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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醫院評鑑的目的在於確認醫療機構設施環境與人員作業符合基本安全規

範與品質標準。由於申請評鑑所需提供書面資料數量龐大、內容及格式複雜，

不論評鑑主辦單位，或是申請評鑑單位均為了該資料之準備、整理、審閱，耗

費為數可觀之人力、物力及時間資源。鑑於社會大眾對健康照護品質亟求日

殷，醫院評鑑主辦單位對相關資料之蒐集、傳遞、分析工作勢必日益龐雜，若

未藉助資訊科技協助難竟其工。 

本文描述研究者如何運用網際網路相關資訊科技與資料庫管理理念，考量

使用者介面限制，建置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並依據資訊系統評估理論

與測試方法，檢驗該系統是否達成快速、正確傳遞資料之規劃目的。本系統協

助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輸入、查詢、更新、列印評鑑資料申報。透過輸入資料

格式規範與查核程式之偵測，資料出現謬誤之比例大幅降低。研究結果建議，

期望運用資訊科技提升作業效率之組織，宜先合理化其作業流程、明確界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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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規範，方能充分發揮資訊科技之功效。 

關鍵字：醫院評鑑、網際網路傳輸、申報系統 

Abstract 

Hospital accreditation aims to ensure that healthcare facilities and their operations meet 

minimum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standards.  Due to the enormous volume and 

complexity of the data required for the accreditation process, both the organizing agency and the 

applicants spend insurmountable efforts in preparing, collecting, and reviewing the data.  As 

public quest for better quality of care increases, hospital accreditation agency bears increasing 

expectation in properly collecting, transmitting, and using the data, which could not be possibly 

accomplished with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how researche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technology developed 

surrounding web-based data transmission and database management in establishing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the objectives of fast and accurately transmitting hospital 

accreditation data from the applying organizations to the reviewing agency.  Information 

system evaluation tests were applied to examine whether such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Integrating user interface design, the system allows users to input, inquire, revise and print out 

the declared data.  Also by constraining data types and program control codes, errors in data 

declaration were greatly reduced. The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domain users needs to properly 

evaluate and rationalize the oper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its goals and clearly define the data 

elements while establishing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uch that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ld be fully explored.  

Key words: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ternet transmission, Data declaration system 

壹、前言 

醫院評鑑制度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我國，已有多年歷史。該制度起始

的目的在於確保醫院的環境、設施合乎臨床人員作業需求，以提供適當有效之

醫療服務。因應各界對醫院評鑑的期許，及更多面向的需求，評鑑標準逐步納

入更多面向的指標，使得評鑑項目增加，評鑑資料的內容也愈趨多元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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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更是大幅增加。我國申請參加醫院評鑑之醫院家數每年均在 250 家左

右，而每家醫院所需填報的資料表單多達 5000餘個欄位，資料型態包括數字

（原始值與計算值）、文字（含開放式作答）；欄位填答方式包含單選、複選、

填充及表格，由此可知醫院評鑑主辦單位每年需處理申報資料數量之龐大與複

雜。觀察醫院評鑑制度改革的趨勢，可以預期未來醫院評鑑所需收集之資料項

目及類型將愈趨多元化，資料數量勢必隨之增加。然而，評鑑相關資訊之蒐集

涉及大量人力、物力及時間成本，評鑑資料的收集與處理若未經妥善規劃，適

當地運用資訊科技，則勢必耗費眾多資源於人工資料收集與處理等行政事務，

而難以達成社會各界對醫院評鑑的要求。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運用資

訊科技的最新發展，以最迅即有效的方式，提供醫院評鑑服務對象（醫療機構、

民眾、政策規劃者）適當而正確的訊息，是醫院評鑑執行單位所面臨的重大挑

戰。 

本文旨在呈現該申報系統之設計規劃理念，及依據資訊系統評估理論與測

試方法，驗證此一系統是否達成設計階段所規劃的目標。本文只針對系統開發

流程之申報作業進行探討，至於後續資料分析處理作業，則有待其他論文作進

一步的發展與討論。 

貳、醫院評鑑作業方式 

一、醫院評鑑制度簡介 

我國醫院評鑑作業的發展，依據評鑑執行機構不同，可概分為官方主辦與

委託民間辦理兩個時期。官方主辦時期再依照評鑑規模的不同又可分為教學醫

院評鑑與醫院評鑑兩個階段。教學醫院評鑑始於民國六十七年，而這也是我國

醫院評鑑制度的開端，由教育部和衛生署共同主辦，當年僅有二十四家醫院被

評為教學醫院，而後每兩年定期舉辦教學醫院評鑑。直到民國七十七年，由衛

生署依據「醫療法」之規定，將醫院評鑑範圍擴大至非教學醫院，首度辦理台

灣地區醫院評鑑。同時，會同教育部辦理教學醫院評鑑（楊漢泉，王美芳，

1992），頒訂「醫院評鑑與教學醫院評鑑標準暨有關作業程序」，邀請資深醫師、

護理師、藥師及醫院管理專家共同組成評鑑小組，設計各式評鑑資料表及評量

表，並區分為「人員、設施、醫務管理及社區服務、「內外科醫療服務品質」、

「放射線診療品質」、「檢驗醫療品質、「護理作業品質」、「藥事作業品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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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醫療品質及「精神醫療品質」等領域進行實地評鑑。由於評鑑作業日趨繁瑣，

超乎行政體系資源負擔；因此，在多次評鑑改革會議後，共識決議自八十八年

度起，將醫院評鑑作業委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

策會）執行。 

我國醫院評鑑採自願參與制，亦即醫療院所自行決定是否申請評鑑。然

而，由於健康保險特約醫院的基本條件為必須是醫院評鑑合格的醫院，因此，

絕大多數的醫院皆參與此一制度。評鑑結果將醫院依服務功能分為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地區醫院之等級，又依其醫師養成訓練功能區分為教學醫院與非教

