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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精進獎（請擇一勾選） 

提案年度 101年度（請填寫） 

提案類別 
□行政流程 ■資訊系統 □行銷活動 □工程品質 □場館活化 
（請擇一勾選）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資訊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 林主任獻堂 20% 

其他各參與人貢獻度百分比:  

資訊室 羅股長萬俊 10%、賴設計師敏玲 5%、蔡分析師淑慧 15%、

黃約聘系統分析師伯全 5%、許臨僱技術師一誠 10%、

賴臨僱技術師盈潔 5% 

公衛小組 吳技正立雅 15%、陳科員瑩萍 5%、 

黃科員少君 5%、沈辦事員怡欣 5%  

提案主題 公共衛生資料庫整合計畫--資訊串連捷運化、優質決策利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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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貼心、用心、關心」是公共衛生服務令人感動的特質，導入

完整的資訊服務功能，將倍化服務品質，有效提升機關競爭力，實

有必要建置整合現行公共衛生資料庫，藉由橫向、縱向的整合，強

化公共衛生服務的廣度與深度，以提供臺北市民便捷的衛生醫療及

衛生保健服務，為達此一目標，配合實際的需求擬訂執行方案。 

一、推動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之公衛政策：本局自民國 90年起陸續
建置公共衛生資料庫，包含各年齡層之健康檢查或篩檢資

料、慢性病及特殊族群照護管理、傳染病通報、精神衛生等

相關資料庫，如何將單一公共衛生資料庫擴大為縱向與橫向

之整合，將各項複雜資料轉換為有用的資訊，協助決策者制

定施政目標及政策優先順序並即時掌握業務執行脈動，增加

民眾服務的滿意度與感動，是本局施行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之

衛生政策首要面臨的課題之一。 
二、促進聯合醫院公衛臨床學術研究風氣：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藉

由分析公共衛生資料庫之資料已執行12個研究計畫、發表SCI
論文 3 篇、另有 3 篇正接受審查；另於學會上發表論文，計
有口頭報告論文 1篇，壁報論文 3篇，已投稿受審中之論文 4
篇。 

三、於保障個資基礎上發展政策、學術研究以增進公共利益：依

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

府資訊公開法」等規定，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倘

屬「為增進公共利益者」、「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

或「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

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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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過程 
及投入成本 

一、 實施過程 
99年 11月 12日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成立臺北市公共衛生資料中 
心，規劃整合式的資料分享平台，推動公衛相關研究，並進行本 
市公衛資料研究分析，以作為本市衛生政策制定之參考。 
100年 1月 5日起籌備規劃辦理本局公共衛生資料系統整合事宜。 
100年 4月 12日完成本局「資料庫整合計畫書」。 
100年 5月 2日成立本局公共衛生資料庫規劃及推動小組。 
100年 7月 25日辦理上網招標及完成合約簽訂。 
100年 8月 1日~10月 11日召開系統建置需求訪談會議，與廠商
溝通整合平台設計需求。 
100年 11月 25日辦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100年 12月 1日完成系統上線測試。 
100年 12月 6日完成系統驗收(共計整合 25項公共衛生系統)。 
100年 12月 13日開始線上辦理第一階段資料使用申請。 
101年 3月 29日辦理資料庫推廣運用教育訓練課程。 
二、 實施策略或方案 
(一) 豐富資料庫內容(「量」的考量)：本計畫除整合各項本局自行開
發與管理之公共衛生系統資料外，在規劃過程中，亦積極協調

取得行政院衛生署死因檔資料、本府教育局兒童發展遲緩早期

療育及其他公共衛生研究計畫之外部資料，依循以人為本家戶

管理的核心目標，運用資料倉儲概念，將各項資料庫經由資料

萃取、轉換、載入於新建立之整合性公共衛生資料庫中，其過

程使用之方法包括有:資料庫整理分析、資料模式建立、ETL 
Process建立、個案整合性服務介面及串檔技術。 

(二) 落實資訊安全防護：在資料庫整合過程中，因需運用資料介接、
資料串聯等技術，如何確保資料不被入侵、攻擊、攔截，實為

資料庫整合工作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本局建置之資料庫整合應

用平台每日定期抓取本局原公共衛生業務系統資料後，即透過

「加密金鑰」將個人資料如身分證號碼等予以整編為一虛擬

ID，此一資料加密方法除使其無法辨識特定個人資料，以確保
個人資料安全外，更可以藉由同一個人之相同虛擬 ID進行資料
串聯，達到資料加值應用之目的。 

(三) 增進資料庫資料品質(「質」的提升)： 
1. 整合之公共衛生資料庫均逐一完成資料除錯檢誤，並建立資料庫
使用手冊及譯碼簿(coding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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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由各研究者回饋資料使用建議外，本
局亦針對特定研究主題，串聯性質相近

