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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智慧健康社群軟體
實現數位照護應用

WaCare遠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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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Analytics for Climate , Air 
Pollution and Cli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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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因子加上時間的概念，凸顯一定時間內的變化量
2. 透過因子與空間概念，了解每個地區不同空氣污染的差異性
3. 整合時間、空間與事件頻率，建立各因子間的關係
4. 巨量資料整合與分散式的即時分析

2014



Application of medical,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government big data to construct dynamic medical trend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model

CVA

CRAO Child Asthma

RCD Operations
Readmission

Hyperventilation

Hip Fracture



預測，
是否能改變一個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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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Biopsychosocial model



風險發生，親友及
醫護人員立即了解



遠距健康平台

紀錄健康數據
產生社群互動與數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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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健康與遠距醫療

個人醫療健康數據收集與匯流



WaCare為國內首家整合衛福部健保署個人健
保醫療數據平台

檢驗數據

病歷紀錄

用藥紀錄

(需使用者授權)



連接多種AIoT數據



WaCare數據收集項目
生活資訊

1. 活動量
2. 活動等級(強度)
3. 靜態時間
4. 睡眠等級
5. 翻身次數
6. 臥床時間
7. 飲食紀錄
8. 情緒紀錄
9. 步數
10. 行走路徑
11. 行走距離
12. 飲食資訊

生理資訊活動量
13. 血壓
14. 血壓個人化統計
15. 30天血壓追蹤
16. 週、月回遡追蹤
17. 血糖
18. 心律(手環)

19. 心肺活動點數
20. 檢驗數據視覺化
21. 疼痛指數
22. 尿急指數
23. 專注力(PVT)
24. 壓力等級

環境
25. 地理座標位置
26. 空汙
27. AQI
28. O3
29. PM2.5
30. PM10
31. CO
32. SO2
33. NO2
34. 溫度
35. 溫差
36. 濕度
37. 紫外線量
38. 降雨量
39. 氣壓
40. 風向

電子病歷EMR
41. 門診病史
42. 診斷項目
43. 診斷代碼
44. 手術數據
45. 用藥資訊
46. 檢驗數據
47. 健保計費資訊
48. 住院資訊
49. 重大傷病資訊
50. 癌症篩檢資訊
51. 回診資訊

照護資訊
52. 傷口紀錄
53. 用藥紀錄
54. 用藥服從性
55. 用藥提醒
56. 衛教文章
57. 衛教多媒體
58. 衛教閱讀服從性
59. 復健服從性
60. 復健任務自訂
61. 復健多媒體設定

臨床支援
62. 各式自訂量表
63. 線上同意書簽署
64. 線上量表
65. 衛教單張
66. 衛教影音多媒體
67. 專屬探討區-病友會板
68. 自訂自動化提醒機制(AI)
69. 癌症副作用紀錄
70. 膀胱炎症狀紀錄
71. 中風病人照護紀錄
72. 線上互動諮詢
73. 諮詢錄音檔
74. 諮詢紀錄與費用

社群資訊
75. 專家/醫院資訊
76. 線上健康課程資訊
77. 錄音檔關鍵字分析
78. 地區疾病樣態
79. 親友健康風險事件
80. 親友/專家對話內容
81. 鄰近醫療院所
82. 鄰近警察局
83. 鄰近AED設備



依據環境因子與個人健康數據
提供智慧健康風險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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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健康風險通
知與專家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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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 Health Promotion – Blood Pressure Control
Develop of personal/social health management



Case of Health Promotion 
Develop health awareness & early illness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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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using WaCare After RehabilitationAfter using WaCare



健康干預：空汙提醒，自覺減少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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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
不只需要資訊
還要解決方案



WaCare可以做甚麼：
提供大量健康照護線上資源與健康數據匯流

健康大數據分析
AI數據分析推薦資源

線上醫療照護專家
Live講座教室與即時諮詢

醫療照護教學媒材
各種專業醫療健康影音



● 15種健康領域

● 線上超過1000位專家

台灣醫照護認證專家
24H在線健康諮詢



專家(機構)遠距服務
專家提供諮詢與課程，平台提供導流與收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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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例
：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intaiwan/videos/278824789750995/
https://www.facebook.com/WaCare.live/videos/199499061329853/
https://youtu.be/II6QvXocbj0


關山日照中心(關山鎮)
高血壓、中風、關節疾病

鹿野日照中心(鹿野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鸞山文健站(延平鄉)
高血壓、糖尿病

賓朗關懷據點(卑南鄉)
高血壓 新生日照中心(台東市)