學醫院之類別；最後依其成效穩定性將評鑑有效期限區分為合格三年與合格一

年之醫院。醫院在評鑑等級、類別變更及有效期限到期前一年，均需依程序申

請評鑑。因此每年申請參加評鑑之醫院家數隨各個評鑑的年度而不同，總數約

在 200～300家之間。以八十九年度為例，共有 251家醫院提出申請，其中有

13家申請醫學中心評鑑、45家申請區域醫院評鑑、155家申請地區醫院評鑑、

38家申請精神專科醫院評鑑（葉淑媛等，2000）。但辦理實地評鑑的次數通常

多於申請評鑑之醫院總數。因為如果醫院申請評鑑的等級、類別較現行等級、

類別為高，則該院需分別填寫原等級、類別和新申請等級、類別之資料表格，

並接受評鑑委員分別依原等級、類別和新申請等級、類別之評分標準進行實地

評鑑，再依據評鑑結果判定通過何種等級的評鑑。 

二、我國醫院評鑑作業方式 

(一) 衛生署公告評鑑標準及作業程序 

行政院衛生署於每年11月至12月之間公告次一年度醫院評鑑標準及評鑑

作業程序揭開次年度醫院評鑑序幕。在衛生署所公告的評鑑作業程序中，規定

了醫院申請評鑑的基本資格、評鑑類別、及評鑑方式等相關作業規範。由於各

界對醫院評鑑於醫療品質提升之期望日切，評鑑標準及資料表內容每年均有幅

度不等之改變，尤以近幾年為甚。 

(二) 醫院提出評鑑申請 

申請評鑑醫院依擬申請評鑑的等級及類別購買書面資料表格，並於受理申

請截止日前（約於一月中旬），將資料表寄回醫策會。資料表內容包括：基本

資料表與分組資料表。基本資料表的欄位包含醫院設施、設備、人員、服務量

等資料；提供給所有負責評鑑該院的委員作為參考。分組資料表的功能在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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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分組評鑑委員所需之特定資訊。醫院依申請評鑑等級、類別不同，所需填

報的資料表單組別與數量也不相同。但不論是基本資料表或各評鑑分組資料

表，都是評鑑委員評估申請醫院之重要依據；因此，多數醫院均花費相當多時

間收集、整理相關資訊，再繕打於資料表上；甚至於將整份填寫完畢之申請表

格，重新打字印刷，以求美觀，利於評鑑委員閱讀。 

(三) 醫策會審查書面資料 

醫策會收到醫院繳交的申請資料之後，先進行初步行政審查，凡是經初審

認定不符合申請等級、類別資格的醫院，由審查小組將該院改列入適當的評鑑

等級、類別；如果初審結果認定該院不具申請資格，則由衛生署通知醫院，不

再進行實地評鑑。在確認醫院符合所申請的評鑑等級、類別資格之後，醫策會

以人工校閱的方式，檢查醫院所填報的資料是否有漏填、誤填或計算錯誤的情

況。然而，由於資料表單數量眾多，表單中的欄位數目更是驚人，針對在截止

日大量湧進的申請資料，以人工查閱資料時難竟其功。 

(四) 委員實地評鑑及評分 

委員依據申請評鑑醫院所繳交資料及其他行政組織所提供資料，參照醫院

評鑑標準及評分表，進行實地訪查、評分並加註意見與建議事項。實地評鑑結

束之後，醫策會工作人員負責將評分結果與相關資料一併收回，計算成績及整

理建議事項表。醫策會依序進行評分確認的各項程序後，將評鑑結果送交衛生

署，由衛生署核定公告該年度評鑑合格的醫院名單。 

三、醫院申報評鑑作業方式檢討 

在評鑑過程中所收集和產生的各種資料（包括醫院基本資料、各分組資

料、評鑑成績、和建議事項等）依評鑑類別的不同而有所增減。以醫院申請參

加醫院評鑑時所需申報的各項資料（包括基本資料表與各評鑑分組資料表）來

看，一家醫院在申請醫學中心等級的評鑑時所須填報的資料便多達 119張 A3

表單（以九十年度醫院評鑑為例），如果以表單中所包含的欄位來計算的話，

將有超過 5000個以上的資料欄位，若加上醫院可自行擴充之補充資料，其數

量更是驚人。雖然參加其它評鑑等級（地區醫院和區域醫院）的醫院所填報的

表單數量未必如此繁多，但是由於醫院家數較多，在申報資料的總量上必然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各項評鑑資料的申報格式變動頻繁且資料內容並未標準

化等諸多因素，若仍採行人工處理和書面資料為基礎的作業方式，勢必耗費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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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力和物力在資料的傳遞和結果的收集。此外，以書面方式儲存資料不僅

