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講義是 2022 年患者創新和解決⽅案聯盟與合作 (APPIS) 的部分倡議。

由諾華資助與籌辦，APPIS 旨在讓患者社群與醫療照護⽣態系統中的主要利害關係⼈（例如：政策制定者、⽀付者、
醫師、學者和數位創新者）整合觀點，以提升亞太地區、中東和⾮洲的健康成果。

考慮到以患者為中⼼的數位健康解決⽅案的真實需求，以及讓患者和組織參與開發過程中的差距，訂定數位健康和通
訊為其主題之⼀。

本講義意在提供給供患者組織領導者和代表使⽤，以更能參與數位健康和通訊⼯具的設計、開發和採⽤。

請造訪 www.appisinitiative.com 以深⼊瞭解 APPIS，並下載完整的數位健康與通訊指引報告。

以患者為中⼼的數位合作健康解決⽅案
給患者組織的講義

練習積極同理⼼，同時為患者組織數位或⾯對⾯的

活動，例如，在開始和發展使⽤數位平台的技能之

前先確認⼼態。

記住⼯具的核⼼⽬標，並衡量⼯具對患者、歷程、

經驗和健康結果的正⾯影響。

建⽴以患者為中⼼的數位⼯具的三項原則

在數位⼯具設計流程的相關程度上與患者和

醫師互動。

包含與每位利害關係⼈進⾏的有意義溝通和

合作。這可能包括對同儕審查期刊的研究、

參與會議或聯絡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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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使⽤者技能和能⼒、賦權患者、透過使⽤

數位⼯具建⽴信任，並改善數位健康素養結

果。

結合社交元素和當地背景，提供使⽤者體驗、

擴展傳遞管道，並將⽀援功能納⼊這些管道。
6

5

參與與溝通

互動與評估

經驗與學習

政策與夥伴關係

教育與溝通

資料收集

展現價值和影響

挑戰

患者缺乏參與制定政策和
指引

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

患者和醫師在數位健康
使⽤和採⽤⽅⾯想法不
符

缺乏患者的資料收集和回
饋意⾒的流程

缺乏代表性患者的聲⾳
（例如：沒有網路的⼈）

缺乏納⼊患者的指標和框
架，以衡量影響

重點領域 解決⽅案

患者參與法規
 

⽀援團體擴⼤網絡並增加影響⼒

網絡和交叉學習平台
 

利害關係⼈互動，以便合作
和分享歷程和想法

建⽴患者資料庫和登錄庫

解決資料收集和分析的差距

建⽴回饋意⾒管道（例如：患
者和臨床醫師之夜）

實施雙向溝通回饋意⾒

使⽤患者登錄庫進⾏資料擷取
和分析

第三階段：
採⽤數位⼯
具

第
⼆
階
段
：
測
試
和
改
善

產
品
週
期

第⼀階段：
構思和設計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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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激盪和共同創造

定義、設計和測試

與所有⼈保持統⼀的聲⾳和優先事項。
在數位⼯具的開發者、數位沙盒和監管機構⾯前，
開發⼀個強⼤的案例。
使⽤網路平台來共同建⽴解決⽅案、使⽤指南和定
期回饋討論。
安排與利害關係⼈的圓桌討論。
與數位健康開發者、醫院、製藥產業和患者共同舉
辦主題式教育課程
出版並散佈有關患者組織在數位健康⽅⾯的⻆⾊和
責任的論⽂。

