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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式手機使用及簡易醫療應用初探
文、圖/蔡崇煌 楊佩真 蔡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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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 CNN)
彙整了2010年十大科技趨勢及事件，發現其中以iPad
最夯 (1)，其且獲得PC home主辦的2010年科技趨勢金獎
(2)
，雅虎(Yahoo)網路科技新聞，亦不時圍繞著平板電
腦(tablet PC)討論，可見其影響力之大。國內某醫療
體系亦曾考慮引進iPad或iPhone做為醫療影像傳輸，
透過某電信公司之行動辦公室(mobile office, MO)服
務，以快遞郵(push mail)方式直接傳送病人的醫療影
像，如心電圖、電腦斷層及X光片等，在院內的醫師
只要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即可瀏覽高解析圖像，提
高遠端醫療判讀的即時性 (3)。然除了iPad外，目前尚有
其他數款7吋平板電腦供選擇，如南韓三星(Samsung)
之Galaxy Tab P1000無限機、美國優派(由華人朱家良
創立)之ViewPad及台灣自有品牌myPad P1等。作者從
2003年即開始使用筆式輸入之平板電腦，目前已進步
到多點觸控螢幕，近來作者們分別使用不同手機，因
此在此提出一些使用心得，以資醫療先進的參考。

7吋安卓(Android; 人型機器人)平板電腦式手機
iPad在全球熱銷，以配備及效能而言，目前大抵
只有Galaxy Tab才能與之匹敵，其為手機與筆電間之
平板電腦。大部份早期智慧型手機(smart mobile)是手
機中加入電腦功能，但此款與iPhone一樣，是電腦中
加入手機的思維而設計，因此其功能更方便及人性化
(4)
，以下即以此為例，說明其較實用之部份功能。
1. 同時集合多項功能於一機，如：
a. 當作手機打電話及視訊通話，此為第一代iPad版
本未具有之功能。內有我的最愛，可將最常用、
易忘記的電話放於此，頗方便使用，且亦可加入
聯絡人照片。再者，有快速撥號功能，就像在診
間開立處方時，輸入第1或前幾個文字或數字，
即出現候選字一樣方便選用。
b. 具相機及錄影機功能，此亦為第一代iPad版
本未具有之功能。除無法變焦及拍Full HD
(1920×1080p解析度)高畫質影片外，效果亦具
相當水準，但透過選購之轉接器，還是可輸出
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HDMI)播放Full HD影片。再者，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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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數位變焦照相軟體，但目前效果尚不佳。
c. 可閱讀、簡易修改微軟Office及讀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檔案。
d. 欣賞多媒體，如相片、MP3 (MPEG Layer 3) 音
樂、錄影影片、YouTube下載影片、MP4等。
e. 使用免費之無線相容認證(wireless fidelity, WiFi)
上網及用來下載軟體。
f. 翻譯機(可免費下載ColorDict軟體及詞典資料以離
線使用(5)，若有上網，則有更多功能)。
2. 380克對平板電腦而言較輕，對手機而言尚嫌稍重，
但可置口袋，方便攜帶。開機即時、無硬碟，不易
因震動而損壞，此二者為凌駕筆電之最大優勢。
3. 其市集(market)內有付費及免費下載軟體，此亦為智
慧型手機最有趣部份，新購之硬體不見得皆會配備
所需要的軟體，以下為作者認為較實用之合法免費
軟體，值得下載使用。
a. Note Everything：具有文字、繪畫、錄音、用條
碼(code)記事、用Google記事功能，特別是繪畫
及錄音，能即時記錄事件，甚是方便。
b. 用內建之行事曆記事、或另下載行事曆軟體，或
利用上網與Google行事曆同步、用內建鬧鐘或
另下載選擇自訂鬧鐘音樂撥放軟體、秒錶(stop
watch)、計算機等日常生活配備。
c. 合法MP3音樂下載 (GTunes music)，且下載前可
先試聽。
d. 其他可依個人不同需求，如台中市醫師公會之
吉他樂團學員，即可下載調音器(gStrings)及吉
他和弦指法(robotic guitarist free)使用，旅遊時
可使用Papa Go全球衛星定位(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導航或Google map規劃路線(需上
網)、Google sky map(不必上網)找星座及指南針
(compass)等，其他亦可下載遊戲等付費或免費
軟體。
e. 於市集 (market) 下載的軟體，除了在平板電腦
可用外，於其他Android作業系統之智慧型手機
(smart phone)，就像一般電腦一樣，皆可隨意安
裝和移除，相對於早期功能手機 (feature phone)
較有限之功能，此亦正是智慧(smart) 一詞的由
來。
4. 用自定義法以自訂快速輸入詞(到任何可輸入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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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具/自適應與自定義)，如自訂手寫Tmj為台灣醫
界雜誌，只要以後用手寫輸入Tmj，即自動轉為台
灣醫界雜誌。
5. 效能為頗高的1GHz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未來可能昇級更高階作業系統。
6. 設定其內建之螢幕鎖定功能，在圖1之9個點中，以
一筆劃方式設定個人密碼，以備萬一不小心遺失，
不致洩露個人重要資料，但在進入待機時，還是要
先用手指或布料稍加擦拭螢幕，以防止會有殘留筆
劃痕跡致被竊用。