佔據空間，加上保存與查閱不易使得資料容易毀損，更阻礙了對資料進行深入

分析與研究的可能。因此，目前醫院在申請評鑑時所填報的基本資料表與各組

評鑑分組資料表，也就只能做為實地評鑑時評分的參考資料，而無法做進一步

的運用。這樣的處理方式對各家醫院耗費許多人力、物力所收集的資料而言，

可說是資源的重大浪費。因此快速、正確地收集與處理這些數量龐大的資料，

是執行評鑑申請作業與規劃未來評鑑改革時面臨的重大挑戰。 

總結以上關於醫院評鑑申報作業方式與作業瓶頸的討論，在考量問題的急

迫性和進行改善作業所需的各項資源及預期的成效，並參酌醫院評鑑制度未來

的發展趨勢之後，本研究的重心在於改善醫院所申報各項評鑑資料的收集與儲

存作業。 

參、系統規劃 

一、系統開發模式的選擇 

Phelps（Phelps,1996）在探討資訊系統開發專案的風險管理時指出，專案

開發應依據專案特性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執行方式。專案的特性主要可以區分

為兩大部分－專案複雜度與專案的不確定性。所謂的專案複雜度是由專案的規

模、系統功能需求的多寡、使用者數量、系統所要處理的資訊量和其他系統的

整合程度等因素組成。而專案的不確定性則包括了系統功能的不確定性、使用

者期望的不確定和資訊技術的不確定性。 

系統開發模式中，以瀑布式軟體開發模式為歷史最久。瀑布式軟體開發模

式是根據專案開始執行時的需求分析與系統分析結果訂定專案執行的計劃，並

且在每一階段完成之後在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因此瀑布式軟體開發模式它

把風險的時間點往前推，具有不易反應使用者需求改變、風險太大的缺點

(Agresti 1986)。因此如果在專案開發的前期發生錯誤，那麼往後解決這些錯誤

的成本將會很高。這個方法容易隱藏專案實際風險，發現時通常已經太慢了。 

針對瀑布式軟體開發模式的缺點，學者陸續提出各種改進的方案，比較具

代表性的包括：雛形法(Naumann and Jenkins 1982)、快速雛形(Tayl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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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sh 1982)、遞增式開發(Gilb 981)和演進式開發(Balzer et al. 1983)。Boehm 

在 1988年提出採用由內至外的螺旋系統演進方式，嘗試整合各個模式(Boehm 

1988)。螺旋模型是一個高度反覆作業的系統開發模式。在螺旋模型中，整個

焦點重心放在風險管理這個議題之上，然後採用各種方法以降低風險與解決困

難，它整合了之前各種模型的精神，是一個完整的資訊系統開發模式。 

本研究所進行的網際網路申報系統開發，由於系統所要處理的資料數量相

當龐大，資料種類十分繁雜，而且相關使用者的人數眾多（每年約有 200-300

家醫院申請參加醫院評鑑），再加上業主和使用者對此一系統的功能需求並不

明確，所以在分類上是屬於複雜度、不確定性與風險皆高的專案。考慮螺旋模

式之優點與本專案之特性，我們將採用螺旋模型的系統開發模式來進行此一系

統的開發。 

二、系統建置 

(一) 需求分析與系統目標界定 

建置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第一個工作便是與醫策會相關行政作

業人員進行訪談，並藉由收集醫院評鑑相關文件等方式，以掌握現行的作業流

程與醫策會對此一系統的功能需求。醫策會對此一系統的功能需求彙整如下： 

1)當醫院提出評鑑申請時，醫策會必須建立一個管理帳號給該醫院，包括帳

號名稱、密碼，同時醫策會必需設定該醫院申請評鑑之等級與類別 

2)醫院從醫策會取得該醫院之管理帳號之後，可以透過此管理帳號，自行管

理管理專屬該醫院之使用者帳號，包括新增帳號、修改帳號和刪除帳號等

維護工作，同時醫院可以透過該管理帳號授予各使用者帳號不同之權限來

登打與維護該帳號負責的評鑑資料。管理帳號可以修改各使用者帳號輸入

之資料，但各使用者帳號只可以維護該帳號負責的資料。 

3)醫策會希望能藉由這套系統，用最快速、簡便的方式，收集每年參加評鑑

的醫院所申報的各項資料（包括各醫院之基本資料與申報的各項資料），

以數位化的方式儲存。並且在使用者填寫資料的同時，並就資料正確性（如

資料型態、合理範圍等）系統應該能自動檢查輸入資料的格式，以確保資

料的正確性和往後資料分析之可用性。 

4)資料庫之設計，應該考慮醫院評鑑申報之資料表格，每年皆會修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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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包括題目詞句修改、刪除某些題目、新增題目和重新排列填報資料

的順序等等。同時資料蒐集之後，應該能提供各年度相關資料之追蹤與分

析。 

5)考慮使用各個醫院的資訊能力、資訊環境之複雜，希望本系統能夠無須在

使用者端特別安裝任何程式，便能使用此一系統。 

6)醫策會希望透過網際網路 24 小時提供相關資料填寫說明，回答常見問題

各項服務。 

7)醫院、醫策會、相關評鑑委員皆能將已申報的資料列印成冊。申報資料雖

以電子方式儲存於資料庫，然而依據行政程序，醫院仍須繳交經由醫院主

管簽署用印之申請資料表格。此外，若委員之資源許可，在適當的安全檢

核作業下，委員將可直接由網路下載負責評鑑醫院之資料，免除資料郵寄

之時間遞延。 

所有資訊系統開發的主要目的，都在於設計並建構出可以執行某些特定作

業的系統而不是執行所有作業的系統。因此，在系統開發專案一開始時，必須

清楚地界定出系統開發所要達成的目標，並訂出系統的範圍（要做的及不要做

的），才能讓整個系統開發專案據以執行。回顧前述評鑑申報作業方式與作業

瓶頸的討論，並依據醫策會對此一系統的功能需求，我們將開發醫院評鑑網際

網路申報系統的目標定為「快速、正確、系統化地收集醫院所申報的各項評鑑

資料，以供醫策會執行醫院評鑑作業及進行相關研究之用」。 

(二) 系統範圍 

依據上述的系統目標，在目前最方便且最好的三層式系統的架構 

(Kroenke 2000) 之下，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系統範圍將包括使用者端

的瀏覽器、各項申報表單的網頁、資料庫三大部分。而要滿足上述的功能與設

計標準，系統各部分所必須具備的功能和範圍如下： 

瀏覽器（Browser） 

作為醫院操作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使用者介面，瀏覽器必須能正確地執行

伺服器內的各個網頁，並將結果呈現在使用者的螢幕上。以目前最普及的微軟

視窗作業系統來說，自Windows 98開始都已經在作業系統內建瀏覽器，所以

只要醫院使用Windows 98或其後續版本的作業系統，都可以透過操作瀏覽器

來使用網際網路申報系統。因此，系統使用端的開發作業，主要在於確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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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確地安裝了瀏覽器軟體。 

