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MOHW103-CDC-C-114-00010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務應用研究 

 

年 度/全 程 研 究 報 告 

 

 

 

 

執行機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計畫主持人：黃衍文、劉德明、邱瑞科、邱淑芬、黃純文 

研究人員：張皓怡、洪正峻、林煜傑、李旨雅、張治中、方弘河、

李偉帆、蔡佳儒、鄭文欣、陳詩潔、葉庭宇、洪睿瑤、

葉于華、江佳蓉、薛祖鵬、吳驊洹、許琇雯、楊佳雯 

執行期間：103年 01月 01日 至 103年 12月 31日 

 

＊本研究報告僅供參考，不代表本署意見，如對媒體發布研究成果應事先

徵求本署同意* 



目    錄 

頁   碼 

中文摘要 ............................................................................................................... 1 

英文摘要 ............................................................................................................... 2 

壹、前言 ............................................................................................................... 3 

貳、材料與方法 ................................................................................................... 5 

叁、結果 ............................................................................................................. 25 

肆、討論 ............................................................................................................. 53 

伍、結論與建議 ................................................................................................. 57 

陸、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 60 

柒、參考文獻 ..................................................................................................... 64 

附錄一、月進度討論會議記錄 ......................................................................... 67 

附錄二、每月執行目標與實際執行進度 ......................................................... 89 

附錄三、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 93 

附錄四、計畫成果相關著作 ............................................................................. 95 

附錄五、系統使用者回饋意見 ....................................................................... 153 

附錄六、系統說明文件暨操作手冊 ............................................................... 157 

附錄七、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回覆 ............................................................... 271 

 

 

共 (  278  )頁 



- 1 - 

中文摘要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步，行動通訊設備日漸普及，有許多民眾都已隨

身攜帶智慧型手機，公共衛生部門可以研發手機相關的應用程式，協助疫

情防治和罹病個案管理。本研究之目的是進行疾病監測和疫情防治的行動

通訊設備應用軟體研發，分三個方面進行，包括：(1) 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

報系統，特別是要適用於災後收容所及大型活動疾病監測，(2) 行動通訊協

助都治計畫關懷員之傳染病個案管理、追蹤和結果回報，(3) 透過智慧型手

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並且以圖表的方式呈現。 

本研究以實作的方式開發系統雛形，採用標準的 HTML5 程式語言、

jQuery mobile 和 Highcharts 等軟體開發，可以在各型智慧型手機上透過瀏

覽器執行，目前系統已經完成，其中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已經在英

國的 Glastonbury Festival 和 Reading Festival 與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實際

上線使用，都治計畫行動通訊系統，可以提供關懷員進行居家訪視肺結核

病人的服藥紀錄，傳染病的資料倉儲和歷史資料也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查詢，並且以統計圖表和地圖的方式呈現，相信對於疾病監測和

疫情防治會有幫助。 

 

關鍵詞：行動裝置、疫情防治、疾病通報、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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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mobile devices has allowed healthcare 

systems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and applications in creative way.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is trying to develop smart phone applications for 

assisting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ase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s software for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1) an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suitable for post-disaster shelters or large 

activity events, (2) a mobile software system to assist infectious disease case 

management, tracking, and reporting for DOTS care-givers, and (3) a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for the que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historic data.  

In this study, we implemented the prototyping systems by using HTML 5 

programing language, jQuery mobile and Highcharts software tools. It may be 

carried out in all kinds of smart phone by browser. The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has been used to the Glastonbury Festival and Reading Festival 

in United Kingdom and the Ocean Music Festival in Kungliao, Taiwan. The 

DOTS App system may support the care-givers to record the medications for 

visiting TB patient in their home.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information in the data 

warehousing and historical database can also be queried by using smart phone or 

tablet and presented with statistics charts and maps.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in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public health promotion. 

keywords：Mobile Devic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Statistics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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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染病疫情的發生，往往會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影響國家競

爭力[1]，所以傳染病防治是政府重要的工作之一。近年來，行動通訊設備

發展迅速，智慧型手機也逐漸普及，由於攜帶方便及使用不受時間地點限制

的特性，相信在協助疫情防治上，可以有非常好的應用。首先是在傳染病的

資料收集方面，應用行動通訊裝置可以即時通報疫情相關資訊，特別是在災

後收容所或是因為辦理大型活動而有大量人口聚集的情況下，可能因為缺乏

足夠的醫療資源而爆發傳染性疾病，如果有一套可供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等行動裝置填報疾病及意外傷害的狀況，並將資訊傳輸到網路主機儲存，衛

生主管機關就可以隨時掌控疾病發生的情形並及早因應。對於傳染病罹病的

個案，都治計畫關懷員都必須定期訪視，了解個案服藥及康復的情形，由於

患者分散於全國各地，如果在訪視之前，能夠以行動通訊設備查詢或下載訪

視所需的相關資訊，並且於訪視後立即透過行動通訊設備填報訪視結果，相

信對於基層衛生機關的關懷員會有很大的幫助。疾管署有許多疫情資訊和統

計資料，都已經公布於網路上提供查詢，如果這些資訊也可以提供行動裝置

直接查詢，將可以具備可攜性和即時性等優勢，強化疫情資訊揭露的方式。 

本計畫研發行動通訊軟體，應用於強化疫情資訊的收集和展現，以及協

助傳染病個案的追蹤管理和監測，研究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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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置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形系統，特別要適用於災後收容所及大型

活動疾病監測。 

2.設計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協助傳染病個案管理、追蹤和結果

回報。 

3.研發透過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可以將查詢分析的結果，以

圖表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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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進行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務應用，研究第一步需先收集

行動通訊系統在醫療衛生領域應用的相關文獻。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

動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 APPs)更加受到重視，根據 2011年資訊工業策進

會的調查研究顯示，我國約有 290 萬人持有且使用智慧型手機，而智慧型

手機用戶平均每天使用的行動應用程式中，主題不乏與以健康和醫療為訴求

[2]，而行動 APPs通常也以健康、飲食、體適能等健康的應用為主，真正醫

療比重仍低。根據MobiHealthNews的調查顯示，2012年 4月於蘋果App Store

上，慢性病管理類的行動 APPs 數量僅佔整體的 5.3%，個人健康數據紀錄

(PHR)則僅有 0.9%。另外，在 2013年的消費性電子大展與國際醫療器材大

展，可發現行動醫療 APPs有朝向衍生性服務與搭配穿戴式感測器的應用的

趨勢[3]。藉由行動科技的幫助，我們期望能讓醫療工作者透過適當且安全

的程序，得到所需的資訊並進行溝通，提高工作的效率，同時亦減少壓力負

荷沉重，隨時掌握最新工作的資訊。行動科技另一項優勢為可突破時空的限

制，在讓醫護工作者在知識共享的同時也可作為彼此溝通的管道，而行動醫

療資訊可讓醫療工作者將所需的資料隨身攜帶，並且能夠於病房的臨床應用，

提供安全及正確的資訊。建置行動化醫療的環境，能使資料庫及知識庫同步

並相互連結，提供未來輔助醫療決策時更多的應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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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通訊相關應用迅速增長，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使得醫生和民眾獲

得即時訊息，共同參與改善公共衛生通報[5]。2008 年，大陸在四川大地震

時，中國疾病管制局將手機應用於疾病通報，於六天內募集並發放了將近

500 支手機到 14 個縣的地方衛生機構，經過短時間的訓練，就可以順利的

透過手機將疾病通報到北京[6,7]。2009 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也報導當地

利用公共衛生監測網絡進行數位疾病檢測，以新一代的視覺化工具，可以挖

掘、分類、過濾、呈現即時流病情形，防止疾病擴散及爆發[8]。在坦桑尼

亞的地區，也有利用行動手機收集整理疾病監測及回應的資料，結果於使用

五個月後，通報資料的完整性和即時性由 50%大幅提升至 89%[9]。而在非

洲，肯亞的農村地區也利用手機的簡訊服務，提高了兒童的預防接種率[10]。

另外也有一篇報導，斯里蘭卡也利用行動電話在作為動物傳染病監測的工具

[11]。 

本研究計畫開發三套與疫情防治資訊相關的行動通訊雛型系統，研究流

程圖如圖 1，研究首先進行基本需求分析，而後便進行系統雛型設計與模型

建置，研究過程中，主持人每個月會定期赴疾病管制署進行月進度會議，與

使用者進行需求的討論以及評估系統流程，並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雛型系統

的修改與評估，在雛型系統建置完成後，開始進行系統測試並實際上線使用，

在後續也持續進行系統細部修改與維護，直到使用者對系統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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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雛型法系統開發流程 

以下分別敘述達成研究目標，包含建置三套與疫情防治資訊相關的行動

通訊雛型系統：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

以及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三套雛型系統的開發工具與環境

如表 1 。 

表 1、系統開發工具與環境 

分類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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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Notepad++ 

開發語言 HTML5、jQuery Mobile、C#、PHP 

伺服器環境 
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Microsoft IIS 7/8、

Apache 

測試環境 Google Chrome、iPad mini、ASUS Eee Pad TF101 

資料庫 MS SQL Database 、Web SQL Database 

 

 

圖 2、系統與資料庫交換流程 

系統主要以 HTML5搭配 jQuery Mobile函式庫撰寫而成，前端資料庫

部分則使用瀏覽器所提供的網頁結構化查詢語言資料庫（Web SQL 

Database），後端資料庫則採用微軟所提供的MS SQL。在環境設備中，我們

的後端伺服器採用Windows Server 2008 R2/2012以及Microsoft IIS7/8，前端

則分別以不同裝置（iPad mini、ASUS Eee Pad TF101）及不同作業系統（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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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進行系統實測，系統與資料庫連結之

流程圖如圖2所示，三套系統皆可使用不同的裝置透過Chrome瀏覽器使用，

使用者在記錄資料的過程中，資料會先儲存在瀏覽器中的Web SQL Database，

當系統與後端資料庫進行資料交換時，便會透過網路資訊服務計算技術

(Web Services)以 XML的格式進行資料的傳輸。另外，行動通訊系統的另一

個重要的議題在於資訊安全的部分，因此，研究中三套系統在安全性的部分

皆以訊息摘要演算法第五版（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MD5）的方式加

密，當系統將密碼儲存在瀏覽器中的資料庫亦或傳回Web Services時，皆以

加密過後的密碼儲存或傳輸，以下則分別詳述三套系統的設計架構與系統流

程： 

1. 建置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型系統 

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在架構中分為行動裝置端及伺服器端，

如圖 3所示，系統流程共分為九個階段：(1)病人來到救護站；(2)第一線

檢傷分類人員幫病人做基本資料登錄及初步檢傷分類；(3)第一線檢傷分

類人員將病歷資料上傳至伺服器；(4)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從伺服器下載

病歷資料；(5) 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確認病歷資料已下載至手機(6) 第二

線醫療照護人員可以離開 online 環境操作系統(7)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為

病人進行看診並新增診斷資料，此階段可以離線操作；(8-1)若處在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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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可直接將完整病歷資料上傳至伺服器；(8-2)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可

以將此筆資料暫時儲存在網頁資料庫中以待後續修改或於 online 環境中

再上傳，此階段可以離線操作；(9) 與步驟 8-1同，若處在 online環境可

直接將完整病歷資料上傳至伺服器。 

 

圖 3、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型系統流程圖 

如圖 4 所示，系統分為三個模組，共十一個功能，以下將根據離線

資料記錄、帳戶管理模組、資料管理模組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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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架構圖，共分為三個模組，以及十一個功能 

 離線資料紀錄 

為了達到能夠在任何環境下使用通報系統、解決以往只能在有網

路的狀況下操作的問題，本研究使用 HTML 5提供的離線網頁應用程

式（Offline Web Applications）及Web SQL Database，讓使用者能夠

在離線的狀態下使用此行動網頁。其運作模式主要分為三點：第一，

當行動裝置第一次使用瀏覽器瀏覽的同時，必須處於連線狀態，系統

自動將相關的 HTML 等文件下載至本機快取記憶體，並讀取本機快

取記憶體內的文件；第二，往後於連線狀態時，自動檢查有無更新版

本，如果有則進行更新；第三：於離線狀態時，直接使用本機快取記

憶體中的 HTML 等文件。另外在使用者操作的過程中，使用者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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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欄位資料都會儲存在Web SQL Database中，讓使用者在離線狀態

下依然能夠使用此系統。 

在圖 3中，系統流程第二階段為基本資料之欄位填寫、第七階段

為臨床記錄之欄位填寫。資料欄位的 HTML元素之 CSS樣式表採用

jQuery Mobile，使行動裝置便於操作。 

本模組具有權限登入之功能，設計此功能的用意在於讓使用者在

無網路的情況下，仍然能依照自己所擁有的權限操作系統。在第一次

操作系統時必須處於連線的狀態，系統會將使用者帳戶資料從後端資

料庫取出並寫入Web SQL Database，其中密碼在傳輸前就採取MD5

技術將密碼加密，使用者無法於資料庫中得知他人密碼。目前系統之

使用者共分七種權限，分別是系統管理者、檢傷分類人員、醫師、護

士、藥師、其他。 

此模組還具備在離線狀態下將圖片壓縮的功能，透過檔案應用程

式介面（File API）將載入的圖片於 HTML 5的 Canvas元素進行重新

繪製並轉換成 base64 純文字碼，一方面可達到圖片壓縮的效果，一

方面解決Web SQL Database無法儲存圖片的問題。 

 資料管理模組 

使用者在連線狀態下可使用此模組。行動裝置透過 AJAX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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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伺服器溝通，以 JSON的格式將資料傳輸至伺服器資料庫或由伺服

器資料庫下載至行動裝置的Web SQL Database。對第一線檢傷分類人

員僅開放上傳病人基本資料與檢視並列印完整病歷的權限，對第二線

醫療照護人員開放上傳完整病歷包含病人基本資料及臨床記錄、檢視

並列印完整病歷、下載並修改完整病歷的權限。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

上傳病人基本資料之後，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將其下載至 Web SQL 

Database，此時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可以在離線狀態下進行診斷、編

輯之後再於連線狀態下進行上傳，而在過程中對於需要多次回診的病

患可多次紀錄與填寫，且不會有資料覆蓋的情形發生，資料庫只會再

增加一筆資料，目的是要記錄下載者以及每筆資料的修改紀錄。系統

可根據修改記錄做四種資料的篩選，分別為新病患、診斷中、確診、

待追蹤，方便醫護人員進行病患篩選分類，進而提升作業效率。 

 系統管理者 

系統管理者可針對帳戶進行新增、修改、刪除，其中刪除的部分

不會實際刪除此資料而是採用凍結的方式限制帳戶使用。使用者在連

線狀態下使用本系統時，會自動比對帳戶資料，達成行動裝置端之

Web SQL Database和後端資料庫的同步。 

系統將權限分為七級，分別有系統管理者、檢傷分類人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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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藥師、其他，系統管理者為最高權限並能操作系統任何功能，

也唯有系統管理者能管理使用者帳戶、任務管理與疾病監測；目前醫

師、護士、藥師、其他同屬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有權上傳及下載完

整病歷並進行診斷編輯；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僅具備病人基本資料之

欄位輸入功能。 

系統管理者設有任務管理功能，並具有新增、刪除、修改權限，

能夠針對不同的活動開啟新的任務，使系統資料庫能妥善分類，並針

對所選擇的任務顯示相關資料。系統能夠顯示出圖片報表，針對此次

任務能列出經診斷患者疾病圖表、患者就醫地點圖表、病患離站圖表、

醫護站之病患數量與病患狀態圖表，系統管理者能夠即時查看，病患

患病情形，以及病患就醫情況。 

 

2. 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 

雛型系統在建置前曾多次進行使用者訪談，訪談對象主要以疾病管

制署楊祥麟科長以及疾病管制署資訊部人員與合作廠商為主，訪談的過

程中，除了解目前結核病都治計畫系統運作情形外，並規劃系統運作架

構、前端與後端 Web Services 傳輸的格式與方法以及前端功能頁面需求

等，另一方面也曾與一位都治計畫關懷員進行面對面訪談，訪談內容從

使用者的裝置、網路情況、交通時間以及使用舊系統的習慣等各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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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查，如表 2，透過訪談內容除了能得知目前部分關懷員在使用行動

裝置之頻率與習慣外，也可驗證行動裝置系統的建置對於目前關懷員是

否有其必要性。另外，由於此系統牽涉都治計畫個案以及關懷員之資料，

在資訊安全部分必須更加謹慎，因此，我們共同擬定了資訊安全防護措

施，關懷員在申請帳號時，必須以原系統使用之電子郵件作為帳號，確

保關懷員身分，而此系統所連結之Web Services 及資料庫皆為中介資料

庫，Web Services與資料庫內都未含有個案之真實姓名，皆以部分關懷員

可辨識之資訊顯示，疾病管制署之結核病患資料庫皆透過排程將匿名後

的資訊傳至中介資料庫，再由中介資料庫傳送給此系統，以確保個人資

訊安全。 

表 2、都治關懷員訪談內容 

類別 問題 訪談結果 

裝置類 

本身是否持有行動裝置? 有 

裝置的作業系統? Android 

關懷員持有裝置比例約為? 以新北市中永和地區的關懷員

為例，約有 80%的人數持有 

網路類 

使否有行動網路? 有 

網路連線費用? 約 1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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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動裝置頻率? 約 1-2小時/天 

使用行動裝置瀏覽網頁頻

率? 

約 1小時/天 

交通類 

平均每日前往衛生局交通時

間? 

以新北市中永和地區的關懷員

為例，最近的約耗時 5分鐘，

最遠 30分鐘 

每週前往衛生局次數? 星期一至星期五 

 

 

圖 5、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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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資料儲存在瀏覽器提供的Web SQL Database示意圖 

圖 5 所示即為系統架構圖，系統共分帳號管理、用藥管理以及離線

儲存模組，以下分別介紹這三個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包含使用者註冊、帳號登入、修改密碼以及忘記密

碼四個功能。 

都治計畫關懷員可透過 E-mail 進行帳號註冊及登入，進行帳號

註冊後，伺服器端會發出一封開通帳號的 E-mail 至關懷員註冊帳號

的信箱中，透過信件中的認證碼及認證網頁進行認證後，即可開通帳

號。另外，關懷員也可透過修改密碼的功能進行密碼修改，若當關懷

員忘記密碼時，也可透過系統的忘記密碼功能重新寄送一份新的密碼

至註冊的信箱中。 

 日誌管理模組 

日誌管理模組包含新增都治日誌、檢視修改日誌、上傳都治日誌

以及刪除都治日誌四個功能。當關懷員新增都治日誌時，資料會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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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瀏覽器的Web SQL Database中，如圖 6所示，在資料未上傳前，

關懷員可透過系統的檢視修改與刪除的功能進行日誌資料的編修。 

日誌內容中則有用藥管理、執行方式、服藥日期、服藥方式、地

段預定訪視日、個案合作程度、交付項目、副作用、服藥時段、當日

服藥次數以及備註等多項欄位，此欄位設計架構參考原系統之欄位，

系統欄位設計大多採用下拉式選單以及 Check Box 等點選方式讓關

懷員進行日誌資料填寫，使關懷員操作系統上更容易使用且方便。 

 離線儲存模組 

離線儲存模組提供部分日誌管理的功能，如：新增服藥日誌、修

改都治日誌以及刪除都治日誌三種功能。 

為了提供關懷員在各種環境下都能使用此系統，本研究使用

HTML5提供的 Offline Web Application以及 Google Chrome的Web 

SQL Database，讓使用者在無網路覆蓋的環境下依然能進行日誌的新

增、修改與刪除。在使用離線儲存模組前，系統第一次瀏覽必須處於

連線狀態的環境，系統會自動將相關的文件讀取並儲存至本機快取記

憶體中，往後當關懷員處於無網路的環境下，即可透過離線儲存模組

進行日誌的管理。 

 

3. 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雛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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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傳染病歷史資料早期皆為紙本資料，因此本研究主要需先

整理傳染病歷史資料庫與台灣省衛生處每年出版之台灣省衛生統計要覽，

蒐集有關疾病及預防接種之歷史資料，最後再建置以智慧型手機查詢傳

染病之雛型系統。 

1. 整理並建置歷年傳染病資料庫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包括疾管署現有傳染病歷史資料庫，其包括

西元 1946至今之傳染病資料，本研究使用衛生署定義之具有高度、中

度、低度危害風險的法定傳染病 1-3類，並結合台灣省衛生統計要覽，

自 1946年（民國元年）至 1991年（民國八十年）的傳染病紀錄，將

兩者之歷年傳染病確診病例數與死亡病例數建立於Microsoft Excel試

算表；而預防接種資料主要亦取自台灣省衛生統計要覽，由 1946開始

記載接種傷寒副傷寒疫苗、牛痘疫苗、霍亂疫苗之人數，陸續記載白

喉疫苗、白喉百日咳疫苗、白喉破傷風疫苗、白喉百日咳破傷風疫苗、

德國麻疹疫苗、麻疹、小兒麻痺疫苗、破傷風疫苗、B 型肝炎疫苗、

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日本腦炎 14項疫苗，其資料包括描述歷年預防

接種人數、自 1946年（民國 35年）起每年每地區之接種人數、各項

疫苗每年每劑之接種人數。後在將其資料轉置於MS SQL資料庫中，

故其統計報表最早之疫情資料自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開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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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痢疾、傷寒副傷寒、天花、流行性脊髓炎、白喉、猩紅熱、斑