Android作業系統
目前常見之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如Symbian、
A p p l e ( i O S ) 、 B l a c k b e r r y 、 Wi n d o w s P h o n e 7 及
Android (6) 等，最後者作業系統自從2007年由Google
發佈，2008年應用於第一台手機後，因免費開放原始
碼，短短幾年內，Android系統智慧手機之出貨量已
世界第一 (7)，且2010年10月前，Android App(軟體)已
破10萬款，雖仍遠落後蘋果應用商店，但短短時間即
展現強勁成長力道 (1)，預期Android手機未來將大發利
市，市占率將超越蘋果iPhone，預料其亦將成為低端
市場廉價智慧型手機主流的作業系統。
Android之命名大抵以C D E F G H I J字母順序排
列，如1.5版為Cupcake(紙杯蛋糕)，1.6版為Donut(甜
甜圈)，2.1版的Éclair(閃電泡芙，一種法式奶油夾心
甜點)，此版本曾被叫做Flan(水果餡餅)，之後是2.2版
的Froyo(冷凍乳酪)，2.3版的Gingerbread(薑餅)，為
平板電腦作優化之3.0版Honeycomb (蜂巢)，4.0版 Ice
Cream (冰淇淋)，Jelly Bean (軟心豆粒糖)等(8)。

Android手機或平板電腦應下載之特殊配備及
於醫藥應用初探
因平板電腦未具實體鍵盤，且開發的文書處理軟
體，亦不如微軟的Office成熟及好用，因此平板電腦應
只是做展示、休閒娛樂、簡易記錄、閱讀或教學工具
的第二台電腦，除非未有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者，否
則應沒必要花錢添購選配之鍵盤。在文書方面，作者
大部份工作皆是在個人電腦上完成，平板電腦主用以
閱覽。
手機或平板電腦打字較不方便，為了充份發揮功

能及儘量少打字，因
此若有配備相機者，
可免費下載QuickMark
或條碼掃描器軟體，
以讀取快速反應(quick
response, QR)條碼
(code)，其中前者比後
者掃描快、沒方向性、
功能亦較多。

QR條碼製作
製作條碼可用個人
電腦到QR Code條碼產
生器(calm9) (9)、emomo
圖1 螢幕密碼鎖定，若劃線不
網頁 (10)或QuickMark網
符設定之密碼，將進不了
手機或電腦，可避免洩露
(11)
頁 ，且最後者可製作
個人資料
部份加密碼文字及小
圖形(<5000 bytes)之條
碼。製作後之條碼可複製、放大、縮小貼到任何處或
列印出來使用(圖2)。其是一種矩陣碼或二維空間的條
碼，1994年由日本Denso-Wave公司發明，發明者希望
QR條碼可讓其內容快速被解碼。QR Code條碼產生器
製作的條碼呈正方形，在4個角落的其中3個，印有較
小，像「回」字的正方圖案，是幫助解碼軟體定位的
圖案，使用者不需要對準，無論以任何角度掃描，資
料仍可正確被讀取(圖3)，但經由QuickMark製作的條
碼形狀不大一樣(圖2)。

QR條碼於醫藥應用
可用配備有相機之手機或平板電腦讀取QR條碼，
若條碼是網站，其會直接連上網路，若是文字，其會
顯示連接網站對話框。圖4為某醫院院外網頁條碼，內
容為http://www.ccgh.com.tw/，手機讀取後，其會直接
連上網路，不必動手輸入，甚是方便，在成大醫訊內
亦有QR條碼，可直接連上網路閱讀資料。圖5為某內
科診所網頁 (12)內之醫師名片條碼，相對於圖4，因圖5
原來之內容字較多，其圖會較大、內容會較密，其經
讀取後會顯示如圖6結果，此時可選擇直接將名片資
料儲存於手機通訊錄中，不必再動手輸入資料，除了
快速、方便外，亦可避免輸入錯誤。圖7之原圖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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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QR(Quick Response; 快速反應)條碼產生器製作的條
碼，與QuickMark製作之條碼不大相同

