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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開放資料庫，提供民眾關心的資訊自由下載再

加值運用，目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該署

的全球資訊網站上，公開健保相關的統計資訊，但

是僅提供民眾下載 Excel 檔案的原始資料進行閱

覽，如果能夠進一步的提供查詢功能，依據需求條

件將報表及統計圖表呈現，對於分析及決策將會有

更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

未來會有更多的需求，於辦公室以外地點利用智慧

型行動裝置進行線上查詢與產製統計資料，即時掌

握資訊。 

本論文以健保署的全民健保公開資料為基礎，以超

文 件 標 示 語 言 第 五 版 （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5，HTML 5）技術，實際建置一套健保

業務查詢雛型系統，探討以 HTML 5透過智慧型行

動裝置進行健保資料分析的查詢結果顯示、統計圖

表之呈現及應用網頁結構化查詢語言資料庫（Web 

SQL Database）和離線應用程式介面（Offline Web 

Applicatons，Offline API）達成離線功能的運用。

系統包括以下模組：(1)統計資料查詢模組、(2)離

線瀏覽模組和、(3)資料處理模組。統計資料查詢

模組提供使用者登入系統後，進行查詢與分析相關

資料，並以 Highcharts繪製可下鑽式的圓餅圖及長

條圖呈現直覺性的統計分析資料，並可跨平台瀏

覽、儲存及列印；離線瀏覽模組可以將線上處理作

業的結果，儲存到行動裝置的資料庫中，使在網路

通訊不佳的環境中，讓使用者直接離線呈現報表和

統計圖表；資料處理模組是將健保署公布的原始資

料匯入伺服器資料庫中，作為查詢和分析的基本資

料，並在伺服器端進行資料處理作業及圖表繪製，

使資料的運算處理由伺服器代勞，行動裝置僅需呈

現處理後之圖表分析結果，可使系統運行更為順

暢，也將大幅降低系統使用上的硬體設備需求，將

來亦可用Web服務(Web Services)的方式和健保署

的資料倉儲界接，直接取得即時的資料。 

本研究實際建置一套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係採

用 HTML 5技術開發，各種作業系統環境只要能安

裝 Google Chrome 的瀏覽器便可透過瀏覽器使用

系統，具備高度的跨平台性。我們使用 Web SQL 

Database 搭配 Offline API 技術便可進行離線操

作，增加系統實用性，並以直覺性的圖形報表呈現

健保資料分析，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而相關經驗

可以提供衛生機構及醫療院所開發系統之參考。 

 

關鍵詞：超文件標示語言第五版、智慧型行動裝

置、健保資料分析、網頁結構化查詢語

言資料庫 

1.前言 

近年來政府陸續推出各類開放資料庫，提供民眾下

載並加值運用，而目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於該署的全球資訊網站上公開健保業務相關的統

計資訊，但是該網站僅提供民眾下載各年度的全民

健康保險統計報表等多個 Excel檔案的報表資料進

行閱覽，如果能夠進一步的提供圖表查詢功能，依

據需求條件將報表及統計圖表呈現，對於分析及決

策將會有更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行動裝置的崛起，已徹底改變每個人的

日常生活，其操作與攜帶的便利性，使行動裝置迅

速與世界緊密結合，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與Gartner之研

究報告意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智慧型手機擁有觸

控之功能，且行動裝置的銷售量也逐年增長[1,2]。

面對行動裝置的普及與商機，促使其之應用更趨多

元，而行動裝置擁有攜帶便利、購置成本較為低

廉、操作界面更為簡單等諸多特色，且不受空間與

時間之限制，故未來會有更多的需求，於辦公室以

外地點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進行線上查詢與產製

統計資料，即時掌握資訊。 

而本研究實際建置一套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包

括：統計資料查詢模組、離線瀏覽模組和資料處理

模組，係採用 HTML 5技術開發，各種作業系統環

境只要能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便可使用系

統，具備高度的跨平台性。我們使用 Web SQL 

Database 搭配 Offline API 技術便可進行離線操

作，增加系統實用性，並以直覺性的圖形報表呈現

健保資料分析，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而相關經驗

可以提供衛生機構及醫療院所開發系統之參考。 

 

