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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stomer 
 

Country: R.O.C  TAIWAN 
Industry: Helthcare 
Founded: 1981 
Employees: 2,386 
Website: www.femh.org.tw 
 
醫院規模： 
■ 病床數 共 1012 床 
■ 門診數 每日可服務 5,000 人次 
■ 基地面積 共 15,660 平方公尺 
■ 建築面積 地上 14 樓、地下 5 樓共

82,133.89平方公尺 

 

The challenge 

■ 耗費大量時間以手工抄寫護理各式表單 
■ 筆跡潦草難以辨識 
■ 紀錄謄寫錯誤造成嚴重問題 
■ 系統導入期間所可能產生的課題 
 

The solution 

■ 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The customer 

    創立於 1981 年 4 月 1 日，由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捐款
之『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以自建醫院救助貧病以及獎勵醫藥發
展為宗旨，並以服務人群，貢獻國家社會為目的，故命名為亞東紀
念醫院(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以下簡稱亞東醫院)，院址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 段 21 號。 

1991 及 1994 年度經評鑑為區域醫院及教學醫院，使亞東醫院
具有醫療服務、臨床教學及研究發展三方面的任務。為了使大台北
地區民眾享有更多的醫療資源與技術，亞東醫院於 1999 年 8 月 1
日正式與台大醫院醫療聯盟，由朱樹勳教授出任院長，提供充裕的
醫療人員培訓及再教育計畫。 
    2006年順利通過衛生署評定成為臺北縣第一家醫學中心。2009
年修改確認「成為民眾首選的醫學中心」的新願景並再度通過新制
醫學中心評鑑。新大樓、新設備、人力、技術支援, 引領亞東醫院為
大台北地區民眾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而邁進。 
 
The challenge 
    傳統手工抄寫護理照顧的紀錄，往往需要花費很多的書寫時間，
而護理各式表單需要重複抄寫的地方相當多，因此，抄寫各式表單
一直是護理人員很大的負擔。 
    另外，筆跡過於潦草導致紀錄難以辨識的情況，也是在傳統手
工紀錄中常見到的問題。而抄寫過程中，給藥紀錄謄寫錯誤更是常
造成嚴重後果的原因。. 
    依我們的經驗，新系統導入時，首先會面臨到的課題是：如何
將護理臨床照顧的流程與護理系統功能做一個適當的結合。而在護
理系統正式上線時，更將遇到：護理人員因改變工作習慣而產生的
不適應、以及接二連三地對系統投以諸多額外想法與建議的狀況。 
 
The solution 
    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提供了護理師一次性輸入紀錄
便可重複於各種護理表單中提取使用的功能。電子化的文字也解決
了內容辨識問題。系統內建各式的檢核機制，更提升了紀錄內容的
準確性，並防止因疏忽而造成的資料誤植，大大提高了護理照顧的
品質。 
    系統導入初期，亞東醫院改變了一些護理人員原先照顧病患的
作法，另一方面富士通也配合調整系統細部參數，讓醫院護理人員
對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能更容易的上手使用。 
    系統上線時，有一很重要的工作是將需求跟現實做一個釐清，
分辨出哪些想法是使用者真正需要的，而不是因為有了系統就無限
制的把所有護理照顧工作全盤擺上系統。過分膨脹的功能常常會令
人失去焦點。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提供最適宜的解決方
案。 

亞東紀念醫院 

以資訊化的醫療 IT 系統打造高品質
的住院護理服務 

 

»台灣富士通的 Nurse Helper護理資訊系統 取代了護理師傳統手抄紙本紀錄方式提升 
醫院護理師對病患護理照顧之品質及效率« 
袁千邑, 護理部 督導, 亞東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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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it 

■ 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具備與醫院護理流程相近的功
能設計。 

■ 擁有彈性的資料表單共通性，加上各式簡化輸入的片語功能，
使紀錄作業更具效率。 

■ 圖形化介面設計，系統操作更趨容易。 
■ 獨特的護理活動排程設計，讓護理工作井然有序。 
■ 適合醫院全科系護理活動使用。 

 
The benefit 
    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與護理學校合作開發符合且相
近於業界護理實務流程的功能設計，系統設計依循護理照顧循環之
觀念，讓亞東醫院能於短時間內便將原先的護理照護工作與系統做
一整合。 

     

    便利的輸入介面以及可預先建立科別獨立之片語功能，提高了
亞東醫院護理人員紀錄輸入的效率。各式表單間的資料提取，更縮
減資料重複輸入的困擾。系統輔以各式圖形，提供直覺化的畫面呈
現方式。 

    獨特的護理活動排程功能設計，協助醫院護理人員預先排定護
理照顧活動的時段，讓護理人員得以進行最佳化的時間管理。 

 
    亞東醫院擁用全科別 1012張病床，富士通護理系統 Nurse 
Helper 能夠不分科別的在亞東醫院各個護理站使用，並應用於行動
護理推車上，讓亞東醫院護理照顧人員能非常方便地進行各式護理
照護紀錄的登錄及查看。 

(黃志豪拍攝，經當事人事前同意而爲拍攝、刊載) 
 
About Fujitsu 
台灣富士通為富士通集團台灣子公司，提供客戶整合先進科技、解
決方案與服務的 IT 專業產品與技術。主要事業群包括系統整合、電
腦週邊產品與國際採購中心。系統整合事業群提供伺服器平台產品、
商務資訊設備、系統解決方案、先進科技解決方案、以及 IT 資訊服
務。電腦週邊產品則涵蓋筆記型電腦、印表機以及掃瞄器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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