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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背景說明
推動電子化政府主要願景為充分運用資訊和通訊科技，一方面提
高行政效能，創新政府的服務，一方面提昇便民服務品質，支援政府
再造，邁向全民智慧型政府。政府將廣為應用網際網路提供民眾便捷
的線上服務，包括預約、線上換發證明文件、線上申辦等，民眾將逐
漸習慣使用瀏覽器（browser）以自助的方式隨時、隨地上網取得政府
的衛生保健服務及資訊，另也將透過行動電話簡訊、e-mail、傳真等
多元化管道，主動提供民眾全年齡層之健康服務資訊。
由於國民所得增加，教育水準提高，民眾對衛生保健的需求，不
再只是量的要求，更重視質的提供；以目前提供民眾衛生保健服務之
二十五個衛生局及三百七十二個衛生所，是與民眾最接近的衛生保健
服務單位，也是民眾感受政府衛生保健服務品質良窳的場所，但是衛
生局所無論在衛生業務資訊化或線上便民服務的提供均尚在起步階
段，且進度零零落落、參差不齊，為加速全面性及一致性之全國衛生
局、所應用網際網路技術提供民眾衛生保健服務，故行政院衛生署(以
下簡稱本署) 於「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數位台灣計畫」提出
「衛生局所網路便民服務計畫」。

二、依據
本計畫奉行政院九十二年一月十四日院臺衛字第０９２００００
１８０號函核定辦理。

貳、計畫總目標與推動策略
一、計畫總目標
全國衛生局所除提供民眾衛生保健之服務外，更肩負基層公共衛生
業務的推動，如何運用資訊通訊的科技，加快服務腳步，以提昇工作效
率；並規劃建立各項服務之標準處理流程，未來民眾可透過單一窗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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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辦方便地得到衛生保健相關服務，本計畫主要目標如下：
（一）提供民眾全國一致的衛生保健服務資訊，消除全國各衛生局所
資訊落差，提供民眾ｅ化健康照顧服務。
（二）提供民眾衛生保健申辦服務上網，落實電子化政府便民
服務目標。
（三）整合建立國民衛生保健資料庫，結合行動電話簡訊、e-mail、
傳真，主動提供民眾健康服務資訊。

二、推動策略
（一）依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台規範，建置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
網站。
（二）開發衛生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
（三）規劃建置衛生保健網路申辦系統。
（四）改善衛生局、所硬體網路環境。
（五）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案監控。

三、分年推動目標
本計畫期望於 95 年達成計畫總目標；由於 92 年度工作係運用行政
院擴大公共建設方案經費執行，該部分工作預定 93 年 03 月完成，故
以下就 93 至 95 年衛生局所、醫事機構或人員、民眾等說明分年推動目
標、服務項目與預期之執行效益。
衛生局所
推動目標

提供服務項目

執行效益
1. 建置之衛生保健目錄服

衛生保健便民服 93 年至 95 年：
務入口網站建置 1. 提供衛生局所同仁於入口

務、註冊服務等作為本

推廣

網站單一簽入使用各項資

計畫認證、授權及共享

訊系統。

資源之基礎。

2. 協助衛生局運用目錄服務 2. 整合分散之資訊強化衛
建立網路身分識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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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所同仁工作效率及

3. 分年逐步整合本署及所屬

網路交易的安全性。

機關所開發提供衛生局所
同仁使用之資訊系統於入
口網。
1. 醫政業務各項線上申辦

衛生保健網路申 93 年：
辦系統建置推廣 醫事人員或機構透過網際網

服務系統分年建置後，

路線上辦理醫師報備支援、

經 93 年開始推廣，預估

醫事機構停/復/歇業、醫事人

94 年起逐年增加原交易

員執/停/復/歇業、登記事項

量之 10%採線上申辦；

變更、更新執業執照等。

如醫事人員報備支援線

94 年：

上申辦 92 年度交易量為

違規醫事人員或機構線上罰
鍰、醫事廣告、護理機構廣
告、救護車設置等線上申辦

54,926，預估 94 年底有
10% 之 交 易 量 採 線 上 申
辦，
2. 原紙本公文處理天數將

服務。

由三天縮短為一天。

95 年：
1.外籍勞工健康檢查核備、管
制藥品銷毀、減損等線上
申辦服務
2.稽查人員增加行動離線服
務

1.配合衛生局所社區複合

92 年度完成之國 93 年：
民健康資料庫及 本階段整合戶政資料、癌症

式篩檢服務計畫開發預

預防保健服務管 篩檢資料、成人健檢資料等

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

理系統推廣導入 定期匯入國民健康資料庫，

提高衛生局所公衛同仁

各縣市衛生局， 提 供 衛 生 局 所 同 仁 下 列 服

作業效率及民眾接受服

並逐年進行功能 務：

務之可近性，民眾遷徙

擴充

時衛生局所仍可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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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篩檢活動前置管理