疹傷寒、狂犬病，預防接種資料則由 1946年陸續增加登錄。而台灣目

前現行例行性疫苗為 B 型肝炎疫苗、卡介苗(BCG)、白喉破傷風非細

胞性百日咳與 b 型嗜血桿菌及小兒痲痺五合一疫苗(DTaP-Hib-IPV)、

水痘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日本腦炎疫苗(JE)、

流感疫苗(Influenza)、A型肝炎疫苗(HepA)[12]。 

2. 建置查詢雛型系統 

在查詢系統的部分我們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利用 Google 

Maps與 Highmaps查訊歷史資料，另一部分是結合 Highcharts與表格

進行查詢結果的呈現。 

首先以 Google Maps實做的方式建置系統，發覺有部分限制，所

以決定繼續以 Highmaps 建置。主要利用 HTML 5、CSS、JavaScript

和 jQuery mobile來建置查詢系統，以及使用 PHP連結資料庫，並以

Google maps API、Google Fusion Tables和Highmaps來建置地圖平台。

資料庫是將民國 35至民國 80年的傳染病紙本歷史資料數位化的資料

庫與 NIDSS上的傳染病統計資料以人工的方式做整理與結合，其中紙

本資料是來自衛生統計要覽，將其掃描後輸入至 Excel 檔，再轉入資

料庫；NIDSS上的資料下載 XML格式電子資料後，轉入資料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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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同的欄位名稱，系統就可供查詢的傳染病資料年份為西元 1946

年到西元 2014年。圖 7為 Google Maps與 Highmaps的系統架構圖。 

由於 Google Maps的使用限制，傳染病資料查詢系統的資料庫必

須存放於 Google Fusion Tables，在 HTML5 的程式中，可以使用

JavaScript呼叫 Google Maps 所提供的 API程式介面，填入 SQL查詢

指令作為參數，就能自動將資料傳送至 Google Fusion Table 中。

Highmaps傳染病資料查詢系統的使用者介面使用可跨平台的 HTML5

撰寫，以 Apache作為後端伺服器，利用 PHP連結後端資料庫，接者

將查詢出的資料回傳至 Highmaps並呈現。 

 

圖 7、Google Maps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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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Highmaps系統架構圖 

 

圖 9、Highcharts系統架構圖 

 Google Maps 

Google Maps採用莫卡托(Mercator)投影，也就是等角圓柱投影。

根據縮放的詳細程度，提供 0~17 縮放等級，其中 0 級縮放最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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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地圖數據還是衛星影像數據都採用了圖像切片技術，將各個縮

放等級的全球數據以 256×256像素分割，保存成 PNG格式[14]。 

研究中使用 Google Maps建立的傳染病查詢系統，在地圖顏色分

佈上主要是利用 Google Maps API中的 Fusion Tables圖層來完成。所

以我們必須先在 Google雲端硬碟中建立一個 Fusion Table，並將傳染

病資料匯入至此表單中。為了達成在地區標示顏色的目的，必須把建

置好傳染病資料的Fusion Table與台灣縣市地區多邊形資料的KML檔

做結合，再經由前端傳送查詢條件至Google Fusion Tables，此時Google 

Fusion Tables即會依查詢條件在地圖上顯示傳染病資料，並依通報人

數的多寡在地圖上標示漸層顏色。 

 Highmaps 

本查詢系統的使用者介面使用可跨平台的 HTML5 撰寫，利用

PHP連結後端資料庫，然後取得歷史資料庫裡的資料，接著將讀取出

的資料再利用回傳到前端頁面並呈現。 

本研究將傳染病相關歷史資料彙整，建置出歷史資料庫，作為查

詢結果的參考。其資料表欄位分別為年份、疾病、通報數、死亡人數

及地區，而年份、通報數、死亡人數的欄位型態是整數型態，疾病、

地區為文字型態。 

 High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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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主要連結疾病管制署提供的 NIDSS Web Services 服務，以

XML的格式接收資料並存入陣列後再做處理，系統會將每筆查詢的資

料儲存在前端瀏覽器之Web SQL Database中，以便於當使用者處於離

線環境下查詢。另外，系統在架構的設計上特別針對行動裝置的使用

者作資料呈現的部分，在查詢的頁面中提供分類選擇疾病、日期種類、

感染來源、查詢起迄時間以及圖表呈現方式等欄位選項提供使用者查

詢，使用者可選擇以長條圖、橫條圖或折線圖三種不同的方式觀看查

詢結果，查詢結果的部分則利用 Highcharts與表格的結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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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果 

一、 建置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形系統 

本研究發展了讓電腦及行動裝置都便於填寫且能夠離線使用的行

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形系統： 

1. 系統測試評估 

本研究團隊先是建置疾病通報系統，隨後又繼續擴充開發出適

用於大型活動大量人口聚集時，疾病及意外傷害紀錄的疾病通報系

統，系統曾於六月英國 Glastonbury Festival 及八月英國 Reading 

Festival實際上線使用，經過統計，英國 Glastonbury Festival總通報

人數為三千兩百多人。實際使用本系統的英國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England，PHE）對於本系統雖仍有一些期待，但整體而言對

於本團隊的評價很高。另系統於七月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實際使用

如圖 10，非常感謝貴署派遣了多名人員支援該活動，總通報人數為

三百六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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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疾病通報系統於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實際上線測試 

2. 離線資料紀錄 

如圖 11所示，欄位之 CSS樣式是採用適合於電腦、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操作使用的 jQuery Mobile 樣式表。如圖 12

所示，圖片的部分是在使用者拍攝患者頭像或患部照片的同時進行

離線壓縮並轉換為 base64 純文字碼，HTML 5 的 <img> 元素可直

接顯示以 base64編碼之圖片，而且圖片經過轉換為純文字碼後即可

直接儲存於Web SQL Database之中。 

如圖 13所示，行動裝置於連線狀態下會自動與後端資料庫比對

帳戶資料並進行同步，並於帳戶資料傳輸之前使用MD5加密技術將

密碼進行加密，讓使用者無法從Web SQL Database中得知真實密碼。

帳戶資料同步之後即可做為離線登入使用，並依照使用者之權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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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用者可操作之系統功能。 

 

圖 11、欄位之 CSS樣式是採用適合於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行動

裝置操作使用的 jQuery Mobile樣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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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在使用者拍攝患者頭像或患部照片的同時進行離線壓縮並轉換為

base64純文字碼，HTML 5的 <img> 元素可直接顯示以base64編碼之圖片，

而且圖片經過轉換為純文字碼後即可直接儲存於Web SQL Database之中 

 

圖 13、行動裝置於連線狀態下會自動與後端資料庫比對帳戶資料並進行同

步，並於帳戶資料傳輸之前使用MD5加密技術將密碼進行加密，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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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從Web SQL Database中得知真實密碼 

 

3. 資料管理模組 

如圖 14所示，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與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上傳

之臨床記錄皆會在畫面中顯示，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所上傳之病人

基本資料紀錄會視為原始病歷，由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勾選要下載

的病歷，進行診斷和紀錄之後可再上傳，其中系統會保留所有資料

的修改紀錄。此外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於下載頁面可針對四種檢傷

分類與四種病歷狀態篩選需要下載的病歷資料。如圖 15所示，系統

可產生列印時所需之表格，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與第二線醫療照護

人員可列印病人資料以供作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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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所上傳之部分臨床記錄會視為原始病歷，由第

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勾選要下載的病歷，進行診斷和紀錄之後可再上傳，其中

系統會保留所有資料的修改紀錄。此外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於下載頁面可針

對四種檢傷分類與四種病歷狀態篩選需要下載的病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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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系統可產生列印時所需之表格 

4. 系統管理者 

如圖16所示，系統管理者可進入帳戶管理頁面進行新增、修改、

刪除使用者帳戶，系統管理者可指派不同的使用者擔任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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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系統操作權限。 

如圖17所示，系統管理者可進入任務管理頁面進行新增、修改、

刪除任務，並且可變換現在進行的任務，令所有的系統使用者只能

針對該任務進行新增、修改、下載病歷資料，使得任務與任務之間

不會互相干擾。 

如圖 18所示，系統管理者可進入疾病監測頁面針對目前所選擇

的任務查詢四張不同的統計圖表，使其可即時進行疾病監測，隨時

針對目前的疫情進行調度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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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管理者可進入帳戶管理頁面進行新增、修改、刪除使用者帳戶，管

理者可指派不同的使用者擔任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系統操作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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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系統管理者可進入任務管理頁面進行新增、修改、刪除任務，並且

可變換現在進行的任務，令所有的系統使用者只能針對該任務進行新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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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下載病歷資料，使得任務與任務之間不會互相干擾 

 

圖 18、系統管理者可進入疾病監測頁面針對目前所選擇的任務查詢四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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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統計圖表，使其可即時進行疾病監測，隨時針對目前的疫情進行調度及

因應 

二、 設計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 

根據多次與使用者訪談結果以及多次會議討論，共同訂定出後端資

料傳輸格式、架構以及前端介面設計，系統操作流程圖如圖 19所示。 

 

圖 19、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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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治計畫關懷員透過申請之帳號密碼登入後，若為第一次登入，系

統將會透過Web Services驗證帳號密碼，若為正確後即可登入，若為離

線登入時，則是比對前端資料庫中之帳號密碼資料。關懷員登入後則會

進入功能選擇之頁面，其中新增、檢視修改以及刪除日誌功能提供離線

操作使用，而上傳日誌功能則只開放在有網路環境下才可使用。 

圖 20與圖 21為系統註冊與啟用帳號畫面，當關懷員填寫基本資料

並輸入正確的驗證碼後，系統便會將資料傳送到Web Services中，若資

料比對成功後系統會自動發出一封認證信件至該申請信箱，關懷員便可

透過信箱中的連結及輸入認證碼開通帳號。 

圖 22與圖 23為重發密碼信件與系統登入首頁之系統畫面，當關懷

員忘記密碼時，可點選登入畫面左下角之功能鍵，系統會導入忘記密碼

之頁面，待關懷員填寫帳號後即可至信箱收取新的密碼。關懷員登入系

統後，系統會自動導入首頁，首頁提供新增都治日誌、檢視修改紀錄、

上傳或刪除紀錄、代碼更新、變更密碼以及登出六種功能。 

圖 24 為新增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系統上個案之姓名皆以代號顯

示，而系統也提供部分資訊以供關懷員辨識個案，如性別與區域等，關

懷員首先須選擇欲填寫的個案，點選個案後系統會自動導入填寫日誌之

頁面，關懷員便可透過此頁面填寫日誌之內容，而新增日誌之欄位選項



- 38 - 

大多以下拉式選單或勾選之方式呈現，增加關懷員在填寫時之便利性。 

圖 25 為檢視修改日誌之系統畫面，當關懷員新增日誌後，可透過

檢視修改日誌之功能進行日誌內容的編輯與修改，當日誌內容皆確認完

畢後可透過最下方勾選完成日誌之選項，日誌便會以淺藍色為底呈現，

提醒關懷員該筆日誌已完成。 

圖 26 為上傳或刪除日誌之系統畫面，關懷員可勾選欲上傳或刪除

的個案，進行個案資料上傳或刪除，若目前無儲存之日誌資料，系統也

會以「尚無未上傳服藥紀錄」之字樣提示關懷員。 

 

本團隊於 3月 20日，雛型在初步建立後便進行初步測試。4月中，

將雛型系統移至疾病管制署的主機中進行測試，4月至 7月的期間也針

對測試後的結果針對有問題的項目進行系統程式修改。8 月 21 日則赴

疾病管制署針對系統細項功能、流程以及不同的介面、裝置及作業系統

進行測試及部分功能修改，而系統也將配合楊祥麟科長於 12 月中至隔

年 1月初實際上線使用。 



- 39 - 

  

圖 20、系統註冊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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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啟用帳號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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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重發密碼信件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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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系統登入首頁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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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新增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 

 

 

圖 25、檢視修改日誌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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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上傳或刪除日誌之系統畫面 

 

三、 研發透過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 

 

圖 27、長條群組圖表感染日本腦炎之病例數與死亡數，曲線圖則是接種 

日本腦炎疫苗之人數（千人） 

 

透過建置法定傳染病歷史資料庫，將資料彙整後我們也發現許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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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苗接種對傳染病的影響，以下以日本腦炎與其疫苗為例：在日本腦

炎部份，臺灣自 1968 年針對幼兒實施全面施打疫苗政策以來，大幅降

低日本腦炎個案數（參考圖 27），至 1991 年後病例數趨近於零。藉由

視覺化的圖表，可以初步的了解疫苗介入的成效。 

系統在呈現的方式皆以圖表的方式呈現，以利於使用者利用行動裝

置查詢。Google Maps主頁面預設是空白的台灣地圖，如圖 28，由於考

慮到行動裝置螢幕寬度問題，本團隊預設不顯示查詢欄位，在做傳染病

查詢時，按下右上方選單按鈕即可展開查詢功能選單。主要查詢欄位為

傳染病名稱，次要查詢條件為年份查詢，如圖 29。查詢完畢之後會依

此傳染病的通報數在地圖上以顏色深度表示此地區的感染人數，顏色越

深代表罹病人數越多，點擊欲查看的區域即可顯示此地區此傳染病的詳

細資料，如圖 30。 

在 Highmaps、Highcharts的官方網站中提供許多範例程式[13]，可

供使用者參考應用。Highmaps 與 Google Maps 的差別，主要在於

Highmaps 是使用「色塊」的方式呈現感染人數，游標移上去便會顯示

查詢結果的精簡資訊，若是使用行動裝置則是點擊欲查看之地點。在

Highmaps建置的查詢系統中，我們查詢功能設計成有別於 Google Maps

的查詢方式，在下方選擇傳染病後，就能搭配捲軸拖動年份來查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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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特別將查詢功能設計為拖動捲軸的方式主要是為了方便使用的

查看歷年傳染病在每縣市的變化情形，而 Google Maps在地圖漸層上有

些限制，因漸層所使用的 Google Fusion Tables尚為實驗性階段，有時

漸層顏色需要放大縮小地圖或重新整理後才會顯示正確的漸層顏色，但

最大的問題在於無傳染病資料時，Google Maps不會在地圖上顯示漸層，

甚至會發生錯誤，所以無法使用此拖動捲軸方式的查詢。 

Highcharts系統的部分，使用者連結網址後，不需登入即可使用查

詢系統，系統提供三項主要功能：民國 80 年後傳染病資料查詢、我的

最愛以及查詢紀錄，使用者可點選欲查詢的分類疾病，並選擇結果呈現

方式，如圖 32。圖 33則為查詢結果之系統畫面，畫面上方先以表格的

方式呈現所查詢的數據資料，而下方則顯示圖表功能，使用者可依照喜

好在查詢後再次選擇圖表呈現方式觀看其查詢結果。查詢紀錄功能中，

系統會列出使用者所查詢以及儲存的紀錄，並提供再次檢閱及管理查詢

紀錄等功能，如圖 34。 

另外，系統也支援離線時檢閱已查詢及儲存的紀錄，如圖 35，透

過此功能，當使用者在無網際網路的環境時也能觀看先前的查詢資訊，

增加系統的實用性、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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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Google Maps主畫面 

  

圖 29、查詢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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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Google Maps 1946年天花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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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Highmaps 1946年天花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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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系統查詢畫面，使用者可點選欲查詢的分類疾病，並選擇結果呈現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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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圖表查詢結果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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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觀看查詢紀錄之畫面，系統提供所有查詢紀錄之檢閱、另存查詢紀

錄及管理查詢紀錄等功能 

 

圖 35、系統支援離線查詢功能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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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皆依照預定的時間，每個月安排 1至 2次向疾病管制署相關人員

進行需求訪談和進度報告，作為系統開發和修改的依據，上半年會議的時間

分別是 1月 3日、1月 10日、1月 21日、2月 19日、3月 6日、3月 20日、

4月 10日、5月 8日、5月 27日及 6月 6日；下半年會議的時間分別是 7

月 22日、7月 29日及 8月 21日、9月 29日及 11月 3日，會議的參加人員

和討論紀錄如附錄一。  

在建置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包括在

Web SQL Database儲存圖片的問題、有資料交換的需求卻要同時顧及離線使

用的功能、需要分多種角色權限卻要同時顧及離線使用的功能等等，而本團

隊設法解決這些問題以滿足使用者需求：圖片的部分以 HTML5 的 Canvas

元素來為圖片壓縮並轉成 base64編碼，並儲存到Web SQL Database中；資

料交換的部分，將操作流程分為需要在上線環境中使用的第一線檢傷分類人

員及可以在離線環境中使用的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角色權限的部分是將帳

戶資料表及權限資料表存入Web SQL Database，並將密碼以MD5進行加密，

使系統可以依人員的登入權限進行控管。而在系統實際上線使用時也遇到一

些問題，包括在六月英國 Glastonbury Festival的系統效能的問題、七月國內

貢寮海洋音樂祭的網路不穩的問題、八月英國 Reading Festival 的資料總表



- 54 - 

查詢的問題等等，本團隊也針對這些問題做了改善：系統效能的問題經研判

為後端資料庫查詢時傳輸資料量及行動裝置呈現資料時的效能，因此，本團

隊進行了一個重大改版，將後端資料庫進行正規化並重新撰寫後端資料處理

的程序且優化了行動裝置端的程式；為解決網路不穩定造成的第一線檢傷分

類人員無法與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進行資料交換的問題，本團隊新增了一個

新的操作流程如圖 36，使用者可以在網路不佳的狀況下，隨時將原本第一

線檢傷分類人員輸入病人基本資料的工作轉交給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省去

了第三、第四個資料交換的步驟，在病人來到醫護站並為病人輸入病人的基

本資料，一直到最後為病人輸入臨床資料紀錄時都暫時將資料存在行動裝置

的Web SQL Database中，待網路穩定時再將資料上傳到伺服器；資料總表

查詢的問題經研判是後端程式在串連一個大字串時，所發生的效能問題與行

動裝置在顯示一個大表單時產生的效能問題，因此將後端程式在串連大字串

的時候，使用 C#中的 StringBuilder 類別來進行子串的串連，後端程式將存

有表單資料的大字串傳給行動裝置端之後，行動裝置端的程式即進行非同步

的資料顯示模式逐行顯示資料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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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雛型系統流程圖，解決圖 3在無網路狀態時

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無法與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進行資料交換的問題 

 

在建置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的過程初期，需多次與使用者討論

系統操作流程以及確認系統架構，由於系統中有可能涉及個案個人資料之隱

私，所以在資訊安全方面需更加謹慎小心，系統中我們也透過多層機制來保

護個案資料，除了後端傳送資訊時先透過中介資料庫並且在個案姓名採用代

名的方式外，在前端的部分密碼也經過MD5加密的方式處理、所有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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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也會在超過三天後自動從離線資料庫中刪除，以確保關懷員手機遺失時

的資訊安全。 

在透過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雛型系統的部分，因為早期的傳

染病歷史資料皆為紙本的型式，造成無法使用資訊系統進行查詢的問題，因

此在資料庫建置前須先將所有的紙本資料電子化，龐大的資料在轉換的過程

中相當耗時。而系統在建置時也考量到使用者在使用行動裝置查詢時所期望

得到較易讀的資訊之需求，因此在結果呈現上都加入圖表的方式，讓使用者

更加容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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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進行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務應用研究，以實際開發雛型

系統的方式完成三套行動通訊系統，包括應用於災後收容所及大型活動疾病

監測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都治計畫關懷員之個案服藥管理之行動通

訊系統和傳染病資訊查詢分析的行動通訊系統，目前系統都已經開發測試完

成，隨時都可以上線使用。 

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經過多次的修改，已經在英國的Glastonbury 

Festival 和 Reading Festival 與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實際上線應用，可以提

供第一線的檢傷分類人員及第二線的醫療照護人員輸入疾病、診斷和處置的

相關資訊，系統由最初的完全倚賴網路，連結伺服器才能操作，演進到具有

離線功能，在網路斷線或頻寬不足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將輸入的資料儲存在

行動裝置內的資料庫中，等到網路連線正常時，再進行資料上傳及同步，另

外，也應使用者的要求，增加資料查詢及統計分析的功能，將結果直接呈現

在智慧型行動裝置上。 

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主要是提供關懷員進行居家訪視病患的

服藥紀錄，可以直接透過智慧手機登錄資料，不須再回到衛生局所使用電腦

登錄，可以避免伺服器及網路雍塞。系統開發期間曾經與疾管署的相關人員

及合作廠商討論系統界接的問題，伺服器端是採用標準的 Web Services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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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供行動通訊端的程式下載或上傳資料，另外，為保護患者的隱私，系統

也特別注意資訊安全。 

傳染病資訊查詢及統計分析的行動通訊系統，我們撰寫查詢程式，透過 

Web Services的技術，可以取得疾病管制署傳染病資料倉儲網站的資料，以

統計圖表的方式，呈現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螢幕上，對於有興趣的資

料，還可以儲存在行動裝置端的離線資料庫中，作為後續之參考應用。另外，

疾病管制署資料倉儲的資料大多只有最近 20 年的資料，由民國 35 年至 80

年之間的傳染病資料，則是由紙本的衛生統計要覽以人工輸入的方式彙整到

資料庫，也是可以儲存在網路伺服器中，透過Web Services服務，提供給行

動裝置查詢分析使用。目前可以依據疾病類別、年度、月份、地區查詢罹病

人數和死亡人數，另外，地區的資料 還可以使用地圖的方式呈現，以顏

色區別人數的多寡。 

目前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的情形越來越普遍，開發行動裝置資訊服務

系統，可以協助使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料，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本研究使

