧化，包括：(1)智能門診、住

院病房等；(2)以閉環管理提升照護安全包括醫囑、用藥安全等；(3)建置自動化檢

驗及檢查室；(4)電子醫療資料交換；(5)電子醫療資訊支援教學、研究及決策；(6)

人工智能協助臨床疾病快速精準診斷、疾病預測、併發症減緩等。同時運用資訊

新技術整合軟體功能、書寫技術等，大量減少紙張及縮短文書處理時效；更於疫

情期間即時推動智能防疫。未來將建構智能客服機器人、可攜式遠距醫療系統執

行偏鄉巡迴，提供更優質在宅醫療服務。邱仲峯院長認為智慧醫院服務未來趨勢

包括(1)數位化，整合醫療人員、資訊系統和服務流程，匯集數據協助診斷、治療、

管理與決策；(2)物聯網的醫療服務，提高設備利用率、病患安全性、醫院建築能

源效率；(3)行動化的健康服務，利用人員、手機與可穿戴設備，提供病患個人健

康紀錄；(4)人工智慧的疾病診斷和預測服務；(5)各種醫療領域機器人服務運用；

(6)遠距醫療服務，提供遠距諮詢、遠距臨床指導等從醫院延伸到病患住家的虛擬

醫療服務。也提出醫院需要政府提供適當的激勵措施與政策、整合其他跨域研究

和產業界合作，更積極參與建立與擴大智慧醫院產業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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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慧醫療主題之專題報告中，黃泰一全球副總裁指出，醫療資訊科技突破

是醫療產業創新能量的關鍵；而臺灣當前面臨三大基礎挑戰：醫療數據無法有效

取得與利用、各院醫療資統架構老舊且封閉、創新醫療資訊科技缺乏共通性。美

國 15 年前掀起醫院醫療資訊系統轉換潮，從內製轉商用，歐洲、新加坡與澳洲等

陸續跟進。發展出適用台灣醫療照護環境、先進、共通、共融的商用醫療資訊平

台有其必要且急迫性，平台能帶動智慧醫療生態系的蓬勃發展，進而透過各項標

準化介面協議與國際接軌，加速先進醫療科技的導入，有利於將台灣的醫療軟硬

實力整合輸出。葉肇元創辦人則分享投入病理科數位轉型領域之甘苦談，認為人

工智慧輔助影像判讀，可以實現精確的細胞定量，協助醫師偵測微小病灶，並且

縮短閱片時間，對於病理科數位轉型有極大助益，但在缺乏保險給付且預算有限

的狀況下，無力進行昂貴的數位轉型；且數位病理 AI 研發成本高昂，法規審查

時程漫長。而上開因素都是產業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美國醫學會已率先通過

數位病理閱片的給付標準，並且推動以臨床價值為基礎的給付模式，臺灣也須有

類似機制，透過保險給付，為醫院創造數位轉型的誘因。陳適安院長則以心臟科

別為例，分享中榮運用 AI 判讀心臟 CT 影像診斷心房顫動，並預測是否復發，也

運用 AI 進行心電圖訊號處理、導管技術影像等經驗；建議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