健康紀錄。

2. 社區篩檢活動問卷處理

2.針對高齡、原住民及外

3. 異常個案之追蹤管理。

籍與大陸配偶及國內婦
女所產下之新生兒及嬰

94 年：
國民健康資料庫納入婦幼保
健服務資訊，提供衛生局所
工作同仁一致、即時之外籍
與大陸配偶基本資料、健保
孕產婦健康檢查資料，及時
掌握孕婦懷孕資訊、嬰幼兒
個案健康管理及高危險群個

兒依早產兒、低體重、
先天性缺陷、遺傳性疾
病…等，透過婦幼保健
服務資訊系統提供該族
群及其所生子女完善、
可近性的疑似或異常個
案追蹤管理，以促進高
齡、原住民及外籍與大

案

陸配偶之生育健康。

95 年：
1. 提供公衛決策人員以縣市
或全國為母體進行多維資
料分析及資料探勘
2. 預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增
加行動離線服務並提供讀
卡機的介面由民眾或現場

3.提供公衛人員強化預防
保健服務之參考。
4.簡化健康篩檢問卷資料
輸入模式，降低衛生局
所工作同仁的工作量與
提高問卷資料的品質。

工作人員輔導填寫問卷，
事後以電子資料的方式匯
入系統。

精神照護通報整 93 年至 95 年：

相關資料整合於國民健康

合系統、身心障 1. 精神照護通報整合系統協 資料庫，減少書面作業，
礙鑑定線上管理

助衛生局所同仁進行社區 提高對個案之追蹤照護效

系統、自殺防治

精神病患個案管理、訪視 率。

通報系統等推廣

及其經費請領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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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各縣市衛生

及其經費請領等作業。

局，並逐年進行 2. 身心障礙鑑定線上管理系
功能擴充

統協助衛生局所同仁進行
身心障礙鑑定之審核、撥
款等作業。
3. 自殺防治通報系統協助衛
生局所同仁進行個案管
理、通報、訪視及轉介等
作業。

醫事機構或人員
推動目標

提供服務項目

執行效益
1. 經授權之醫事機構或人

衛 生 保 健 便 民 服 93 年至 95 年：
務 入 口 網 站 建 置 將提供醫事機構或人員

員獲取所需資訊，並透

推廣

於入口網站單一簽入使用各

過專業社群分享醫療衛

項資訊系統及專業社群服

生經驗。
2.專業社群預估自 94 年起

務。

每年上網使用人次成長
率達 5%~10%。
醫事人員或機構透過網際

衛 生 保 健 網 路 申 93 年：

辦系統建置推廣 醫事人員或機構透過網際網 網路進行線上申辦，預期
路線上辦理醫師報備支援、 可節省 50%之申辦時間。
醫事機構停/復/歇業、醫事
人員執/停/復/歇業、登記事
項變更、更新執業執照等。
94 年：
違規醫事人員或機構線上罰
鍰、醫事廣告、護理機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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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救護車設置等線上申辦
服務。
95 年：
管制藥品銷毀、減損等線上
申辦服務
國 民 健 康 資 料 庫 95 年：

配合衛生局所社區複合式

及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提供社區醫療院所異常個案 篩檢服務計畫，開發預防
管理系統推廣

轉診轉檢介面設計。

保健服務管理系統之醫療
院所端異常個案轉診轉檢
介面設計，提高醫療院所
作業效率，並便於衛生局
所公衛同仁對個案就醫情
況進行持續追蹤。

精 神 照 護 通 報 整 94 年：

1. 減少書面作業，提高對

合 系 統 、 身 心 障 1.精神照護通報整合系統提

個案之追蹤照護。

礙鑑定線上管理

供醫療院所進行社區精神 2. 各系統推廣後預估 94 年

系統、自殺防治

病患個案通報及相關統計

有 50%之專責醫療院所

通報系統等推廣

作業。

採系統通報個案方式，

2. 身心障礙鑑定線上管理系
統提供醫療院所進行身心
障礙鑑定申請表登錄、查
詢等功能。
3. 自殺防治通報系統提供醫
療院所進行個案通報及轉
介回覆等作業。
95 年：
精神照護通報整合系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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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達 80%以上。