用 HTML5、Java Script和 jQuery Mobile等行動通訊軟體開發技術，可以快

速開發Web App的系統，相較於 Native App除了主要缺點是無法直接呼叫

或驅動行動裝置所附加的硬體設備及作業系統的管理功能之外，有許多優點，

Web App透過伺服器的 Web Services服務，就可以存取主機端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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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詢資料方面，除了可以配合行動裝置自動調整畫面之外，還可以配合

Highcharts 和 Highmaps工具，將結果以統計圖表或地圖的方式呈現，也可

以將查詢到的資料，儲存到行動通訊裝置的Web SQL Database中，甚至在

離線或沒有網路的環境，也能讀取資料查看，系統的開發及使用都非常方便，

適合推廣應用到其他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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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研究計畫的成果，主要建置完成三套疫情防治的行動通訊系統，包括

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都治計畫關懷員之個案服藥管理之行動通訊系

統和傳染病資訊查詢分析的行動通訊系統，其中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經過多次的修改，已經在英國的 Glastonbury Festival 和 Reading Festival 與

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實際上線應用，而且獲得不錯的評價；都治計畫關懷員

行動通訊軟體也已經測試居家訪視病患的服藥紀錄，可以直接透過智慧手機

登錄資料，可以取代過去關懷員都必須回到衛生局才能使用電腦登錄的不便，

也可以減少伺服器及網路雍塞的狀況；傳染病資訊查詢及統計分析的行動通

訊系統，可以取得疾病管制署傳染病資料，以統計圖表或地圖的方式，呈現

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螢幕上，還可以儲存在行動裝置端的離線資料庫

中後續使用，相關技術適合推廣到醫療資訊領域開發行動通訊相關資訊系統

時應用。 

本研究計畫的成果，目前已經撰寫六篇論文，分別發表在臺灣醫療資訊

學會所出版的醫療資訊雜誌兩篇，主題為行動通訊於疾病通報應用系統建置

之研究[16]及以簡易臨床文件架構的標準為基礎建置電子病歷驗證服務平

台之研究–以傳染病通報為例[17]；企業架構與資訊科技研討會 SEAIT2014

兩篇，主題為智慧型行動裝置在健康資料分析系統之應用研究[18]及建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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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食品履歷追溯系統的可行性研究-以肉品市場為例[19]；國際醫學資訊研討

會 JCMIT2014 上發表兩篇，主題分別為應用地圖平台建置傳染病歷史資料

查詢系統[20]及應用台灣防疫歷史資料庫探討傳染病之發展[21]。已經發表

的論文成果如附錄四。 

本研究之建議包括: 

1. 智慧型行動裝置日新月異，技術也不斷提升，除了攜帶方便之外，也非

常容易使用，在各行業都有很好的應用實例，應加強推廣應用到衛生及

醫療照護領域。 

2. 行動裝置應用系統的開發，一般可以分為 Native App和Web App兩類應

用程式，Native App的應用程式是將 App下載到行動裝置端執行，通常

較適合遊戲軟體或是驅動行動裝置硬體的程式，如果軟體的屬性是要收

集資料並且傳送到伺服器端的資料庫儲存者，則適合使用Web App程式，

例如本研究所開發的App包括疾病通報、服藥訪視或是資料統計分析等，

都是屬於後者，適合使用Web App開發。 

3. Native App 的程式因應行動通訊裝置所安裝的作業系統不同，例如 

Android、iOS或Windows開發不同的程式，而 Web App主要是將系統

安裝在主機上，行動裝置透過瀏覽器執行，適用於各種作業系統的行動

裝置，也就是說，只要開發一套程式，在 Android、iOS 或 Window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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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作業系統都能執行。 

4. Web App 主要是以 HTML5 和 Java Script 程式語言開發，透過 jQuery

可以開發出更簡潔的程式碼，且在網路上常可以找到免費且數以百計的

plug-in 組件與程式庫供人下載，使得系統的功能更豐富、效能也更高；

另為了讓軟體能夠配合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畫面大小自

動調整版面配置，可以搭配 jQuery Mobile工具開發系統；對於健康資料

的統計分析方面，可以使用 Highcharts 工具軟體來呈現統計圖表，對於

和地區有關的疾病統計資料，可以用 Highmaps 地圖，以漸層的顏色呈

現罹病個案數或死亡人數，顯示傳染病嚴重的程度，也可以使用 Google 

Maps 地圖標示個案所在的位置或是不同個案之間是否有群聚感染的情

形；另外，為了讓系統能夠適合國內外不同的環境，也可以經由多國語

言設定，讓同一套系統在國外使用時，畫面是以英語呈現，而在國內使

用時，畫面所看到的是繁體中文。 

5. 以Web App開發行動裝置系統，如果遇到網路不穩定的環境，例如會有

頻寬不足，或是斷線的情形，可以採用有支援離線網頁應用程式介面

（Offline Web Applications）及離線資料庫（Web SQL Database）將輸入

的資料暫時儲存在行動裝置上，於網路連線恢復時，再進行與伺服器資

料庫的資料同步作業。另外，對於使用行動裝置透過網路查詢遠端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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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獲得的資料時，也可以透過 HTML5 程式處理，將資料儲存到離線

資料庫後，將來就可以不須依賴網路，也可以於行動裝置端查詢相同的

資料。 

6. 行動裝置可以直接拍攝照片，例如臉孔或傷口等，可以先使用 HTML5

的<canvas>標籤重新繪製所拍攝的影像，達到離線壓縮並轉換為 base64

純文字碼的需求，即可直接儲存於Web SQL Database之中或透過網路將

純文字圖片資料傳送到主機儲存，再次呈現時，用 HTML5的 <img>的

標記就可以直接顯示圖片。 

7. 在行動裝置的資訊安全方面，由於行動裝置是透過Web Services存取伺

服器資料庫的資料，Web Services 可以是防火牆內部的應用伺服器，除

了要有帳號密碼控管之外，也可以加上 IP 及時間的管理，網路傳輸也

可以使用 SSL 加密傳輸，對於下載儲存到行動裝置資料庫的資料，可

以設定期限自動刪除，避免因為設備遺失而洩漏個資。 

8. 本計畫建置出三套行動裝置系統雛形，並且成功在疾病即時通報、居家

訪視與相關資料統計查詢分析使用，未來在防疫方面可以擴大於疾病監

測通報、疫情調查與疾病分析等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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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月進度討論會議記錄 

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一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03日(星期五)下午 16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九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祥麟科長 

出席人員：黃純文主任、黃衍文老師、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姚立楷、洪正峻 

肆、報告及討論事項： 

1. 討論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三個子計畫內容應用 

1) 建置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雛形，特別要適用於災後收容所及大型活

動疾病監測。 

2) 設計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協助傳染病個案管理、追蹤和結果回

報。 

3) 研發透過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可以將查詢分析的結果，以圖

表的方式呈現。 

第三個子系統是依照原都治計畫通報系統中已處理後所查詢的資料提供

欄位畫出統計圖表，內容大致為都治計畫關懷員的績效等，提供給關懷員

做查詢。 

2. 討論系統可以病歷號碼和病患姓氏作為給關懷員辨識結核病患的編號，並考慮

關懷員編號的設計。 

3. 提供關懷員的手機號碼、MAC Address作為確認身分的依據。 

4. 疾管署會先蒐集統計尚未做 APP前的 CPU流量、交易量等資訊，事後若等完

成 APP上線後可做事前事後比較。 

5. 設計網頁版的統計圖表，疾管署會提供 Table內容含有關懷員績效、結核病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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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指標等資訊。 

6. 系統資料傳輸的部分以Web Services的方始進行，Web Services的部分會由疾

管署與廠商洽談，由廠商提供Web Services。 

7. 下次會議時，會提供基本規格、關懷員登入欄位等資訊。 

 

伍、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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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一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15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主席：楊祥麟科長 

出席人員：余芳如、楊祥麟、黃湘芸、王若珊、賴銘恩、游俊國、陳德謙、黃衍

文、洪正峻、張皓怡 

肆、 報告及討論事項： 

1. 系統建置效益預期成果 

1) 降低關懷員每週五六日一所累積之登打壓力。 

2) 紓解每週一 AP主機系統負荷過重問題。 

3) 推廣專家學者及公衛領域人員擅用流行病學指標資訊之應用。 

2. 討論系統流行病學指標部分 

1) 不需設個資。 

3. 討論個案識別問題 

1) 關懷員只會下載該關懷員的病患。 

2) 不提供病患身分證號，只提供編號、性別、姓氏、唯一碼等簡單資訊，由

關懷員自行在電腦上設定關懷員別名。 

4. 系統設計相關 

1) 限制每次上傳筆數，以 10筆為限。 

5. 擬交易及呈現之資訊包括「DOT/DOPT」資料、「流行病學指標」。設計之終

端設備必須能識別機器設備或使用者，以便與伺服器之交易配對確認權限。防

火牆內之Web Services 程式撰寫及資料庫排程與轉入由本署設計；終端設備必

須能讀取 web Services資訊以及介面 UI流程設計由北護團隊負責。 

6. 統計指標由疾病管制署於夜間排程產生，提供終端設備呼叫或提供套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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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規則：每次上傳以單筆或多筆方式進行(但每次上傳以 10筆資料為限)；採

後令壓前令原則；成功或失敗需有 LOG記錄；上傳成功後日誌內容則自動從

終端設備資料記錄中刪除。 

8. 初期以Chrome瀏覽器為設計環境，可運行於Android及 iOS及windows設備。 

9. 相關帳號授權管理由 TB系統伺服器端負責。 

10. 網頁及交易記錄於 DOT AP主機(不同於 TB系統主要伺服器) 

 

伍、 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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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一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1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5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六樓會議室 

參、 主席：楊祥麟科長 

出席人員：疾管署：余芳如、楊祥麟、王若珊 

合作廠商：賴銘恩、游俊國、張國良、陳德謙 

共同主持人：黃純文 

北護：黃衍文、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姚立楷、洪正峻、張治中、方弘河 

輔仁大學：吳建樺與其他二位學生 

肆、 報告及討論事項 

本此會議主要討論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

軟體為主 

1. 討論後段資料庫資料傳輸流程。 

2. 討論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其一子系統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呈現與查詢方

式以及初步討論後端Web Services傳輸內容。 

3. 相關技術及系統開發工具，採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開發語言為

HTML5搭配 jQueryMobile函式庫、資料庫為Web SQL Database，測試工具

則為 Google Chrome V32。 

4. 初步展示及討論系統整體架構、系統流程及系統操作流程。 

5. 討論系統資訊安全，特定身分之使用者才可申請特殊帳號，並且須核對電子

郵件信箱及手機號碼並訂定密碼加密方式。 

 

伍、 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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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二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2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15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祥麟科長 

肆、出席人員：疾管署：余芳如、楊祥麟、王若珊、劉宇倫、張啟明 

          合作廠商：游俊國、張國良 

          北護：黃衍文、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姚立楷、方弘河 

伍、報告及討論事項： 

本此會議主要討論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

體為主 

1. 討論後段資料庫與前端系統連接方式。 

2. 系統初步展示：前端畫面雛形、確認系統功能。 

註冊畫面：分兩種身分進行註冊，一般使用者與都治關懷員。 

用藥管理畫面：確認保留顯示欄位。 

3. 討論系統細節功能：關懷員別名設定問題、加入疫情監測功能、縮減用藥管理

顯示欄位、登入帳號密碼存放問題、確認忘記密碼重設密碼等功能。 

4. 討論後端資料庫與前端 html5資訊交換格式，以Web Servicse方式與 XML文

件進行交換傳輸。 

5. 若遇到尚未上傳之服藥紀錄，但該病患已中斷治療，則由後端系統檢查無法上

傳以及上傳無效。 

 

陸、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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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三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3月 06日(星期四)下午 15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祥麟科長 

肆、出席人員：疾管署：余芳如、楊祥麟、王若珊、劉宇倫、張啟明 

          合作廠商：游俊國、張國良 

          北護：黃衍文、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姚立楷、方弘河、張治中 

伍、報告及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部分 

6. 系統功能修改成果與展示： 

1) 增加新增都治日誌填寫完成功能選項。 

2) 修改新增都治日誌自動分為兩種不同身分：DOTS與 DOPT。 

3) 動態載入選項內容之功能。 

4) 增加註冊頁面之圖形驗證功能。 

5) 首頁新增都治關懷員之績效訊息。 

7. 共同訂定系統檢視畫面之名稱、用語。 

8. 共同討論傳輸Web Services的數量、格式與內容，有使用者註冊、使用者認證、

登入、修改密碼、忘記密碼、取得病患資料、上傳服藥紀錄以及資料庫代碼表

共 8個Web Services。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討論設備相關問題，探討使用筆記型電腦架設區域網路伺服器之可能遇到問題

與狀況。 

2. 討論系統檢視排版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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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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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三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3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主席：楊祥麟科長出席人員：疾管署：余芳如、楊祥麟、王若珊、劉宇倫、張啟明 

合作廠商：游俊國、張國良 

共同主持人：黃純文、邱瑞科、邱淑芬 

北護：黃衍文、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姚立楷、方弘河、洪正峻 

肆、報告及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部分 

1. 確認系統執行流程、操作流程 

2. 共同討論後端Web Services傳輸之問題 

3. 會議中同時測試使用各種裝置測試系統之效能 

4. 系統功能修改成果與展示：新增首頁連結頁面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系統功能修改成果與展示 

2.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 

1) 管理者帳戶頁面檢示欄位排版。 

2) Patient Detail頁面提供列印功能。 

3) 修改 Detail Report報表呈現方式以第一張不變動，Clinical note格子不敷

使用後則印出第二頁。 

4) 修改 Detail Report頁面中 Clinical note格子採附加方式呈現。 

5) 新增 Detail Report頁面報表產出及列印功能。 

6) 新增Manage Patient頁面下載病患資料篩選功能：New、Complete、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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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改Manage Patient頁面下載後頁面自動重新整理。 

8) 修改後端資料庫中檢視細節，檢視第一線人員輸入的時間、記錄第二線人

員上線時間。 

 

伍、 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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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四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4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親仁樓 B227研究室 

參、出席人員：疾管署：劉宇倫 

          北護：黃衍文、洪正峻、鄭文欣、葉庭宇、陳詩潔 

肆、報告及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系統功能修改成果與展示。 

2.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 

1) FMS Login與Management User頁面新增密碼加密功能。 

2) Patient Details與 Detail Reports頁面新增自動偵測時區功能。 

3) 討論裝置若為平板電腦時，無論直向或橫向檢視，畫面是否可等比例縮放、

固定板型。 

4) 討論Manage Patient中，部分選項呈現顏色、方式。 

5) 系統中的下拉式選單須經過平板裝置測試是否一致。 

 

伍、散會：(15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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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五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0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疾管署：余芳如、楊祥麟、劉宇倫、張啟明 

北護：黃衍文、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方弘河、洪正峻、鄭文欣、陳詩潔 

肆、報告及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系統功能修改成果與展示 

2.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 

1) 首頁:新增系統說明文件。 

2) 新增服藥紀錄頁面。 

3) 檢視修改紀錄:非三天內資料需移除。 

4) Web SQL Database: 非三天內資料需移除。 

5) 新增病患清單: 已有病患資料在Web SQL Database時，於新增病患清單中

不可出現該病患之資料。 

6) 擬定註冊說明內容。 

 

伍、散會：(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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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五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7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和七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劉宇倫 

北護：黃衍文、邱淑芬、王姿涵、姚相漢、張皓怡、方弘河、洪正峻、鄭文欣、

陳詩潔 

肆、 討論事項： 

1. 16:00~17:00先在二樓教室討論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功能修改與成果展示 

2.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及操作手冊中文版和英文版製作。 

3. 18:00~19:00 與英國進行遠距電話會議。 

1) 由於在實際上線環境可能不止一處，會有衛星醫療站，所以可能要考慮會有多部 

Local Server 或是不同活動的資料彙總的問題，由於個案 ID是系統自動給號，要特

別處裡主鍵值的唯一性。 

2) Local Server 資料要能夠自動或是很方便的備份到中央伺服器(Central Server)。 

3) 增加統計報表與圖表的功能。 

 

伍、 散會：(1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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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六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6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劉宇倫、張啟明 

北護：黃衍文、洪正峻、鄭文欣、陳詩潔 

肆、 討論事項： 

1. 討論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功能修改與展示與確認 

2. 圖片維持原拍照的角度，不要旋轉。 

3. Local Server 的作業系統建議仍採用 Windows 2012為主。 

4. Task Management 原意是要區分不同的 Local Server 所收集的資料，但可能造成誤解，

再考慮是否有其他名詞。 

5. 系統六月底在英國上線結束一週後，隨即七月初又要在貢寮海洋音樂祭上線測試，可

能無法進行太大幅度的修改，原則上只增加部分下拉式選項的項目，並將螢幕欄位

名稱的英文字，以程式處理多國語言功能，建立中英欄位對照表，直接顯示成成中

文，至於程式處理所出現的訊息，仍維持英文暫不處理。 

 

伍、 散會：(18時 00分) 

 

  



- 81 - 

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七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7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劉宇倫、張啟明 

               德星科技：兩位系統維護人員 

               北護：黃衍文、張皓怡 

肆、 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之系統 

1.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修改： 

 登入：背景圖示位置移到底端，以不被輸入視窗遮蔽為主。 

 首頁：上方「STOP TB終止結合字樣」改為「STOP TB」並靠左對齊。 

 註冊：暫時凍結「一般使用者」註冊功能，將註冊身分預設為關懷員。 

 首頁：當關懷員沒有隸屬個案或接觸者資料時，使用「系統版本更新」之功能

會出現「病患資料更新失敗，錯誤代碼 1。請洽系統管理員」，更改為「無隸屬

之個案或接觸者」。 

 首頁：「系統版本更新」之按鈕更名為「個案接觸者資料及代碼更新」。 

 註冊：當使用以註冊過的 EMAIL再次註冊時，會出現錯誤訊息「帳號申請失

敗，帳號已認證」，需更名為「帳號申請失敗  此電子郵件之帳號已存在」。 

 註冊：當註冊輸入 EMAIL正確但手機與 TB系統手機不符合時，會出現錯誤

訊息「帳號申請失敗，您的 EMAIL非關懷員帳號」需更正為「帳號申請失敗，

您輸入的手機號碼非 TB系統關懷員手機號碼」,Web Services若遇該情況則回

傳「11」之值表示。 

 資料庫 : 新增欄位與 API傳回使用者裝置訊息。 

伍、 散會：(10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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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七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7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05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劉宇倫、張啟明 

               德星科技：兩位系統維護人員 

               北護：黃衍文、張皓怡、洪正峻、鄭文欣、吳驊洹、洪睿瑤、葉于華、

江佳蓉、薛祖鵬、李旨雅 

肆、 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 

1. 與劉宇倫醫師、楊祥麟科長討論 NIDSS呈現方式。 

2. 建議評估過去 GIS處理工具。 

3. 比較 Google Maps與圖資雲的差別性。 

4. 統計資料可顯示接受疫苗後的改善。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討論英國提出的使用者需求，下次版本能加入統計圖表功能以及處理效能問題，

建議做資料庫正規化。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之系統 

1. 討論系統細項功能修改： 

 新增都治日誌：新增「當日服藥次數」欄位，預設值為 1，若有需要可透

過此欄位新增當日多筆日誌。 

 API : 於「UpLoadDotsDaily」API新增欄位 D_Var33，回傳值為 1、2或 3。 

 API : 於「UpLoadDotsDaily」API新增欄位 D_Var34，回傳使用者裝置資

訊。 

伍、 散會：(18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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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八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8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楊祥麟、王若珊 

               北護：張皓怡、李旨雅 

肆、 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之系統 

1. 修改系統細項功能修改： 

 [LoginPage]登入頁字樣「STOP TB」更正為「CDC Partner」。 

 [HomePage]首頁功能由「病患資料更新及代碼資料更新」更正為「代碼更

新」。 

 [HomePage]首頁移除按鈕連結「系統功能說明」，此功能只在按鈕選單中

出現連結。 

  [InsertPList]字樣「請選擇病患」更正為「請選擇對象」。 

  [InsertPList]病患清單顯示由顯示「別名、性別、區域、年齡層」更正

為「別名、性別、區域」，並且將區域代碼更正為區域名。 

  [InsertPList]新增區別 DOPT與 DOTS病患功能，DOTS病患在清單中

顯示為綠色 icon。 

  [Insert_CS_DOPT、Insert_CS_DOTS]新增都治日誌按鈕更名為「儲存

待上傳」。 

  [Insert_CS_DOPT、Insert_CS_DOTS]修改欄位「預約訪視日」更名為

「地段預定訪視日」，並將預設值改為 null。 

  [HistoryPage]檢視修改紀錄頁面新增圖示提示，區別新增與修改的頁

面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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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選單]移除「登出」功能。 