網頁應用伺服器（Web Application Server） 

應用伺服器必須能容納所有的使用者同時連線，執行伺服器端的應用程

式，或對後端的資料庫進行資料更新與查詢等作業。伺服器雖然可以提供多樣

的服務（例如新聞群組、電子佈告欄等），但就網際網路申報系統而言，我們

主要使用伺服器來提供 WWW 的服務，至於伺服器的其他功能並不列入此一

系統的範圍。因此伺服器端的開發作業主要包括撰寫提供各項功能的伺服器端

程式、製作申報表單的網頁兩大部分。 

資料庫伺服器（Database Server） 

根據上述的功能描述，此一資料庫系統的內容就是醫院申請參加醫院評鑑

時所必須填報的各項表單與資料，所提供的功能包括資料的新增、更新與查詢

等。雖然在開發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時所建置的這套資料庫系統並不包

括資料分析或自動化資料處理等複雜的功能，但此一資料庫系統卻是後續發展

其他功能及各種應用的基礎。在這個資料庫所建立的平台之上，醫策會可以根

據業務或研究上的需要，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料庫應用系統。 

(三) 開發客戶端與伺服器端程式 

在提供各種系統功能的應用程式開發方面，我們先針對使用者操作醫院評

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流程進行規劃，再依照此一操作流程，規劃並設計流程

中各個步驟所需使用的系統功能。【圖一】為所規劃的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

系統操作流程圖。以下依照流程的操作順序，分別對各個步驟及所具備的系統

功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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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系統操作流程圖 

登入系統 

當使用者進入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網頁之後，第一個出現的畫面

就是讓使用者輸入帳號與密碼的登入畫面。登入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所

需之帳號與密碼是由醫院向醫策會申請。醫策會審核通過之後，再發給醫院一

組使用者帳號和密碼，主使用者可再視院內人員使用權限，自行設定多組帳號

及密碼。同時，醫策會將根據醫院所申請的評鑑等級和類別，在資料庫中新增

相關的資料記錄，同時資料庫系統依照醫院申報之類別，自動將該類別所必須

填報的空白資料表格內容新增到資料庫中，以方便醫院往後填寫申報的評鑑資

料。 

除了讓使用者輸入帳號與密碼的資料欄位之外，此一畫面還提供了包括醫

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簡介、系統使用說明及系統維護人員的聯絡方式等

相關資訊。在此一步驟中所應提供的系統功能包括資料格式驗證與密碼驗證。

資料格式驗證的功能是利用客戶端的應用程式，對使用者所輸入的帳號與密碼

等資訊，進行即時的驗證，以確保帳號與密碼兩個欄位都有填寫資料，且符合

系統設定的資料格式。 

密碼驗證則是在使用者所輸入的資料通過資料格式驗證之後，將使用者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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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資料傳送至應用伺服器，由伺服器端的應用程式對後端的資料庫進行資料

查核與比對，以驗證帳號與密碼的正確性。當使用者輸入的帳號與密碼都正確

時，則由伺服器端程式修改使用者的狀態為「已通過密碼驗證」，紀錄使用者

是以哪個帳號登入，並將使用者導向系統的操作畫面，完成系統登入的程序。

如果密碼驗證失敗（密碼不符、帳號不存在等狀況）的話，則由伺服器端程式

將使用者導向顯示錯誤訊息的網頁，並提示使用者重新輸入帳號與密碼。 

選擇系統功能 

當使用者通過密碼驗證，完成系統登入程序之後，將被伺服器端程式導向

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首頁。此時使用者可以依其所要執行的作業，選

擇不同的系統功能。在此一系統中，我們依據使用者需求分析的結果，規劃了

輸入或更新申報資料、查詢已申報資料、列印申報結果，以及登出系統等四項

功能。以下將依功能別，逐項進行說明。 

輸入或更新申報資料 

因為資料庫系統會依照醫院申報之類別，自動將該類別所必須填報的空白

資料表格內容新增到資料庫中。因此在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中，醫院初

次填寫資料與後續的資料更新事實上為同一種功能。兩者在程式的撰寫和執行

流程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們將這兩種作業視為相同，並以相同的伺服器端

程式來提供此項功能。 

在這個功能別，有以下三個主要的作業。 1. 使用者選取要輸入或更新資

料的資料申報表單網頁之後，由伺服器端程式根據該網頁的資料欄位與使用者

登入的帳號，向後端的資料庫進行查詢。伺服器端程式在取得資料庫所篩選出

的紀錄之後，將各筆記錄依序填入對應的資料欄位，並將網頁傳送到客戶端的

瀏覽器。 2. 當使用者完成資料的輸入或更新作業之後，啟動資料傳送功能將

資料欄位的內容傳送回伺服器，由負責資料處理的伺服器端程式將資料內容逐

一寫回資料庫中。 3. 完成資料寫入作業之後，伺服器端程式便將使用者導向

更新成功的網頁，提示使用者資料已更新成功，並等待使用者進行後續的作業。 

查詢已申報資料 

當使用者要查詢已申報的資料時，由於不需要更新資料庫裡的紀錄，此項

功能的執行程序等同資料輸入與更新功能中的第 1個步驟。 

列印申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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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完成所有資料欄位內容的填寫，並查核無誤之後，就可以由醫策

