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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於 2018年以「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

臺」的構想提案，參加第一屆總統盃黑客松競

賽，在這個強調開放資料創新運用及跨域合作的

競賽中，從全國 104隊的參賽隊伍脫穎而出。衛

福部將夢想化為行動，利用短短一年時間，創新

建立原鄉離島緊急醫療的空中轉診醫療分享決

策模式，在全國原鄉離島共建置 105處，於 2019

年 10月 6日正式啟用。

夜航中失事，衛福部回頭檢視所有空中轉診標

準流程，也全部符合規定，「但是合法並不代表

安全」，蔡淑鳳說，我們不斷重複思索，還有什

麼方法可以做的更好更完善，讓空中緊急後送

更安全。

「我們無法改變天候、地形，但我們能不能改變

就醫及醫療的模式？」從這個想法出發，衛福

部決定配合總統盃黑客松的計畫一起改變，於

是與臺東馬偕醫院、臺北榮總組成的「零時差

隊」，透過電子化會診平臺，改善離島的空中緊

急後送醫療照護機制。

資訊不對等

在地醫師獨自面對後送壓力

因為天候、地形的特殊性，離島地區的醫療服務

以「醫師動，病人不動」及「醫療不中斷」原則，

致力推動以在地醫療為主、空中轉診為輔的政

策，來提升離島地區醫療照護品質。雖然離島的

門診與住院利用狀況，與臺灣本島大同小異，醫

療資源也能因應常見病症所需，但最大的挑戰，

是當急重症發生時能否得到立即性的有效處理。

文／林怡慧

無法改變天候地形

就改變就醫及醫療的模式

會提出「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作為參

與總統盃黑客松競賽的構想，衛福部護理及健

康照護司司長蔡淑鳳直言，2018年發生的那場

蘭嶼空中轉診後送的飛安事件，佔了很大的原

因。為了改善離島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衛福

部從 2002年開始推行空中轉診後送，實施了

16年的空中轉診後送機制，累積了 4000多件經

驗，從沒發生過失誤事件。然而 2018年初，黑

鷹直昇機在執行蘭嶼病患後送勤務時，不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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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空中轉診後送機制，是離島地區居民到

臺灣本島就醫的快速管道，由離島的醫院、衛生

所醫師判斷病患的病情，向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簡稱空審中心）申請後送回臺醫療照護。過往

因為只有在地醫師能夠使用病患的健保卡，串接

到醫療資訊系統，看到病患的病歷資料，而駐守

在空審中心的急重症醫師，雖然掌握了空中轉診

後送的審核決定權，但是因為看不到病患資料，

便會依據在地醫師的評估，優先考量在地醫師的

建議，並以 14個空中救護適應症作為審查的基

本標準做出決定。

蔡淑鳳表示，空中轉診後送機制可分為「送、

審、接」三個面向，當這三方獲得的資訊不對

等，空審中心的醫師無法與在地醫師共同進行

醫療決策，導致在地醫師孤立無援，只能一個人

面對決策壓力。「在地醫師的壓力不僅來自評估

後送與否，病患及家屬因長期對當地醫療資源

的不信任，覺得臺灣本島的醫療資源一定比在

地好，這股來自家屬焦急的壓力，往往也會影響

在地醫師的決定。」

提高醫療決策的精確度

降低夜航風險

對飛航團隊來說，最大的風險是天候不良與夜

間的飛行。根據衛福部統計，空中轉診後送每年

平均有 200-300件，其中夜航勤務的比例高達 4

成，而夜航的飛安風險，是白天飛航的 3倍。蔡

淑鳳進一步說明，在衛福部的監測追蹤下，發

現從離島後送到臺灣治療的病患，3天後死亡

或出院的患者，佔了後送件數的 20%。「醫療決

策是否能有更精準的判斷，醫療照護需求是否

有預警機制，提前白天後送，進而降低夜航風

險，讓空中轉診後送比例下降，都是我們從實

證資料想要進一步改善的議題。」

為此，衛福部決定打造一套空中轉診後送新平臺，

透過資料開放、法規鬆綁與科技運用，讓在地醫療

機構、空審中心、責任後送醫院，都能在資料透明

且即時同步的前提下，讓三方醫師共享決策，也讓

病患家屬能多方參與，進而提高醫病信任關係，建

立更佳化的空中轉診後送機制。

有效率的申請流程

空中轉診後送決策多重把關

「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的運作機制，是

透過導入多方資訊影像會診，建立醫病共享決

策。過去空中轉診的申請流程，主要依靠手寫表

單，需要人工填寫表單上的 140個欄位、傳真 5

張表單、人工撥打 8通以上的聯絡電話，來回至

少需要 20-40分鐘時間，才能完成後送申請審核

的流程。然而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啟用

後，申請表單電子化，申請流程約 75%的欄位

可自動帶入電子表單，申請及審核流程可縮短

為 5-10分鐘完成，有效提升行政效率。

蘭嶼鄉衛生所醫師朱士岳表示，「空中轉診後送遠

距會診平臺啟用後，增加了與空審中心的醫師視

訊即時討論的機會，共同參與空中轉診後送的決

策，進行雙重把關，降低夜航及不必要轉診的風

－原鄉離島不孤，無限支援就醫零時差－

空中轉診後送遠距

會診平臺

介紹影片線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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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除了將申請表單電子化，介接健保署健保醫