  [資料庫]修改代碼順序。 

  [API]原傳送區域代碼更正為傳送區域名稱。 

  [程式]修正 DOTSDaily上傳錯誤之問題。 

  [程式]修正病患若遇到特殊字元時出現分號( ; )導致前端讀取錯誤之

問題。 

2. 進行系統測試，使用桌上型電腦、手機(Android)兩種設備進行測試，確定版型

位置、系統流暢度。 

伍、散會：(16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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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九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09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04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二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楊科長祥麟、劉宇倫醫師、張啟明簡秘 

               北護：黃衍文、張皓怡、洪正峻、林煜傑 

肆、 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1. 修改系統細項功能修改 : 

 [Register A New Patient] 頁面，在 Patient Details新增一個空欄位。 

 [User Management] 頁面，增加列出帳戶清單功能。 

 [Analysis Report] 頁面，修正圖例超出範圍的問題。 

 [Analysis Report] 頁面，移除圖表的值。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之系統 

1. 討論系統上線後，後續系統效能評估相關事宜。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 

1. 展示目前雛型系統開發進度。 

2. 討論雛型系統細項功能。 

 

伍、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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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應用研究十一月進度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03日(星期一)下午 04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疾病管制署林森南路六號六樓討論室 

參、 出席人員：疾管署：楊科長祥麟、劉宇倫醫師 

               北護：黃衍文、張皓怡、洪正峻、林煜傑 

肆、討論事項：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行動通訊疾病即時通報系統 

 確認系統最終修改版本之功能。 

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子計畫：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 

 展示雛型系統所有細項功能。 

 討論修正雛型系統之登入功能。 

 討論系統未來發展方向。 

 

伍、散會(17時 00分) 

 

  



- 89 - 

附錄二、每月執行目標與實際執行進度 

103年 預定執行事項 實際執行進度 

一月 
相關資料收集及文獻

探討 

自一月起，共赴疾病管制署進行三次會議，其中兩次與

楊祥麟科長、資訊部和疫情中心人員及合作廠商共同進

行討論，會議內容除了解目前結核病都治計畫系統運作

情形，並規劃未來系統運作架構、傳輸方式以及格式內

容。 

二月 需求訪談及系統規劃 

二月中辦理一場需求訪談會議，與楊科長、劉醫師、疫

情中心和資訊室相關人員及合作廠商共同進行討論，會

議中共同協商訂定交換資料所需的 XML 格式、後端

WebService運作流程、前端功能頁面等系統需求，規劃

系統運作流程。 

三月 

結核病都治計畫輔助

App 雛形系統分析設

計 

三月中辦理兩次討論會議，其中一次與楊科長、劉醫師、

疫情中心和資訊室相關人員及合作廠商、三位協同主持

人邱淑芬教授、邱瑞科教授與黃純文主任共同進行討

論，會議中討論結核病都治計畫輔助 APP 後端 Web 

Services 與前端銜接及運作情形、展示系統畫面、雛型

系統檔案上傳及主機設定等，並進行系統初步測試。另

外大型活動疾病監測系統雛形也依照上次討論的結果，

增加及修改系統的功能及畫面。 

四月 

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 雛形系統分析設

計 

四月份赴疾病管制署開會討論兩次，(1)與楊祥麟科長確

認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操作細節流程，並

將雛形系統移植到疾病管制署的主機中測試。(2)前往疾

管署參加內政部辦理的圖資雲 API 相關系統簡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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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包括 TGOS MAP API應用範例介紹等。另外，大型

活動疾病監測雛型系統的部分，劉宇倫醫師也進行測

試，並於 4/17來到北護，共同討論系統修改的細節。 

五月 

疫情統計資料展現

App 雛形系統分析設

計 

於 5月 8日前往疾管署討論，楊科長將安排都治計畫關

懷員開始測試行動通訊軟體。大型活動疾病監測雛型系

統的部分，透過與劉宇倫醫師多次的討論與修改，並且

完成中文版本的使用者操作說明，目前系統已經準備提

供英國上線測試。另外，開始整合臺灣傳染病歷史資料

與疾病管制署的傳染病統計資料，並參考內政部圖資雲

的 TGOS地理資訊服務平台，規劃系統流程。 

六月 

期中報告 

結核病都治計畫輔助

App 雛形系統程式開

發 

六月份中，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移植至疾

病管制署的主機中測試，測試後針對有問題的項目進行

系統程式修改。另外也安排與都治計畫關懷員進行初次

訪談，調查使用者使用習慣與花費的交通時間等資訊。

大型活動疾病監測雛型系統的部分，完成系統雛型，進

行測試並持續細部修改，並請劉醫師協助英文版的系統

操作手冊，準備六月底於英國實際上線使用。智慧型手

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的部分請疾病管制署協助於 Web 

Service 中開放跨網域存取之權限，開始進行以 HTML5

接收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 API的 XML檔案。 

七月 

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 雛形系統程式開

發 

於 7月 1日和 7月 8日赴疾管署與劉醫師共同討論大型

活動疾病監測 APP系統支援貢寮音樂祭之相關事宜，系

統也於 7月 10日至 14日在新北市貢寮音樂祭進行實機

上線使用與測試。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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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目前系統也由楊科長協助下，開始上線測試中，

也於 7月22日會議中討論系統測試情形與系統細項修改

事宜。另外在 7月 29日的會議中，也與劉醫師、楊科長

共同討論疫情統計資料展現App雛型系統之呈現方式及

修改相關事宜。 

八月 

疫情統計資料展現

App 雛形系統程式開

發 

八月中，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部分，於 8

月 21 日赴疾管署與楊祥麟科長與疾管署合作廠商進行

系統實測及系統系項功能修改，測試內容除了系統各項

功能、流程外，也採用不同的介面、裝置及作業系統進

行實測，並記錄測試結果作為後續系統更新時的參考依

據。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系統的部分，除了系統版本

更新，新增統計圖表查詢等功能、修改系統細項功能外，

也將系統資料庫正規化，另外系統也於英國

Reading&Leeds Festival節日上線使用。 

九月 

結核病都治計畫輔助

App 雛形系統測試及

修正 

九月份，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繼續進行上

線測試，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系統部分針對前幾個月

在英國和貢寮上線測試的結果，修改系統提升效能，並

繼續擴充統計圖表的功能。另外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

相關資訊的部分，已經開始進行雛型系統開發，透過與

疾病管制署提供的 NIDSS Web Service取得查詢資料結

果，準備將統計資料結合 highcharts統計圖表和 highmaps

地圖呈現。將於 9月 29日下午赴疾管署共同討論目前系

統測試及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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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 雛形系統測試及

修正 

十月份，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繼續進行上

線測試，大型活動疾病監測 APP系統部分也配合英國的

需求，新增管理者對於前端選項排序之功能。智慧型手

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的部分，系統雛型目前也已開發

完成，系統流程在設計上將分別提供民國 80 年代前與

80年代後的傳染病歷史資料查詢，並且有查詢紀錄及儲

存查詢紀錄等功能。 

十一月 

疫情統計資料展現

App 雛形系統測試及

修正 

十一月份中，於 11月 03日赴疾管署與楊科長和劉醫師

針對疫情統計資料展現 App雛形系統進行系統展示，並

於會議中討論修正雛型系統之細項功能以及未來系統可

以發展之方向。目前系統已經完成開發和測試，可以上

線提供查詢並且將結果以統計圖表和地圖的方式呈現。

另外，我們也撰寫期末報告初稿，依規定於 11月中旬繳

交。 

十二月 
系統使用說明及相關

文件製作、期末報告 

11月底配合期末報告審查，會後依照審查意見修正報告

書。本月份製作三套系統的文件，包括系統規格書、資

料庫之資料表及欄位說明、系統測試報告及系統操作手

冊，進行結案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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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103年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計畫名稱：行動裝置於疫情防治業務之實務應用研究 

主 持 人：黃衍文   計畫編號：MOHW103-CDC-C-114-000102  

 

1.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本研究計畫的成果，主要建置完成三套疫情防治的應用統，行動通訊

疾病即時通報系統已經在英國的 Glastonbury Festival 和 Reading Festival、

國內貢寮海洋音樂祭及本校校慶上實際上線應用；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

訊軟體也已經提供關懷員進行居家訪視病患的服藥紀錄的測試，可以直接

透過智慧手機登錄資料，取代過去關懷員都必須回到衛生局所才能使用電

腦登錄的不便，也減少伺服器及網路雍塞的狀況；傳染病資訊查詢及統計

分析的行動通訊系統，可以取得疾病管制署傳染病資料，以統計圖表或地

圖的方式，呈現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螢幕上，還可以儲存在行動裝

置端的離線資料庫中後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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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本研究發展的行動裝置資訊系統，前兩套主要是提供疾病通報的醫護

人員、都治計畫關懷員使用，傳染病資訊查詢及統計分析系統適合一般民

眾的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或使用。另外本研究計畫的成果，目前已經撰寫

六篇論文，分別發表在臺灣醫療資訊學會所出版的醫療資訊雜誌兩篇、企

業架構與資訊科技研討會 SEAIT2014 兩篇及國際醫學資訊研討會

JCMIT2014 上兩篇，相信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將新的資訊科技於疾病通報

及疫情監控的應用。 

 

3.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目前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的情形越來越普遍，開發行動裝置資訊服

務系統，可以協助使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料。本研究使用的行動通訊軟體

開發技術，可以快速開發系統，透過伺服器的網頁服務，存取主機端的資

料庫，在查詢資料方面，除了可以配合行動裝置自動調整畫面之外，還可

以配合工具軟體，將結果以統計圖表或地圖的方式呈現，也可以將查詢到

的資料，儲存到行動通訊裝置的離線資料庫中後續使用，系統的開發及使

用都非常方便，適合推廣應用到其他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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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計畫成果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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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系統使用者回饋意見 

在英國使用者回饋的部分，本團隊於節錄了以下三份英國回覆的信件內容： 

1. 於 2014年 06月英國 Glastonbury音樂節，系統順利上線，感謝我們給予的協助 (上

線後第一天) 

OOO and all the team in Taiwan have been fantastic and have been supporting our 

new IT guru OOO, with a few installation issues. I must say the APP is performing 

very well currently and in a standalone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our new local 

server is performing with impressive speeds. We have managed to create a local 

network where it can operate without the usual external influences affecting speeds 

so to me, this proves our thoughts that the system requires a fast and reliable carrier 

to work to its full potential. Reporting was a little difficult initially but after a little 

magic from Taiwan and the on-site Glastonbury gang, it now works. Whilst we have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the reporting tool, we can see data and filter it when 

exported to a spreadsheet. We have already piked up a few clusters of D&V so in 

simplistic terms, it is very useful data. The iPads are working well and some 

clinicians are using them to follow patient journeys through the two centres 

currently on-line. Triage is excellent. We will be adding the last two satellite units 

today at noon, so will have all four remote areas communicating to the central server 

by then. The system is not slowing down as previously experienced, but we have 

had a few issues with operator error in retuning local records to the server once 

edited. 

 

It may be useful to consider discussing an update where the data remains hosted on 

the server and is pulled down to a local device only for editing and updating, but 

then returns automatically to the server when saved. There are a few records 

showing D&T which I believe means that they are still downloaded locally to a 

device somewhere and need to be returned to the host. We are educating our 

operators using the video kindly supplied by the team which is very informative. 

 

Looking forward to loading the APP at full speed when the last two walk-in-centres 

go on-line. 

 

2. 於 2014年 06月英國 Glastonbury 音樂節，音樂節圓滿結束，希望於 8月可繼續上



- 154 - 

線，另有存在系統效能問題 (結束後第二天)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elp and support over the weekend.  We have found a few 

problems on the system that we are hoping can be rectified before Reading Festival 

at the end of August. 

 

Firstly, the Users can only search by name at the moment, which by all accounts is 

OK, it does hinder them somewhat when they have a patient record number which is 

produced from the system and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search by.  Therefore, is it 

possible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when someone searches for a patient: 

- Patient record number 

- Name (not case sensitive) 

- Address fields 

 

This would enable the Reception / Triage User to be able to quickly get to a patient 

and amend details as necessary 

 

Secondly, by mid-way through the weekend it became more difficult to use the 

iPads on the system.  I believe this is because the system is loading all of the data 

onto the iPad over a WiFi connection which seriously slows things down - 

especially as we had over 3,500 cases on the system (almost 8,000 records on the 

database).  Is it possible to split the table so that only the basic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in this and when a record is opened it then pulls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base?  By the end of the weekend the SQL Backups had grown to 

over 800mb - which is a lot to be loaded over a wireless connection and this needs 

to be streamlined to be more efficient to the end user - having text only in the main 

cases table would mean that this wouldn’t grow much over 1mb for this many cases.  

Linking the tables would also mean that there would be a very short wait when 

loading the Case information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waiting 10 - 15 minutes for 

the iPad to load the data every time they hit the reload patient list. 

 

Let me know your thoughts on this? 

 

3. 於 2014年 08月英國 Reading 音樂節，音樂節圓滿結束，Glastonbury 音樂節的系

統效能問題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並且於本次系統上線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影響到作業

流程的 bugs (上線後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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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nd your Team for all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 that 

has gone into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App.  The system has performed 

exceptionally over the festival and speed improvements have been fantastic to the 

performance we have experienced. 

 

We have, as a result, found a few bugs that will need to be addressed for the next 

release, which are detailed below: 

 

1.  When editing a patient after they have initially been uploaded from Triage the 

record is set to ‘Left’ even when nothing is selected.  Although the process we have 

been using means that this is managed via a paperwork proces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track waiting patients when the reception is busy.  Can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so 

that the records will only say left when the relevant options are selected for this? 

 

2.  We have experienced a fair amount of slowdown when uploading and 

downloading records with the iPads when a Photo is added.  We assume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iPad is using a RAW image from the integrated camera and sending an 

uncompressed image to the server (and then downloading the RAW image each time 

the record is accessed).  We have managed to get around this by using an Android 

Tablet with a lower resolution camera (Asus MemoTab 7.0) which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Is there a way you can have the app compress the image before 

uploading or have the app set the image resolution to around 0.7 megapixels as there 

will never be a need to have anything more than a thumbnail image attached to a 

record. 

 

3.  When changing an event (in this instance from Glastonbury Festival to Reading 

Festival) the hospital names change too.  We need to be able to amend these when 

changing events and also only report on the relevant hospitals for each event (we 

had one of your engineers very kindly dial into the Server and reset these, but it still 

shows all the Glastonbury Festival Hospitals on the Reports as well as the Reading 

ones).  Can this be editable and refined on the reporting? 

 

4.  There is a static list of Diagnosis Items on the system.  Each and every event 

that the app is used on will have a very different list of Diagnosis items which we 

will need to edit each time.  Can this be added as an editable field so that we can 

add and remove items at each event to reflect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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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new reports aren’t 100% yet.  We have been using App Version 8.6 over 

the festival and 2 of the 4 reports have a server error against them.  The primary 

report (showing Diagnosis in a Date Range) is working perfectly and this has gone 

down very well with FMS, thank you for this.  If the rest can be working on the 

next app,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thank you. 

 

All in all, none of the bugs that have happened over the weekend has caused a 

system issue and generally it has been working absolutely brilliantly (and the one 

that caused the greatest issue (iPad Photos) has been resolved by using alternative 

equipment) and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with this. 

 

If you would like to discuss any of the items above further, please let me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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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說明文件暨操作手冊 

 

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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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一、 系統 

1. 目標 

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主要目的為設計一套以行

動裝置為主的雛型系統，提供都治計畫關懷員於訪視後進行

服藥日誌的填寫與管理，並達到下列目標： 

 實際建置一套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雛型，

依照原都治系統之欄位，提供都治日誌的新增、檢視、

修改、刪除與上傳等功能。 

 系統實際上線後，平衡疾病管制署伺服器特定時間之流

量，降低網路壅塞的情形。 

2. 系統名稱 

本專案範圍包含建置下面主系統與各個模組，主系統為: 都

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DOTS Caregivers System 

with Mobile Devices, DCMD 1.0.0) 

各項模組分別為： 

 登入管理模組(Login Management Module, LMM 1.1.0) 

 日誌管理模組(Record Management Module, RMM 1.2.0) 

 離線儲存模組(Offline Store Module, OSM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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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件 

1. 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的需求、

設計以及操作使用說明，以助於都治計畫關懷員在初次使用

系統時更容易操作。 

2. 接受準則 

 明確且適當地陳述 

 完整性 

 能驗證 

3. 符號描述 

DCMD 1.0.0 The DCMD system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0.0. 

LMM 1.1.0 The LM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1.n 

RMM 1.2.0 The RM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2.n 

OSM 1.3.0 The OS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3.n 

 

FNR-nnn  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IIR-nnn  內部介面需求 (In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EIR-nnn  外部介面需求 (Ex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UIR-nnn  使用者介面需求 (User Interfaces Requirement) 

STR-nnn  測試需求 (System test Requirement) 

ENR-nnn  環境需求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DIC-nnn  設計限制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s) 

 

4. 優先次序定義 

本文件各項需求的優先向母標示於每一個需求編號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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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表 1、優先次序定義說明 

No Name Description 

1 Critical. 於系統完成時需要馬上具備的。 

2 Important 系統完成時雖然可以不需馬上具備，但由於會

耗用過多的資源，因此需要限期改善。 

3 Desirable. 本功能若具備將會對於各項功能提供更為方便

的操作，因此建議於修改時併入考慮項目。 

4 Unnecessary. 本能為選擇性的需求，不會對於系統的操作造

成影響，可以列為下一個版本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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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規格書 

一、 系統描述 

 

圖 1、研究流程圖 

圖?為本計畫研究流程圖，研究首先進行基本需求分析，而

後便進行系統雛型設計與模型建置，研究過程中，主持人每

個月會定期赴疾病管制署進行月進度會議，與使用者進行需

求的討論以及評估系統流程，並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雛型系

統的修改與評估，在雛型系統建置完成後，開始進行系統測

試並實際上線使用，在後續也持續進行系統細部修改與維

護，直到使用者對系統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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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架構 

本研究為建置「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提供

都治計畫關懷員在進行訪視時所使用，關懷員可透過各種行

動裝置的瀏覽器使用系統，行動裝置端主要將資料儲存在瀏

覽器中的 Web SQL Database。系統主要以 Web Services 的服

務以 XML 的格式與主機伺服器端進行溝通，達到資料的交

換與傳送。 

 

圖 2、系統架構圖 

三、 需求分析 

1. 內部介面需求 

DCMD-IIR-001 1 登入管理模組(LMM 1.1.0)，透過與疾病管制

署端的提供的 Web Services 介接，註冊、登入

與密碼相關設定都以 XML 的格式進行傳輸。 

DCMD-IIR-002 1 當使用者使用日誌管理模組(RMM 1.2.0)進行

日誌的新增、檢視、修改與刪除時，資料會先

儲存在瀏覽器的 Web SQL Database 當中，待

上傳的動作時，才會利用 Web Services 服務將

資料傳送至疾病管制署端。 

DCMD-IIR-003 1 當使用者處於無網路環境且並非首次使用系統

時，利用 HTML5 提供的 Offlin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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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離線儲存模組(OSM 1.3.0)可達到

離線使用功能 

2. 外部介面需求 

DCMD-EIR-001 1 使用者可透過登入管理模組(LMM 1.1.0)登入

系統進行操作。 

DCMD-EIR-002 1 日誌管理模組(RMM 1.2.0)所提供的功能，可

讓訪視人員進行服藥紀錄的填寫與回報。 

3. 使用者介面需求 

DCMD-UIR-001 1 提供使用者註冊功能 

DCMD-UIR-002 1 提供使用者登入 

DCMD-UIR-003 1 主畫面依設計以行動裝置為主，主選單能連結

系統主要功能 

DCMD-UIR-004 1 提供使用者日誌新增功能 

DCMD-UIR-005 1 提供使用者日誌檢視與修改功能 

DCMD-UIR-006 1 提供使用者日誌刪除及上傳功能 

DCMD-UIR-007 1 提供使用者修改密碼功能 

DCMD-UIR-008 1 提供使用者忘記密碼功能 

4. 功能性需求 

DCMD-FNR-001 1 提供使用者註冊功能 

DCMD-FNR-002 1 提供使用者日誌新增功能 

DCMD-FNR-003 1 提供使用者日誌檢視與修改功能 

DCMD-FNR-004 1 提供使用者日誌刪除及上傳功能 

DCMD-FNR-005 1 供使用者修改密碼功能 

DCMD-FNR-006 1 供使用者忘記密碼功能 

5. 測試需求 

DCMD-STR-001 1 成功使用帳號管理模組 

DCMD-STR-002 1 成功使用日誌管理模組 

DCMD-STR-003 1 成功使用離線儲存模組 

6. 環境需求 

DCMD-ENR-001 1 伺服器環境為 Windows 2008 作業系統，並

透過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來架設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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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D-ENR-002 1 開發環境為 Windows8 作業系統，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 撰寫程式。 

DCMD-ENR-003 1 測試環境為各種裝置平台的瀏覽器 Chrome 

7. 設計需求 

DCMD-DIC-001 1 日誌選項依照原結核病系統的欄位進行設計

與修改 

 

四、 系統分析 

1. 系統架構圖 

系統架構圖是用來塑模系統的功能、系統用途，描述系統的

行為。圖 3為此系統功能之架構圖。 

 