會或醫院自行將所申報的資料表單列印成書面資料，以供後續的醫院評鑑作業

使用。基本上，列印的功能與查詢的功能十分類似，差別在於使用者執行查詢

功能時，是依照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內的申報資料網頁（依大題製作）

逐一查看；而執行列印功能時，必須依照組別輸出資料表單。因此，列印功能

就是將製作網頁時分割的各組資料表單重新合併，其執行程序與資料查詢的功

能。 

使用者選取要列印的資料申報組別之後，由伺服器端程式根據該組別的資

料欄位與使用者登入的帳號，向後端的資料庫進行查詢。伺服器端程式在取得

資料庫所篩選出的紀錄之後，將各筆記錄依序填入對應的資料欄位，並將該組

別的網頁傳送到客戶端的瀏覽器，供使用者列印。 

登出系統 

當使用者完成所需執行的作業或決定暫停操作此一系統時，為了資料保密

與系統安全的考量，使用者應執行登出系統的功能，以確保其他人員不會在使

用者不知情的狀況下擅自操作此一系統或更動資料欄位的內容。 

當使用者按下登出系統的連結時，系統將出現提示，詢問使用者是否要結

束目前的作業並登出系統。當使用者確定要登出此一系統之後，伺服器端程式

將清除使用者的狀態與相關紀錄，將使用者導向系統登入畫面，完成登出的程

序。 

(四) 使用者介面設計與建置 

對資訊系統的使用者來說，系統的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或稱為操

作介面），就是系統的全部；除此之外，其他諸如資料庫架構、程式的執行程

序等系統賴以維持正常運作的因素，對使用者而言，可說是不具意義的。因此，

如何建立一個完善的的使用者介面，讓使用者需要學習操作的時間，以及執行

系統功能所花費的時間最小化，是此一系統開發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課題。所

以，在建立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時，我們以「容易學習」與「容易使用」

這兩項目標作為設計使用者介面時的準繩。 

有鑒於目前個人電腦相當普及，絕大多數的使用者都有操作個人電腦的經

驗，因此，我們採用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檔案總管」的階層式樹狀選單來呈

現複雜的評鑑申報資料表單，供使用者對申報網頁進行各種操作。醫院評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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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申報系統內為數眾多的網頁就如同磁碟內的眾多檔案，每個評鑑組別就

好比是一個資料夾。因此，在兼顧檔案結構與易學易用的特性之下，我們決定

採用類似「檔案總管」的樹狀結構選單。 

此一樹狀選單所必須具備的功能包括：1）依據資料庫裡的紀錄，顯示結

構正確完整的樹狀選單；2）隨時根據使用者的點選位置，開啟或摺疊選單。

為了建構完整的使用者介面，我們利用框架（Frameset）網頁將樹狀選單與申

報表單網頁結合，再加上切換各項系統功能的功能選擇列。 

此一框架將瀏覽器的畫面分割為三個部分，如【圖二】所示，A部分稱為

上框架，並不會隨使用者的操作而改變顯示內容，主要是用來提供各種系統功

能的選擇（例如：登出系統）。B 部分是用來放置樹狀選單的左框架，依照使

用者所點選的申報表單網頁連結，將對應的網頁內容顯示於 C部分。 

(A) 功能選擇列
(B

) 樹
狀

選
單

(C) 申報表單網頁

 

【圖二】 網頁框架圖 

三、系統測試與評估 

在完成系統建置後，在上線前我們針對此一系統進行一連串的系統測試，

並進行初步的系統評估作業，以驗證系統開發的成果。 

(一) 系統測試 

由於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是採用三層式的系統架構進行開發，因此

由系統的各個部分分別負責不同階段的資料處理作業，所採用的資料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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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相同。舉例來說，在使用者端所執行的客戶端程式是採用即時性的資料處

理方式，當使用者輸入資料之後，立刻啟動程式對資料內容進行驗證作業；而

當使用者完成資料輸入，並將資料傳送至伺服器之後，系統將啟動伺服器端的

應用程式，以批次處理的方式，將資料逐筆寫回資料庫。整個醫院評鑑網際網

路申報系統的各項系統功能與資料處理方式，就是以結合即時處理與批次處理

的方式來進行。因此，透過「即時處理與批次處理合併測試」的測試方法，我

們可以得知此一系統整體的資料處理功能是否確實正常運作。 

在進行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開發的初始階段，我們設定了系統目標

並據以擬定了各項系統設計標準。藉由比較系統的各項參數與設計標準的差

異，便可以衡量系統開發目標的完成度。在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設計

標準中，有多項與系統的性能參數相關，因此必須透過「系統性能測試」以獲

取相關的數據，做為系統評估之用。 

在整個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運作過程中，網路是連接此一系統的

使用者、伺服器與資料庫管理系統的重要橋樑。系統內的各個客戶端與伺服器

端程式也是藉由網路，才能由三層式系統架構中的各個部分獲取所需的資訊，

並據以執行各項系統功能。如果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缺乏網路的支援，

則系統勢必無法正常的運作。因此，在執行系統測試作業時，網路連線測試是

整個測試作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為執行上述的測試，我們採取模擬資料輸入的方式來進行，並在模擬輸入

的過程中紀錄各項系統參數，以供後續系統評估之用。在模擬資料輸入的過程

中，我們不但可以得知即時處理與批次處理合併作業的情況、網路連線的狀

況，並能取得諸如網頁傳輸時間、系統處理時間與資料正確性等系統指標。 

我們所採取的測試方式是發給測試人員一份區域醫院所申報的書面資料

表單，在進行簡短的系統操作說明之後，由測試人員開始將書面表單中所有資

料欄位的內容輸入到申報表單網頁中對應的資料欄位。 

在輸入資料的過程中，測試人員先故意輸入與該資料欄位格式不符的資

料。例如，在數字格式的欄位裡輸入文字。藉以測試即時資料格式驗證的功能

是否能偵測出錯誤，並顯示正確的訊息以協助資料更正。也就是說，資料驗證

功能不僅要偵測出錯誤，還必須判斷錯誤的類型，例如上述在數字格式欄位裡

輸入文字的錯誤，便與在數字格式欄位裡輸入超過欄位數值範圍的錯誤情況不

同。資料驗證功能必須依據不同的錯誤類型，分別顯示「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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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請輸入 0 – 100的數字」等訊息。 