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衛福部資訊處電子病歷交

換中心資料，提供多方醫療資訊給「送、審、接」

三方醫師進行診療決策及空中轉診需求評估，也

是空中轉診後送再精進的目標之一。

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的建置，不僅在原

黑客松提案的全國離島地區實踐，更拓展到全

國原鄉，共建置 105處，並於 2019年 10月正式

啟用，而第一個啟用示範場域，就選在空中轉診

後送飛安事件的痛點－蘭嶼。

解決頻寬與法規難題

打造全新空中轉診後送平臺

以電子化會診平臺再精進空中轉診後送機制，

背後要克服的問題並不簡單。朱士岳認為，離

島地區網路通訊不穩定，視訊系統時好時壞，

是影響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執行效率的

最大原因。「基礎建設沒做好，樓閣蓋得再好

也無用」，為此，衛福部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在數位建設－提升偏鄉衛生所（室）及巡迴

醫療點網路品質計畫之下建置會診平臺，盤點

出 403個可設置的寬頻點，提升網路頻寬達下

行 100Mbps/上行 40Mbps或當地可申請最高速

率，來解決當地頻寬不夠導致傳輸速度不穩、視

訊網路連線品質不佳的問題。

為讓送、審、接三方醫師同步調閱病患的病歷資

料，透過平臺進行遠端視訊會診，必須要開放健

保雲端查詢系統與電子病歷系統才做得到。而

要走到真正的開放資料，並沒有想像中簡單，因

為涉及了《個人資料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

法》、《全民健康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

法》、《醫療法》、《緊急醫療救護法》、《救護直

昇機管理辦法》等，共有 6項法規要鬆綁、要相

容。蔡淑鳳說，「我們被拒絕也不放棄，透過不

斷地溝通協調，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解決所有問

題，讓平臺在 2019年底全部上線。」

推動智慧健康照護

縮短城鄉醫療距離

面對離島醫療資源普遍不足的現象，朱士岳認

為，相較其他離島地區，蘭嶼鄉衛生所的設備、

醫師數量、藥品種類等資源雖然還算齊全，但能

量有限。問朱士岳若能許願，最希望改善的醫療

問題為何，他苦笑著說，「有插管的緊急病患出

現時，真的很希望有個呼吸治療師在場協助調整

呼吸器的參數，但現實是，我也知道這個角色在

離島沒有常態性的需要。」對醫療資源有限的離

島地區而言，無法備齊所有醫療診察所需是無可

否認的事實，因此如何透過科技應用來強化原鄉

離島醫療照護資源，是未來一項重要課題。

衛福部目前除了積極做好網路建設，將全國 403

處原鄉離島衛生所（室）及巡迴醫療點的頻寬速

度升級，也陸續將醫療資訊系統設備汰換更新，

透過健保雲端查詢與電子病歷系統，並強化醫療影

像傳輸、病歷調閱的效率，讓資源更有效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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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醫療診斷品質，強化醫療影像傳輸、病歷

調閱的效率。此外，行之有年的遠距醫療及視訊

會診，改善了離島地區的醫療可近性，加上空中

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的啟用，未來也將持續

推廣將平臺應用在原住民族與離島地區的繼續

教育，運用大數據分析，建立急重症前期的預警

機制，讓醫療資源能更有效被運用。

蔡淑鳳也表示，衛福部在 2018年發布了《通訊

診察治療辦法》，放寬遠距醫療的照護對象與模

特別誌謝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司長　蔡淑鳳

蘭嶼鄉衛生所醫師　朱士岳

式，蘭嶼鄉也在 2020年優先試辦遠距醫療，運用

資通訊科技進行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等遠距

醫療專科服務，提高在地醫療服務量能，未來原

鄉離島也將跟進實施，原鄉離島健康照護一個都

不能少，追求健康平等是衛福部的核心價值。

了解更多

東引鄉衛生所

北竿鄉衛生所

東莒鄉衛生所西莒鄉衛生所

連江縣立醫院

金門醫院

金門縣衛生所

澎湖縣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
澎湖醫院

三總澎湖分院

嘉義縣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南投縣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臺中市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臺中榮民總醫院

苗栗縣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新竹縣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宜蘭縣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桃園市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新北市原住民族
地區衛生所

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空審中心

三軍總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花蓮縣衛生所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馬偕醫院

臺東基督教醫院

綠島鄉衛生所

臺東縣衛生所

屏東縣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

琉球鄉衛生所

義大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長庚醫院

蘭嶼鄉衛生所

建立「空中轉診後送遠距會診平臺」共105處

原鄉衛生所

宜蘭縣 2 處

新北市 1 處

桃園市 2 處

新竹縣 3 處

苗栗縣 3 處

臺中市 2 處

南投縣 3 處

嘉義縣 2 處

高雄市 3 處

屏東縣 9 處

臺東縣 15 處

花蓮縣 13 處

綠島、蘭嶼鄉
由空勤飛機支援。

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由民間駐地航空飛機執行。

空轉後送業務 ：

離島醫療院所

連江縣 5 處

金門縣 5 處

澎湖縣 21 處

臺東縣（綠島、蘭嶼） 2 處

屏東縣（琉球） 1 處

空中轉送區域責任後送醫院（共 12 處）

金門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連江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三軍總醫院

澎湖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綠島、蘭嶼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臺東馬偕紀念醫院 
臺東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離島醫療院所+原鄉衛生所
後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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