合平台以「醫院出題、新創/廠商解題、醫療人員/病患受惠」模式運作，建構大數

據平台整合醫院內不同類型資料，提供精準醫療，為病患就醫前、中、後提供完

善醫療照護，但目前面臨缺乏醫療軟體生態系、溝通成本、個資法與健保給付未

完善的困境。陳亮恭院長認為未來醫院將減少設置病房並推動去中心化的居家醫

院，大幅減少醫院昂貴的硬體投資。藉由遠端偵測、疾病診斷智能輔助、5G 通

訊、虛擬實境、雲端平台等技術輔助，院內專業人員能有效掌控社區病患的病情

變化，在社區移動的醫療團隊透過雲端與通訊技術隨時掌控病患狀況，讓病患能

在安心與舒適的環境中接受照顧。同時分享推動縮短不健康餘命的新策略為全球

因應高齡化的重點議題，人工智慧的創新發展提供精準健康平台，儘早偵測身心

功能衰退的早期指標，並透過不同科技平台發展創新介入服務，預防身心功能衰

退，達成健康長壽的目標。 

從創投之觀點看智慧醫療發展趨勢，李祖德副董事長認為創投看智慧醫療仍

屬探索期，投資決策需看付費者、商業模式與獲利，且投入基金規模愈大，愈需

要更多的投資風險控管，但臺灣缺產業分析師提供臺灣產業分析資訊，致外來資

金不易投入；另發展智慧醫療，數據很重要，建議政府應負起界定數據屬國有或

私有及統一資料使用規格的責任。而數位科技在醫療保險上的應用上，儲蓉風控

長認為數位科技已對醫療保險的內涵產生革命性的變化，保險業將不只有支付理

賠，藉由 AI 開始邁向「預測及個人化」，如從外部或穿戴裝置蒐集資料，主動評

估風險及個人化商品的建議；針對特定客群、產業提供客製化的微型商品；利用

自動化大幅提高核保比例，減少人工核保，同時利用 AI 技術分析保險詐欺風險

的預測等。更進一步，保險業將走向「建議與預防」的階段，例如提供保戶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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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的健康、醫療建議；或提供保戶及家戶量身定制的保障商品；民眾直接向機

器人或自助式投保等，降低企業成本。未來數位科技及醫療勢必要與後端的保險

結合，否則很難發揮功效。 

二、 建議 

經綜整研討會焦點座談中，產官學研專家對醫療與科技如何攜手落地，進而

產業輸出之看法，提出建議如下: 

(一) 透過法規調適來支持智慧醫療創新 

2021 年 WHO 對數位醫療(Digital Health)有比較明確的說法，主要概念是運

用科技來幫忙促進健康平權，降低所謂的健康不平等。政府從 1988 年開始建置

醫院及行政資訊基盤、推動電子病歷與雲端應用，到 2019 年開始推動醫療數位

轉型及活化資訊；為因應 COVID-19 疫情，亦推動遠距醫療平台且適度放寬法規，

並積極善用建康存摺 APP 便於民眾利用，呼應國際上民眾資料自主賦權之趨勢，

這些都需透過法規不斷地調適來推動，包括資安、個資保護、資料轉換、資料加

值等。政府在醫療服務創新上，以數位科技來協助急重症的照護，也利用遠距進

行前端的初級醫療與慢性病的照顧，並透過如 AI 判讀，對一些用藥的提醒等後

端來支援。未來各部會將針對智慧醫療、精準醫療與再生醫療三大方向，持續透

過法規調適來支持智慧醫療創新，此也是政府未來數位治理重要任務。 

(二) 醫療與科技結合落地輸出，商業模式應思考關鍵議題 

國際發展智慧醫療所運用的科技，主要是以像 Google、Microsoft、Amazon 這

一類偏向軟體的科技公司為主，與臺灣以 ICT 產業偏向硬體的科技公司不同。科

技與醫療屬於兩個極端的領域，科技端注重硬體，以製造產品為主，醫療端講求

服務，兩者思維完全不同，需要透過軟體，如 AI 來彌補這之間的落差，所以以代

工製造為主的科技業需要轉型；而智慧醫療對整個醫院的發展非常重要，醫院也

需要轉型，但因為健保給付的關係，所以醫院也遇到數位轉型的難題。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曾統計 2021 年全球數位醫療創投投資占整個生醫產業的創投投資

比例，大概有 44%，不低；但是產生的營收占生醫產業營業額比重只有 11%，不

高，而臺灣更低，只占 9%。應該是還欠缺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所以當醫療與科技要結合落地，並攜手產業化輸出，應從未被滿足的醫療需

求、數據創價、付費者來思考商業模式，但醫療與科技兩者過去商業模式的關鍵

要素截然不同，要重新思考。當醫療與科技要結合並落地，需考量的關鍵議題為:

智慧醫療失靈時，誰負責?AI 診斷及輔助手術，究是節省還是增加時間?臺灣最優

秀人才醫師與科技人如何攜手?醫療與 ICT 思維南轅北轍，醫療需求哪裡找?受限

健保，醫院經營不易，智慧醫療誰付費?若更進一步，醫療與科技要攜手產業化並

輸出，需考量的關鍵議題將是:習於獲利的 ICT，如何忍受長期虧損仍力挺?當科

技遇見醫療，群雄並起，百家爭鳴，如何攜手?臺灣具有完善的人體/健保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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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如何創價?醫療為內需型服務，如何穿透全球?跨域整合佈建智慧醫療生態