測試人員完成一個網頁中所有欄位資料的輸入之後，便啟動傳送功能將欄

位資料送往伺服器，由伺服器端程式以批次處理的方式將欄位的資料寫入資料

庫。透過資料庫管理系統回覆給伺服器端程式的訊息，伺服器端程式將不同的

資料更新結果顯示在使用者端的瀏覽器畫面上，測試人員再據以判別資料是否

正確地儲存到資料庫裡，並將此一結果加以紀錄。當測試人員完成整份資料表

單的輸入作業之後，再利用系統所提供的資料查詢功能，比對資料庫的紀錄與

書面資料表單的差異，藉以獲得系統在資料正確方面的性能指標。 

其次，在系統性能測試方面，依據前述有關系統功能的說明，我們將「系

統處理時間」定義為自網頁伺服器接收到客戶端的要求（request）開始，到產

生客戶端所要求的 HTML 網頁為止。此一過程中包括了執行伺服器端程式以

驗證使用者是否已經通過系統登入程序，接著按照使用者所要求的表單網頁等

相關資訊向後端資料庫進行資料查詢，再將查詢結果自動填入申報表單網頁中

對應的資料欄位，並轉換為 HTML 網頁等步驟。而「網頁傳輸時間」則是自

網頁伺服器完成使用者所要求 HTML網頁之後開始，一直到此一 HTML網頁

完全傳送至客戶端瀏覽器為止。我們在申報表單網頁中嵌入相關的客戶端與伺

服器端程式，以紀錄網頁傳輸時間與系統處理時間等數據。 

另一方面，根據系統功能的設計方式，「資料輸入與更新」功能和「資料

查詢」功能的差異在於後者無法啟動更新資料庫的伺服器端程式，所以僅能查

閱資料庫的紀錄而不能更新資料庫的紀錄。因此，不論使用者是執行「資料輸

入與更新」功能或「資料查詢」功能，當測試條件完全相同時，兩者所獲得的

「網頁傳輸時間」與「系統處理時間」等數據應該是一致的。因此，為了比較

不同的網路連線狀況對網頁傳輸時間的影響，我們分別採用不同的網路連線方

式進行「資料輸入與更新」和「資料查詢」的測試，以獲得不同連線狀況下網

頁傳輸時間的數據。 

測試環境 

在進行系統測試時，資料庫管理系統與網頁伺服器分別架構於不同電腦

上，兩者之間則透過 100Mbps區域網路連結。客戶端則分別以 100Mbps區域

網路和 56Kbps數據機連線的方式，連結至網頁伺服器：當測試人員進行資料

輸入時，以區域網路連線的方式來操作系統。當整份資料表單輸入完畢，測試

人員改用數據機連線的方式，連結至系統進行資料正確性的查核。資料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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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頁伺服器、客戶端的測試平台與網路環境如【表 2】所示： 

【表 2】系統測試環境 

 資料庫管理系統 網頁伺服器 客戶端 

中
央
處
理
器 

Intel Pentium III 
800 MHz 

AMD Duron 
800 MHz 

Intel Pentium III 
500 MHz 

記
憶
體 

512 MB 512 MB 256 MB 

硬
碟 40 GB 40 GB 40 GB 

網
路
卡
/
數
據
機 

3COM 10/100 Intel 10/100 Intel 10/100 

作
業
系
統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連
線
方
式 

網頁伺服器： 
100Mbps區域網路 
 

資料庫管理系統： 
100Mbps 區域網路 
客戶端： 
100Mbps 區域網路 
56Kbps 數據機撥接 

網頁伺服器： 
100Mbps 區域網路 
56Kbps 數據機撥接 

 

測試結果 

在即時處理與批次處理合併測試方面的結果，可分別由即時處理、批次處

理兩方面的結果來加以探討。首先，在即時資料處理方面，當測試人員輸入與

該欄位所設定格式不符的資料時，資料格式驗證的功能都能即時正常地發揮作

用，且立刻顯示正確的對應訊息以提醒使用者進行資料更正。而在批次資料處

理方面，絕大多數的申報表單網頁在測試人員送出資料之後，都得到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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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結果，僅有少數申報表單網頁發生資料更新失敗的情形。在對這些發生