圖2 由QuickMark製作之條碼，可由配備相機及有下載條碼掃
描器軟體之手機讀取

圖4 某醫院院外網頁之QR
條碼，讀取後會直接
連上網路

圖5 某內科診所網頁內之名片
QR條碼，內容的字越多，
圖會越大、內容會越密

網路上擷取之4.51k jpg圖案，經QuickMark網頁製作
之15個QR條碼，再經手機用QuickMark掃描後，所還
原之民國百年元旦國父之煙火圖案。至目前為止，一
般彩色圖案之製作只能應用於<5000 bytes之小圖型，
相當不實用，但由多個黑白QR code圖形，可再轉譯
回復成原來彩色圖案，就像科幻片中，將人分解成小
分子，至另一際元再組合，回復成人形般，頗為神奇
有趣。圖8為臺灣醫界封面所附之條碼，當掃描條碼
(數字)或文字時，即可由手機讀取，但因其內建為搜
尋“shopping＂，可能找不到資料，若改選“web＂按
鍵，可能即可找到相關網頁，但其對一維條碼之辨識
力較差，再者，在市面上商品常見的條碼只包含了序
號以及商品名稱，其價格是設定在店家的收銀系統，
故看不見。若未申辦上網者，可先用上述介紹的Note

48

2011, Vol.54, No.6

圖 6 讀取某內科診所網頁內
之名片資料QR條碼後，
可選擇直接將個人資料
儲存在手機通訊錄中

圖7 原圖可由QuickMark網
頁製作成15個黑白QR條
碼，經Q uic k M ar k 掃描
後，再還原成民國百年元
旦國父之彩色煙火圖案，
目前尚不實用，但頗為神
奇有趣

圖8 臺灣醫界雜誌右下角所
附之條碼

Everything軟體之＂用條碼(code)來的記事＂先記下
來，待至有免費WiFi處，再用網路尋找。再者若有上
網或到免費WiFi處，亦可利用Google Goggles讀取條
碼，其亦有類似功能。
目前國內某超商亦提供手機下載程式，讓手機用
戶免費下載，包括利用QR條碼掃描下載訊息或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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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定位的門市查詢，擴增實境功能，搜尋附近門市
地點等，除了可透過手機相機功能在平面電子地圖查
附近門市，還可看到街景指引方向、前往較近距離門
市，目前提供智慧型手機iPhone及Android版本用戶使
用(13)。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廣處方箋附掛列印
QuickMark二維條碼
申報的慢性處方簽資料有藥品名、用量用法、就
醫及調劑日期、醫院代碼等等，目前拿到一般藥局，
若用人工輸入，錯誤率較高，根據統計，最常犯的是
用量用法及醫院代碼輸入錯誤，機率約為千分之一到
千分之三，若藉由QuickMark二維條碼的掃描，可明
顯提高正確率。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98年度，由台北某醫院和
資訊公司所執行的處方箋附掛列印QuickMark二維條
碼計畫，獲得衛生署肯定其在資料的防偽、便利及正
確性，全聯會已建構完備制度化的處方箋QuickMark
二維條碼機制，其將全面推廣至全台醫療院所，讓更
多病人獲得用藥安全保障(14)。

電信業者與醫療院所合作
一個人可在任何一台電腦收發電子郵件(e-mail)，
因資料是儲放在另一遠處的超級電腦內，此即為雲端
運算(cloud computing)的概念。雲是網際網路的一種比
喻說法，因為過去在圖中用雲端表示電信網，後來也
用以表示網際網路和底層基礎設施 (4)。國內已有利用電
信業者提供之雲端平台技術，用push mail MO服務與
iPad 結合，即時傳送高解析醫療影像供醫師判讀。另
一方面，醫院負責開發醫療應用服務系統，雙方著手
合作導入更多行動化服務。在防護醫療安全化的管理
上，可透過行動數據群組企業網路(mobile data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MDVPN)，在網路上使用資料加密的
方法，達到安全連絡的目的，以行動電子化簽核進行
醫療院所內部流程管理，排除病人個資洩漏的問題，
不僅提升醫療行政資源整合效率，讓行動醫療服務更
完整，讓病人獲得更大保障 (3)，由於平板電腦的優點及
多點觸控螢幕更成熟，未來應可整合更多電信業者與
醫療之合作。再者，北部某醫院已提供門診看診進度
即時查詢，目前有Android app版，亦有iPhone及網路