高血壓、糖尿病

豐榮關懷據點(台東市)
高血壓

建農關懷據點(台東市)
高血壓、關節疾病

溫泉老人日托站(卑南鄉)
高血壓、糖尿病

利嘉文健站(卑南鄉)
高血壓、糖尿病

泰安文健站(卑南鄉)
高血壓、關節疾病

初鹿關懷據點(卑南鄉)
高血壓、腰椎疾病

永康文健站(鹿野鄉)
高血壓、糖尿病

金峰日照中心(金峰鄉)
中風、眼疾

永昌文健站(鹿野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東興文健站(卑南鄉)

大南關懷據點(台東市)
高血壓、關節疾病

民族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台東市)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目前成果：台東據點(17處)



身心障礙者社區日托站(花蓮市)
高血壓、中風、關節疾病

志學社照C據點(壽豐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鳯林社照C據點(鳳林鎮)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西林社照C據點(萬榮鄉)
高血壓、糖尿病

馬太鞍社照C據點(光復鄉)
關節疾病、腰椎疾病

富民社照C據點(瑞穗鄉)
高血壓、糖尿病

奇美社照C據點(瑞穗鄉)
高血壓、糖尿病

梧繞社照C據點(瑞穗鄉)
關節疾病、中風

卓溪社照C據點(卓溪鄉)
高血壓、關節疾病 玉里社照C據點(玉里鎮)

高血壓、糖尿病

富里社照C據點(富里鄉)
高血壓、關節疾病

鳳林日照中心(鳳林鎮)
高血壓、糖尿病

光復日照中心(光復鄉)
高血壓、中風、心臟病

目前成果：花蓮據點(13處)



目前成果：南投據點(12處)

新鄉文健站(信義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豐丘文健站(信義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視力

明德文健站(信義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青雲文健站(信義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心臟病

伊達邵文健站(魚池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株仔山社區發展協會(埔里鎮)
高血壓、糖尿病、失智症 松林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口腔

春陽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都達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

葛拿義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腎臟疾病

瑞岩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馬烈霸文健站(仁愛鄉)
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疾病



社區據點遠距健康諮詢
線上健康導師 – 實現全人整合

https://youtu.be/N3UXV9NPIwo

https://youtu.be/N3UXV9NPIwo


不限時間、不限地點，任何人的健康

問題都能即時連線台灣醫療健康專家導師陪伴連結個人諮詢
針對個人化問題建立多元服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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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貢寮澳底據點
外移人口、環境變遷
寂靜的貢寮，獨老的長輩
遠距心理輔導團體
引導長輩互相分享、感謝
描述經驗，陪伴哀傷

想像不到的個別模式：
遠距哀傷團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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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處

1300
堂

20,000
人次

1000
人

目前服務橫跨
新北、南投、花蓮、台東

嘉義、台南、金門
共計101處據點/文健站

已經提供1300堂
遠距衛教課程
距離不是問題

超過20000人次
線上服務諮詢
透過專家尋求
健康問題解答

15種類型1000位以
上專家提供服務

偏鄉遠距推動情形
自從2020年1月啟動，上半年度已完成以下服務數量
將持續邀請全國高齡或資源需要區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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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PRPuVKei8

多社區共同線上LIVE運動課程 (南投、台北市、台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PRPuVKei8


udn x WaCare

失智症照護者的解決方案與遠距支援

- ,0 .

60%
0 0

0 0

25%

0

10%

5%

udn x WaCare

失智症數位照護方案

粉專總人數：>11萬人



LIVE講座 - 快速建立大量數位照護內容



Udn x WaCare
失智症照護影音組 專家Live講座課程 專家1對1線上諮詢



全球衛生論壇成果發表
Global Health Forum in Taiwan

udn x WaCare 失智症數位照護 全球健康論壇發表
瑞士日內瓦大學醫學系名譽教授
Jean-Pierre Michel 正向觀點發表

國健署署長 王英偉 政府認可

https://youtu.be/puhluEhOEtg?t=21851
https://youtu.be/puhluEhOEtg?t=24784
https://youtu.be/puhluEhOEtg?t=27120


後疫情與高齡化時代
醫療照護資源嚴重不足，透過科技解決照護者困境

750萬人

90萬人

3萬人

家庭照顧者 750萬人
家提照顧者年齡層40歲-60歲

失智症照護者與家屬 90萬人
台灣失智症人口約30萬人
一位失智者約有三位照護者

都市/偏鄉社區照服人員 3萬人
全台據點約9,000處

照顧者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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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hotos.app.goo.gl/913LWVjyK3KMpDh2A

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方
都能關心家人、解決健康問題

https://photos.app.goo.gl/913LWVjyK3KMpDh2A


潘人豪 Pan, Ren-Hao
WaCare我的健康社群
E-Mail: pan@51donate.com

邀您一起
社會更好

mailto:pan@51dona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