資料更新失敗狀況的網頁及網頁中的資料欄位內容進行分析之後發現，當資料

的內容具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會導致該欄位的資料無法正確地寫入資料庫，導

致資料更新失敗的結果。 

1. 字數過多：在規劃資料庫時，為管理資料庫的總資料容量我們將儲存

資料內容的欄位寬度設定為 30個字元。但在考量申報醫院需求及資料庫管理

系統所能提供的資料儲存空間之後，我們將此一限制放寬至 60個字元。經過

此項修正之後，就不再有因為字數過多而導致資料更新異常的現象。 

2. 資料內容含有特殊符號：另一個導致資料更新失敗的原因是資料內容

含有某些特殊符號，例如「'」、「%」、「$」等。因為資料更新的過程，是由伺

服器端程式在收到使用者所傳送來的資料後，將各個資料欄位的內容轉換為資

料庫查詢語言（SQL）的指令，再由資料庫管理系統執行此一指令，以批次處

理的方式將資料寫入資料庫中。而上述的符號在資料庫查詢語言裡，分別代表

了不同的特殊意義與功能，因此，將這些含有特殊符號的資料直接轉換為更新

資料庫的指令之後，將導致此一資料庫更新指令裡參雜了特殊功能符號，並在

資料庫管理系統執行時發生錯誤。 

有兩種方式可以解決此種資料更新的問題，一是在醫院輸入上述符號時，

透過即時的資料格式驗證功能，提醒使用者不要使用這些符號；另外則是在伺

服器端程式進行指令的轉換前，先對資料內容進行檢查，當發現資料含有特殊

符號時，就在這些特殊符號之前加入跳脫字元，使資料庫管理系統在執行伺服

器端程式所轉換的指令時，忽略這些符號所代表的特殊意義與功能，純粹將這

些符號視為文字，直接寫入資料庫中。 

在考量某些資料欄位的內容必須包含上述的特殊符號，例如疾病名稱的欄

位裡經常使用到「'」符號，因此，我們採取第二種做法，在伺服器端程式裡

加入資料檢查的功能。 

經過上述的修正之後，所有的申報表單網頁都能順利完成資料批次處理的

測試。因此，所有的申報表單網頁都通過即時處理與批次處理的合併測試，醫

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各項系統功能都可以正常地運作。 

在網路連線測試方面的結果，依據測試人員執行資料輸入與資料查詢的結

果，不論是透過區域網路（資料輸入）或是數據機連線（資料查詢），使用者

都可以正確地連線至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並進行各種系統功能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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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另一方面，網頁伺服器與資料庫管理系統之間的連線運作也完全正常，不

論使用者透過區域網路或數據機連線，都可以順利查詢及更新資料庫裡的資

料。 

在「資料處理時間」方面，由於撰寫紀錄時間的應用程式所使用的程式語

言僅提供至紀錄毫秒（milliseconds，千分之一秒）時間變化的函式，所有低

於一毫秒的時間變化都無法偵測。而在進行模擬資料輸入與資料查詢的測試過

程中，所有網頁的資料處理時間都低於一毫秒，因此單一網頁的「資料處理時

間」並無法計算。另一方面，「網頁傳輸時間」依據連線方式的不同，其數值

如【表 3】所示。由【表 3】的數值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兩種連線方式在「網頁

傳輸時間」方面的差距。 

【表 3】不同連線方式下，平均資料處理時間與網頁傳輸時間比較表 

 區域網路連線 數據機撥號連線

平均網頁傳輸時間 
（單位：毫秒） 

215 2863 

平均資料處理時間 
（單位：毫秒） 

< 1 < 1 

 

(二) 系統評估 

在分析使用者的需求之後，我們擬定了此一系統的開發目標，並據以訂定

了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系統設計標準。而在完成系統的建置作業之

後，我們對系統進行了各項測試，並紀錄各項功能的執行狀況與數據。藉由比

較測試數據和設計標準的差距，就可以推估出系統開發目標的達成度。在此一

系統的四項設計標準（快速、正確、系統化收集資料、使用者數量）中，除「系

統化收集」一項無法量化之外，其他各項設計標準都有設定數量化的設計標

準。以下將分別依據「快速」、「正確」、「系統化收集資料」等三項設計標準與

測試數據的比較結果，進行系統開發目標達成度的評估。 

快速 

系統測試過程中所收集的數據資料顯示，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處理

每個申報表單網頁所需的時間，都小於程式所能捕捉到的 1毫秒。而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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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方式之下，每個網頁平均的傳輸時間分別為 215毫秒與 2863毫秒。

將上述兩項時間加總，即為扣除使用者的要求（request）傳送到網頁伺服器所

需的時間之後的使用者等待時間。 

不論使用者採用何種連線方式，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都能達成設計

標準的要求，將使用者的等待時間控制在 5秒之內。比較兩種不同連線方式所

需的時間，當使用者端的瀏覽器與網頁伺服器之間的連線頻寬愈大時，使用者

所需的等待時間將可以大幅的縮短。雖然使用者端與網頁伺服器之間的連線頻

寬並不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但是在日後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正式

上線時，僅可能加大網頁伺服器對外的連線頻寬，將可以有效地縮短使用者的

等待時間。 

正確 

根據系統設計標準對於正確性的定義，我們可以分別由消極的正確性與積

極的正確性兩方面來評估此一系統的表現。首先，在消極的正確性方面，根據

模擬資料輸入與資料查詢測試的結果可以得知，所有資料欄位的內容都可以正

確無誤地紀錄至資料庫中，並於資料查詢時顯示於正確的欄位。這項結果顯示

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不僅可以正確地紀錄醫院所填報的資料，並且可以

在醫院進行資料查核時，正確地顯示醫院所輸入的資料。因此，在消極的正確

性方面，此一系統完全符合設計標準。 

而在積極的正確性方面，根據測試人員回報的結果，各個欄位的即時資料

格式驗證功能都可以正確地偵測出資料格式所發生的錯誤，並顯示對應的提示

以協助使用者更正，在確保資料的正確性方面，提供了主動而完善的協助。日

後若能針對各個資料欄位的格式加以更嚴謹的定義和規範，即時資料格式驗證

將更能發揮守門員的作用，積極地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系統化收集資料 

根據測試的結果，測試人員可以利用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所提供的

樹狀選單介面，快速地找尋到要輸入資料的申報表單網頁，而且因為申報表單

網頁中各個資料欄位的配置是依據書面的申報表單所製作，所以測試人員也可

以快速地找到要輸入資料的欄位。而在進行後續的資料查詢測試時，測試人員

也能以系統所提供的樹狀選單介面，方便地進行資料查詢和比對的作業。 

透過樹狀選單介面的協助，使用者將不會迷失在眾多的申報表單網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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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以快速且系統化的方式完成醫院評鑑資料的申報作業。 