供醫療院所進行一般稍微
嚴重之精神病患，衛生所
與醫療院所轉介功能。

民眾
推動目標

提供服務項目

執行效益
1. 提高政府為民服務效率

提 供 便 民 服 務 多 93 年：
元訊息

透過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

和民眾對政府服務的滿

網站方便民眾瀏覽或取得衛

意度。
2. 預定於 95 年進行入口網

生保健相關資訊。
94 年：

便民服務使用滿意度調

配合衛生局所社區複合式篩

查，預定滿意度達 60%

檢服務提供民眾上網查詢篩

以上。

檢場次與應篩檢名單等資
訊。
95 年：
1.以簡訊、e-mail 等方式通
知民眾參加篩檢活動。
2.篩檢報告提供以自然人憑
證認證後的民眾線上看報
告的功能。
3.提供以簡訊或 e-mail 寄送
預防接種通知。

參、94 年度計畫目標與計畫內容
「衛生局所網路便民服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主要分為衛生保
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子計畫、整合規劃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
便民服務系統子計畫、改善衛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路環境子計畫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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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項系統因時程或相關因素無法於 93 年度前提供完整解決方案部分，
規劃於 94 年度進行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功能擴充、新增，以達成整合
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提供全國一致的衛生保健服務資
訊，消除城鄉差距導致之資訊落差，並建立地方衛生局所提供民眾 e 化健
康照顧服務之基礎，94 年度本計畫主要工作規劃如下：

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子計畫
（一）於入口網站提供便民服務多元訊息
1.透過手機/e-mail/Fax 等多元化管道，主動提供民眾健康服務資
訊，94 年度規劃以簡訊或 e-mail 寄送預防接種通知。
2.93 年度於作業平台將加入自然人憑證，預防保健服務之篩檢
報告發送模式目前採直接郵寄方式或現場衛教發送，94 年度
提供認證後的民眾線上查詢報告的功能。
（二）入口網站之推廣維運
（三）衛生保健目錄服務功能擴充
建置衛生保健目錄服務使用者資料與電子化政府共通作業平台
目錄服務同步及主機備援機制。

二、整合規劃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子計
畫
（一）持續規劃及擴充衛生保健網路申辦系統功能
1.93 年度本計畫提供醫事人員或機構透過網際
網路線上辦理醫師報備支援、醫事機構停/復/歇
業、醫事人員執/停/復/歇業、登記事項變更、更新
執業執照等；其中醫事機構停、歇業時，衛生局所
業務人員必須親至現場勘查是否符合相關規定，例
如拆除招牌，於勘查完畢返回衛生局所後，必須將
勘查意見登錄至系統中，對於業務人員是一項負
擔。故 94 年度規劃將簡易系統載入個人數位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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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以下簡稱 PDA）或手機等行動裝置中，業務
人員可於勘查現場立即將資料輸入 PDA 或手機等
行動裝置，並於返回衛生局所後，利用資料上載方
式將 PDA 或手機等行動裝置中之資料整批傳送至
系統資料庫，提昇衛生局所業務人員作業效率。
2.規劃建置外籍勞工健康檢查核備、管制藥品銷毀、減損等線上申
辦服務系統。
（二）國民健康資料庫服務系統之維護及功能擴充
國民健康資料庫初期架構包含民眾健檢資料、重點疾病管理紀
錄等，須為一演進式資料庫，方能滿足資料結構與資料量不斷
成長之需。在 92、93 年度的計畫中，工作範圍涵蓋國民健康資
料庫服務系統之整體設計、中央及地方資料運用之服務與資料
交換等子系統，尚待 94 年度規劃開發的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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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資料庫
服務系統