2.文獻探討 

本研究係以智慧型行動裝置結合 HTML 5技術，實

際開發一套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因此，將探討



「智慧型行動裝置」、「超文件標示語言第五版」、

「健保資料分析」及「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之相

關文獻，分述如后： 

2.1智慧型行動裝置 

智慧型行動裝置的崛起，已徹底改變每個人的日常

生活，其操作與攜帶的便利性，使行動裝置迅速與

世界緊密結合，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與Gartner之研

究報告意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智慧型手機擁有觸

控之功能，且行動裝置的銷售量也逐年增長[1,2]。

而行動裝置的操作相當簡易、使用介面的豐富化、

觸控功能的人性化，讓不同的年齡層皆可克服使用

上的困難，故智慧型行動裝置在全球消費市場皆快

速增長[3]，且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其作業系統

也趨向穩定，應用也更加多元，以往需要紙本或電

腦才能處理的系統或資料，也逐漸被行動裝置所取

代。 

 

2.2超文件標示語言第五版 

超文件標示語言第五版（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5，HTML 5）具有跨平台佈署之特性，

洪正峻等人即曾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進行合

作，使用 HTML 5與 jQuery Mobile等相關技術，

研發行動通訊疾病通報系統[4]。而對一個行動裝

置 App 的開發者而言，面對不同的作業系統需開

發三至四種版本進行對應，也因此大幅提升 App

開發的成本與維護難度，惟若以 HTML 5進行系統

開發，只要使用瀏覽器執行，即可在不同的行動裝

置或平台上運作，大幅降低系統的研發成本[5]，

且 HTML 5 亦提供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 SQL ） 的 應 用 程 式 介 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和

Offline Web Applicatons，這兩個 API將能使 APP

進行網頁暫存的離線功能應用[6]，減少資料下載

量與伺服器之負荷。jQuery Mobile 是一種行動裝

置開發架構，用來調整行動設備裝置的螢幕顯示格

式，主要係使用HTML 5的標籤設計，而亦有AJAX

應用程式的支援，因此，程式碼也相對單純，讓新

手更容易學習 jQuery ，並提供強大的佈景主題架

構及 UI介面等諸多特色，讓開發者能更便利地開

發出優質的網頁[7]。換言之，HTML 5 具有跨平

台、開發成本低、高效能、簡單及易學等諸多優點，

亦將為 App開發者帶來相當的助益。 

 

2.3健保資料分析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面

對龐大的健保資料，為了有效進行應用與分析，於

民國 88年建置資料倉儲系統，而民國 94年，鑑於

健保資料分析的需求量大增，因此，開始建置二代

資料倉儲系統，並特別強化網路連線電子化的功

能，做好電子化政府時代的準備[8]。 

 

2.4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 

隱私權為基本人權之一，是公民可以掌控有關其個

人之資訊，並以此來控制其與他人之關係，個人資

料就如同個人身體需要受到尊重一般需要受到保

護[9, 10]。電子病歷記錄了許多病人的個人隱私資

訊，所以醫療資訊安全的要求也相對高於其他行

業，因為一旦發生洩漏事件，往往會涉及許多人。

2007年 11月的報紙報導國內發生重大資安事件，

透過 Google 搜尋可以查到國內一千多名開放性肺

結核病患的身分證字號、設籍縣市區域、最近就醫

日期、照護醫療院所及病情等資料 [11]，造成社

會極大的震撼。 

個人健康資訊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如姓名、地址、出

生日期及身分證字號等；就醫資料如就醫日期、看

診科別、主治醫師等；檢驗檢查報告如生理量測記

錄、病理檢驗報告、放射檢驗報告等；醫囑資料如

疾病診斷、用藥紀錄；其他如手術記錄及護理紀錄

等都可能包含有許多可以識別個人身分的資料，這

些個人資料都不應該發生外洩的情形，而保護個人

隱私的第一步就是在揭露資料前先去識別化，將能

夠識別個人之欄位移除 [9]。另外對於任何有接觸

到這些個人資訊的使用者，也都要加以記錄

(Log)，以保障個人的隱私。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作的方式，建立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