肆、對於評鑑資料申報作業的影響 

在這一章節裡，我們針對此一系統對現行的評鑑資料申報方式可能造成的

影響及其預期的效益，分別由「申報作業網際網路化」、「提高申報資料的正確

性」、「作為資料分析作業執行的基礎」等三方面，加以探討。 

申報作業網際網路化 

在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正式上線運作之後，全國參加醫院評鑑的五

百餘家醫院，都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填報評鑑資料的作業，也就是所謂的「申

報作業網際網路化」。不僅醫策會可以將過去無法利用的書面資料轉換為易於

處理電子資料，以進行各種資料分析。各家醫院也可以利用醫院評鑑網際網路

申報系統易於使用的特性，透過幾乎每台個人電腦都有安裝的瀏覽器軟體，由

資料來源快速地進行申報資料的輸入、更新與查詢。例如護理組的人力配置

表，便由護理部門的負責人員填報；檢驗組的作業量統計就由檢驗部門的相關

人員填寫，也就是以「就源輸入」的方式，減少評鑑資料的收集與申報作業所

需的各項人力與物力。 

提高申報資料的正確性 

透過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中即時資料格式驗證功能的協助，醫院所

申報各項資料的正確性將大幅提高。除了可以提供評鑑委員更正確的資料以作

為實地評鑑的參考之外，提高資料的正確性之後，更可以確保以這些資料所進

行的後續資料分析結果具有可信度。 

作為資料分析作業執行的基礎 

當醫院所填報的各種評鑑資料，有系統地儲存到預先規劃完成的資料庫系

統之後，醫策會便可以利用各種工具（如統計軟體）對這些資料進行更深入且

快速的分析與研究。使用者不但可以根據所要探討的主題，設定各項準則來對

資料庫裡的紀錄進行篩選，再透過電腦強大的運算能力來進行各種計算；也能

針對某些特定研究目的進行長期的資料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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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後續的資料分析與處理作業在尚未建立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

之前，可能因為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而無法進行。但是透過醫院評鑑網

際網路申報系統的協助，不僅可以快速且正確地達成收集醫院申報資料的作

業，也使得這些原本不可能達成的資料分析作業有了執行的可能。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對資訊系統開發模式的探討、資訊系統開發的實作及系統的測試與評

估，初步驗證了本研究所設計開發的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確實能符合評

鑑資料申報作業的需要，達成以快速、正確、系統化的方式來收集醫院所填報

各項資料的系統開發目標。此外，透過系統架構所具備的高度彈性與擴充性，

將能滿足醫策會未來進行各項申報資料表單的修改或合理化作業的需要。 

本研究分析目前醫院評鑑申報資料處理方式的困境，在評估醫策會的作業

需求與現行的各項資訊技術之後，決定採用三層式的系統架構設計，將網際網

路技術與資料庫結合，以協助醫策會改善醫院評鑑資料的收集作業。根據此一

目的，我們擬定了系統的開發目標，。在三層式的系統架構之下，以瀏覽器為

操作系統的工具，網頁為使用者介面，透過 HTML 網頁與各個客戶端程式、

伺服器端程式與資料庫的結合，提供系統所需的各項功能。 

由於醫院申請參加評鑑時所需申報的資料表單數量眾多，將書面的申報表

單製作成申報表單網頁之後，申報表單網頁的數量也十分驚人。為了協助醫院

快速、方便地完成各個申報表單網頁的填寫，本研究依據易學易用的設計原

則，規劃並設計樹狀選單形式的使用者介面，協助使用者可以在眾多組別的不

同申報表單網頁中穿梭，完成各種資料輸入、更新、查詢與列印的作業。 

此外，為了減輕日後維護與更新申報表單網頁的作業負擔，本研究在製作

申報表單網頁時，將負責資料處理的伺服器端程式、資料格式驗證的客戶端程

式以及設定版面配置的串接樣式表等部份與網頁內容分離，並採用外部資料匯

入的方式與 HTML網頁結合。因此，當申報資料表單要改變版面編排方式時，

僅需針對變動的串接樣式表加以修正，就能將變更套用至所有匯入該串接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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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申報表單網頁。相關的伺服器端與客戶端程式也能用相同的方式加以更新

和維護。 

本研究在完成系統建置的相關作業之後，以模擬資料輸入的方式，測試系

統各個功能的運作情形與收集系統性能的數據。經由比較系統測試結果與系統

設計標準的差異之後證實，採用三層式架構所建置的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

統，不僅各項功能都可以正常運作，對於各項系統設計標準（快速、正確、系

統化）也具有相當高的達成度。 

透過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建置與測試，本研究初步驗證了資訊科

技在處理數量龐大、複雜多變的醫院申報資料方面所能發揮的功用。以此一系

統為基礎，醫策會日後將可以開發各項後續的資料分析與處理等功能，藉由資

訊科技的廣泛應用，協助醫策會以更快速、正確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處理與應

用，進一步協助醫策會達成改善醫院評鑑作業的目標。 

二、建議 

本研究建置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醫策會改善

對於醫院申報資料的收集與處理方式。在完成各個系統開發階段的作業並進行

測試與評估之後，此一系統已達成本研究所擬定的開發目標。 

然而，醫院評鑑網際網路申報系統雖然能以快速、正確、系統化的方式收

集醫院所申報的各項資料，但是對於醫院申報資料的內容是否能達到百分之百

正確，以作為進行實地評鑑的參考，甚至具備研究分析的價值等問題並無法提

供任何的協助。醫院申報資料是否正確且具備研究分析的價值，主要取決於申

報表單所收集的資料內容，然而現行資料表單的內容主要根據評鑑標準，經由

評鑑委員設計規劃而得。其內容不僅時有重複，甚至其格式、計算及表單編排

方式也不一，不僅造成資料填寫申報人員混淆，對系統化資料處理亦是極大挑

戰。建議評鑑主管機關能就資料表單設計與規劃建立系統性的原則，統一表單

之編排方式、語句及計算方式。 

此外，在系統測試階段與評鑑主辦單位及測試醫院溝通的過程發現，相關

人員欲藉由資訊科技協助減輕工作負擔，提昇工作效率之期望非常殷切。然

而，研究小組人員亦發現，多數人誤認為資訊化僅是將現行紙上作業電子化，

並未充分運用資訊科技之特性與潛能，重新檢討作業流程與資源配置，殊為可

惜。建議衛生主管機關在提倡醫療資訊化的同時，也能提升相關作業人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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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的認知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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