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電子病歷現況之研究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CNHA-92-03
執行期間：92 年 1 月 1 日至 92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楊美雪
共同主持人：潘大永

執行單位：嘉南藥理科技大學醫務管理系

中華民國

93

年

2

月 26

日

R. Ponton 的定義(1)：病歷是病人罹病時其

一、中文摘要
比較各級醫院電子病歷現況的情形時
發現，醫學中心在病歷電子化程度、儀器
自動化的完成比率、影像及多媒體病歷的
完成比率上均比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在病
歷電子化的程度上為高，在文字型資料處
理的完成比率上，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與

病況的臨床記錄文件，被編寫成有如一個
完整的個案研究資料。它包括對所有病況
所作的診察與治療，以及為此診療所作的
各種努力與結果的詳細記錄。Malcolm T.
MacEachern(1)則定義為：病歷是從醫學觀
點，以簡潔扼要及正確的方式記錄有關病
人健康與罹病的狀況。依美國醫院協會的

地區醫院程度上是相近的。
關鍵詞：電子病歷、病歷電子化、醫院等
級

定義則是：「一個病人的病歷是經由各種
一般及特殊的病歷格式，紀錄該病人被照
護的資料。一般而言，病歷為臨床上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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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來說，病歷可作為病患就醫的證明、醫
護團隊溝通的橋樑、醫師教學、研究與進
修的參考資料、保險申報的依據及醫療品
質的重要指標等功用(2,3,4)，Payne 更提出以

壹、前言
當病患前往醫療院所就醫時，醫護人員都
會記錄下病患的病情資料，這個資料我們
就稱為病歷。什麼是病歷呢？根據 Thomas

病歷做為醫師績效評估之依據(5)，舉凡醫院
的行政、臨床、研究及財務各方面都與病
歷脫離不了關係。

病歷係由塑膠封面及封底、病歷首

流程加以簡化或是藉由電腦化的輔助，使

頁、病程記錄等資料所組成，病人每來看

得病患的等候時間能夠縮減至最少的程

一次門診或是住一次院，都會產生新的病

度。所幸因為電子簽章法於九十年十月已

歷表單，根據臺大醫院的估算資料，病人

經立法院三讀通過，衛生署又於醫療法修

每看一次門診，病歷平均要增加 0.82 張， 正草案規定：賦予電子病歷一個合法的地
每看一次急診，病歷平均要增加 5.24 張， 位，因此，目前各醫療院所已經更積極的
住一次院，病歷平均要增加 36.55 張，一

投入電子病歷的研發與製作。

年平均新增病歷約 511 公尺，約需 41 坪的
衛生署為確實達到促進全體國民健康
(6)

成長空間 ，再加上目前醫療法令規定病歷
的目標，順應世界潮流趨勢，提出「網路
必須保存十年。因此病歷室存放病歷檔案
健康推動計畫」，並於九十一年經行政院
空間不足，一直是一個困擾著病歷室主管
核定列於「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的嚴重問題。又，傳統的病歷大多是由紙
－數位台灣計畫」之「e 化政府計畫」，在
張構成，紙本病歷由於材質關係可能會因
這個計畫中，除了去建構全國醫療資訊網
為存放時間過長而變黃變脆，紙本病歷也
(HIN)各連線單位的頻寬及整併全國醫療
無法同時供許多人同時來閱讀(尤其是當
資訊網區域資訊中心外，也積極推動電子
需要會診或是遠距醫療時)，當患者到醫院
病歷及醫療資訊標準。以加速國內醫療院
就診時需要病歷室工作人員將患者的病歷
所資訊化。
調出，因此患者常會遇到所謂等候調閱病
歷時間的三長兩短，而造成諸多的抱怨與

