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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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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照護企業先驅透過將其應用程式和數據資料遷移到雲端，節省了其年度總 IT 預算 20%的花

費，約為5,000 萬美元。由此可知，上雲除了可以節省成本，更解鎖醫療照護企業的創新，使企業

得以：

•加快開發解決方案的能力，以提高組織的敏捷性

•支持發展家用診斷試劑和遠距醫療等新興醫療照護領域

•建立數位流程，以提高營運自動化和效率

•利用進階分析和人工智慧 (AI) 技術推動診斷、治療計畫、患者監測和藥物發現等突破性之變革

•透過以安全和隱私納入設計（privacy-by-design）為原則所開發的區塊鏈等下世代技術，以安

全、可信、自動化和無錯誤的方式管理健康數據資料

•促使應用程式之現代化，其功能和交付更具敏捷性，為企業提供成為洞察力驅動型組織的機會

2



台灣電子病歷上雲法規《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於2022年7月上路，此次

修法重點包括：明定資安管理機制的要求、開放電子病歷系統可以委託使用雲端服務、

允許公私立機構建置電子病歷交換平臺，以及擴大紙本文件數位化的範圍。面對醫療照

護產業走向雲端化的趨勢，勤業眾信生醫產業團隊認為，醫療機構在符合法規的前提

下，需要考量的面向有雲策略的規劃、雲遷移過程中的轉變、還有雲遷移後的第三方管

理。（詳細內容請參考《2022醫療照護產業展望》）

台灣正式開放電子病歷上雲

上雲解鎖醫療照護組織的創新轉型|探索上雲的策略和藍圖

3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life-sciences-health-care/rp220324-tw-2022healthcaresector-outlook-tc.pdf


醫療照護組織的高階管理者們正面臨著緊迫且嚴峻的財務、監管和市場挑戰，這些挑戰迫

使醫療照護組織的高階管理者們需要制定新策略，以應對不斷變化且將在短短幾年內看起

來完全不同的醫療照護市場。面對COVID-19疫情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使得醫療照護組織

的業務優先考量順序改變並增加上雲的緊迫性，而 COVID-19 大流行造成醫療支出的增

加、網路威脅和消費者需求改變等因素，加上雲本身既有特色，將持續加速推動醫療照護

組織上雲的發展。

為什麼上雲？為什麼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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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需求改變

人人負擔的起的醫療照護

以數據為導向的進入者衝擊
現有企業

數位健康加速發展

相互連結的健康照護群體

永續發展的商業模式現在

藉AI等數位科技改善醫療照護結果

醫療支出不斷增加

健康數據所有權回到消費者手中

未來

N-of-1 個人化醫療照護和精準醫療

圖1、雲為醫療保健組織因應挑戰和邁向Future of Health所不可或缺的角色

“醫療照護高階管理者正在加速上雲，因為雲具有快速佈屬、安全性和韌性高、成本優
化等特性。雲被視為醫療照護組織因應挑戰和邁向Future of Health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圖 2、全面且以業務為優先考量的雲策略包含橫跨具代表性議題之多項整合性要點

APP的現代化和交付

ERP無所不在

機器學習雲平台

雲遷移

雲的原生開發和 DevOps

雲策略和藍圖

制定策略以解鎖企業在雲中的創新

重新設想、建構和交付客戶的APP
遷移到雲

藉由雲 ERP 實現數位化轉型，以及透

過ERP 功能持續的現代化加速實現企

業價值

透過雲+ AI/ML 加速提升企業的價值

實現雲遷移以降低成本並實現創新

透過雲原生和 DevSecOps 功能實現

競爭優勢

有效管理雲資源，提高運營效率

從一開始就為雲解決方案提供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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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雲策略

雲資安

雲策略和藍圖的規畫至關重要

醫療照護組織如要成功進行雲遷移，擁有全面且以業務為優先（business-first）考量的雲

策略至關重要，包括從策略和藍圖，延伸到應用程式的現代化和網路安全，以及包含橫跨

具代表性議題之多項整合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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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營運管理



將醫療照護的資料遷移至雲端時，不僅是雲遷移等技術議題，更重要的是雲端地端整合風險管理策

略，醫療照護組織的高階管理者們需要轉變安全思維方式，以因應雲端安全管理帶來更高的複雜

度，在兼顧資訊安全、隱私保護與法規限制等要求下，建構穩定、安全且具備可移植性能力的雲端

架構。

在轉型過程中，若是傳統資訊技術管理人員缺乏對於雲端安全技能、醫療資料保護能力，以及整合

雲端與地端的安全解決方案，雲端安全將成為企業採用雲服務最大的挑戰，因此追求雲策略的第一

步，應從強化雲端安全能力著手，以全面提升數位安全韌性。

在邁向安全的雲端環境的路上，建議高階管理者們應從簡單到複雜、從外圍到核心，逐步實現雲端

策略，同時培養企業雲端技術與人才，並針對雲端環境重新思考治理框架，整合既有及雲端管理之

要求，以降低組織安全與合規之風險。此外，應建立對組織內部人員、組織外部的服務供應商的良

善溝通、責任分工及監督管理機制，將「安全」視為企業的重要資產與核心競爭力，進一步納入企

業轉型發展藍圖中，使網路安全成為企業品牌價值的重要投資，以穩健而安全之發展贏得使用者與

合作夥伴的之信任。

雲策略的第一步：雲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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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雲的重要經驗傳承

將上雲視為企業轉型策略，而

不僅為降低成本或技術改進。制定整

合IT和雲端業務之策略，並將上雲視

為優先任務

辦理雲端教育訓練，包含單雲和

多雲平台、軟體和服務以及超大

規模資料中心（hyperscalers）

在上雲遷移前就刪除冗餘、

過時或不必要的應用程式和技術架

構，不要在事後才移除和計畫如何

合理化

利用自籌資金機制來抵消期初

成本，以及透過合理化報廢資產、租

稅優惠和抵免，以及超大規模資料中

心的潛在優惠和抵免（上雲和持續營

運的抵免），回收初期上雲所需的成

本和支付持續營運的費用

在計畫初始階段時就建立投資報酬率

(ROI)之價值實現機制和治理機制

教育利害關係人了解雲的價值，以

及進行技術和功能性業務單位會

議，讓組織對上雲旅程感到興奮

在上雲前建立動態計算計畫並在

計畫初始項目開始時啟動

專注於能夠快速交付價值的基本使用案

例，包括利用雲端分析來改進醫療照護

管理、醫療照護服務提供、研究和臨床

試驗、患者體驗、供應鏈和採購、收入

和支付模式以及供應商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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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ready to begin your cloud 
transformation journey? Let’s talk.

Contacts

Michael Black 
Managing Directo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michaelblack@deloitte.com

David Veroff
Specialist Leader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dveroff@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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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生技醫療產業

虞成全Robert Yu

資深會計師

生技醫療產業負責人暨審計與確信服務
royu@deloitte.com.tw

陳重成 JungCheng Chen

資深會計師

生命科技產業負責人
junchen@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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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涓 Maggie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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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諮詢服務
ingridchen@deloitte.com.tw

熊誦梅 Sungmei Hsiung

合夥律師

法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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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聯絡

陳怡蓁 Gingi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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