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Ｅ點就通 線上健康諮詢

COVID-19疫情持續肆虐，在各國醫療量能不

穩定的情形下，造成許多僑胞於海外就醫困難重

重。衛福部與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及僑務委

員會合作辦理「緊急醫療創新服務模式先驅研究

計畫」，透過緊急醫療諮詢平臺與醫學中心攜手

合作，由急診專科醫師提供海外僑民 24小時線

上健康諮詢及視訊服務。

文字撰寫／林怡慧 
資料提供／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完備醫療量能

為遠距健康諮詢打下基礎

面對COVID-19疫情，臺灣拿出防疫視同作戰

的精神，無論是口罩政策、邊境管制、檢疫隔離

或是社交距離等各項防疫措施，皆以超前部署

的積極作為，為臺灣築起社會安全防護網，不

僅交出一張亮眼的防疫成績單，也成為全球防

疫典範。

跨越國界疫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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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月 30日，WHO正式宣布COVID-19

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個蔓延

到全世界的世紀病毒，導致同年 3、4月期間，

許多僑胞與留學生大量回臺，讓居家檢疫人數一

度高達數萬人。居家檢疫及隔離能有效防堵疫情

擴散，卻也造成某些不便，例如就醫。衛福部於

疫情期間，試辦於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讓

居家檢疫及隔離的民眾可利用通訊的方式，經

由線上醫師諮詢為需立即就醫者後，由衛生局

協助前往醫院，降低自身及他人感染的風險，避

免病人集中的急診室成為疫情散播地。

根據統計，2019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計 73.9

萬人，海外僑民人數超過 200萬人，臺灣全球

留學總人數約 7.1萬人，然而此時，各國紛紛採

取邊境管制以及出入境檢疫隔離等措施，許多

國家的醫療量能更瀕臨崩潰，對滯留海外的僑

民、留學生而言，管制越嚴格，返臺就醫之路將

變得難上加難。為維持國內醫療量能並同時照

顧海外僑民，衛福部與僑務委員會及臺灣急診

醫學會合作，結合通訊科技與醫療專業團隊，

推出「海外僑民免費防疫線上健康諮詢」，利用

遠距視訊與線上醫師專業建議，為有需求的僑

民提供緊急醫療諮詢服務。

臺灣防疫走向世界

臺灣擁有良好的醫療品質與醫療可近性，許多

旅居海外的僑民或留學生，囿於當地醫療制

度、醫療水準等原因，多選擇返國就醫。然而因

疫情影響，僑民不僅返臺不易，就連在當地身

體不適也不便前往醫院就診。利用網路科技建

構的「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

衛生福利部、僑務委員會、台灣急診醫學會攜手合作，打造海外僑民貼心防疫健康諮詢協助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線上健康諮詢

服務對象 具有僑胞卡之海外僑民

防疫期間:免費 

危及生命之狀況，應立即連絡當地緊急醫療救護系統或立即送至醫院就醫

防疫期間: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若有延長另行公告
(2020年9月期間由僑委會邀請指定對象上線試用)

四大醫學中心急診專科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臺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

收費標準

服務內容 24小時健康諮詢

中文。文字檔可用英文諮詢語言

服務時間

醫師背景

注意事項

操作步驟 掃描 QR Code 1 註冊帳號與驗證 2 登入諮詢與回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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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將臺灣優質的醫療服務，傳遞到世界各角