依 美 國 電 子 病 歷 學 會

不滿。在醫技部分用到的 X 光片等需要沖

(Computer-based Patient Record Institute,

洗的片子，傳統上也需要經過沖片洗片的

CPRI) 將 電 子 病 歷 (Electronic Medical

過程，因此往往病患這次照的片子必須要

Records, EMRs)定義為：「關於個人終其一

下次門診或回診時，才能夠看到，而造成
病患的不便。

生的健康狀態及醫療照護之電子化資訊。」
而以電子病歷為主體所規劃的「電子病歷
系統」則定義為：「支援醫療照護需求與

在傳統病歷諸多的不便之下，醫療院
所為了能夠加速的服務病患，紛紛將工作

程序，並提供與其他相關資料及知識系統
間通訊連結的系統，該系統的組成可促成

電子病歷的獲得、儲存、處理、通訊、安

病歷後之病歷正確性，發現83%病歷在藥

全及資料呈現。」(7)電子病歷可減少醫護人

品品項、劑量及服藥時間是正確的，如單

員花費在手寫病歷的時間，藉由電腦複製

就藥品品項評估，其正確率高達91%。綜

等功能可快速且完整的記載病歷，病歷的

上所述，EMRs在醫療服務品質確有其相當

書寫品質也可因此而提升(8-11)。在出院病歷

的貢獻度(21)。此外醫師及部門生產力也由

的完成率方面，也發現實施電子病歷的醫

於電子化病歷之實施而提高了，Carli 提到

院 (85%) 較 使 用 紙 本 病 歷 的 醫 院 為 高

Spokane內科聯合診所因實施EMRs後，醫

(76%)(12)，電子病歷也可省去調閱等待的時

師有更多的時間來處理約診或非預約患者

間，醫師能由電腦獲得病歷紀錄，即時進

使得醫師的生產力提高了10%(10)。同樣地

行檢查診治工作(10,13)，特別是在處理藥物

MSKCC(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過敏史(10,14)，即時的診治可提高病患的治

Center)也因病歷電子化使得工作效率提

癒率。醫療失誤之“潛在＂錯誤用藥

昇，部門生產力增加了20%(16)。另一方面，

“latent＂ medical errors 是值得重視的問

美國病患常用電話諮詢病情及處方如何使

題，因不會立即造成病人受到傷害，而常

用，此時醫師就可即時由電腦上讀取病歷

被病患及醫療人員忽視。根據美國醫學研

資料，給予病患適時且快速的指示建議，

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的報告，

病患因而可獲得到較好的照護，並因此而

“潛在＂錯誤用藥的主要理由有兩個：第

提昇了對醫療照護的滿意度(22-25)。最後就

一、意外事件有等待時間，可能不易發覺； 醫療經濟效益面，電子病歷系統可完整傳
第二、長時間可能引起多發性的問題(15)，

送病患的資料，如此即可避免不必要或重

“潛在＂錯誤用藥在複雜度高的機構特別

複的檢查，不但降低醫療資源的浪費，達

盛行，它就好比一顆定時炸彈。然而電子

到成本的節省，也可減少一些侵入性檢查

病歷可提供完整正確的病患資料，提早偵

的風險(18)。

錯，並且可與醫學資料庫連結，進而作為
醫師診治時參考的依據，因而可減少不當
的醫療處置及提昇診斷治療的準確性，避
免不必要的“潛在＂錯誤用藥

(16-20)

。又，

Wagner等人評估老人門診中心實施電子化

美國電子病歷於近年來更發展為電
子 健 康 紀 錄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除了記錄病人的醫療，還包括與健康
相關的資訊，Health East Care System 在

1998 年 開 始 邁 向 EHRs ， 病 歷 部 門 主 管

歷儲存設備的成本、減少複印的費用以及

MaCarthy於2002年為文指出轉變過程所衍

減少人力成本，根據美國Medical Group

生 的 三 個 人 力 角 色 為 執 行 專 員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資料顯示，可因

(implementation specialist)負責病歷格式與

實 施 EMRs 而 將 每 名 醫 師 所 需 的 staffs 由

組織的設計；影像專員(imaging specialist)