統，分為行動裝置端與伺服器端。本系統之層疊樣

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CSS）採用 jQuery 

Mobile，使操作介面便於智慧型手機、平板等行動

裝置使用，讓此系統達到跨平台性及易用性。 

如圖 1所示，系統流程共分為線上瀏覽與離線瀏覽

兩大類：(1)圖中藍色箭頭是屬於線上瀏覽時的系

統流程，當使用者查詢圖表時，系統會對伺服器發

出資料請求，而後伺服器讀取資料進行資料處理並

將資料回傳，當系統接收到資料後將此資料繪製成

圖表並顯示，如使用者需要儲存此圖表時也可以將

此圖表存入本地資料庫中；(2)圖中橙色箭頭是屬

於離線瀏覽時的系統流程，當行動裝置處於離線狀

態時，使用者亦可以進行離線瀏覽，系統會讀取使

用者在線上瀏覽時預先儲存在本地資料庫的圖表

資料並繪製成圖表。 

 
圖 1，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流程圖 



如圖 2所示，系統分為三個模組，共 8個功能，以

下將根據統計資料查詢、離線瀏覽模組、資料處理

模組分別說明。 

 
圖 2，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功能模組 

3.1統計資料查詢 

如圖 1所示，當使用者需要查詢統計圖表時，系統

先透過 AJAX 的方式與伺服器進行溝通，再以

JSON的格式將資料傳輸至伺服器，向伺服器請求

統計圖表所需的資料，接收到所需要的資料之後，

再將該筆資料以特定的格式進行編排，最後導入

Highcharts進行圖表的顯示。 

本模組是使用 Highcharts可下鑽式的圖表，包含長

條圖與圓餅圖，使用者可藉由點擊某一條資料柱或

某一片資料餅來查看該筆資料更進一步的細節分

析。在參數設定方面，需要先將母圖的資料名稱、

資料值、主鍵值存入一個二維陣列裡，再將與子圖

的資料名稱、資料值、主鍵值存入一個四維陣列

裡，最後再將這兩個陣列分別放入 Hightcharts 的

「series」與「drilldown」的「data」欄位中即可完

成參數設定，其中母圖的每一條資料柱與子圖之間

的關聯都是以一個主鍵值相連接，亦即母圖的每一

個資料柱都有其對應的一張子圖。 

3.2離線瀏覽模組 

為了達到能夠在離線環境下查詢統計圖表、解決以

往只能夠在有網路的環境下操作的問題，本研究使

用離線應用程式介面與Web SQL Database建置離

線功能，讓使用者在離線的狀態下依然能夠查詢使

用圖表。 

此模組先以離線應用程式介面將所有執行離線網

頁所需的檔案儲存本機快取記憶體中，接著使用

Web SQL Database的功能進行資料庫與資料表的

建置，方能完成離線功能的設定。如圖 1所示，當

使用者需要儲存某一張圖表時，系統會將繪製此圖

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值存入預先建立好的網頁資料

庫中，此時就算關閉瀏覽器也不會遺失網頁資料庫

中的資料。 

最後，如圖 1所示，行動裝置能夠使用儲存在本機

快取記憶體中的網頁檔進行瀏覽，並且在繪製圖表

的時候能夠使用預先存在網頁資料庫中的資料而

非經由網路向伺服器請求資料，因此就算是處於離

線的環境之中，依然能夠正常使用系統檢視圖表資

料。 

3.3資料處理模組 

為了使行動裝置可以向伺服器請求資料，本研究在

此模組建置了一個Web Service，用來傳輸繪製圖

表時所需的資料。 

當此模組接收到資料請求時，會根據請求的圖表主

鍵值查詢該圖表的所有欄位資料，為了減少行動裝

置在進行資料處理時的執行序，此模組會先將資料

編排成較容易轉換成母圖所需之二維陣列與子圖

所需之四維陣列的字串，最後再以 JSON的格式將

資料傳輸到行動裝置中。 

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展了讓電腦及行動裝置都便於使用且能

夠離線使用的健保業務查詢雛型系統： 

4.1統計資料查詢 

本系統採用 jQuery Mobile進行系統建置，可以在

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中透過瀏覽器使用，如圖 3