觀察並識別成員
尋找誰是擁護者、誰具有影響⼒、誰可以發揮影
響⼒，以及誰已經參與或曾與貢獻數位健康發展
流程相關？

1

確定優先次序、研究和決選清單

繪製您的利害關係⼈圖，以協助找出誰最
有影響⼒且有興趣傾聽並與組織互動。
從研究、媒體⽂件、會議、⽩⽪書、醫療
保健組織和線上平台等來源尋求意⾒。

2

思考利害關係⼈對於可能影響數位⼯具⾏為和
使⽤的因素的看法。
使利害關係⼈參與數位健康⼯具的設計階段。
讓醫師考慮患者可預⾒的資訊。

連結與理解
研究數位健康開發者和數位健康產業的價
值、⽬標、經驗和需求，並瞭解業界以外的
「⼈⼠」。

3

4

6

定義所確定的各利害關係⼈的⻆⾊和責任。
建⽴正式、結構化、永續的管道與利害關係⼈
溝通。
建⽴流程，讓利害關係⼈參與數位⼯具的設
計。

5

例如，患者和醫師可以參與設計⼯具，以減輕患者的疼痛並主動處
理副作⽤。在患者通報副作⽤之前，使醫師協助將副作⽤資訊納⼊
數位⼯具中。

利害關係⼈參與

利害關係⼈定位

利害關係⼈定位和參與
只需六個簡單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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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對數位健康解決⽅案的設計和

開發有多⼤影響？

利害關係⼈在與患者和患者組織互動的過

程中會有多⼤影響？

哪些組織和利害關係⼈（包括健康照護提

供者）⽀持以患者為中⼼的數位健康解決

⽅案設計？

利害關係⼈的重要優先事項是什麼？

利害關係⼈如何對讓患者組織參與健康政

策塑造流程的過程做出貢獻？

對利害關係⼈⽽⾔，哪些價值觀和因素很

重要？

利害關係⼈如何阻礙患者組織參與數位健

康解決⽅案設計的過程？

與利害關係⼈互動的策略是什麼？

利害關係⼈參與和定位範本

使⽤範本時可提供協助的問題

潛在利害關係⼈包括但不限於

醫療保健機構
研究與學術機構
數位健康開發⼈員 
政府代表
產業專家
⾮營利和⾮政府組織
⼯會、協會和團體代表，
例如：
醫師和護理師
患者和倡議者

專家和⽀持性利害關係⼈，
例如：
來⾃印刷和數位媒體的
記者
溝通專家
特定疾病領域的專家
公共衛⽣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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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名稱

利害關係⼈對數

位健康解決⽅案

的設計、開發和

採⽤有多⼤影

響？

利害關係⼈對數

位健康解決⽅案

設計、開發和採

⽤的參與過程有

多⼤影響？

對利害關係

⼈⽽⾔，什

麼是重要

的？

利害關係⼈如

何對設計、開

發和採⽤的參

與流程做出貢

獻？

 

利害關係⼈如何

阻礙設計、開發

和採⽤的參與過

程？

與利害關係⼈互動的策略

（範例）護

⼠⼯會
⾼ 中

⽀持患者的

追蹤和治療

試驗計畫書

同意⼯會成員

實施新改⾰

 
罷⼯ 圓桌討論

患者團體 X ⾼ ⾼
最⼤化患者

照護品質

與其他利害關

係⼈溝通，表

達他們對改⾰

的⽀持

投訴報告後的服

務品質

每 6 個⽉召開⼀次資訊與
意⾒回饋會議、網路論

壇、網路研討會、跨學習

討論、政策倡議會議

數位健康與通訊講義

範本 − 利害關係⼈定位與參與 

請按⼀下此處下載利害關
係⼈定位和參與範本

請參閱左側的利害關係⼈範本快照。

請按⼀下下⽅的粉紅⾊⽅塊，以存取已完全填寫的

範例範本和供您使⽤的空⽩範本。

請下載或列印⽂件以進⼀步使⽤。

使⽤範本的步驟：

4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onXB4CWUywFLWBufAGepk3tjSW0mHkp/edit?usp=sharing&ouid=11770319007493817762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cXxlZZHw3OAkjfsbWYYXk2c2ocZRQfwV/edit
https://61a6b9cf-2ab1-4438-895c-181fd17a3874.filesusr.com/ugd/365c7c_560e21516e7b4e3fb1d8b89c0b57ae6d.docx?dn=(TW)Digital%20Health%20-%20Stakeholder%20Mapping%20and%20Engagement%20Template.docx