落的僑民，證實臺灣於防疫時，除穩定國內疫

情，亦能推展至國外，提供海外僑民實質的醫

療協助。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詢」

的專業醫療團隊，由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以及奇

美醫院等醫學中心的急診專科醫師所組成，以

一天三班、每一班兩線急診專科醫師醫師加一

位專科護理師，超過 100多位醫療人員參與的

編制，提供持有僑胞卡的海外僑民，可以 24小

時透過平臺與臺灣專業醫師面對面接受諮詢，

適時解決就醫困難的問題

感受到臺灣對僑民醫療的關心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詢」操

作簡單，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簡稱指揮中

心）所指定的時間內，持有僑胞卡的海外僑胞，

只要下載「健康益友」APP，接著進行帳號註冊

以及驗證僑胞卡等步驟，就能登入諮詢。簡單 3

個步驟，即可享有 24小時線上健康諮詢及視訊

服務。「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

詢」自 2020年 8月起至 2021年 1月 31日止，

共有 42個國家總計 1,116人申請註冊，線上諮詢

已達 310人次。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詢」

所參與使用的僑胞樂於分享心得，其中聖地牙哥

僑胞謝先生表示，在美國和醫師約診後，通常要

一、兩週才能看診，透過平臺進行線上諮詢，得

到醫師給予專業意見，即時解決因身體不適所出

現的相關疑問，對於是否需要就醫，也提供相當

專業的建議，現在手機裡有APP連結到平臺，

讓自己所面臨的健康以及疾病相關問題，可以得

到醫師專業的建議與解答，感受到臺灣對他們

的關心。

鬆綁法規 逐步推動遠距醫療計畫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急醫療線上諮詢」利

用遠距視訊，結合專業醫師醫療諮詢，讓遠在海

外的僑民獲得健康諮詢服務，成為臺灣防疫的一

個亮點。COVID-19帶起遠距醫療應用的話題，

但事實上，衛福部早在 2018年 5月 11日發布《通

訊診察治療辦法》，開放 5類可進行通訊診療的

特殊病人，包括健保居家醫療照護計畫病人、家

庭醫師照護計畫病人、急性住院後 3個月內須追

蹤的病人，以及居住於長照機構的長者和國際病

人，有急迫需求者都可以申請遠距醫療。

因應來勢洶洶的COVID-19，政府開始實施居家

檢疫以及居家隔離政策，為照顧這些民眾的就醫

需求，2020年也出現一波法規鬆綁，2月間發

出 2次函釋，讓需要接受醫療處置的居家隔離民

便民的線上醫療諮詢服務，協助海外僑民解決就

醫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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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在確有需求的急迫情形下，放寬條件，納入

遠距診療的對象。

隨著法規鬆綁，衛福部也逐步推動遠距醫療試辦

計畫。2018年在雲林縣辦理「智慧醫療區域聯防

試辦計畫」；2020年起在連江縣、澎湖縣、蘭嶼

鄉、臺東縣綠島鄉、成功鎮及大武鄉、花蓮縣豐

濱鄉、屏東縣恆春鎮等處，舉辦遠距專科會診模

式；2020年 6月於臺東縣共 11個鄉鎮衛生所建

置遠距醫療照護系統，搭配高網速傳輸技術及數

位五官醫療儀器進行遠距視訊診療；2020年 10

月則推動緊急醫療線上諮詢，提供海外僑民緊急

醫療諮詢服務。

遠距醫療模式的未來

不同於 2003年的SARS疫情多集中在亞洲地區，

COVID-19所造成的疫情遍佈全世界，傳播速度

海外僑民免費防疫線上諮詢推廣分佈

Health for All 馬來西亞 35

菲律賓 26

新加坡 3

泰國 22

越南 46

印尼 27

印度 1

緬甸 4

截止 2021年 1月 31日止，
共 1,116人註冊。

巴西 5

瓜地馬拉 10

巴拉圭 10

阿根廷 2

智利 1

哥倫比亞 1

哥斯大黎加 2

多明尼加 2

委內瑞拉 1

墨西哥 4

澳大利亞 135

紐西蘭 30

加拿大 126

美國 437

奈及利亞 2

南非 5

厄瓜多 1

德國 27

英國 46

匈牙利 2

瑞士 3

阿拉伯 2

孟加拉 1

法國 100

挪威 2 

土耳其 6

冰島 1

西班牙 2

斯洛伐克 3

瑞典 2

保加利亞 1

愛爾蘭 8

日本 47

韓國 15

之快、造成的傷亡人數之多，考驗著世界各國的

醫療量能。臺灣在 2003年有了經歷SARS疫情的

經驗後 ，政府與醫療機構便積極建立完善的整備

計畫，以因應隨時可能發生的新興傳染疾病。

這 18年來，科技與醫學快速整合而成的智慧醫

療也大幅成長，成為COVID-19的抗疫利器。在

「緊急醫療創新服務模式先驅研究計畫」下，疫

情期間衛福部推動「海外僑民免費防疫APP緊

急醫療線上諮詢」，在世界各地疫情嚴峻之際，

提供海外僑民實質的醫療協助。傳染病無國界，

在這場戰役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面對該疾

病的挑戰，未來如何建立遠距醫療、國際醫療、

醫療外交整合平臺，透過資源整合提供僑胞、臺

商、國際病人、邦交國不同形態的遠距醫療諮詢

與轉介，甚至導入臺灣醫療遠距監測科技，建立

成全球醫療監測與諮詢中心，或許這就是後疫情

時代醫療模式的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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