鄉鎮市區服務
子系統

縣市服務
子系統

中央服務
子系統

演進管理
子系統

公共交換
子系統

個案查詢

便民服務

個案查詢

作業管制

個案上傳

個案下載

個案查詢

個案下載

介面維護

個案下載

個案維護

個案下載

用戶管理

協議維護

資料補正

行動離線

個案維護

代碼維護

表單維護

作業查詢

行動管理

維護管理

線上分析

轉置驗證

用戶管理

用戶管理

資料探勘

銜接測試

92年度工作範圍

線上分析

協同測試

資料探勘

用戶社群

93年度後續規劃工作範圍

94年度後續規劃工作範圍

1.線上分析與資料探勘
92、93 年度以預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為基礎提供外部資訊系統
擷取與內部資訊系統資料交換的標準，並以整合而不是取代現
有系統的原則下使公衛人員能在不重疊的工作流程，經由本系
統獲得更詳實的保健資料。國民健康資料庫所蒐集彙整的資料
在 94 年度規劃提供公衛決策人員以縣市或全國為母體進行多維
資料分析及資料探勘。
2.行動離線、管理
為於預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將個案資料載入 PDA 或手機等行動
裝置，以便於在 PDA 或手機等行動裝置上進行各項作業；並對
下載至 PDA 或手機等行動裝置進行離線操作的工作予以監控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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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時間過久或異常。藉由行動管理提供之服務，公衛人員做家
庭訪視時，以家戶為單位，完全掌握個案及其家人的狀況，提
供全方位的服務，除了提高訪視工作的效率外，也可以降低干
擾民眾的疑慮。例如做精神病個案家庭訪視時，如果該個案家
庭有身心障礙的家人，公衛護士可以事前掌握狀況，在訪視的
同時做出適當的建議或輔導。另外，提供個案資料載入 PDA 或
手機等行動裝置之功能，待作業完成之後，載入須更新之資
料。
3.演進管理子系統
國民健康資料庫在結構上必須不斷演進，如新增健康篩檢項
目，或是與民眾健康有關之資訊系統等均須匯入國民健康資料
庫；對於中央服務系統及地方衛生局新舊版資料庫欄位資料轉
置前後之自動比對等進行開發工作。
4.與社區醫療群資訊系統整合
國民健康資料庫為建構整合性健
康服務電子化之基礎，藉此協助民眾了解個人健康情形，並
透過追蹤管理系統、轉介服務等，促使民眾早期發現早期治
療；本署於後 SARS 時期為進行基層醫療體系之改革，92 年度
開始試辦家庭醫師制度，並推廣社區醫療群資訊系統，基層
醫師與衛生局所將建立合作模式以照顧社區民眾之健康，將
在不違背個人資料安全原則下建立與社區醫療群資訊系統整
合模式，提供民眾更好的健康照護。
（三）預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維護及功能擴充
1.以簡訊、傳真等方式通知民眾參加篩檢活動
93 年度提供民眾直接上網查詢健康篩檢活動之篩檢場次與應篩
檢名單等資訊，為提供更便民的服務，將規劃以簡訊、傳真等
方式通知民眾參加篩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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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化健康篩檢問卷資料輸入模式
目前問卷輸入以 Web 式登錄，為降低衛生局所工作同仁
的工作量與提高問卷資料的品質，規劃以提供讀卡機的介面
由民眾或現場工作人員輔導填寫問卷，事後則以電子資料的
方式匯入本系統中。
3.社區醫療院所轉診轉檢介面設計
在異常個案轉介醫療院所後，若該醫療院所需將個案對
其他醫療院所進行轉診或轉檢，則本系統亦提供支援服務，
以提高醫療院所作業效率，節約醫療支出，並便於本系統對
個案就醫情況進行持續追蹤。
（四）婦幼保健服務資訊系統推廣
93 年度規劃建置之婦幼保健服務資訊系統將結合內政部（戶政
司、入出境管理局、外事警察局）戶役政資料系統提供一致、
即時之外籍與大陸配偶基本資料、健保孕產婦健康檢查資料，
及時掌握孕婦懷孕資訊，另透過出生通報資料庫、孕產婦健康
檢查資料、兒童健檢資料之介接，及時提供衛生局所工作同仁
掌握高危險群個案納入嬰幼兒個案健康管理。94 年度將持續十
七個衛生局之系統推廣導入工作。
（五）精神照護通報整合系統維護及功能擴充
社區精神照護部分之衛生所轉介至一般醫院部分，規劃提供稍
微嚴重之社區精神病患轉介到醫療院所管道及病狀輕微的精神
病人從醫療院所轉介至衛生所照護管道。
（六）身心障礙鑑定線上管理系統維護及功能擴充
與內政部社會司開發之全國身心障礙手冊與福利系統整合，以
提昇資料品質，提供身障民眾政府資源整合線上查詢服務。
（七）自殺防治通報系統維護及功能擴充
本系統推廣初期開放衛生局所與醫院進行個案通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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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構(如警察局、消防局等)必須透過傳真通知衛生局做通
報，後續規劃通報回覆機制，讓未使用本系統的通報單位得
知個案後續狀況。
精神病患者是潛在的自殺高危險群，將規劃由精神照護
系統取得有自殺傾向的名單，提供公衛護士訪視時，可針對
個案之自殺狀況做評估以達到預防效果。