1) 收集資訊

找出並列出特定疾病領域的網路論壇和

平台

這些通常由患者團體、醫療機構、⾮營

利組織和學術界組織組成。

透過現有的區域和全球知識中⼼找尋患

者參與平台

以下是⼀些範例：WHO、國際患者組織
聯盟和國家特定活動

您所在地區的活躍患者團體和醫療機構有哪

些？

在其網站或社交媒體上，有哪些相關和即將舉

⾏的活動和倡議？

這些利害關係⼈試圖達成什麼⽬標？您會受益

或能夠幫忙嗎？

協助患者組織的問題：

在您網路中的擁護者和有興趣的成員中，誰

想要使⽤這些平台來瞭解更多資訊？

這些成員能否幫助他⼈⾃⼰學習和使⽤這些

平台？

您的⼈脈或組織已經擁有上述哪些資源？

哪些成員具備整合資源的專業知識？

協助患者組織的問題：

隨時瞭解數位健康專家和開發者組

織的活動。

找出數位健康⽣態系統中的擁護

者。

瞭解他們正在努⼒的特定疾病領域

或醫療保健領域。

瞭解列出的網路論壇、跨學習平台

和專家的⽬標和⽬的。

2) 識別資源
探索使⽤網路論壇和平台所需的資源。

這些資源包括但不限於：

患者擁護者

主題專家

內容創作者

資⾦提供

知識產品，例如：⼯具、指南、⼿冊、出版

品、電⼦報、探討論壇和其他等。

參與、合作和倡議的三個步驟

使⽤網路平台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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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已確定的平台和論壇，組織以患

者為中⼼的數位健康解決⽅案主題的

多⽅利害關係⼈探討論壇

推廣數位健康⼯具和解決⽅案的設計

和採⽤，作為平台和論壇的優先議程

⾃訂區域知識中⼼，以納⼊⽤於數位

健康解決⽅案設計的特定疾病主題領

域，例如：⾮傳染性疾病、乳癌、⽩

⾎病等

3) 訓練、能⼒建構和倡議者

瞭解訓練需求，並找出患者和開發者感興趣

的領域，⿎勵以患者為中⼼的數位解決⽅案

設計

為醫師、開發者和以患者為中⼼的照護專家

精簡列出感興趣的主題領域

尋找在候選地區中確定的網路和論壇組織訓

練、能⼒建構和倡議活動

在網路論壇和區域知識中⼼與關鍵利害關係

⼈共同舉辦能⼒建構研討會和數位網路研討

會

倡議建⽴流程以讓患者參與：

數位健康政策制定流程

建⽴有關醫療和健康資料的資料保護

和隱私的法律和權利

數位健康⼯具的採⽤和溝通解決⽅案

的決策程序。

根據這個環境，您的組織或患者團體有

哪些可⽤的參與進⼊點？

您的組織是否有⾜夠的資源或專業知識

來收集更多資源？

您會如何定義相關⼈⼠和潛在利害關係

⼈的⻆⾊和責任？

要參與哪些數位通訊平台∕論壇？

您能建⽴新的嗎？您需要哪些必要的資

源和夥伴關係？

協助患者組織的問題：

參與、合作和倡議的三個步驟

使⽤網路平台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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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健康與通訊講義
檢查清單 − 使⽤網路平台和論壇