圖 3、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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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資料儲存在瀏覽器提供的 Web SQL Database 示意圖 

系統分為帳號管理、用藥管理以及離線儲存模組，以下分別介紹這

三個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包含使用者註冊、帳號登入、修改密碼以及忘記

密碼四個功能。 

都治計畫關懷員可透過 E-mail 進行帳號註冊及登入，進行帳號

註冊後，伺服器端會發出一封開通帳號的 E-mail 至關懷員註冊

帳號的信箱中，透過信件中的認證碼及認證網頁進行認證後，

即可開通帳號。另外，關懷員也可透過修改密碼的功能進行密

碼修改，若當關懷員忘記密碼時，也可透過系統的忘記密碼功

能重新寄送一份新的密碼至註冊的信箱中。 

 日誌管理模組 

日誌管理模組包含新增都治日誌、檢視修改日誌、上傳都治日

誌以及刪除都治日誌四個功能。當關懷員新增都治日誌時，資

料會儲存在瀏覽器的 Web SQL Database 中，如圖 4 所示，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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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未上傳前，關懷員可透過系統的檢視修改與刪除的功能進行

日誌資料的編修。 

日誌內容中則有用藥管理、執行方式、服藥日期、服藥方式、

地段預定訪視日、個案合作程度、交付項目、副作用、服藥時

段、當日服藥次數以及備註等多項欄位，此欄位設計架構參考

原系統之欄位，系統欄位設計大多採用下拉式選單以及核取方

塊等點選方式讓關懷員進行日誌資料填寫，使關懷員操作系統

上更容易使用且方便。 

 離線儲存模組 

離線儲存模組提供部分日誌管理的功能，如：新增服藥日誌、

修改都治日誌以及刪除都治日誌三種功能。 

為了提供關懷員在各種環境下都能使用此系統，本研究使用

HTML5 提供的 Offline Web Application 以及 Google Chrome 的

Web SQL Database，讓使用者在無網路覆蓋的環境下依然能進

行日誌的新增、修改與刪除。在使用離線儲存模組前，系統第

一次瀏覽必須處於連線狀態的環境，系統會自動將相關的文件

讀取並儲存至本機快取記憶體中，往後當關懷員處於無網路的

環境下，即可透過離線儲存模組進行日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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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程圖 

 

圖 5、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流程圖 

根據多次與使用者訪談結果以及多次會議討論，共同訂定出後

端資料傳輸格式、架構以及前端介面設計，圖 5所示即為都治

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流程圖。 

都治計畫關懷員透過申請之帳號密碼登入後，若為第一次登

入，系統將會透過 Web Services 驗證帳號密碼，若為正確後即可

登入，若為離線登入時，則是比對前端資料庫中之帳號密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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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關懷員登入後則會進入功能選擇之頁面，其中新增、檢視

修改以及刪除日誌功能提供離線操作使用，而上傳日誌功能則

只開放在有網路環境下才可使用。 

五、 資料庫之資料表欄位說明 

本系統使用 HTML5 所提供之 Web SQL Database，系統總共建立

了 Login、PatientList、CodeTable 與 Medication 四個資料表，各

個資料表欄位內容說明如下： 

1. Login 資料表 

Login 資料表主要記錄使用者登入的一些基本資料以及目前登入

狀態等欄位，表 2 為 Login 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2、Login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key 使用者帳號+使用者身分作為資料表主鍵 文字 是 

EMAIL 使用者帳號 文字  

UserType 使用者身分 文字  

Status_Flag 登入狀態 文字  

Password MD5 加密後密碼 文字  

Message 關懷員績效訊息 文字  

LoginDate 記錄登入日期 文字  

LoginTime 記錄登入時間 文字  

IsLogin 若成功登入則值為 T，若為登入則為空值 文字  

UseEquipment 使用者於登入時所使用的裝置 文字  

 

2. PatientList 資料表 

PatientList 資料表主要記錄每位關懷員所屬的個案資料，表 3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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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List 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3、 PatientList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DateTBNum 下載日期+個案編號作為資料表主鍵 文字 是 

TB_NUM 個案編號 文字  

AKA 個案別名 文字  

CS_Mail 所屬關懷員帳號 文字  

IsTouch 識別 DOPT(代碼 T)與 DOTS(代碼 N)個案 文字  

Sex 個案性別 文字  

Area 個案居住區域 文字  

Age 個案年齡範圍 文字  

DownloadDate 個案下載日期 文字  

isCheck 是否標示為目前填寫之個案標籤 文字  

 

3. CodeTable 資料表 

CodeTable 資料表主要記錄關懷員所需填寫的日誌內容所用控制

項欄位之值，表 4 為 CodeTable 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4、 CodeTable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RecNo 代碼種類+代碼編號作為資料表主鍵 文字 是 

CodeType 代碼種類 文字  

Code 代碼編號 文字  

CodeDesc 代碼描述 文字  

Memo 備註 文字  

 

4. Medication 資料表 

Medication 資料表主要記錄關懷員所填寫每位個案的日誌內容，

表 5 為 Medication 資料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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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Medication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TBid 個案編號+下載日期作為資料表主鍵 文字 是 

SerialNumber 個案編號 文字  

MManager 個案管理方式 文字  

EType 服藥執行方式 文字  

ADate 個案服藥日期 文字  

TakeMethod 個案服藥方式 文字  

RNDate 預約訪視日期 文字  

CCode 個案合作程度 文字  

Ditem_EMaterials 交付項目：衛教資訊  文字  

Ditem_NDV 交付項目：營養品或提貨卷 文字  

Ditem_N 交付項目：通知單 文字  

Seffect_NV 副作用：噁心嘔吐 文字  

Seffect_BV 副作用：視力模糊 文字  

Seffect_SA 副作用：皮膚過敏 文字  

Seffect_Numbness 副作用：手足末稍麻木 文字  

EEMB 服用 EMB 文字  

CVA 副作用辨色力異常 文字  

TTime 服藥時段 文字  

Seffect_O 副作用：其它 文字  

isCheck 是否勾選填寫副作用：其它之內容 文字  

Remarks 備註說明 文字  

NumberOfTime 當日服藥次數 文字  

IsFinish 是否標示為已完成之日誌 文字  

CS_Mail 個案所屬之關懷員帳號 文字  

 

六、 Web Services 欄位說明 

系統主要以 Web Services 的服務以 XML 的格式與後端資料庫做

需求與資料的傳送，系統使用了 UserApply 、

AccountActivation、Login、ForgotPassword、ModifyPassWord、

TB_Patient、UpDateCodeTable、UpLoadDots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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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UseEquipment 共 9 個服務，以下分別介紹各項服務的欄

位內容： 

1. UserApply 

UserApply 主要為使用者進行註冊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6 與表 7 為 UserApply 傳送之值介紹。 

表 6、UserApply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2 真實姓名  

L_Var3 使用者類別 A：關懷員、B：一般使用者 

L_Var4 手機號碼  

L_Var5 申請帳號(E-MAIL)  

L_Var8 密碼  

表 7、UserApply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Apply_Result 申請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姓名長度超過 

2：使用者類別錯誤 

3：手機號碼長度不符合 

4：e-mail 格式不符 

5：密碼格式不符合 

6：帳號已申請 

7：帳號已認證 

8：帳號已停用、 

9：申請失敗(使用者類別為關懷員時會

比對是否符合關懷員資料表(Caring_staff)

的資料) 

10：帳號申請成功(寄送認證信至使用者

的 e-mail 信箱) 

11：是否為關懷員的 email 且判斷手機號

是否相同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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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countActivation 

AccountActivation 主要為使用者進行註冊時，所傳送資料的

服務，表 8 與表 9 為 AccountActivation 傳送之值介紹。 

表 8、AccountActivation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1 認證信件連結所附之參數  

L_Var6 認證碼  

表 9、AccountActivation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Apply_Result 認證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認證成功 

2：認證失敗 

3：帳號已啟用 

4：帳號已停用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3. Login 

Login 主要為使用者登入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10 與表

11 為 Login 傳送之值介紹。 

表 10、Login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6 MD5 加密後密碼  

表 11、Login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Login_Result 登入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登入成功 

2：登入失敗 

L_Var2 關懷員別名  

L_Var3 使用者身份 A：關懷員 



176 
 

B：一般使用者 

C_Var1 關懷員績效訊息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4. ForgotPassword 

ForgotPassword 主要為忘記密碼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12 與表 13 為 ForgotPassword 傳送之值介紹。 

表 12、ForgotPassword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表 13、ForgotPassword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Apply_Result 申請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帳號錯誤(資料庫內無此 e-mail) 

2：申請成功(由系統產生一組新密碼寄

到使用者的 e-mail) 

3：使用者類別錯誤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5. ModifyPassWord 

ModifyPassWord 主要修改密碼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14

與表 15 為 ModifyPassWord 傳送之值介紹。 

表 14、 ModifyPassWord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8 MD5 加密後密碼  

L_Var8_New MD5 加密後新密碼  

 

表 15、ModifyPassWord 服務回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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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Modify_Result 修改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帳號錯誤(資料庫內無此 e-mail 或舊

密碼錯誤) 

2：新密碼不符合格式 

3：修改成功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6. TB_Patient 

TB_Patient 主要為下載個案資料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16 與表 17 為 TB_Patient 傳送之值介紹。 

表 16、TB_Patient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8 MD5 加密後密碼  

 

表 17、TB_Patient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T_Var2 患者別名  

T_Var3 負責該病患之關懷員 

E-MAIL 

 

T_Var4 DOTS 與 DOPT 個案區

別 

N : DOTS 個案 

T : DOPT 個案 

TB_Patient_Result 查詢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無病患資料 

2：有病患資料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7. UpDateCodeTable 

UpDateCodeTable 主要為上傳日誌內容時，所傳送資料的服

務，表 18 與表 19 為 UpDateCodeTable 傳送之值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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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UpDateCodeTable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8 MD5 加密後密碼  

Code_Var1 代碼類別 用藥管理：M_MANAGER 

執行方式：EXE_TYPE 

服藥方式：TAKE_METHOD 

個案合作程度：COOPERATIVE_CODE 

服藥時間：TAKETIME 

表 19、UpDateCodeTable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Code_Var2 代碼  

Code_Var3 代碼說明  

Code_Var4 備註  

UpDateCodeTable_Result 查詢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E-MAIL 跟密碼比對不正

確 

2：無代碼資料 

3：有代碼資料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8. UpLoadDotsDaily 

UpLoadDotsDaily 主要為使用者登入時，所傳送資料的服務，

表 20 與表 21 為 UpLoadDotsDaily 傳送之值介紹。 

表 20、UpLoadDotsDaily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8 MD5 加密後密碼  

D_Var3 用藥管理 1：DOTS計畫關懷員 

2：其它關懷員 

3：個案自行管理 

4：住院中 

5：已中斷或結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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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Var4 執行方式 1：電話查證 

2：親自執行家訪 

3：個案自行到點 

4：長照機構 

5：到院訪視(含機構) 

9：不適用 

D_Var11 DOTS 服藥日  

D_Var12 個案服藥方式 1：親眼目睹 

2：未服藥 

3：不合作 

4：建議強制住院 

5：實地家訪未遇 

6：評估中 

D_Var13 預約訪視日期  

D_Var14 個案合作程度  

D_Var15 交付項目：衛教資料   1：有交付、空白或 null：無交付 

D_Var16 交付項目：營養品或

提貨卷 

  1：有交付、空白或 null：無交付 

D_Var17 交付項目：通知單   1：有交付、空白或 null：無交付 

D_Var23 副作用：噁心嘔吐   1：有此副作用、空白或 null：無 

D_Var24 副作用：視力模糊   1：有此副作用、空白或 null：無 

D_Var25 副作用：皮膚過敏   1：有此副作用、空白或 null：無 

D_Var32 副作用：其他   1：有此副作用、空白或 null：無 

D_Var26 副作用：手足末稍麻

木 

  1：有此副作用、空白或 null：無 

D_Var28 是否服用 EMB 0：否，未服用、1：是，服用 EMB 

D_Var29 副作用辨色力異常 1：異常、0：正常、9：本次未評估 

D_Var31 服藥時段 A：早上 

P：下午 

N：未服藥 

表 21、UpLoadDotsDaily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UpLoad_Result 上傳結果 0：程式發生不可預期之錯誤 

1：E-MAIL 跟密碼比對不正確 

2：E-MAIL+總編號在 TB 患者基本資

料(TB_Patient)找不到對應的資料 

3：上傳的資料格式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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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新增成功 

5 資料更新成功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9. UpLoadUseEquipment 

UpLoadUseEquipment 主要為使用者登入時回傳使用者所使用

的裝置平台，所傳送資料的服務，表 22 與表 23 為

UpLoadUseEquipment 傳送之值介紹 

表 22、UpLoadUseEquipmente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L_Var5 登入帳號 EMAIL  

L_Var6 使用平台資訊  

 

表 23、UpLoadUseEquipment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值 

UseEquipment_Result 回傳結果 2：使用者資料更新成功 

ErrMessage 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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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使用者操作手冊 

一、 使用者註冊 

本系統在第一次使用系統時，需先進行使用者註冊，確保與識別使

用者身份，才可進行系統的操作與使用。圖 6為使用者註冊之系統

畫面，使用者可透過登入頁左上方「註冊」之按鈕進行使用者註冊

資料之填寫，若申請成功系統會出現提示視窗，請使用者至信箱收

取認證信。 

 

圖 6、使用者註冊系統畫面 

二、 使用者認證 

圖 7為使用者至信箱透過認證信中的連結，導入系統認證畫面，使

用者可輸入信箱中的認證碼進行帳號的認證，而認證成功後系統會

跳出提醒視窗自動導入登入首頁。 



182 
 

 

圖 7、使用者認證帳號系統畫面 

三、 使用者登入 

圖 8所示即為使用者登入之系統畫面，使用者透過申請後的帳號密

碼進行系統的登入，登入成功後系統會自動導入首頁。 

 

圖 8、使用者登入之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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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忘記密碼 

若當使用者忘記密碼時，可透過登入首頁左下方「忘記密碼」之按

鈕填寫帳號資料，便可至申請帳號之信箱收取一組新密碼，如圖 9

所示。 

 

圖 9、忘記密碼之系統畫面 

五、 修改密碼 

使用者也可透過登入後首頁提供之修改密碼的功能，填寫基本資料

後進行密碼的修改，若修改成功後系統會跳出提醒視窗並自動導入

首頁，請使用者利用新密碼重新登入系統，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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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修改密碼之系統畫面 

六、 新增都治日誌 

關懷員可透過首頁中新增都治日誌之功能進行日誌的新增，點選該

按鈕後，關懷員便可觀看所屬個案清單，點選欲新增日誌的個案

後，系統便會導入填寫日誌的畫面，如圖 11所示。而圖 12則為關

懷員填寫日誌內容之畫面，填寫完畢後可透過頁面最下方「儲存待

上傳」之按鈕儲存該筆日誌資料，若儲存成功系統也會跳出提醒視

窗告知使用者該筆服藥日誌已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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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新增都治日誌系統畫面(1) 

 

圖 12、新增都治日誌系統畫面(2) 

七、 檢視修改都治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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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誌新增完畢後，關懷員可透過「檢視修改紀錄」的功能進行已

新增日誌的檢視與修改，如圖 13所示，點選該按鈕後系統會導入未

上傳服藥紀錄之畫面，畫面中會列出目前已新增日誌的個案清單，

點選該個案後便可進行日誌的檢視與修改。圖 14所示即為透過標示

為填寫完成之紀錄之功能進行資料的修改，修改完成後系統會跳出

提示視窗提醒使用者資料已更新。 

 

圖 13、檢視修改都治日誌系統畫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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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檢視修改都治日誌系統畫面(2) 

八、 刪除與上傳都治日誌 

透過刪除與上傳都治日誌之功能，系統會已清單的方式列出目前已

新增日誌的個案清單，並以日期為標題的方式進行區塊的排列，勾

選個案後可進行日誌的刪除或上傳，如圖 15所示即為刪除日誌之系

統畫面，而圖 16所示則為上傳日誌之系統畫面，當日誌上傳成功

後，系統便會跳出提示視窗提醒關懷員該筆日誌新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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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刪除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 

 

圖 16、上傳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 

九、 系統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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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說明文件中包含系統各項功能之介紹，提供初次使用系統的使

用者更容易了解系統的各項功能之目的，使用者可透過側邊功能選

單中「系統功能說明」，觀看系統說明文件，如圖 17所示。 

 

圖 17、系統功能說明之系統畫面 

十、 離線儲存模組功能 

當使用者處於無網路環境或網路環境不佳並切非初次使用系統時，

可透過系統的離線儲存模組進行系統的操作，圖 18與圖 19所示為

系統處於離線狀態下之系統畫面，系統右上角會以「離線中」字樣

顯示目前連線狀態，而若使用者點選到非離線儲存模組提供之功能

時，系統也會以提示視窗提醒使用者該功能需於連線狀態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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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1) 

 

圖 19、系統離線操作之系統畫面(2) 

肆、 系統測試報告 

本文件為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系統之測試報告，包括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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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組、用藥管理模組以及離線儲存模組。 

一、 帳號管理模組 

本測試案例測試帳號管理模組主要提供的功能： 

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使用者註冊」 

2.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帳號認證」 

3.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帳號登入」 

4.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忘記密碼」 

5.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修改密碼」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1-1 

Name 使用者註冊 

Tested target 帳號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6、使用者註冊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註冊功能按鈕，導入註冊頁面 

2.輸入各項基本資料 

3.點選「註冊」送出註冊申請 

Expected result 出現提醒視窗可至信箱收取認證信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1-2 

Name 使用者認證 

Tested target 帳號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7、使用者認證帳號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透過信箱中之連結導入系統認證畫面 

2.輸入認證碼 

Expected result 認證成功系統會跳出提示視窗，並自動導入登

入畫面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1-3 

Name 使用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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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ed target 帳號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8、使用者登入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輸入帳號與密碼 

2.點選「登入」 

Expected result 成功登入後系統自動導向首頁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1-4 

Name 忘記密碼 

Tested target 帳號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9、忘記密碼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透過登入首頁點選忘記密碼之按鈕，導入填

寫註冊帳號之頁面 

2.輸入帳號 

3.點選「確定」按鈕送出資料 

Expected result 出現提醒視窗可至信箱收取新密碼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1-5 

Name 修改密碼 

Tested target 帳號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0、修改密碼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登入後至首頁 

2.點選「修改密碼」之按鈕 

3.填寫帳號與密碼等基本資料 

4.點選「確定」按鈕送出資料 

Expected result 出現提醒視窗利用新密碼重新登入，系統自動

導入登入頁面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二、 用藥管理模組 

本測試案例測試用藥管理模組主要提供的功能： 

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新增都治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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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能正確的進行「檢視都治日誌」 

3.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修改都治日誌」 

4.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刪除都治日誌」 

5.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上傳都治日誌」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2-1 

Name 新增都治日誌 

Tested target 用藥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1 與圖 12 新增都治日誌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新增都治日誌」之按鈕，導入選擇個

案之頁面 

2.點選欲新增的個案，導入填寫日誌內容之畫

面 

3.填寫日誌內容 

4.按下「儲存待上傳」之按鈕 

Expected result 出現提醒視窗告知使用者「服藥資料已新增」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2-2 

Name 正確檢視都治日誌 

Tested target 用藥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3、檢視修改都治日誌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檢視修改紀錄」之按鈕，導入選擇個

案之頁面 

2.點選欲檢視的個案，導入檢視日誌內容之畫

面 

3.檢視日誌內容  

Expected result 正確的檢視已新增之日誌內容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2-3 

Name 修改都治日誌 

Tested target 用藥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4、檢視修改都治日誌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檢視修改紀錄」之按鈕，導入選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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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頁面 

2.點選欲檢視的個案，導入檢視日誌內容之畫

面 

3.修改日誌之欄位內容 

4.按下「儲存待上傳」之按鈕 

Expected result 出現提醒視窗告知使用者「資料已更新」，並

依照更新內容修改日誌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2-4 

Name 刪除都治日誌 

Tested target 用藥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5、刪除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上傳或刪除日誌」之按鈕，導入勾選

個案之頁面 

2.勾選欲刪除的個案 

3.按下「刪除」之按鈕 

4.出現確認視窗列出使用者勾選欲刪除的清單 

Expected result 刪除使用者勾選的日誌資料，並更新資料畫面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2-5 

Name 上傳都治日誌 

Tested target 用藥管理模組 

Reference 圖 16、上傳都治日誌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上傳或刪除日誌」之按鈕，導入勾選

個案之頁面 

2.勾選欲上傳的個案 

3.按下「上傳」之按鈕 

4.出現確認視窗列出使用者勾選欲上傳的清單 

Expected result 上傳使用者勾選的日誌資料，出現提醒視窗告

知使用者該筆資料已上傳成功，並更新資料畫

面 

Cleanup 無 

三、 離線儲存模組 

本測試案例測試用藥管理模組主要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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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離線登入」 

2.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離線新增日誌」 

3.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離線檢視日誌」 

4.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離線修改日誌」 

5.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離線刪除日誌」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3-1 

Name 離線登入 

Tested target 離線儲存模組 

Reference 圖 18、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1) 

Instructions 1.於離線狀態填寫帳號與密碼 

2.點選「登入」 

Expected result 成功登入系統並導入首頁之畫面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3-2 

Name 離線新增日誌 

Tested target 離線儲存模組 

Reference 圖 19、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2) 

Instructions 1.於離線狀態點選「新增都治日誌」之按鈕，

導入選擇個案之頁面 

2.點選欲新增服藥日誌之個案 

3.填寫都治日誌內容 

4.點選「儲存待上傳」之按鈕 

Expected result 成功新增日誌，並跳出提醒視窗告知使用者日

誌已新增 

Cleanup 無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3-3 

Name 離線檢視日誌 

Tested target 離線儲存模組 

Reference 圖? 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2) 

Instructions 1.於離線狀態點選「檢視修改紀錄」之按鈕，

導入選擇個案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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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欲檢視日誌的個案  

Expected result 正確檢視已新增的日誌內容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3-4 

Name 離線修改日誌 

Tested target 離線儲存模組 

Reference 圖? 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2) 

Instructions 1.於離線狀態點選「檢視修改紀錄」之按鈕，

導入選擇個案之頁面 

2.點選欲修改日誌的個案  

3.修改日誌內容 

4.按下「儲存待上傳」之按鈕 

Expected result 正確修改日誌，並出現提醒視窗告知使用者日

誌已更新 

Cleanup 選擇「上一頁」 

 

Identification DCMD-STR-003-5 

Name 離線刪除日誌 

Tested target 離線儲存模組 

Reference 圖 19、系統於離線時操作之畫面(2) 

Instructions 1.於離線狀態點選點選「上傳或刪除日誌」之

按鈕，導入勾選個案之頁面 

2.勾選欲刪除的個案 

3.按下「刪除」之按鈕 

4.出現確認視窗列出使用者勾選欲刪除的清單 

Expected result 刪除使用者勾選的日誌資料，出現提醒視窗告

知使用者該筆資料已刪除成功，並更新資料畫

面 

Cleanup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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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一、 系統 

1. 目標 

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主要目的為透過傳染病

歷史資料與疾病管制署提供的 NIDSS 資料進行整合後，建

立一套以行動裝置為主的查詢系統，系統提供傳染病歷史資

料的統計查詢，並以表格、統計圖以及地圖等方式呈現，並

達到下列目標： 

 整理並建置歷年傳染病資料庫 

 建置以行動裝置為主的查詢雛型系統，呈現畫面以表

格、統計圖與地圖等方式呈現。 

2. 系統名稱 

本系統包含建置下列主系統與各個子系統，主系統為：智慧

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Communicable Query 

System with Intelligent Mobile Device, CQMD 1.0.0) 

子系統分別為： 

 統計圖表查詢子系統(Query System with Chart, QSC 

1.1.0)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Query System with Google Map, 

QSG 1.2.0)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Query System with High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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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 1.3.0)) 

 

二、 文件 

1. 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的需求、設

計以及操作使用說明，以助於一般使用者與衛生統計相關人員在

初次使用系統以及管理者在維護上更容易操作。 

2. 接受準則 

 明確且適當地陳述 

 完整性 

 能驗證 

3. 符號描述 

CQMD 1.0.0 The CQMD system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0.0. 