三、改善衛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路環境子計畫
（一）提升本署及衛生局端硬體設備
92、93 年度為建置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與
整合規劃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因經費不足衛
生署端之硬體系統架構並未規劃備援主機，考量系統穩定度，
94 年度將提升硬體設備以雙備援主機之方式建構系統架構；而
衛生局端之硬體系統架構將增加 Web Server，用以處理負載平
衡議題。
（二）配合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之推廣建置，採購相關
硬體設備。
衛生局所相關網路設備之汰舊換新，衛生所個人電腦 PC 等級多
數為 85、86 年開始執行衛生所資訊系統由本署補助部分，不適
合線上作業，將進行相關硬體設備之汰舊換新工作，提昇行政
效能。另配合相關系統提供行動離線功能將採購 PDA 或手機等
行動裝置及筆記型電腦供衛生局所使用。

四、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案監控
就本計畫整體架構及資訊整合、資訊安全等提供診斷報告，並依
94 年度工作委外案之計畫書監督專案之執行，主要工作有監督專案規劃
項目、主導專案工作及進度審查、及召開專案工作小組會議等，期以透
過本案有效提昇計畫執行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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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94 年度具體措施與時程規劃
具體措施

執行事項

預定完成
時間

1. 衛生保健便民服務
入口網站及作業
平台推廣維運

(1)規劃入口網站提供便民
服務多元訊息及推廣維
運等需求並訂定委外文
件
(2)公開評選廠商事宜

2.持續規劃及擴充衛
生保健網路申
辦系統

3. 整 合 擴 充 衛 生 局
所衛生保健便民服
務系統

4.改善本署端
軟硬體設備
暨衛生局所
資訊應用硬

(3)入口網站便民服務之開
發及推廣維運等
(1)進行衛生局、所網路申
辦業務需求彙整並訂定
委外文件
(2)公開評選廠商事宜
(3)系統開發、建置、測試
及教育訓練等
(1)規劃衛生局所衛生保健
便民服務系統擴充並訂
定委外文件

94.01

94.02 至
94.03
94.04 至
94.12
94.01 至
94.03
94.04 至
94.05
94.06 至
94.12
94.01 至
94.02

(2)招標事宜

94.03 至
94.04

(3)系統開發、建置、測試、導
入及教育訓練等

94.05 至
94.12

(1)撰寫電腦軟硬體設備採
購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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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3 至
94.04

體網路環境
(2)公告招標事宜
5.整體計畫診
斷及年度專
案監控

(1)訂定整體計畫診斷及年
度專案監控案委外文件
(2)公開評選廠商事宜
(3)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
案監
控

94.05 至
94.10
93.11

93.12 至
94.01
94.02 至
94.12

伍、93 年度財務計畫檢討與 94 年度經費需求
一、93 年度財務計畫檢討
本計畫原提報「挑戰 2008 國家重點計畫」包括建置衛生保健便民
服務入口網站、整合規劃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改善衛
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路環境等相關經費。
93 年度公共建設計畫共核列經費 1.3 億元。92 年度工作原無經費
執行，本署另於 92 年 06 月獲取行政院擴大公共建設方案 0.905 億元
執行，該部分工作預定 93 年 03 月完成。