按⼀下此處下載檢查清
單，與利害關係⼈互動並
利⽤網路

收集資訊

檢查清單 筆記

領導⼒⽀援。

使⽤利害關係⼈定位範本，確定患有同⼀疾病的患者組織，以及其他您需要尋求領導⽀持的其他相

關利害關係⼈

有溝通障礙的患者和照顧者

需要數位⼯具使⽤訓練的患者和照顧者

無智慧型⼿機但會⽤⽂字簡訊的患者和照顧者。

確定特定疾病領域，找出易受傷害的患者族群，並針對數位使⽤族群的完整功能需求建⽴明確定義 

建⽴領導團隊

檢查清單 筆記

與確定的利害關係⼈規劃第⼀次會議。（此次會議的⽬的是分享讓患者參與健康政策決策過程的差

距。此會議也將以腦⼒激盪的⽅式想出⼀種⽅法，使候選的網路論壇、跨學習平台、討論管道參

與，以定期與確定的利害關係⼈溝通訊息。）

建⽴溝通管道

檢查清單

探討論壇

倡議

確定如何分享關於讓患者參與數位健康解決⽅案開發和使⽤的需求和⽬的的資訊

持續參與

檢查清單 筆記

更新網路成員的主要清單，並定期更新

識別代表或接觸的患者族群落差，並每年與新夥伴互動。

請參閱頂部的檢查清單快照。

請按⼀下左側的藍⾊⽅塊以存取完整的檢

查清單。

請下載或列印⽂件以進⼀步使⽤。

使⽤檢查清單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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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onXB4CWUywFLWBufAGepk3tjSW0mHkp/edit?usp=sharing&ouid=11770319007493817762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QkF3kX_tYIfetKav67ouyjUb1TQXXXE/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SQkF3kX_tYIfetKav67ouyjUb1TQXXXE/edit
https://61a6b9cf-2ab1-4438-895c-181fd17a3874.filesusr.com/ugd/365c7c_e50d15d729dd4913bff229a063f8d4d7.docx?dn=(TW)%20Digital%20Health-%20Engaging%20in%20Networking%20Forum_Checklist.docx


建⽴以實證為基礎的患者參與登錄庫

仔細觀察並瞭解特定疾病領域的現有患者登錄庫

如果有的話，找出數位健康解決⽅案開發者與這些

登錄庫之間建⽴的連結

如果尚未整合，找尋機會整合開發者與現有登錄庫

1) 情境練習

現有的登錄庫是否收集與數位⼯具要求相符的正確患者資料？
該資料是否有助於評估患者在患者治療、結果和患者歷程⽅⾯的經驗？

協助患者組織的問題：

2) 規畫

分析並闡明登錄庫的⽬的。

確定登錄是實現⽬的的適當⽅法。

決定權限，並提供必要且經同意的使⽤者存取權

限給患者、照顧者和臨床醫師，以輸⼊和使⽤登

錄庫中的資料。

使⽤現有或共同建⽴關於患者資料落差和流程的

結構化⼿冊。

識別利害關係⼈，並為不同利害關係⼈定義使⽤

者存取管理條款。

收集資料來源，並確定將資料⽤於分析的指導⽅

針。

您為什麼想要開發患者登錄庫？
患者登錄庫在您的組織中解決了哪些問題？
哪些是利害關係⼈（數位健康開發者、臨床醫師和患者）要求的不同資料

存取類型？
您網路或網路論壇和平台中的利害關係⼈是否擁有有關患者資料和流程中

常⾒的資料落差和如何填補落差的現有⼿冊？
不同利害關係⼈要求的資料存取被區分的廣泛貯體為何？（例如：僅資料
檢視；資料輸⼊和檢視；資料輸⼊、檢視和編輯；資料整理和分析等）
為所有利害關係⼈使⽤這些登錄庫的注意事項為何？

協助患者組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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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團隊