版。

智慧型手機醫療應用
根據 research2guidance研究 (15)顯示，目前行動醫
療保健服務的應用程式達17000個，推估2015年全球智
慧型手機用戶，可達14億，其中，使用行動醫療保健
服務的用戶會有5億人。現有醫療保健的應用程式，僅
有26％是供衛生專業人員免費下載，基於商業模式考
量，未來極可能由保險費支付(16)。
在美國，許多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陸續推出
結合智慧型手機和電子醫療紀錄的應用程式，讓消費
者利用手機追蹤血壓、脈搏、血糖等，以方便就醫時
參考。推出電子醫療紀錄應用程式廠商，如Polka、
TheCarrot.com及Ringful等，其共通點是利用智慧型手
機攜帶方便，又可隨時連接網路的特性，讓使用者自
行管理就醫紀錄、處方箋內容，也能讓慢性病人隨時
追蹤病情變化。若用紙筆記錄病情，內容可能各有差
異、參考價值較不高，若使用應用程式，不同人能為
同一老人或不方便自我記錄者，共同管理醫療紀錄，
必要時也能透過手機連結資料庫，為病人準備就醫時
所需的資料，然Forrester Research統計，美國僅有3％
的消費者透過軟體自行記錄醫療資訊，多數消費者，
還是擔心若將私人健康資料存在公共資料庫，會有
隱私外洩風險 (17)。在Android mark內有關醫療健康軟
體，大部份歸類在健康塑身及醫療項目中，內有如血
壓、血糖紀錄簿、用手機測量心跳速率(instant heart
rate)、BMI計算、ICD9、ICD10查詢及醫用英文縮寫
查詢等，在其他分類處，尚有醫學英英字典(MerriamWebster)及PubMed Mobile資料庫查詢等等免費程式供
下載，其中最後一項功能需上網。

期待未來推出之機型
電腦相關產品，特別是手機或平板電腦之進步及
商品的推陳出新，快得讓人目不暇給，因此可能會困
擾不少人，以下提出一些未來選購意見，供一些尚未
或想添購類似產品者之參考，其中有些功能目前已稍
具雛型，但尚未量產。
1. 效能更高的CPU，及多核心主機板，以利作業系統
能更新升級，軟體執行更順暢。
2. 能內建微型投影機，以利方便做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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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光學變焦之照相、Full HD錄影及防手震功能，目
前大多數手機是靠軟體技術，把已模糊的相片用程
式做事後修正，非真正硬體防手震。
4. 電池更輕更小，以減輕手機重量、續航力更久、電
池可抽換或研發高蓄電量外接行動電池。
5. 能雙卡雙待，因大陸生產的多款手機，已可同時
插2款不同電信公司之使用者身份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SIM)卡。
6. 更清晰、色域寬、對比更高、更省電螢幕(其為耗電
主要來源)，如具背光之主動式全彩有機發光顯示器
(AMOLED)及Mirasol反射科技顯示器(18)等。
7. 增加外接配備，特別是通用序列匯流排(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3.0，以利資料傳輸及硬體擴充。
8. Android是開放原始碼的平台，駭客更可比蘋果公司
的手機電腦摸清其結構和原始碼，因此應加強手機
病毒之安全防護。
9. 語音輸入更精準，資料輸入或搜尋更方便。
10. 費用更平價。
本文介紹之平板電腦式手機為韓國產品，其價
位及效能皆有過人之處。雖然楊淑君在廣州亞運比賽
被判失格及三星檢舉台灣面板業者的事件，讓台灣人
有反韓情緒，一份最新民調發現，超過五成的台灣人
贊成抵制韓貨 (19)，然其在手機之某些研發與功能，確
實值得我們效法及使用。再者我們亦該慶幸台灣之實
力已大大威脅韓國在跆拳及面板在世界佔有之重要地
位，才會遭嫉。目前iPad觸控面板的主要供應商即來
自台灣，根據調查，2009年台灣廠商在全世界的觸控
面板市佔率高達43.5%(20)，因此與其排韓，不如想辦法
超越它。