之資料庫，並邀請專家、學者等進行資

料研究測試，協助驗證資料的適用性、

正確性及可信性等，其專業建議並可提

供本局整合資料庫後續規劃之參考。 
三、 專人專責資料庫資料使用申請服務：

相較於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資料加值應

用協作中心委託中國醫學大學經營管

理，本局係指定專人負責有關資料庫

資料使用申請事宜，包括： 
                                     圖一、資料庫整合規劃流程 
(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資料使用申請作業說明：規範「學術
研究」、「政策研究」及「業務分析」等資料使用申請流程。 

(二)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資料加值應用服務申請說明： 
1. 加值應用協作服務：有資料串檔或資料分析需求者，可向本局申
請協作服務。 

2. 統計軟體使用服務：本局設有資料獨立分析專區，並提供不連線
單機作業之個人電腦及 SPSS等軟硬體設備，有統計軟體使用需
求之研究者可向本局申請此項服務。 

四、 為期本計畫之系統開發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及專責專工、分工負

責，有關本項之系統開發及建置，係透過尋求專業廠商予以委

外服務方式進行。除本局資訊室調度 2個人力配合開發過程之
協調溝通及廠商進度、問題解決之監控管理，及本局相關科室

就系統功能需求整理提出之配合人力外，就整體系統開發建置

過程所需各類人力需求及經費彙總說明如下表： 
項次 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單價 分項金額 

一 公共衛生系統資料庫整合      3,151,000 

   專案經理 2.7 人月 150,000 405,000 
   系統分析 4.2 人月 130,000 546,000 

   程式設計 22 人月 100,000 2,200,000 

二 個案整合性服務系統      832,000 

   專案管理 1 人月 130,000 130,000 
   系統分析 1.4 人月 130,000 182,000 
   程式設計 5.5 人月 100,000 520,000 

總計         3,983,000 

       



 5 

實際執行
成 效 

一、 全國首創公共衛生資料庫整合 
項目 本局整合公共衛生資料庫 健保資料庫 

設置目的 依據流行病學三段五級概

念，推動全人照護 
配合衛生署推動知

識經濟及加強生物

技術產業發展方案  
資料內容 除醫療資料外，還包括各項

疾病篩檢及健康管理等公共

衛生資料 

以醫療資料為主 

申請費用 無須負擔任何費用 依據中央健保局委

託合約，申請案得

收取加值服務費用 
二、 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推行衛生政策，維護市民健康 
依據資料研究分析結果，找出本市公共場所設置全自動體外電擊

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之最佳地點，其中最應
優先設置場所共計 5處、優先設置共計 22處等，以期強化本市
緊急醫療救護能力，提升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的存活率。 

 
 
 
 
 
 
 
 
 
 
 
 
 

圖二、AED最佳設置點-以萬華區為例 
 

三、 成果經驗分享 
(一) 101年 3月 26日受邀於「2012 UST-UCSD I-RiCE Symposium and 

Biomedical Informatics Symposium between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NYMU),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國際研討會上進行經驗分享。 

(二) 101年 5月 30日受邀於國立陽明大學生醫光電研究所進行演講。 
(三) 101年 6月 29日辦理「2012公共衛生領域資訊發展應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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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續協助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推動學術研究風氣 
目前申請本局整合資料庫資料使用且已發表之學術研究計畫共

計 4案，發表型式以 oral presentation或 poster為主；另有 3篇「學
術」研究論文現正投稿審查中。 

五、 整體成效評估 
評估項目 建置前 建置後 

資料庫內容之可近性 無 整合系統平台提供資料庫使
用手冊及譯碼簿等之查詢 

精簡資料處理時間 無法確定 
耗時甚久 

申請案件經審核通過後，整
合系統平台將於隔日凌晨產
出加密壓縮資料檔案，不受
例假日限制 

紙本資料系統化管理 紙本形式 研究成果報告等紙本資料可
上傳至整合系統平台 

指標查詢便利性 分散於各
業務系統 

快速查詢整合性圖形化指標
資料(圖三)，包括人口結構、
十大死因統計、十大癌症統
計等 

※圖形化指標資料範例 

圖三、臺北市十二區人口統計圖 
 

相關附件 
附件 1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資料使用申請作業說明 
附件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共衛生資料加值應用服務申請說明 

聯絡窗口 
提案人姓名：林獻堂  
電話：27205390 
Email：pasha@health.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成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