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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醫療品質逐獲重視，由衛生署主導之醫院評鑑制度為我國所採行

醫療品質保證措施之一，但目前其作業仍為人工作業，本研究以資訊管

理的角度，強調資訊對於組織的重要性，具體目標有三個：(1).了解醫院

評鑑資料蒐集系統，分析醫院內部評鑑資料處理的應用模型。(2). 研究醫

院評鑑資訊化系統的模型。(3). 建立醫院評鑑資訊管理之系統雛形。 研究



中以衛生署之醫院暨教學醫院評鑑書面審查資料表為藍本，以及文獻中

所述之醫療品質指標作為醫院評估之需求，以個案資訊系統架構規格書

評估資料的產生方式，探討醫院評鑑資訊化發展之可行性，並依現行之

資訊技術，探討評鑑資訊之應用，具體之研究成果為(1).提出醫院評鑑資

訊管理系統在醫療服務程序中的運作模型，說明此一資訊系統在醫院管

理工作的扮演角色，(2).提出衛生署醫院評鑑作業與資訊化關係模型，以

為規劃全國醫院評鑑電子化服務作業之發展架構，(3).提出醫院與衛生署

間評鑑資訊傳遞模型，此一模型說明資訊科技用於簡化現行人工作業之

具體可行方式，(4).本研究之醫院評鑑資訊化可行性要因圖，具體勾勒各

項評估因素，可作為系統分析之基礎模型，(5).本研究之醫院評鑑資訊管

理系統應用模型，充分表達評鑑資訊在不同層級的資訊應用模式，(6).本

研究實際研發完成 Web-based 評鑑資訊管理系統之雛型，可供醫院與衛生

署未來發展此一資訊系統之參考。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之研究，希望未來

能以此雛型系統，作進一步的驗證，使系統發展的理念能運用於國內之

醫院評鑑作業內，進而提昇醫療品質的評估工作與效率。  

摘要

(英) 

Health care quality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recently. Among other practices,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one way 

of assuring health care quality in Taiwan. Since the processing of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 system is still manual as of the writing of this thesi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observe th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solid objectives: 1)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data acquisition process in the 

hospital accreditation system,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processing and 

preparation of hospital internal accreditation data; 2) Study the model of hospital 

intern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3) Establish a prototype of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the 

DOH-published Hospital and Teaching Hospital Accreditation Data Form, and 

various health care quality criteria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With the help of case 

information system structure specification to evaluate the method of data 

genera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of computerizing hospital 

accreditation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under curr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We proposed an 

operation model of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a 

medical service procedure, and elaborate the role this system plays in hospital 

management; 2) We proposed a relational model of DOH hospital accreditation 

practices and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systems as a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computerizing Taiwan hospital accreditation services; 3) We proposed an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transfer model between hospitals and DOH to exemplify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simplify manual operations; 4) The 

figure of important factors for computerizing hospital accreditation depicted in this 

thesis not only outlined the items for evaluation, but also could serve as the base 

model for system analysis; 5)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research fully expressed how 

accreditation data could be used in different levels; 6) The Web-based hospital 



accredit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ototype designed in this research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hospitals and DOH to develop full-fledged systems in 

the future. We hope that this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its system prototype can be 

further verified in the future such that information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hospital 

accreditation practices, and as a result, the execution and efficacy of health care 

quality accreditation can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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