二、94 年度經費需求
本計畫 92 年度於「擴大公共建設方案」提出 92 年度經費需求，因
只核准原計畫經費一半，故在整合規劃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
系統之推廣與本署及衛生局端硬體設備不足部分，待後續年度工作持續
強化，94 年度經費需求共約 1.2 億元，經費編列說明如下：
（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推廣維運
1. 開發便民服務多元訊息 5,000 千元。
2. 入口網站之推廣維運 3,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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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衛生保健目錄服務功能擴充 2,000 千元。
（二）持續規劃及擴充衛生保健網路申辦系統
辦理衛生保健網路申辦系統擴充 7,000 千元。
（三）整合擴充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
1.國民健康資料庫服務系統之維護及功能擴充 9,000 千元。
2.婦幼保健服務資訊系統推廣 3,400 千元。
3.預防保健服務管理系統、精神照護通報整合系統、身心障礙鑑定線
上管理系統、自殺防治通報系統等維護及功能擴充 7,100 千元。
（四）改善本署端軟硬體設備暨衛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路環境
1.提升本署端軟硬體設備，以雙備援主機之方式建構系統架構
16,000 千元。
2.衛生局所硬體、網路設備 59,550 千元。
（$150 千元 X 397 衛生局所）
（五）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案監控
辦理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案監控委外案 8,000 千元。

計畫經費總需求表
單位：億元
具體措施

92 年度

1.衛生保健便民
服務入口網站

.0

及作業平台推

9

93 年度

94 年度

95 年度

合計

0.26

0.1

0.075

0.525

0.07

0.05

0.25

廣維運
2.規劃及擴充衛
生保健網路申

0.

0

辦系統

05

.
0

17

8
3.整合擴
充衛生局所衛

0.

0

0.

生保健便民服

17

.

19

4

5

務系統

0.15

0.975

0.3

2.15

6
4.改善本署端軟
硬體設備暨衛

.5

0

0.

生局所資訊應

95

.

75

5

5

用硬體網路環
境

0.08

5.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

0.08

專案監控
合計

0.905

1.3

1.2

0.575

3.98

94 年度經費需求表
單位：億元
94 年度具體措施
1.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

資本門需求

經常門需求

合計

0.07

0.03

0.1

0.06

0.01

0.07

0.14

0.055

0.195

站及作業平台推廣維運
2.規劃及擴充衛生保健網路
申辦系統
3.整合擴充衛生局所衛生保
健便民服務系統
4.改善本署端軟硬體設備暨

0.755

0.755

衛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
路環境
5.整體計畫診斷及年度專案

0.08

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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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合計

1.025

0.175

1.2

陸、民間參與投資情形
一、辦理方式
本計畫 94 年度經費需求含括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站及作業平台
推廣維運、整合擴充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與改善本署端軟硬
體設備暨衛生局所資訊應用硬體網路環境等，將委託民間機構辦理（非
民間參與投資），總計為 1.2 億元。

二、民間參與經費
94 年度民間參與投資表
單位：億元
94 年度民間參與部分

94 年度政府
93 年度具體措施
預算需求

金額

說明

0

柒、94 年度預期效益
一、有形效益
整合開發衛生局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系統，促進衛生局所資料連
結，資料共享，提昇行政效率。
績效指標與目標值
預定目標值
績效指標名稱
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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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

95 年

1.提供衛生保健網路申辦服務項
目，使用者使用網路申辦比率
2.衛生保健線上便民服務項目

3%

10%

20%

3項

5項

7項

-

5%

10%

100%

100%

100%

3. 衛生保健便民服務入口網
a.專業社群每年上網使用人次
成長率（以 93 年使用人次為
基準）
b.衛生所設置資訊網站普及率

二、無形效益
本計畫為建立整合性健康服務電子化之基礎，藉此提供民眾透過網
際網路取得衛生保健資訊，並輔以追蹤管理系統、轉介服務等，促使民
眾早期發現早期治療，提供民眾ｅ化健康照護，達成「全民健康」的效
益。

三、對數位台灣計畫總目標達成之貢獻
（一）民眾透過整合性服務入口網站進行線上申辦，避免舟車往返，提
高政府為民服務的效率和民眾對政府服務的滿意度。
（二）整合開發衛生局衛生保健便民服務資訊系統，促進衛生局、所資
料連結，資料共享，提昇行政效率。
（三）建構優質公共衛生資訊基礎建設，運用網際網路無遠弗屆之特
性，隨時、隨地提供民眾衛生保健相關服務及資訊，滿足民眾健
康的需求。
（四）透過行動電話簡訊、e-mail、傳真等多元化管道，主動提供民眾
全年齡層之健康服務資訊，以達到疾病預防，進而增進全體國民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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