QSC 1.1.0 The QSG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1.n 

QSG 1.2.0 The QSG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2.n 

QSH 1.3.0 The QSH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3.n 

 

FNR-nnn  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IIR-nnn  內部介面需求 (In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EIR-nnn  外部介面需求 (Ex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UIR-nnn  使用者介面需求 (User Interfaces Requirement) 

STR-nnn  測試需求 (System test Requirement) 

ENR-nnn  環境需求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DIC-nnn  設計限制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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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次序定義 

本文件各項需求的優先向母標示於每一個需求編號的後面，說明

如下： 

表 1 、優先次序定義說明 

No Name Description 

1 Critical. 於系統完成時需要馬上具備的。 

2 Important 系統完成時雖然可以不需馬上具備，但由於會耗用過

多的資源，因此需要限期改善。 

3 Desirable. 本功能若具備將會對於各項功能提供更為方便的操

作，因此建議於修改時併入考慮項目。 

4 Unnecessary. 本能為選擇性的需求，不會對於系統的操作造成影

響，可以列為下一個版本的參考依據。 

 

  



204 
 

貳、 系統規格書 

一、 系統描述 

 

圖 1、研究流程圖 

圖 1 為本計畫研究流程圖，研究首先進行基本需求分析，而後便進

行系統雛型設計與模型建置，研究過程中，主持人每個月會定期赴

疾病管制署進行月進度會議，與使用者進行需求的討論以及評估系

統流程，並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雛型系統的修改與評估，在雛型系

統建置完成後，開始進行系統測試並實際上線使用，在後續也持續

進行系統細部修改與維護，直到使用者對系統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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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架構 

 

圖 2、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為建置「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圖 2 為系統

架構圖，提供一般使用者與公共衛生相關研究人員查詢傳染疾病歷

史統計資訊時所使用，使用者可透過各種行動裝置的瀏覽器使用系

統，行動裝置端主要將資料儲存在瀏覽器中的 Web SQL Database。

系統主要以 Web Services 的服務以 XML 的格式與主機伺服器端進

行溝通，達到資料的交換與傳送。 

三、 需求分析 

1. 內部介面需求 

CQMD-IIR-001 1 圖表查詢子系統(QSC 1.1.0)，查詢功能主要透

過與疾病管制署端的提供的 NIDSS Web 

Services 介接，以 XML 的格式取得傳染病歷史

資訊。 

CQMD-IIR-002 1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QSG 1.2.0)，查詢功能

主要透過將查詢條件送至 Google 所提供的

Google  Fusion Tables，Google Fusion Tables 即

會依查詢條件在地圖上顯示傳染病資料 

CQMD-IIR-003 1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QSH 1.3.0)，查詢功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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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與 PHP 後端作連結，將查詢條件傳送給

資料庫。 

2. 外部介面需求 

CQMD-EIR-001 1 圖表查詢子系統(QSC 1.1.0)可以提供使用者選

擇不同的疾病、年份與圖形種類等條件進行傳

染病歷史資料查詢。 

CQMD-EIR-002 1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QSG 1.2.0)可以依照使

用者選擇的疾病與年份進行傳染病歷史資料查

詢，並以 Google Maps 的方式呈現。 

CQMD-EIR-003 1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QSH 1.3.0)可以依照使用

者選擇的疾病與年份進行傳染病歷史資料查

詢，並以 Highmaps 的方式呈現。 

3. 使用者介面需求 

CQMD-UIR-001 1  主畫面依設計以行動裝置為主，主選單能連結

至各子系統 

CQMD-UIR-002 1 提供使用者以圖表方式查詢傳染病歷史資訊 

CQMD-UIR-003 1 提供使用者以 Google Maps 方式查詢傳染病歷

史資訊 

CQMD-UIR-004 1 提供使用者以 Highmaps 方式查詢傳染病歷史資

訊 

CQMD-UIR-005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檢視查詢紀錄 

CQMD-UIR-006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儲存查詢紀錄 

CQMD-UIR-007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管理查詢紀錄 

4. 功能性需求 

CQMD-FNR-001 1 提供使用者以圖表方式查詢傳染病歷史資訊 

CQMD-FNR-002 1 提供使用者以 Google Maps 方式查詢傳染病歷

史資訊 

CQMD-FNR-003 1 提供使用者以 Highmaps 方式查詢傳染病歷史資

訊 

CQMD-FNR-004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檢視查詢紀錄 

CQMD-FNR-005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儲存查詢紀錄 

CQMD-FNR-006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提供使用者管理查詢紀錄 

5. 測試需求 

CQMD-STR-001 1 成功使用圖表查詢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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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D-STR-002 1 成功使用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 

CQMD-STR-003 1 成功使用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6. 環境需求 

CQMD-ENR-001 1 開發環境為 Windows8 作業系統，使用 Visual 

Studio 2012 撰寫程式。 

CQMD-ENR-002 1 測試環境為各種裝置平台的瀏覽器 Chrome 

7. 設計需求 

CQMD-DIC-001 1 以圖表查詢子系統查詢欄位依照疾病管制署提

供的 NIDSS Web Services 服務交換欄位進行設

計。 

 

四、 系統分析 

1. 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3、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 

系統架構圖是用來塑模系統的功能、用途，描述系統的行

為。圖 3 為此系統功能之架構圖。系統分為統計圖表查詢子

系統、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以及 Highmaps 查詢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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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三套子系統皆利用 HTML 5、CSS、JavaScript 和 jQuery 

mobile 等技術建置。在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以及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的部分連結資料庫，並以 Google maps 

API、Google Fusion Tables 和 Highmaps 來建置地圖平台。資

料庫是將民國 35 至民國 80 年的傳染病紙本歷史資料數位化

的資料庫與 NIDSS 上的傳染病統計資料以人工的方式做整

理與結合，其中紙本資料是來自衛生統計要覽，將其掃描後

輸入至 Excel 檔，再轉入資料庫；NIDSS 上的資料下載

XML 格式電子資料後，轉入資料庫，使用相同的欄位名

稱，系統就可供查詢的傳染病資料年份為西元 1946 年到西

元 2014 年。以下分別介紹這三個子系統： 

 統計圖表查詢子系統 

統計圖表查詢子系統主要提供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傳染病

歷史資料查詢結果、查詢記錄管理以及儲存記錄管理三

種功能。在傳染病歷史資料查詢的部分提供疾病種類、

日期種類、感染來源、起迄時間以及圖表類型等欄位選

項。而每筆查詢之結果都會儲存至瀏覽器的 Web SQL 

Database 中，使用者可透過查詢紀錄管理進行瀏覽、另

存最愛以及刪除該筆瀏覽紀錄，若使用者想儲存某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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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紀錄時，也可透過加入我的最愛另存該筆紀錄，同時

也可自訂名稱辨別該筆資訊。另外，系統也使用 HTML 

5 提供的離線網頁應用程式（Offline Web Applications），

讓瀏覽與儲存的紀錄可於離線時依然正常瀏覽及操作。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 

圖 4 為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架構圖。由於 Google 

Maps 的使用限制，傳染病資料查詢系統的資料庫必須存

放於 Google Fusion Tables，在 HTML5 的程式中，可以

使用 JavaScript 呼叫 Google Maps 所提供的 API 程式介

面，填入 SQL 查詢指令作為參數，就能自動將資料傳送

至 Google Fusion Table 中。 

 

圖 4、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架構圖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圖 5 為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架構圖。Highmaps 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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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系統的使用者介面使用可跨平台的 HTML5 撰

寫，以 Apache 作為後端伺服器，利用 PHP 連結後端資

料庫，接者將查詢出的資料回傳至 Highmaps 並呈現。 

 

圖 5、Highmaps 系統架構圖 

 

五、 資料庫之資料表欄位說明 

本系統中的圖表查詢子系統使用 HTML5 所提供之 Web SQL 

Database，系統總共建立 Search 與 Data 兩個資料表；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與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則使用傳染病地區資料表，資料

表欄位內容說明如下： 

 

1. Search 資料表 

Search 資料表主要紀錄每筆查詢的欄位選項資料，表 2 為 Search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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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欄位說明。 

表 2、Search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key 流水號 文字 是 

SearchDay 查詢日期 文字  

ID 查詢 ID 文字  

Diseases 疾病名稱 文字  

Day 日期種類 文字  

Origin 感染來源 文字  

Time01 起時 文字  

Time02 迄時 文字  

Chart 圖表種類 文字  

Favorite 是否儲存我的最愛 文字  

ReName 重新命名 文字  

isCheck 暫時標記欄位 文字  

2. Data 資料表 

Data 資料表主要紀錄每筆查詢結果的細項內容，表 3 為 Data 資

料表欄位說明。 

表 3、Data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keyyear 查詢流水號+年份作為資料表主鍵 文字 是 

key 查詢流水號 文字  

Year 年份 文字  

T1 確定病例數 文字  

T2 通報病例數 文字  

T3 死亡人數 文字  

3. 傳染病地區資料表 

傳染病資料表主要存放民國 35 至民國 80 年的傳染病紙本歷史

資料數位化的資料庫與 NIDSS 上的傳染病統計資料，表 4 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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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地區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4、傳染病地區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資料型態 主鍵 

Cal_yar 年份 文字  

disease 傳染病 文字  

Area 地區 文字  

Determined_Cnt 通報數 數字  

death_cnt 死亡數 數字  

Cal_yar 年份 文字  

 

六、 Web Services 欄位說明 

系統主要以 Web Services 的服務以 XML 的格式與後端資料庫作連

結，在整個系統中，統計圖表查詢子系統連結了一個 NidssYear 的

Web Services 服務，以下表格詳述各項服務的欄位內容： 

1. NidssYear：NidssYear 主要為使用者進行傳染病歷史資料查詢

時，所傳送需求與接收查詢結果的服務，表 5 與表 6 為

NidssYear 傳送之值介紹。 

表 5、NidssYear 服務要求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acc webservice 帳號  

pwd webservice 密碼  

disease_code 疾病代碼 參考表 7 疾病代碼檔 

date_type 日期種類 參考表 8 參數說明 

origin_infection 感染來源 請參考表 8 參數說明 

date1 起時 請參考表 8 參數說明 

date2 迄時 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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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NidssYear 服務回應欄位 

XML Tag 名稱 XML 內容說明 參考代碼 

ReturnState 狀態  

ReturnDesc 錯誤訊息  

ReturnList 結果陣列  

  Item   

    disease_code 疾病代碼  

    date_type 日期種類  

    origin_infection 感染來源  

    year 年  

    number_confirmed 確定病例數  

    number_reported 通報病例數  

    number_death 死亡人數  

 

表 7、疾病管制署 NIDSS Web Services 中文說明書疾病代碼檔 

類別 疾病代碼 疾病名稱 開始年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050 天花 尚無記錄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SARS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2003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071 狂犬病 1991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022 炭疽病 1999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H5N1 H5N1 流感 尚無記錄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56 德國麻疹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1 霍亂 1990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80 流行性斑疹傷寒 1990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32 白喉 1993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360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1990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663b 西尼羅熱 2005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2 傷寒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2a 副傷寒 1998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45 小兒麻痺症 1990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45a 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1993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4 桿菌性痢疾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6 阿米巴性痢疾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654 登革出血熱/登革休克症候群 1996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61 登革熱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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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84 瘧疾 1990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55 麻疹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701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198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080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 1999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786 漢他病毒出血熱 1995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4808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 2001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010m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1993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A920 屈公病 2007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44 HIV 感染(含母子垂直感染疑似個案) 1984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42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1984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10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 1984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30 漢生病 1963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33 百日咳 1990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37 破傷風 1990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03 急性病毒性Ｂ型肝炎 198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05 急性病毒性Ｃ型肝炎 1993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0d 急性病毒性Ｄ型肝炎 1995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0e 急性病毒性Ｅ型肝炎 1994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2 流行性腮腺炎 198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90 梅毒 1912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98 淋病 1990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3200 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199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4828 退伍軍人病 1957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7710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198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7713 新生兒破傷風 1993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49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199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620 日本腦炎 1989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070x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定型 1989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051 肉毒桿菌中毒 1990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461 庫賈氏病 1966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100 鉤端螺旋體病 1940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1048 萊姆病 1962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25 類鼻疽 2000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26 貓抓病 2003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820 地方性斑疹傷寒 1991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830 Ｑ熱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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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52 水痘 1990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812 恙蟲病 1966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487a 流感併發症 1999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21 兔熱病 2008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412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2007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0543 庖疹 B 病毒感染症 2009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130 弓形蟲感染症 2007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NDM-1 NDM-1 腸道菌感染症 2010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060 黃熱病 1995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0788 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2001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0788b 拉薩熱 尚無記錄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0788a 馬堡病毒出血熱 尚無記錄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0663a 裂谷熱 尚無記錄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NoCoV 新型冠狀病毒呼吸道重症 尚無記錄 

 

表 8、疾病管制署 NIDSS Web Services 中文說明書參數說明 

參數 參數說明 值 疾病代碼 疾病名稱 

date_type 日期種類 1(建檔日) 010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

性結核病外) 

010m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1(衛生局收到日) 

3(診斷日) 

9(個案研判日) 

090 梅毒 

044 HIV 感染(含母子垂

直感染疑似個案) 

030 漢生病 

098 淋病 

042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 

1(衛生局收到日) 

3(發病日) 

9(個案研判日) 

其他   

origin_infection 感染來源 0(本國籍) 

1(非本國籍) 

010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

性結核病外) 

010m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0(本土病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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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外移入病例) 

參、 使用者操作手冊 

系統透過網址連結後無需登入即可至首頁開始選擇功能查詢，以下

分別介紹各子系統操作功能： 

一、 圖表查詢子系統 

透過首頁的按鈕連結，即可使用統計圖表查詢子系統查詢傳染病歷

史資訊，使用者可透過選擇疾病名稱、日期種類、感染來源、起迄

時間以及圖表類型進行查訊，如圖 6。圖 7則為系統提供使用者三

種不同方式呈現圖形之系統畫面。圖 8則為瀏覽查詢紀錄之系統畫

面，使用者可在查詢紀錄之頁面觀看所有歷史的查詢紀錄。圖 9則

為儲存紀錄之管理畫面，當使用者勾選該筆紀錄進行刪除時，系統

會先跳出確認視窗提醒使用者，另外系統也提供單筆及多筆資料的

刪除功能，使用者可依照需求自行管理紀錄。圖 10則為系統支援離

線瀏覽查詢紀錄之系統畫面，當使用者處於無網路環境或網路環境

不穩之情況下，離線瀏覽功能則可讓使用者於無連線之情況下正常

觀看及管理瀏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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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圖表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1) 

 

圖 7、圖表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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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圖表查詢子系統瀏覽查詢紀錄之系統畫面 

 

圖 9、圖表查詢子系統管理儲存紀錄之系統畫面 



219 
 

 

圖 10、圖表查詢子系統離線瀏覽之系統畫面 

二、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 

透過首頁的按鈕連結，即可使用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查詢傳染

病歷史資料，系統皆以 Google Maps 的方式呈現查詢結果，如圖

11。圖 12 則為查詢時之系統畫面，使用者進入主畫面後可透過「選

單」選擇想查詢的傳染病以及年份，選擇完查詢條件後，系統就會

依照通報數多寡以顏色漸層的方式呈現傳染病在各地區的嚴重程

度，點擊地區就可以查看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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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1) 

 

圖 12、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2) 

三、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透過首頁的按鈕連結，即可使用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查詢傳染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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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資料，系統皆以 Highmaps 的地圖方式呈現查詢結果，當滑鼠移到

地區時即可顯示資料，如圖 13。圖 14 則為查詢時之系統畫面，使

用者可透過畫面下方的下拉式選單點選欲查詢的疾病名稱，橫向的

滑動卷軸則提供各個年度的疾病通報數進行查詢，使用者可透過滑

動的方式快速觀看該疾病每個年度的通報數變化情形。 

 

圖 13、High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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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High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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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測試報告 

本文件為智慧型手機查詢傳染病相關資訊系統之測試報告，包括圖

表查詢子系統、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以及 Highmaps 查詢子系

統。 

一、 圖表查詢子系統 

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2.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查詢紀錄之管理」 

3.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儲存紀錄之管理」 

Identification CQMD-STR-001-1 

Name 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Tested target 圖表查詢子系統 

Reference 圖 6、圖表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1) 

Instructions 1.選擇疾病、日期種類、感染來源、起迄時間以及圖

表類型 

2.點選「查詢」按鈕送出查詢條件 

Expected result 正確呈現依照查詢條件的結果 

Cleanup 選擇「返回」或「重新查詢」 

 

Identification CQMD-STR-001-2 

Name 查詢紀錄之管理 

Tested target 圖表查詢子系統 

Reference 圖 8、圖表查詢子系統瀏覽查詢紀錄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每筆瀏覽之紀錄皆可瀏覽及刪除 

2.點選「管理查詢紀錄」之按鈕進入管理頁面 

Expected result 可單筆或多筆的刪除瀏覽之紀錄 

Cleanup 選擇「返回」 

 

Identification CQMD-STR-001-3 

Name 儲存紀錄之管理 

Tested target 圖表查詢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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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圖 9、圖表查詢子系統管理儲存紀錄之系統畫面 

Instructions 1.點選每筆我的最愛之紀錄皆可瀏覽、重新命名以及

刪除 

2.點選「管理我的最愛」之按鈕進入管理頁面 

Expected result 可單筆或多筆的刪除我的最愛之紀錄 

Cleanup 選擇「返回」 

二、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 

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Identification CQMD-STR-002-1 

Name 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Tested target 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 

Reference 圖 12、Google 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2) 

Instructions 1.選擇疾病與起迄時間 

2.點選「查詢」按鈕送出查詢條件 

Expected result 可正確的顯示查詢結果 

Cleanup 無 

三、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1. 是否能正常的進行「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Identification CQMD-STR-003-1 

Name 歷史傳染疾病之查詢 

Tested target Highmaps 查詢子系統 

Reference 圖 14、Highmaps 查詢子系統系統畫面(2) 

Instructions 1.選擇疾病 

2.拖曳選擇年份之橫軸 

Expected result 可正確的顯示每年度該疾病之查詢結果 

Cleanup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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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簡介 

一、 系統 

1. 目標 

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 (Festival-Medical System, FMS)專案

的主要目的為將現行的通報系統提升為可用於行動通訊的作

業環境，並且達到： 

 簡化系統的操作程序。 

 完全取代紙本醫療記錄。 

 提升行動介面操作可用性。 

 系統離線操作。 

 跨平台使用。 

2. 系統名稱 

本專案範圍包含建置下面主系統與各項子系統，主系統為: 

 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Festival-Medical System, 

FMS) 

各模組分別為: 

 離線資料記錄模組(Offline Data Logging Module, 

ODLM) 

 資料管理模組 (Data Management Module, DMM) 

 系統管理模組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 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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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件 

1. 目的 

希望解決在無網路環境及無充足資源下無法進行通報的問

題，進而提升通報的效率，避免操作人員二次輸入通報資

料，改善目前使用行動裝置進行通報時介面操作不易的問

題，並提供離線使用功能。 

2. 接受準則 

 明確且適當地陳述(Clearly and properly stated) 

 完整性 (Completely) 

 一致性 (Consistently) 

 能個別界定 (Uniquely Identified) 

 能適當地執行 (Appropriately implement) 

 能驗證 (Verifiably) 

3. 符號描述 

FMS 1.0.0 The FMS system will be labeled with the number 

1.0.0. 

