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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老化社會」的來臨，目前居家護理的需求也相對提高。事實上，

居家護理需要整合「科技」與「專業」以使得「照護個案」能夠獲得完

整且有效益的服務，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網路為基的居家護

理管理支援系統」的雛型，並且此系統整合的雛型能夠達到具體成效如

下：1. 建立居家病人病況之動態資料、儲存及分析。2. 降低醫院成本，

如此使得居家護理經營更有效果及效率。3. 提昇護理師、個案及照護家

屬對居家護理服務之滿意度。 本研究的實證對象為北部某區域教學醫

院，雛型系統使用該醫院護理師、個案資料及多目標指派模式來協助決



策者進行護理師與個案的分配，其演算法主要是採用分析層級程序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及多目標指派模式來求解；另外透過商業

軟體(Lingo)來求解護理師出診路線問題(等價於銷售員旅行問題)以達到

護理師最短的出診路徑。最後，雛型系統針對更多模擬資料來進行若則

分析(what-if analysis)，並且從其管理分析中得到重要的管理內涵，以做

為未來商業應用的依據。  

摘要

(英) 

As the demographic data indicate that an aging society is coming,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aged persons need to be cared for health issues. In fact, current 

home care needs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such that home-care 

case can obtain perfect and beneficial services.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prototype of web-based home-care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 (HCMSS), and the prototype of system integration can achieve several 

advantages: 1. Building several fundamental functions of home-care cases, such as 

update, store, analysis, etc. of dynamic data; 2. Lowering hospital expense, such 

that the management of home care becomes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3. 

Enhancing the total weighted satisfaction level of nurses, cases (or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The empirical hospital is some famous teaching hospital in north 

Taiwan. The prototype of HCMSS not only help the home-care institute manage 

each case’s routine works, but also help the manager match each nurse’s skill 

to each case’s need and then improve the total weighted satisfaction of all cases. 

Further, this system can calculate the least cost path of daily home-care nursing of 

each nurse. There are two main models in this study. The first model is the multi-

objective assignment model of nurse and case, and the second model is the nurse 

routing path model.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posed model,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 and 

transportation problem are used interactively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criterion and multiple objectives are then transformed into a single objective. After 

the first model solved, the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TSP)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least cost path for nurse outgoing service. The second model can be solved 

with the famous business software such as “Lingo”. Finally,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HCMSS can give “What-if” and managerial analyses, and som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then derived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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