結

語

每個人皆有不同之手機或平板電腦需求，因此不
能說何者絕對較好，有人可能因老花眼及對電腦按鍵
功能較不熟，需要較大螢幕之平板電腦(如iPad等)，
有人可能需要較輕巧又多功能手機(如iPhone等)，有
人可能是價格考量等，作者需要的是集合多功能，如
手機、數位相機、錄音及錄影機，且攜帶較方便的電
腦，因此目前以7吋平板電腦較適合，然早買早享受，
晚買可享折扣，目前所介紹的機型相對較貴。網路上
有許多介紹各類手機或平板電腦網站，但醫師可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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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瀏覽，或不一定符合需要。根據曼哈頓的研究估
計，美國64％的醫生有智慧型手機，預測2012年普及
率將超過八成 (16)，台灣過去每位醫師配有呼叫器，至
今每個人皆進步到攜帶手機，但巿面上的產品琳瑯滿
目，近來亦有不少平板電腦上巿，讓想添購產品時，
不知從何挑起，在此作者們以醫師角度，就個人使用
之應用心得提出經驗交流，提供使用者及尚未採購者
參考。本文雖是以7吋平板電腦式手機介紹，幾乎所
有功能皆能應用於Android 2.2手機，有些類似功能亦
出現在蘋果公司的手機或電腦，作者們擁有數種不同
配備，在此提出應用心得，但礙於版面，未能介紹其
他軟體，提供2個不錯的網站參考，如Android開放系
統的一些好用軟體介紹網站(http://www.eprice.com.tw/
mobile/talk/?prod_id=3458&tid=4392708)及Android 應
用程式網站(http://Android.cool3c.com/forum/6522)，
其有免費軟體之介紹，如同購買新屋，有些所附家具
不見得實用，需要換新或新增，可由此得到一些資
訊。再者，作者並未申辦上網，平時只在有WiFi網路
才用，因此有些需上網之特殊、好用功能，未能在此
介紹。電腦科技日新月異，醫師亦應充份利用台灣在
此方面的優勢，思考如何與醫療結合，使發揮更大效
益，再者雲端運算正起步，若要結合醫療服務應用，
資料保密安全及統一標準為當務之急。

參考資料
1. 年度十大科技 iPad最夯，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
url/d/a/101228/5/2jtcy.html.(2011/1/16)
2. 科技趨勢金獎 iPad拿下，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
url/d/a/110104/5/2k8iv.html.(2011/1/16)
3. 秀傳醫療體系首創 iPad 結合醫療影像與健康資訊傳輸，
http://www.sogi.com.tw/newforum/article_list.aspx?topic_
ID=6129240.(2011/1/16)
4. 堀正岳．佐夕木正悟：iPhone資訊整理術：讓你工作生活皆
得意的超高效率活用技，台北市，旗標；2010。
5. ColorDict - 上千種字典隨手查，http://android.cool3c.com/
article/13906.(2011/1/16)
6. 2011手機趨勢 微軟手機 iPhone5，http://tw.news.yahoo.
com/article/url/d/a/101228/8/2ju2m.html.(2011/1/16)
7. Android系統智慧手機 出貨量世界第一，http://tw.news.

348

醫學廣場

yahoo.com/article/url/d/a/110201/1/2ltf7.html 20110202.
(2011/1/16)
8. Android, http://zh.wikipedia.org/zh-tw/Android.(2011/1/16)
9. QR C ode 條 碼產生器，ht tp:// w w w.calm9.com / labs /
qrcode.(2011/1/16)
10. emomo, http://qrcode.emome.net/qrcpromote/QRDIY.js
p?action=vcard&level=1&bitsPixel=3.(2011/1/16)
11. QuickMark, http://www.quickmark.cn/cht/diy/?qrVCard.
12. 顏大翔內科診所，http://w w w.wakema.com.t w/store101332-6475/.(2011/1/16)
13. 好康來了 7WiFi無線上網費體驗 預估吸收逾百萬會員 ，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28/17/2jtj8.
html.(2011/1/16)
14. 全 聯會 推 全 台處 方 箋二 維 條 碼，ht t p: // w w w.t ai w a n pharma.org.tw/weekly/1697/1697-1-1.htm.(2011/1/16)
15. Mobile Health Market Report 2010-2015, http://www.
research2guidance.com/shop/index.php/downloadable/
download/sample/sample_id/62/.(2011/1/16)
16. 手機應用服務首重醫療保健，http://www.wretch.cc/blog/
kangjim/12311157.(2011/1/16)
17.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卡位電子醫療市場，http://tw.myblog.
yahoo.com/jw!LINQCd6XFADbeDZOwN6BmxRwb_
XjIqI1f2g-/article?mid=2901.(2011/1/16)
18. 10億美元 高通在台投資Mirasol面板廠，http://tw.news.
y a h o o.c o m /a r t i c l e /u r l /d /a /11010 4 /4 / 2 k76 s .ht m l.
(2011/1/16)
19. 楊淑君+三星檢舉 66%台灣人反韓，http://tw.news.yahoo.
com/article/url/d/a/101229/142/2jvow.html.(2011/1/16)
20. 蘋果熱 全球觸控出貨年增3成，http://tw.news.yahoo.
com/article/url/d/a/101230/5/2jxsc.html.(2011/1/16)

2011, Vol.54, No.6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