所示，使用者可以查詢不同的指標報表並指定年

份，按下查詢即可產生 Highcharts統計圖表，並且

可以按下「下載」按鈕將此圖表資料存入本地資料

庫中，使該圖表可以在離線狀態下瀏覽使用。 

本系統使用 Highcharts可下鑽式的圖表，如圖 4、

圖 5所示，使用者可以在母圖檢視臺北業務組、北

區業務組、中區業務組、南區業務組、高屏業務組、

東區業務組等六個業務組的統計圖表，藉由點擊臺

北業務組的資料條或資料餅進行圖表的下鑽，即可

檢視該業務組的各年齡層之保險對象人數等更為

詳細的統計圖表。 

 
圖 3，查詢與下載圖表 

 



 

 
 

4.2離線瀏覽模組 

如圖 3所示，使用者可以在線上環境中點擊「下載」

按鈕，預先將圖表資料存入本地資料庫進行備用，

而後即可離線瀏覽已下載下來的統計圖表，如圖 6

所示，使用者可以在離線狀態下瀏覽已經預先存在

本機快取記憶體中的網頁檔，此時系統會查詢本機

資料庫中預先下載下來的圖表資料並重新繪製成

可下鑽式的 Highcharts圖表，使用者依然可以執行

在離線狀態下進行上線狀態時的圖表瀏覽功能，達

到離線使用的功能。 

 

 圖 4，點擊資料柱可進行下鑽 

圖 5，點擊資料餅可進行下鑽 



 
圖 6，在離線狀態下瀏覽網頁與繪製圖表 

 

5.結論 

隨著智慧型行動裝置科技的日新月異，已徹底改變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其操作與攜帶的便利性，使行

動裝置迅速與世界緊密結合，而政府開放資料庫，

提供民眾自由下載相關資訊再加值運用，有鑑於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該署的全球資訊網站

上，公開健保相關的統計資訊，僅提供民眾下載

Excel 檔案的原始資料進行閱覽，因此，本研究採

用 HTML 5 技術實際建置一套健保業務查詢雛型

系統，以 jQuery Mobile開發便於智慧型行動裝置

使用的使用介面、以 Highcharts開發可下鑽式的圖

表，讓使用者能以智慧型行動裝置呈現圓餅圖與長

條圖的直覺性統計分析資料，且包括 iOS、

Android、Windows 等多種作業系統環境，只要能

安裝能夠同時支援 HTML5、Offline API 與 Web 

SQL Database的瀏覽器如 Google Chrome、Safari

等，便可透過瀏覽器使用系統，具備高度的跨平台

性，亦使用Web SQL Database搭配 Offline API技

術，讓使用者能進行離線操作，不受時間及空間限

制，增加系統實用性，並將原始資料匯入後端伺服

器資料庫作為查詢和分析的基本資料，讓伺服器端

進行資料處理作業及圖表繪製，使資料部分的運算

處理由伺服器代勞，行動裝置僅需執行一小部份的

運算處理即可呈現圖表分析結果，可使系統運行更

為順暢，也將大幅降低系統使用上的硬體設備需

求，將來亦可使用Web服務(Web Services)的方式

和健保署的資料倉儲系統界接，直接取得即時的資

料。 

此雛型系統的建置架構，除了可使ㄧ般民眾隨時查

詢、處理及分析自身關心的資料及加值運用外，對

於政府部門相關業務單位也可進行即時分析，提供

決策的輔助資訊，並增進政府資訊公開與相關政策

與績效的宣導，皆會有更大的幫助。依據此研究的

建置經驗，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業務單位在未來可

以將各類的政府公開資料庫以Web Service的方式

提供民眾加值應用，並且須特別注意任何有涉及到

可識別個人之資料都應該做去識別化的動作，尤其

是敏感性資料如結核病、愛滋病等極少數病例之資

料更應該注意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的問題，而相關

的系統建置經驗，也可以提供衛生機構及醫療院所

開發系統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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