3) 資源分配與組織

資料元素領域：個⼈、暴露和結果

資料來源：患者識別碼、患者篩選條件、治療

和檢測、⼲擾因⼦、費⽤∕資源利⽤、疾病或

病症資料、治療或療法資料、實驗室資料、健

康照護者資料、保險資料

專案管理

患者代表

資料庫管理

登錄經理

登錄專家

法律⼈員

品質保證

試驗負責⼈

⾏銷

通訊

建⽴控管和監督

諮詢委員會

執⾏或指導委員會

科學委員會

聯絡委員會∕個⼈

資料存取、使⽤和出版委員會

倫理試驗執⾏研究倫理委員會

定義資料集、來源、患者結果和⽬標族群。

4) 啟動中

計畫清單

時間表和時程管理計畫

成本管理計畫

⾵險管理計畫

範圍與品質管理計畫

溝通計畫

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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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健康和通訊講義

參考指南 − 建⽴以證據為基礎的患者參與患者登錄庫

請點選此處下載參考指
南，以建⽴您⾃⼰的患者
登錄庫

區域 ⽬的∕原則 範例∕內容 筆記

確定登錄庫的⽬標和⽬的
此資訊將引導您選擇欲收集的資料

元素。

改善診斷（檢查篩選的有效

性）治療和預防（識別臨床

試驗的患者、真實世界的治

療證據）患者安全性（監測

疫苗的安全性、裝置）。

 

定義登記資料集

登記資料的選擇應僅限於常規記

錄、可重複、客觀的資料。選擇系

統性測量的已定義健康結果，其結

果在預先定義的間隔內標準化。

登記資料應充分描述患者的狀況和

重⼤共病症，使⽤健康照護者擷取

的臨床結果測量值。

患有特定慢性病症的患者可

能需要每年評估，此提供了

每年擷取變項的機會。

 

請參閱左側的參考指南快照。

請按⼀下下⽅的⿈⾊⽅塊，存取完整的參考指

南。

請下載或列印⽂件以進⼀步使⽤。

使⽤範本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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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onXB4CWUywFLWBufAGepk3tjSW0mHkp/edit?usp=sharing&ouid=117703190074938177620&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PZXxMax1pZ0-TD4z-v-Ha1tOEpUyAau/edit
https://61a6b9cf-2ab1-4438-895c-181fd17a3874.filesusr.com/ugd/365c7c_17502674a1ac4df4ae0e144c596d4558.docx?dn=(TW)Digital%20Health%20-%20Patient%20Registry%20Reference%20Guide.docx


Rania Azmi，Fadia ⽣存與成⻑國際癌症協會 (Fadia
Survive & Thrive International Cancer Association)
總裁；
Adam Chee，新加坡國⽴⼤學智慧健康領導中⼼
(Smart Health Leadership Centre) 負責⼈；
Nayan Kalnad，Avegen 執⾏⻑；
Stanley Li，DXY 主席兼創始⼈；
Roberta Sarno，APACMed 數位健康主管； 
Jan Geissler，Patvocates 創始⼈兼常務董事；
Julie Rihani，乳癌倡議者；
Dilpreet Singh，Juvoxa 創始⼈兼執⾏⻑；
Bahija Gouimi，慢性⻣髓性⽩⾎病倡議網絡中東與
⾮洲區域代表；
Kawaldip Sehmi，國際患者組織聯盟執⾏⻑；
Ruth Kuguru，諾華亞太、中東和⾮洲區域企業溝通
與病患關係執⾏總監；
Duo Xu，諾華亞太、中東和⾮洲區域企業溝通與病
患關係；
Elise Brown，諾華亞太、中東和⾮洲區域企業溝通
與病患關係；
Sejal Mistry，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 區域總監；
Sireesha Perabathina，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 資深顧問；
Abhishek Sudke， 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
Southeast Asia 初階顧問

本指引⽂件是 2022 年患者創新和解決⽅案聯盟與合作
(APPIS) 倡議的結果。

由於有 APPIS 2022 合作夥伴提供的開創性領導和持續
的知識⽀援，其對本指引⽂件的內容做出貢獻，審查並

為本⽂件提供珍貴的回饋意⾒，本⽂件才得以完成。感

謝：

      以及其他國際合作夥伴

致謝

APPIS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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