ODLM 1.1.0 The ODL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the 

number 1.1.n. 

DMM 1.2.0 The DM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2.n SMM 1.3.0 The SMM components will be 

labeled with number 1.3.n 

 

FNR-nnn 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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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R-nnn  內部介面需求 (In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EIR-nnn 外部介面需求 (External Interface Requirement) 

UIR-nnn 使用者介面需求 (User Interfaces Requirement) 

STR-nnn 測試需求 (System test Requirement) 

ENR-nnn 環境需求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DIC-nnn 設計限制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s) 

 

4. 優先次序定義 

本文件各項需求的優先向母標示於每一個需求編號的後面，

說明如下： 

表 1、優先次序定義說明 

No Name Description 

1 Critical. 於系統完成時需要馬上具備的 

2 Important. 

系統完成時雖然可以不需馬上具備，但由於會

耗用過多的資源，因此需要限期改善 

3 Desirable. 

本功能若具備將會對於各項功能提供更為方便

的操作，因此建議於修改時併入考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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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規格書 

一、 系統描述 

 

圖 1、研究流程圖 

圖 1為本計畫研究流程圖，研究首先進行基本需求分析，而

後便進行系統雛型設計與模型建置，研究過程中，主持人每

個月會定期赴疾病管制署進行月進度會議，與使用者進行需

求的討論以及評估系統流程，並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雛型系

統的修改與評估，在雛型系統建置完成後，開始進行系統測

試並實際上線使用，在後續也持續進行系統細部修改與維

護，直到使用者對系統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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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架構 

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Festival-Medical System, FMS)提供疾

病通報的輸入與判讀作業，本系統主要分為三個部份，分別

為離線資料記錄模組(Offline Data Logging Module, ODLM 

1.1.0)資料管理模組 (Data Management Module, DMM 1.2.0)

系統管理模組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 SMM 1.3.0)，本

系統架構圖如圖 2所示。 

本研究為建置「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提供疾病通報的

輸入與判讀作業，醫護人員可透過各種行動裝置的瀏覽器使

用系統，行動裝置端主要將資料儲存在瀏覽器中的 Web SQL 

Database。系統主要以 Web Services的服務以 XML的格式

與主機伺服器端進行溝通，達到資料的交換與傳送。 

 

圖 2、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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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分析 

1. 內部介面需求 

FMS-IIR-001 1 ODLM 模組偵測資料輸入格式是否符合系統

規定 

FMS-IIR-002 1 ODLM 模組將資料儲存於 WebSQL供離線狀

態使用 

FMS-IIR-003 1 ODLM 將使用者上傳的圖片轉換 Base64 儲存 

FMS-IIR-004 1 DMM行動裝置連線時將本地資料庫與遠端資

料庫同步 

FMS-IIR-005 1 SMM 進行權限分級、並將帳戶加密管理 

2. 外部介面需求 

FMS-EIR-001 1 FMS 第一次使用時將所有相關檔案下載至本

機端 

FMS-EIR-002 1 由 FMS 須提供使用者界面讓使用者透過鍵

盤、滑鼠直接操作本系統 

3. 使用者介面需求 

FMS-UIR-001 1 主畫面採用按鈕式的設計，主選單需要能直接

執行個模組功能 

FMS-UIR-002 1 多國語言選單 

FMS-UIR-003 1 對於資料畫面需要提供查詢功能，查詢所得資

料使用清單式瀏覽 

4. 功能性需求 

FMS-FNR-001 1 本系統提供離線應用程式介面 

FMS-FNR-002 1 本系統提供WebSQL本地資料庫 

FMS-FNR-003 1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欄位輸入 

FMS-FNR-004 1 本系統提供權限登入 

FMS-FNR-005 1 本系統提供圖片壓縮 

FMS-FNR-006 1 本系統提供資料同步功能 

FMS-FNR-007 1 本系統提供資料庫新增、修改、刪除功能 

FMS-FNR-008 1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線上進行傳染病通報 

FMS-FNR-009 1 本系統提帳戶新增、凍結、修改功能 

FMS-FNR-010 1 本系統需要提供權限分級功能，不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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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不同操作介面 

FMS-FNR-011 1 本系統提供任務管理功能，幫助管理者針對

不同節慶之任務的管理功能 

FMS-FNR-012 1 本系統提供圖示化疾病監控 

FMS-FNR-013 1 本系統提供離線應用程式介面 

5. 測試需求 

FMS-STR-001 1 此系統需要能正確的將使用者輸入資料轉入

到資料庫中 

FMS-STR-002 1 此系統需要根據疾病人數、地點….等，正確

輸出資料報表 

FMS-STR-003 1 此 FMS 系統所有欄位是否正確驗證 

6. 環境需求 

FMS-ENR-001 1 伺服器端的資料庫使用 MS SQL Server 2008 

express 

FMS-ENR-002 1 伺服器端的作業平台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以上 

FMS-ENR-003 1 伺服器端的網頁伺服器使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7 以上 

FMS-ENR-004 1 伺服器端執行的硬體主機為 Intel XEON 

2.53GHz 以上的機器，硬碟(Hard Disk)空間

需要 20G以上 

FMS-ENR-005 1 工作站端執行的硬體主機為 Intel P4 2G 以上

的機器，硬碟(Hard Disk)空間需要 10G 以上 

7. 設計需求 

FMS-DIC-001 1 依照英國及疾管署所要求之排版樣式做調整 

 

四、 系統分析 

1. 系統架構圖 

系統架構圖是用來塑模系統的功能、系統用途，描述系統的

行為，圖 3為此系統功能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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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4、資料儲存在瀏覽器提供的 Web SQL Database示意圖 

系統分為離線資料記錄模組、資料管理模組以及系統管理者，以下

分別介紹這三個模組： 

 離線資料記錄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包含離線應用程式介面、Web SQL 本地資料庫、

欄位輸入以、權限登入以及圖片壓縮五個功能。 

為了達到能夠在任何環境下使用通報系統、解決以往只能在有

網路的狀況下操作的問題，本研究使用 HTML 5提供的離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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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介面及 Web SQL Database，讓使用者能夠在離線的狀態

下使用此網頁應用程式。其運作模式主要分為三點：第一，當

行動裝置第一次使用瀏覽器瀏覽的同時，必須處於連線狀態，

系統自動將相關的 HTML等文件下載至本機快取記憶體，並讀

取本機快取記憶體內的文件；第二，往後於連線狀態時，自動

檢查有無更新版本，如果有則進行更新；第三：於離線狀態時，

直接使用本機快取記憶體中的 HTML等文件。另外在使用者操

作的過程中，使用者輸入欄位之資料都會儲存在 Web SQL 

Database中，讓使用者在離線狀態下依然能夠使用此系統。 

 

本模組具有權限登入之功能，設計此功能的用意在於讓使用者

在無網路的情況下，仍然能依照自己所擁有的權限操作系統。

在第一次操作系統時必須處於連線的狀態，系統會將使用者帳

戶資料從後端資料庫取出並寫入 Web SQL Database，其中密碼

在傳輸前就採取訊息摘要演算法第五版（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MD5）技術將密碼加密，使用者無法於資料庫中

得知他人密碼。目前系統之使用者共分七種權限，分別是系統

管理者、檢傷分類人員、醫師、護士、藥師、其他、感控人員。 

 

此模組還具備在離線狀態下將圖片壓縮的功能，透過檔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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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介面將載入的圖片於 HTML 5 的 Canvas 元素進行重新繪

製並轉換成 base64純文字碼，一方面可達到圖片壓縮的效果，

一方面解決 Web SQL Database無法儲存圖片的問題。 

 資料管理模組 

資料管理模組包含資料同步及資料庫兩個功能，使用者在連線

狀態下可使用此模組。行動裝置透過 AJAX的方式與伺服器溝

通，以 JSON的格式將資料傳輸至伺服器資料庫或由伺服器資

料庫下載至行動裝置的 Web SQL Database。 

對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僅開放上傳部分臨床記錄的權限，對第

二線醫護人員開放上傳完整臨床記錄、上傳傳染病個案資料、

下載臨床記錄的權限。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上傳臨床記錄之後，

第二線醫護人員將其下載至 Web SQL Database，此時第二線醫

護人員可以在離線狀態下進行診斷、編輯之後再於連線狀態下

進行上傳，而在過程中對於需要多次回診的病患可多次紀錄與

填寫，且不會有資料覆蓋的情形發生，資料庫只會再增加一筆

資料，目的是要記錄下載者以及每筆資料的修改紀錄。 

系統可根據修改記錄做四種資料的篩選，分別為新病患、診斷

中、確診、待追蹤，方便醫護人員進行病患篩選分類，進而提

升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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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管理者 

系統管理者包含帳戶管理、權限分級、任務管理以及疾病監測

四個功能，系統管理者可針對帳戶進行新增、修改、刪除，其

中刪除的部分不會實際刪除此資料而是採用凍結的方式限制

帳戶使用。使用者在連線狀態下使用本系統時，會自動比對帳

戶資料，達成行動裝置端之 Web SQL Database和後端資料庫的

同步。 

系統管理者設有任務管理功能，並具有新增、刪除、修改權限，

能夠針對不同的活動開啟新的任務，使系統資料庫能妥善分類，

並針對所選擇的任務顯示相關資料。 

系統能夠顯示出圖片報表，針對此次任務能列出經診斷患者疾

病圖表、患者就醫地點圖表、病患離院圖表、治療地區圖表，

系統管理者能夠即時查看，病患患病情形，以及病患就醫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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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程圖 

 

圖 5、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流程圖 

根據多次與使用者訪談結果以及多次會議討論，共同訂定出後

端架構以及前端介面設計，圖 5所示即為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

統流程圖： 

1.病人來到救護站 

2.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為病人做基本資料登錄及初步檢傷分類 

3.第一線檢傷人員將病歷資料上傳至伺服器取得掛號號碼並告

知病人 

4.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從伺服器下載病歷資料 

5.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確認病歷資料已下載至手機 

6.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可以離開 online環境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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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人員為病人進行看診、新增診斷資料 

8-1.處在 online環境下可直接將完整病歷資料上傳至伺服器 

8-2.處在 offline環境下可先將完整病歷資料儲存於手機資料庫 

9.處在 online環境下將儲存於手機資料庫的病歷上傳至伺服器 

五、 資料庫之資料表欄位說明 

本系統使用MS SQL作為資料庫，系統總共建立了 newRecord、

Account、Photo、Task、Role、Options_Diagnosis、

Options_HowPatientLeft、Options_TreatedAt以及

Options_Treatment 共九個資料表，各個資料表欄位內容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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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資料關聯圖 

 

1. newRecord資料表 

newRecord資料表主要記錄使用者輸入的一些病歷資料，表 2為

newRecord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2、newRecord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

鍵 

RID Record ID int 是 

RID_First 
RID_First is the record number for 

the initial registration of the patient, 
nvarcha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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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also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The RID_First is the same 

as the RID if it is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patient. 

Luck 

NULL-> First record of the patient. 

-88->Incomplete 

-99->Left 

int->AID (The user who has 

downloaded the patient to his/her 

device.) 

int  

Account_id 
AID(The user who registered the 

patient initially.) 
nvarchar(10)  

Pimg dbo.Photo.PID (Patient's photo) nvarchar(20)  

Patient_No   nvarchar(10)  

Date_Entered Date of registration nvarchar(8)  

Time_Entered Time of registration nvarchar(300)  

Physician Unused field nvarchar(300)  

First_Name   nvarchar(300)  

Last_Name   nvarchar(20)  

Sex   nvarchar(10)  

D_O_B   nvarchar(300)  

Address1   nvarchar(300)  

Address2   nvarchar(300)  

Town   nvarchar(50)  

PostCode   nvarchar(50)  

HomeTel   nvarchar(50)  

Mobile   int  

Treated_At dbo.Options_TreatedAt.TreID nchar(1)  

Triage_Code_first   nvarchar(300)  

Reported_Problem   nvarchar(300)  

Accident_Location   nvarchar(300)  

Vendor_Location   nvarchar(300)  

Camping_Location   nvarchar(16)  

Incident_Date   nvarchar(300)  

Comments   
nvarchar(MAX

) 
 

Clinical_Note   nvarcha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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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_1 dbo.Photo.PID nvarchar(10)  

Photo_2 dbo.Photo.PID nvarchar(10)  

Photo_3 dbo.Photo.PID nchar(1)  

Triage_Code_Second   nvarchar(300)  

HS_Last_Reviewer   nvarchar(11)  

RIDDOR_Done   nvarchar(80)  

Consent_to_treat   nvarchar(80)  

Capacity_Assessment   nvarchar(80)  

Safeguarding   int  

Diagnosis_1 dbo.Options_Diagnosis.DiaID int  

Diagnosis_2 dbo.Options_Diagnosis.DiaID int  

Other_Diagnosis dbo.Options_Diagnosis.DiaID int  

Treatment_1 dbo.Options_Treatment.TreatID int  

Treatment_2 dbo.Options_Treatment.TreatID 
nvarchar(MAX

) 
 

Medication   nvarchar(80)  

GP_Letter_Written   nvarchar(80)  

Left_After_Treatmen

t 
  nvarchar(80)  

XRay_Taken   nchar(1)  

Visit   nvarchar(300)  

Treated_By   int  

How_Patient_Left 
dbo.Options_HowPatientLeft.LeftI

D 
nvarchar(300)  

Hopital_Name   nvarchar(10)  

Date_onInsert System received date nvarchar(8)  

Time_onInsert System received time int  

 

2. Account資料表 

Account資料表主要記錄每位醫護人員的帳戶資料，表 3為

Account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3、 Account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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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 

AID  int 是 

Account  nvarchar(300)  

Password MD5 encrypted nvarchar(300)  

FirstName  nvarchar(300)  

LastName  nvarchar(300)  

HospitalNo  nvarchar(300)  

Practice  nvarchar(MAX)  

Address  nvarchar(MAX)  

Town  nvarchar(MAX)  

Code dbo.Role.RoleID int  

Logged Y->active account 

N->locked account 
nvarchar(1)  

 

3. Photo資料表 

Photo資料表主要儲存醫護人員所上傳的經 base64編碼過後的照

片，表 4為 Photo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4、 Photo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

鍵 

PID RID_0->Pimg 

RID_1->Photo_1 

RID_2->Photo_2 

RID_3->Photo_3 

nvarchar(10) 

是 

Base64 The photo is Base64 encoded. nvarchar(MAX)  

 

4. Role資料表 

Role資料表主要儲存每位使用者的身分，表 5為 Role資料表欄

位說明。 

表 5、Role資料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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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RoleID  int 是 

Role_Name  nvarchar(30)  

5. Task資料表 

Task資料表主要儲存每次任務的名稱與控制目前所屬任務，表 6

為 Task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6、Task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TID  int 是 

TName  nvarchar(MAX)  

TStart  nvarchar(10)  

TNote  nvarchar(MAX)  

TSelected Y->Current selected Task nvarchar(1)  

TFreeze 
N->Selectable Task 

Y->Locked Task 

nvarchar(1) 
 

6. Options_Diagnosis 資料表 

Options_Diagnosis 資料表主要儲存 Diagnosis下拉式選單的選項

資料，表 7為 Options_Diagnosis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7、Options_Diagnosis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DiaID  int 是 

DiaOption  nvarchar(80)  

DiaTask_ID Affliated Task int  

DiaRank Ranking in the drop down menu. int  

7. Options_HowPatientLeft 資料表 

Options_HowPatientLeft 資料表主要儲存每位使用者的身分，表

8為 Options_HowPatientLeft 資料表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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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Options_HowPatientLeft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LeftID  int 是 

LeftOption  nvarchar(80)  

LeftTask_ID Affliated Task int  

LeftRank Ranking in the drop down menu. int  

8. Options_TreatedAt 資料表 

Options_TreatedAt 資料表主要儲存每位使用者的身分，表 9為

Options_TreatedAt 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9、Options_TreatedAt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TreID  int 是 

TreOption  nvarchar(80)  

TreTask_ID Affliated Task int  

TreRank Ranking in the drop down menu. int  

9. Options_Treatment 資料表 

Options_Treatment 資料表主要儲存每位使用者的身分，表 10為

Options_Treatment 資料表欄位說明。 

表 10、Options_Treatment 資料表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型態 主鍵 

TreatID  int 是 

TreatOption  nvarchar(80)  

TreatTask_ID Affliated Task int  

TreatRank Ranking in the drop down menu.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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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使用者操作手冊 

本系統共分為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以及系統

管理者等三個使用者。 

一、 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 

 

圖 7、病歷資料交換之頁面，第一線人員登入後之主畫面，第一線檢

傷分類人員登入後之主畫面，各項功能如下：(1)新增一筆病患資料、

(2)重新整理下方病患清單、(3)列印病患之報表功能、(4)可依照檢傷

分類進行病患資料篩選、(5)可依照病患的不同狀態進行資料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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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病患狀態說明，病患的狀態分為 New、D&T、Left、Incomplete

四個狀態：(1)New：第一線檢傷分類人員初步新增的病患資料、

(2)D&T：代表此病患已被該醫師下載看診、(3)Left：病患已經離開救

護站、(4)Incomplete：病患還需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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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新增病患，若要新增病患，點選「Register A New Patient」，進

行資料填寫 

 

圖 10：病患資料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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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病患資料填寫完成後，點選 Next即可進行下一步 

 

圖 12：病患資料上傳前預覽，供使用者再次檢查資料，按下 Submit

送出資料完成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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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資料送出之後即上傳至伺服器，並產生病人識別號碼 

 

圖 14：列印病歷功能，當需要列印報表時，選擇要列印的一筆資料，

點選上方 Print Selected Patient 按鈕即可預覽以及列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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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 

圖 18至圖 20為離線狀態下使用之操作說明，圖 21至圖 25為連線

狀態下使用的操作說明。 

 

圖 15、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登入後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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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系統各項功能，以下為各項功能介紹：(1)Register A New Patient

新增一筆個案資料、(2)Refresh Full Patient List 更新全部個案資料、

(3)Download Selected Patients 下載選擇個案資料、(4)Print Selected 

Patient個案報表呈現、(5)Back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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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下載病患資料，第二線醫療照護人員勾選多筆資料後點擊

「Download Selected Patients」之後再按下「Download Selected Patients」

按鈕，系統會將資料下載到行動裝置端的本機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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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點選下載後個案資料進入進一步新增診斷個案資料 

 

圖 19：點擊「Save」並儲存至本機資料庫，完成後點選「Save」鈕會

跳出小視窗顯示更改成功，並自動跳回主畫面；想取消修改該筆資料

則可點選「Cancel」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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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修改後之病患將顯示「Update」待有網路才可上傳回伺服器 

 

圖 21：點選下載後個案資料進入進一步新增診斷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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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完成後點選「Submit」即可上傳資料，系統會跳出小視窗顯詢

問：Do you want to upload?，按下確定會自動將該筆資料寫入資料庫 

 

圖 23：主畫面會自動刪除已上傳的個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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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可使用多筆資料上傳功能，點選 Submit Full Patient 後會再次

確認是否要全部上傳，而後會清除所有畫面資料 

 

圖 25：已自動將上傳資料於本機端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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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管理者 

如圖 26，系統管理者由主畫面點擊「User Management」就能夠進入

使用者管理頁面。如圖 27、圖 28，系統管理者可以搜尋帳號，點擊

該帳號之後可以進行修改及凍結的動作。如圖 29，系統管理者亦可

以管理每次不同的任務，使任務與任務之間不會互相干擾。如圖

30，系統管理者可以查詢四張統計圖表，便於即時監測疫情。如圖

31、圖 32，系統管理者亦可以選取需查詢的欄位總表並查詢。 

 

圖 26：點選「User Management」進入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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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管理者可針對帳號做搜尋 

 

圖 28：管理者可對帳戶做管理與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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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管理者可以管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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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管理者可使用圖表功能即時監測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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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點選 Case Line List查詢病患資料 

 

圖 32：管理者可設定篩選條件並查詢總表，透過勾選要顯示的欄位

及設定篩選條件，最後選擇排序即可查詢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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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測試報告 