系，機會與突破點在哪兒?這些都是非常重要需思考的主題。 

(三) 健保與商業保險合作，做為數位醫療後盾 

健保資源主要是用在疾病發生的時候，雖有 8 千多億，但還是不夠用，也因

此對新藥、癌症用藥、科技的給付有許多考量，而這不夠用的壓力，不能全部加

諸在醫院或醫師的身上，民眾也需負一部分的責任，即部分分擔，使用者付費的

概念，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另外，健保對給付範圍/項目應定義的更清楚，讓

商業保險有機會開發商品，成為智慧醫療相關產品之付費者。 

(四) 建構一個次世代的 HIS 骨幹，加速臺灣智慧醫療產業發展 

醫療數據對智慧醫療的發展相當重要，需醫界、學界、產業界在大法官對「健

保資料庫」提出釋憲前，積極反應健保數據的二次利用對國家發展相當重要。醫

療相關產品要經 TFDA 或 FDA 認證才有市場，而取得認證，需跨醫院與跨國合

作，跨國合作上，如美國 FDA 認證，需取得美國當地醫院的測試數據；而跨醫院

合作，最好的方向是資料上的合作，因此資料交換將很重要。臺灣目前 HIS 架構

老舊且未與國際接軌，資料很難整合利用，使得需利用相關資訊開發的智慧醫療

產品很難產業化。建議臺灣應像美國一樣，由政府主導，國發基金投入，盡快建

構一個次世代的 HIS 骨幹，除了有機會向外行銷，也可讓醫療相關應用發展起來，

加速臺灣智慧醫療產業發展。 

(五) 設立醫療示範場域，以醫帶動產業發展 

臺灣智慧醫療要能產業化並輸出落地，不建議佔用有限的健保資源，可先有

一結合醫療服務與 ICT/IoT 科技之示範場域吸引國外市場，再包裹輸出，共同把

市場做大。另為推動國際醫療來促進醫院對先進醫療科技的投資，在政府指導下，

已結合私立醫療院所、學會、協會與醫療產業，成立臺灣醫療健康產業卓越聯盟

基金會，作為臺灣健康醫療產業國際化之專責組織單位，其重要任務之一為設立

海外醫療展示區(醫院)。而海外據點需由臺灣主導，由醫療院所提供醫療服務、

指導或管理，及產業界出資，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可複製且有別於當地私人醫院之

智慧醫療服務醫療院所，除具備臺灣醫療服務模式、品質，也使用臺灣醫療相關

產品，真正將產業帶出去。 

(六) 智慧醫療產業生態系建構，醫院與科技產業皆需有耐心 

臺灣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內需帶動外銷，以前比較簡單，依國外的需求製造產

品，直接外銷，但現在要做的是一個解決方案，是建構一個生態，內需一定是政

府的政策及所有的利害關係人慢慢的配合，建構 Knowhow 再賣到國外。 

醫院與 ICT 產業雖然面對經營壓力，但對於未來有價值之物，仍應有耐心、

方法，慢慢創建一個共創價值，包括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現在、未來等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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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價值跟顯性的價值，及建構一個利益平衡之機制。臺灣服務業國際化是有很

大機會，但要有耐心面對挑戰，並建構核心能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臺灣智慧醫療產業之機會與突破 / 吳明賢, 張嘉淵, 江明志, 

余金樹, 陳建宗, 邱仲峯, 黃泰一, 葉肇元, 陳適安, 陳亮恭,

李祖德, 儲蓉作. -- 初版. -- 臺北市 : 財團法人中技社, 

民 111.11 

124 面 ; 2129.7 公分. -- (專題報告 ; 2022-02)  

ISBN 978-626-95628-8-6(平裝)  

 

1.CST: 醫院行政管理 2.CST: 醫療科技 3.CST: 產業發展  

 

419.2                                        111017389 

  

  

 

  

 

 

 

 

 

 

 

 

 

著作權聲明©財團法人中技社  

本出版品的著作權屬於財團法人中技社 （或其授權人）所享有 ，您得依著作權法規定引

用本出版品內容 ，或於教育或非營利目的之範圍內利用本出版品全部或部分內容 ，惟須

註明出處 、作者 。財團法人中技社感謝您提供給我們任何以本出版品作為資料來源出版

的相關出版品。 

未取得財團法人中技社書面同意，禁止改作、使用或轉售本手冊於任何其他商業用途。  

免責聲明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財團法人中技社之立場、觀點或政策，僅為智庫研究成果之發表。

財團法人中技社並不擔保本出版品內容之正確性、完整性、及時性或其他任何具體效

益，您同意如因本出版品內容而為任何決策，相關風險及責任由您自行承擔，並不對

財團法人中技社為任何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