4.31FTEs 降 為 2.2FTEs 等 效 益

其職掌為準備、掃描、品質控制∕索引編

Northwood Health System在實施電子病歷

制及掃描裝置維護；醫療資訊管理系統專

的助益不只減少病歷室人力84%，也減少

員 (HIM system specialist) ， 此 職 位 是 在

醫療團隊因等候病歷而浪費的時間、減少

EHRs開始後不久就設立，在資訊部門工

複印紙張病歷所耗費的紙張及影印機的碳

作，負責兩個部門之聯繫溝通，任務包括

粉、減少病歷儲存設備等效益(11)。

病歷部門外使用者訓練，工作流程文件之

(18)

。

根據美國 IOM(8)的要求，目前對於電

監測及維護。文中又指出EHRs實施後，工
子病歷的資料內容至少包含下列六種不同
作人力需求減少，最基層工作人員之約當
的格式：1.文字(Text,如 SOAP、Progress
人力(full-time equivalents, FTEs)由9.6減少

Note 等)。2.圖形(Graphics,如臨床醫師之

為3.3，而增加一位晚班組長(supervisor)。
手繪圖形與手寫註解等)。3.影像(Images,
部 門 內 總 工 作 人 力 由 20FTEs ， 減 少 為
如 X 光、CT 等)。4.數字(Numerical,如檢
17.5FTEs。同樣地，St. Vincent Hospital 及
驗數據等)。5.音效(Sound，如心音、臨床
Health Services之病歷部門人員由5 FTEs減
醫師口述報告等)。6.影片(Full-motion
為1 FTEs，減少了80%之人力，而這些人力
video，如內視鏡過程或手術過程記錄等)。
也都做了妥善安排

(26)

。此外，Anderson 也

常見電子病歷影像系統簡稱為 PACS(27),一

提到美國MSKCC系統也因實施病歷電子
個完整的 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化後精簡了15.6%的人力

(16)

，Mildon 在討
Communication System)系統應包括影像

論電子病歷市場時也提到因實施電子病歷
擷取、傳輸、儲存及顯示設備。其中國際
在行政上的助益有減少病歷調歸檔作業、
資訊標準影像是以 DICOM(Digital
減少病歷遺失、改善醫療團隊溝通效率等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 Medicine)為
效益，在財務上的助益有節省謄寫轉錄的
交換標準，電子文件則是以 HL7(Health
成本、降低醫療過失保險的保費、減少病

Level 7)為交換標準

(28-32)

。

現今衛生署正積極地在建立網路健
康醫療環境，由於民眾病歷或健康記錄分

2.說明目前各級醫療院所尚未病歷電子
化或資訊化的原因(依照醫療院所層級、
屬性及所屬健保分局等分類) 。

參、結果：

散在不同的醫療院所，病歷資料無法交換
或是共用，造成重複檢驗、檢查及領藥，
形成國家整體醫療資源龐大的支出與浪
費。再加上國內醫療資訊環境多各自獨立
發展，許多醫療院所的病歷系統僅止於院
內使用，對於資訊的交換，形成一大障礙，
也會增加日後整合的困難度。因此，在建
立一個穩定且為標準的醫療資訊交換之
前，勢必需要對目前國內各醫療院所的醫
療資訊環境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查，以了解
不同層級醫療機構目前病歷電子化的情形
以及可能遭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以供衛生
署建構標準網路健康醫療環境時之參考以
及輔導各級醫療機構的參考依據。

在各級醫院資訊化程度的比較資料中，在
資訊化程度、臨床資訊化程度、行政資訊
化程度、檢驗/檢查系統、急診系統、醫學
影像儲傳系統、臨床監測系統、行動醫療、
公文電子化、DICOM3.0、HL7、轉診檢系
統、藥品交互作用檢核系統、護理資訊系
統、健檢資訊系統、疾病通報系統等，醫
學中心資訊化程度比區域醫院資訊化程度
高，區域醫院資訊化程度也比地區醫院資
訊化程度高。而在藥局系統、放射資訊系
統、網站設置運用、電子郵件、醫院管理
資訊系統、高階主管資訊系統、決策支援
系統、加護病房管理系統、排程系統、預
防接種資訊系統等，地區醫院資訊化程度