疾病通報行動裝置系統是因有支援行動裝置的功能，並且只要有瀏

覽器即可使用，輕而易舉可達到跨平台裝置的應用，而且支援離線

使用功能。系統主要包含離線資料紀錄模組、資料管理模組、系統

管理者三個模組。 

一、 離線資料紀錄模組 

本測試案例是測試離線資料紀錄模組最主要的五個功能： 

1. 本系統提供離線應用程式介面 

2. 本系統提供 WebSQL本地資料庫 

3.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欄位輸入 

4. 本系統提供權限登入 

5. 本系統提供圖片壓縮 

 

Identification FMS-STR-001-1 

Name  本系統提供離線應用程式介面 

Tested target  ODLM 模組 

Reference  ODLM - FNR-001、ODLM - FNR-002、ODLM 

- FNR-003、ODLM - FNR-004、ODLM - FNR-

005 

Instructions  按照權限登入 

按下「Register A New Patient」按鈕 

填寫每頁籤之資料欄位 

按下「Submit」上傳 

畫面跳出「個案儲存成功」，按下確定 

Expected result  自動上傳到 FMS 伺服器。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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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FMS-STR-001-2 

Name  本系統提供WebSQL本地資料庫 

Tested target  ODLM 模組 

Reference  ODLM - FNR-001、ODLM - FNR-002、ODLM 

- FNR-003、ODLM - FNR-004、ODLM - FNR-

005 

Instructions  1. 按下「F12」按鈕，可看見開發人員模式。 

2. 點選「Resource」 

3. 點選左方的「Web SQL」，FMS 

Expected result  看見本地資料庫 

Cleanup  在按一下[F12] 

 

Identification FMS-STR-001-3 

Name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欄位輸入 

Tested target  ODLM 模組 

Reference  ODLM - FNR-001、ODLM - FNR-002、ODLM 

- FNR-003、ODLM - FNR-004、ODLM - FNR-

005 

Instructions  1. 按照權限登入 

2. 按下「Register A New Patient」按鈕 

3. 填寫每頁籤之資料欄位 

4. 按下「Submit」上傳 

5. 畫面跳出「個案儲存成功」，按下確定 

Expected result  自動上傳到 FMS 伺服器。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Identification FMS-STR-001-4 

Name  本系統提供權限登入 

Tested target  ODLM 模組 

Reference  ODLM - FNR-001、ODLM - FNR-002、ODLM 

- FNR-003、ODLM - FNR-004、ODLM - FNR-

005 

Instructions  1. 依照權限登入 

Expected result  進入系統內部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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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FMS-STR-001-5 

Name  本系統提供圖片壓縮 

Tested target  ODLM 模組 

Reference  ODLM - FNR-001、ODLM - FNR-002、ODLM 

- FNR-003、ODLM - FNR-004、ODLM - FNR-

005 

Instructions  1. 上傳照片 

Expected result  圖片壓縮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二、 資料管理模組 

本測試案例測試資料管理模組最主要的三個功能： 

1. 本系統提供資料同步功能 

2. 本系統提供資料庫新增、修改、刪除功能 

3.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線上進行傳染病通報 

Identification FMS-STR-002-1 

Name  本系統提供資料同步功能 

Tested target  DMM模組 

Reference  DMM- FNR-001、DMM- FNR-002、DMM- 

FNR-003 

Instructions  1. 系統自動化同步功能 

Expected result  前端伺服器和後端伺服器資料同步。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Identification FMS-STR-002-2 

Name  本系統提供資料庫新增、修改、刪除功能。 

Tested target  DMM模組 

Reference  DMM- FNR-001、DMM- FNR-002、DMM- 

FNR-003 

Instructions  1. 點選 「Patient Management」 

2. 顯示所有病患資料 

3. 勾選所需的病患 

4. 點選「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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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可開始修改 

Expected result  可以新增、修改、刪除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Identification FMS-STR-002-3 

Name  本系統提供使用者線上進行傳染病通報 

Tested target  DMM模組 

Reference  DMM- FNR-001、DMM- FNR-002、DMM- 

FNR-003 

Instructions  1. 點選 「Menu」 

2. 點選 「Upload All Patient」按下確定 

Expected result  自動上傳到 FMS 伺服器。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三、 系統管理者 

本測試案例測試用系統管理者最主要的三個功能： 

1. 本系統需要提供權限分級功能，不同使用者給予不同操

作介面 

2. 本系統提供任務管理功能，幫助管理者針對不同節慶之

任務的管理功能 

3. 本系統提供圖示化疾病監控 

Identification FMS-STR-003-1 

Name  本系統需要提供權限分級功能，不同使用者給

予不同操作介面。 

Tested target  SMM 模組 

Reference  SMM - FNR-001、SMM - FNR-002、SMM - 

FNR-003 

Instructions  1. 用管理者帳戶登入 

2. 點選 「User Management」 

Expected result  更新帳戶權限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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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FMS-STR-003-2 

Name  本系統提供任務管理功能，幫助管理者針對不

同節慶之任務的管理功能。 

Tested target  SMM 模組 

Reference  SMM - FNR-001、SMM - FNR-002、SMM - 

FNR-003 

Instructions  1. 用管理者帳戶登入 

2. 點選 Task Management 

Expected result  更新資料庫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Identification FMS-STR-003-3 

Name  本系統提供圖示化疾病監控。 

Tested target  SMM 模組 

Reference  SMM - FNR-001、SMM - FNR-002、SMM - 

FNR-003 

Instructions  1. 點選 「Menu」 

2. 點選 「Analysis Report」 

Expected result  格式化圖片輸出 

Cleanup  選擇[關閉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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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1：經由使用者訪談、程式製作及國內外大型活動實際測試等過程，以

有限經費完成 3套行動裝置雛形系統，頗有成效。行動裝置具有提供及時資訊之

功能，為未來發展之方向，相關經驗可提供國內外醫療相關產業參考。 

意見回覆 1：謝謝委員指教！ 

 

審查意見 2：研究報告需修正處 

審查意見 2-(1)：都治計畫關懷員行動通訊軟體若有實際案例演練，建議一併呈

現。 

意見回覆 2-(1)：本團隊於 3 月 20 日，系統雛型在初步建立後便進行系統初步

測試。4 月中，將雛型系統移至疾病管制署的主機中進行測試，4 月至 7 月的期

間中也針對測試後的結果針對有問題的項目進行系統程式修改。8 月 21 日則赴

疾病管制署針對系統細項功能、流程以及不同的介面、裝置及作業系統進行測試

及部分功能修改，而系統也將配合楊祥麟科長於 12 月中至隔年 1 月初實際上線

使用。 

 

審查意見 2-(2)：有關歷年傳染病資料統計，宜注意不同年代疾病定義與轉換之

差異，避免誤解，另圖 27建議更新至 2013年。 

意見回覆 2-(2)：為避免誤解，本次報告改用日本腦炎為例製作圖表，並將圖表

更新至最新資料，將報告內容更改如下: 

透過建置法定傳染病歷史資料庫，將資料彙整後我們也發現許多關於疫苗接種對

傳染病的影響，以下以日本腦炎與其疫苗為例：在日本腦炎部份，臺灣自 1968 年

針對幼兒實施全面施打疫苗政策以來，大幅降低日本腦炎個案數（參考圖 27），

至 1991 年後病例數趨近於零。藉由視覺化的圖表，可以初步的了解疫苗介入的

成效 

 

圖 27、長條群組圖表感染日本腦炎之病例數與死亡數，曲線圖則是接種 

日本腦炎疫苗之人數（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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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2-(3)：P.19及 P.23提及傳染病資訊查詢 App的資料庫為 MS SQL，但

P.21及 P.22圖 8說明使用的資料庫為 MySQL，請釐清。 

意見回覆 2-(3)：本系統所使用的傳染病資料可以在不同的資料庫系統之間轉換，

本系統的 App 查詢程式只要設定好資料庫的連結，就可以存取所需的資料，呈

現查詢結果。 

 

圖 7、Google Maps 系統架構圖 

 

圖 8、Highmaps 系統架構圖 

 

 

審查意見 2-(4)：P.20提及紙本歷史資料數位化資料庫與 NIDSS上的傳染病統計

資料做整理與結合，請進一步說明兩者如何結合。 

意見回覆 2-(4)：資料庫與 NIDSS上的傳染病統計資料以人工的方式做整理與結

合，其中紙本資料是來自衛生統計要覽，將其掃描後輸入至 Excel檔，再轉入資

料庫；NIDSS上的資料下載 XML格式電子資料後，轉入同一資料表，使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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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系統就可供查詢傳染病資料，範圍包括西元 1946年到西元 2014 年。 

 

審查意見 2-(5)：請補充說明圖 7資料傳送至 Google Fusion Table的方式。 

意見回覆 2-(5)：由於 Google Maps的使用限制，傳染病資料查詢系統的資料庫

必須存放於 Google Fusion Tables，在 HTML5 的程式中，可以使用 JavaScript

呼叫 Google Maps 所提供的 API 程式介面，填入 SQL 查詢指令作為參數，就能

自動將資料傳送至 Google Fusion Table 中。 

 

審查意見 2-(6)：請補充 Highmaps、Highcharts 程式引用來源。另本研究使用

Highmaps 程式，並於 P.46 與 Google Maps 做比較，請再清楚說明 Google Maps

在地圖漸層上使用限制，以提供參考。 

意見回覆 2-(6)：在 Highmaps、Highcharts的官方網站中提供許多範例程式[13]，

可供使用者參考應用。Highmaps與 Google Maps的差別，主要在於 Highmaps 是

使用「色塊」的方式呈現感染人數，游標移上去便會顯示查詢結果的精簡資訊，

若是使用行動裝置則是點擊欲查看之地點。在 Highmaps 建置的查詢系統中，我

們查詢功能設計成有別於 Google Maps的查詢方式，在下方選擇傳染病後，就能

搭配捲軸拖動年份來查詢，如圖 31。特別將查詢功能設計為拖動捲軸的方式主

要是為了方便使用的查看歷年傳染病在每縣市的變化情形，而 Google Maps 在地

圖漸層上有些限制，因漸層所使用的 Google Fusion Tables 尚為實驗性階段，

有時漸層顏色需要放大縮小地圖或重新整理後才會顯示正確的漸層顏色，但最大

的問題在於無傳染病資料時，Google Maps不會在地圖上顯示漸層，甚至會發生

錯誤，所以無法使用此拖動捲軸方式的查詢。 

 

審查意見 2-(7)：有關「陸、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章節，請多予提供具體

建議。 

意見回覆 2-(7)：在「陸、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章節已經撰寫執行成果及

建議，再補充具體建議如下： 

1. 智慧型行動裝置日新月異，技術也不斷提升，除了攜帶方便之外，也非常容

易使用，在各行業都有很好的應用實例，應加強推廣應用到衛生及醫療照護

領域。 

2. 行動裝置應用系統的開發，一般可以分為 Native App 和 Web App 兩類應用程

式，Native App 的應用程式是將 App 下載到行動裝置端執行，通常較適合遊

戲軟體或是驅動行動裝置硬體的程式，如果軟體的屬性是要收集資料並且傳

送到伺服器端的資料庫儲存者，則適合使用 Web App 程式，例如本研究所開

發的 App 包括疾病通報、服藥訪視或是資料統計分析等，都是屬於後者，適

合使用 Web App 開發。 

3. Native App 的程式因應行動通訊裝置所安裝的作業系統不同，例如 Android、

iOS 或 Windows 開發不同的程式，而 Web App 主要是將系統安裝在主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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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透過瀏覽器執行，適用於各種作業系統的行動裝置，也就是說，只

要開發一套程式，在 Android、iOS 或 Windows 等各種作業系統都能執行。 

4. Web App 主要是以 HTML5 和 Java Script 程式語言開發，透過 jQuery 可以

開發出更簡潔的程式碼，且在網路上常可以找到免費且數以百計的 plug-in 組

件與程式庫供人下載，使得系統的功能更豐富、效能也更高；另為了讓軟體

能夠配合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畫面大小自動調整版面配置，

可以搭配 jQuery Mobile 工具開發系統；對於健康資料的統計分析方面，可以

使用Highcharts工具軟體來呈現統計圖表，對於和地區有關的疾病統計資料，

可以用 Highmaps 地圖，以漸層的顏色呈現罹病個案數或死亡人數，顯示傳

染病嚴重的程度，也可以使用 Google Maps 地圖標示個案所在的位置或是不

同個案之間是否有群聚感染的情形；另外，為了讓系統能夠適合國內外不同

的環境，也可以經由多國語言設定，讓同一套系統在國外使用時，畫面是以

英語呈現，而在國內使用時，畫面所看到的是繁體中文。 

5. 以 Web App 開發行動裝置系統，如果遇到網路不穩定的環境，例如會有頻寬

不足，或是斷線的情形，可以採用有支援離線網頁應用程式介面（Offline Web 

Applications）及離線資料庫（Web SQL Database）將輸入的資料暫時儲存在

行動裝置上，於網路連線恢復時，再進行與伺服器資料庫的資料同步作業。

另外，對於使用行動裝置透過網路查詢遠端伺服器所獲得的資料時，也可以

透過 HTML5 程式處理，將資料儲存到離線資料庫後，將來就可以不須依賴

網路，也可以於行動裝置端查詢相同的資料 

6. 行動裝置可以直接拍攝照片，例如臉孔或傷口等，可以先使用 HTML5 的

<canvas>標籤重新繪製所拍攝的影像，達到離線壓縮並轉換為 base64 純文字

碼的需求，即可直接儲存於 Web SQL Database 之中或透過網路將純文字圖片

資料傳送到主機儲存，再次呈現時，用 HTML5 的 <img>的標記就可以直接

顯示圖片。 

7. 在行動裝置的資訊安全方面，由於行動裝置是透過 Web Services 存取伺服器

資料庫的資料，Web Services 可以是防火牆內部的應用伺服器，除了要有帳

號密碼控管之外，也可以加上 IP 及時間的管理，網路傳輸也可以使用 SSL 

加密傳輸，對於下載儲存到行動裝置資料庫的資料，可以設定期限自動刪除，

避免因為設備遺失而洩漏個資。 

8. 本計畫建置出三套行動裝置系統雛形，並且成功在疾病即時通報、居家訪視

與相關資料統計查詢分析使用，未來可以擴大於疾病監測通報、疫情調查與

疾病分析等相關應用。 

 

審查意見 2- (8)：請補充說明 HTML於本案使用之優缺點、使用者回饋及永續經

營計畫。 

意見回覆 2-(8)：本案使用 HTML5、Java Script 和 jQuery Mobile 等行動通訊

軟體開發技術，可以快速開發 Web App 的系統，相較於 Native App 除了主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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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無法直接呼叫或驅動行動裝置所附加的硬體設備及作業系統的管理功能之

外，有許多優點，Web App 透過伺服器的 Web Services 服務，就可以存取主機

端的資料庫，在查詢資料方面，除了可以配合行動裝置自動調整畫面之外，還可

以配合 Highcharts 和 Highmaps 工具，將結果以統計圖表或地圖的方式呈現，

也可以將查詢到的資料，儲存到行動通訊裝置的 Web SQL Database 中，甚至在

離線或沒有網路的環境，也能讀取資料查看，系統的開發及使用都非常方便，適

合推廣應用到其他資訊系統。 

在永續經營計畫的部分，本團隊提供了三套系統的文件，包括系統規格書、資料

庫之資料表及欄位說明、系統測試報告及系統操作手冊。在使用者回饋的部分，

本團隊於附錄五節錄了以下三份英國回覆的信件內容供參考： 

1. 於 2014 年 06 月英國 Glastonbury 音樂節，系統順利上線，感謝我們給予的

協助(上線後第一天) 

OOO and all the team in Taiwan have been fantastic and have been supporting our 

new IT guru OOO, with a few installation issues. I must say the APP is performing 

very well currently and in a standalone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our new local 

server is performing with impressive speeds. We have managed to create a local 

network where it can operate without the usual external influences affecting speeds 

so to me, this proves our thoughts that the system requires a fast and reliable carrier 

to work to its full potential. Reporting was a little difficult initially but after a little 

magic from Taiwan and the on-site Glastonbury gang, it now works. Whilst we have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the reporting tool, we can see data and filter it when 

exported to a spreadsheet. We have already piked up a few clusters of D&V so in 

simplistic terms, it is very useful data. The iPads are working well and some 

clinicians are using them to follow patient journeys through the two centres 

currently on-line. Triage is excellent. We will be adding the last two satellite units 

today at noon, so will have all four remote areas communicating to the central server 

by then. The system is not slowing down as previously experienced, but we have 

had a few issues with operator error in retuning local records to the server once 

edited. 

 

It may be useful to consider discussing an update where the data remains hosted on 

the server and is pulled down to a local device only for editing and updating, but 

then returns automatically to the server when saved. There are a few records 

showing D&T which I believe means that they are still downloaded locally to a 

device somewhere and need to be returned to the host. We are educating our 

operators using the video kindly supplied by the team which is very informative. 

 

Looking forward to loading the APP at full speed when the last two walk-in-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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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n-line. 

 

2. 於 2014 年 06 月英國 Glastonbury 音樂節，音樂節圓滿結束，希望於 8 月可

繼續上線，另有存在系統效能問題(結束後第二天)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elp and support over the weekend.  We have found a few 

problems on the system that we are hoping can be rectified before Reading Festival 

at the end of August. 

 

Firstly, the Users can only search by name at the moment, which by all accounts is 

OK, it does hinder them somewhat when they have a patient record number which is 

produced from the system and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search by.  Therefore, is it 

possible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when someone searches for a patient: 

- Patient record number 

- Name (not case sensitive) 

- Address fields 

 

This would enable the Reception / Triage User to be able to quickly get to a patient 

and amend details as necessary 

 

Secondly, by mid-way through the weekend it became more difficult to use the 

iPads on the system.  I believe this is because the system is loading all of the data 

onto the iPad over a WiFi connection which seriously slows things down - 

especially as we had over 3,500 cases on the system (almost 8,000 records on the 

database).  Is it possible to split the table so that only the basic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in this and when a record is opened it then pulls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base?  By the end of the weekend the SQL Backups had grown to 

over 800mb - which is a lot to be loaded over a wireless connection and this needs 

to be streamlined to be more efficient to the end user - having text only in the main 

cases table would mean that this wouldn’t grow much over 1mb for this many cases.  

Linking the tables would also mean that there would be a very short wait when 

loading the Case information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waiting 10 - 15 minutes for 

the iPad to load the data every time they hit the reload patient list. 

 

Let me know your thoughts on this? 

 

3. 於 2014 年 08 月英國 Reading 音樂節，音樂節圓滿結束，Glastonbury 音樂節

的系統效能問題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並且於本次系統上線期間沒有發生任何

影響到作業流程的 bugs(上線後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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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nd your Team for all the hard work and effort that 

has gone into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App.  The system has performed 

exceptionally over the festival and speed improvements have been fantastic to the 

performance we have experienced. 

 

We have, as a result, found a few bugs that will need to be addressed for the next 

release, which are detailed below: 

 

1.  When editing a patient after they have initially been uploaded from Triage the 

record is set to ‘Left’ even when nothing is selected.  Although the process we have 

been using means that this is managed via a paperwork proces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track waiting patients when the reception is busy.  Can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so 

that the records will only say left when the relevant options are selected for this? 

 

2.  We have experienced a fair amount of slowdown when uploading and 

downloading records with the iPads when a Photo is added.  We assume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iPad is using a RAW image from the integrated camera and sending an 

uncompressed image to the server (and then downloading the RAW image each time 

the record is accessed).  We have managed to get around this by using an Android 

Tablet with a lower resolution camera (Asus MemoTab 7.0) which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Is there a way you can have the app compress the image before 

uploading or have the app set the image resolution to around 0.7 megapixels as there 

will never be a need to have anything more than a thumbnail image attached to a 

record. 

 

3.  When changing an event (in this instance from Glastonbury Festival to Reading 

Festival) the hospital names change too.  We need to be able to amend these when 

changing events and also only report on the relevant hospitals for each event (we 

had one of your engineers very kindly dial into the Server and reset these, but it still 

shows all the Glastonbury Festival Hospitals on the Reports as well as the Reading 

ones).  Can this be editable and refined on the reporting? 

 

4.  There is a static list of Diagnosis Items on the system.  Each and every event 

that the app is used on will have a very different list of Diagnosis items which we 

will need to edit each time.  Can this be added as an editable field so that we can 

add and remove items at each event to reflect the event? 

 

5.  The new reports aren’t 100% yet.  We have been using App Version 8.6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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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stival and 2 of the 4 reports have a server error against them.  The primary 

report (showing Diagnosis in a Date Range) is working perfectly and this has gone 

down very well with FMS, thank you for this.  If the rest can be working on the 

next app,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thank you. 

 

All in all, none of the bugs that have happened over the weekend has caused a 

system issue and generally it has been working absolutely brilliantly (and the one 

that caused the greatest issue (iPad Photos) has been resolved by using alternative 

equipment) and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with this. 

 

If you would like to discuss any of the items above further, please let me know? 

 

 

審查意見 3：本研究研發成果歸屬國有，請提供程式碼、工作手冊等相關資料，

俾利後續維護使用。 

意見回覆 3：本研究經費由疾病管制署補助，成果歸屬國有，三套系統之程式碼

及系統相關文件都附錄於成果報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