貳、材料與方法
材料：利用衛生署「九十一年度全國醫療
院所病歷電子化現況調查資料庫」進行研
究分析。

低於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但在醫學中心
與區域醫院間的資訊化程度是相近的。最
後在掛號系統、門診系統兩個部分，各級

方法：

醫院資訊化的程度是相近的。

利用描述性統計方法

在比較公立醫院、財團法人醫院、私人醫
院在醫院資訊化程度的比較上，其中在臨

1.說明目前各級醫療院所軟硬體設備與
設施情形、病歷電子化的程度(依照醫療
院所層級及屬性等分類)。

床資訊化系統、放射資訊系統、轉診檢系
統、排程系統等，財團法人醫院資訊化程

度高於公立醫院資訊化程度，公立醫院資

化程度，公立醫院病歷電子化程度又高於

訊化程度又高於私人醫院資訊化程度。在

私人醫院病歷電子化的程度，而在文字型

資訊化程度、行政資訊系統、藥局系統、

資料處理的完成比率上，財團法人醫院與

檢驗/檢查系統、急診系統、住院系統、醫

公立醫院及私人醫院病歷電子化程度是相

學影像儲傳系統、臨床監測系統、網站設

近的。

置運用、電子郵件、決策支援系統、

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目前尚未病歷電子化

DICOM3.0、HL7、長期照護資訊系統、加

的原因分析裏，其中區域醫院尚未病歷電

護病房管理系統、護理資訊系統、健檢資

子化的最大前五項原因是法律規範不成

訊系統、疾病通報系統等，私人醫院資訊

熟、政府政策不明確、成本效益上的考量、

化程度低於公立醫院及財團法人醫院資訊

系統安全上的顧慮及人才欠缺；地區醫院

化程度，而公立醫院資訊化程度與財團法

尚未病歷電子化的最大前五項原因是成本

人醫院資訊化程度相近。最後在公文電子

效益上的考量、與現有醫院資訊系統間相

化資訊程度上，公立醫院資訊化程度高於

容性問題、法律規範不成熟、系統安全上

財團法人醫院及私人醫院。

的顧慮及政府政策不明確。

比較各級醫院病歷電子化程度的情形時，

地區醫院未資訊化原因的分析裏，其中最

醫學中心在病歷電子化程度、儀器自動化

大前五項原因是法律規範不成熟、過去失

的完成比率、影像及多媒體病歷的完成比

敗的經驗、成本效益上的考量、政府政策

率上均比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在病歷電子

不明確及缺乏資訊系統人員。

化的程度上為高，在文字型資料處理的完

肆、討論與建議

成比率上，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與地區醫

由醫院的資訊化程度可以看到醫學中心資

院程度上是相近的。

訊化項目中長期照護系統方面是較弱的一

以公立醫院、財團法人醫院及私人醫院在

項，由於長期照護是屬於慢性醫療體系中

病歷電子化程度上的比較上，其中在病歷

的一環，身為急性醫療體系龍頭的醫學中

電子化總和、儀器自動化的完成比率、影

心可以再加強長期照護以發展全面性的醫

像及多媒體病歷的完成比率及全院整合式

療照護體系。在地區醫院除了掛號系統、

電子病歷作業的完成比率上，財團法人醫

門診系統外，其餘各項都是可以加強的項

院病歷電子化程度高於公立醫院病歷電子

目，特別是在於臨床上的醫學影像儲傳系

面應加強。

統、放射資訊系統、臨床監測系統、行動
醫療、DICOM3.0、HL7、轉診檢系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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