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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紀是網際網路(Internet)的時代,全球網際網路使用人口已超

過 15 億,網際網路儼然已成為現代人類生活不可或缺的工具。目前台

灣中央健康保險局為了充分善用醫療資源,一直以來宣導「大病上大醫

院,小病到小診所就診」的觀念,以落實更完善轉診制度,避免錯誤看

診、減少錯誤健保醫療費用的浪費。 

隨著網際網路時代來臨,本專題之研究對象為台中市南屯區春社

里李漢亮小兒科診所,亦希望透過互助研究的方式規劃設計一個資訊

醫療網站,藉由網際網路所帶來的透明、快捷、廣泛、便利暨直接傳播

的特性,架設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促使社區民眾能夠更便捷地得知

醫療相關資訊。 

本網站主要功能為最新消息、關於我們、交流版、會員專區、訂

閱電子報……等。透過簡單的操作方式讓一般使用者能夠輕易上手。

民眾能夠利用此資訊醫療網站,對於李漢亮小兒科診所內部之醫療設

備有初步的認識,進而提升民眾前往李漢亮小兒科診所就醫之意願,落

實中央健康保險局提倡之「大病上大醫院,小病到小診所就診」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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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研究背景  

21 世紀是網際網路(Internet)的時代,全球網際網路使用人口已超過

15 億 ,網際網路儼然已成為現代人類生活不可或缺的工具。

(TWNIC,2009)。 

 

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所做的統計資料也提出 2010 年「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截至

2010 年 2 月 12 日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已達 1,622 萬,可以上網的家庭

近 585 萬戶,普及率達七成七;而寬頻的普及率為 67.21%。在所有寬頻網

路使用者(個人)中,最常上網的地點以「家中」為最多；其次為「工作

場所」；以「年齡」來看,12 至 34 歲上網比例在九成五以上,約有 1,466

萬人,而值得一提的是「55 歲以上」者寬頻使用比例較去年也有些微成

長,達二成五(25.39%)。個人上網目的主要以搜尋資訊(59.90%)、瀏覽資

訊與網頁(48.45%)為多數。 

而資策會 FIND(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vices)調查指

出,2010 年 6 月底止國內使用網際網路人口已達 2,425 萬人,經常上網人

數約為 1,073 萬人,而個人上網普及率達 64.4%。除了使用網際網路人口

較去年成長約兩個百分點,國內在使用無線上網或使用個人行動設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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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普及率達 24.2%,整體而言較 2010 年 3 月微幅增加。資料顯示,約有

555 萬人曾經使用行動或無線上網 ,使用人口比起上一季成長約

56.8%。調查同時指出,民眾主要的上網地點除了家裡以外,行動網路也

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有日益增加的趨勢。附圖 1-1 為歷年我國經

常上網人口比例。 

 

圖 1-1-1 歷年我國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資料來源:資策會 FIND(2010/08) 

雖然說兩家機構調查出之數據不盡相同,但也足以表示近年來,隨

著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網路所帶來的便利、快捷與廣泛傳播的特性,

使其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資訊工具。 

而目前台灣中央健康保險局為了充分善用醫療資源,一直以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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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上大醫院,小病到小診所就診」的觀念,以落實更完善轉診制度,

避免錯誤看診、減少錯誤健保醫療費用的浪費。在現今醫療照護體系

及健保局強力宣導下,位於社區內的『醫療診所』就成為了該區域中不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更是民眾健康諮詢與疾病醫療的首要地點。 

故本專題擬架設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結合社區醫療診所資訊能

夠使民眾更加了解李漢亮小兒科診所。因此提供一般大眾不需要到診

所,便能夠了解診所相關資訊、診所醫學資訊、提供免付費加入會員即

可獲取醫學資訊電子報及提供交流版讓民眾在此進行交流。 

 

1.2 研究目的 

一、利用現今發達的網際網路結合社區醫療服務讓民眾可以隨時隨地

獲得更完善的醫療諮詢服務。 

二、網站內容提供最新消息、關於我們、門診時間、會員專區、聯絡

我們、交流版及相關連結等簡易功能,讓不熟悉電腦操作者也能輕

鬆瀏覽。 

三、網站提供系統管理者平台,讓診所能夠隨時更新網站資訊,並適時

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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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限制 

1.3.1 線上看診限制 

目前線上看診的功能已經引起廣大的迴響,但是秉持著醫師看診原

則「問、聞、望、切」以及法律責任追究問題,線上看診遲遲無法通過

法案。 

許多人可能因為面子問題或其他因素而羞於去醫院看診,此時網路

看診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保障了病患的私密性,一方面也

讓病患有了另一種方便又容易的就醫方式。然而事實上,並非所有類型

的病患均適合此種新的就醫診斷、治療模式,目前由於多數病情的診斷

與治療均需要透過精密醫療器材的輔助,所以許多患者僅能透過網路看

診初步的給予其簡易的醫療諮詢與建議,如要徹底掌握身體的狀況,依

舊應該去實體醫院進行診斷。在諸多類型的病情上,或許僅有心理與精

神方面上的疾病能一定程度的仰賴網路看診,因為在其診斷、輔導、治

療的過程中,言語之間的溝通與傳播佔了非常重要的一環。 

簡單的說,網路看診的諸多限制大抵可分為兩個面向: 

一、是所謂的數位落差: 可能是設備上的落差,亦或是觀念與使用上的

落差。雖說現在網路基礎建設十分的普及,但沒有人敢說已經達到

百分之百,而在偏遠與落後的地區由於先天環境與資源上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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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備與教育當然比不上高度都市化的區域,如此一來在網路看

診的可行性上即存在著先天上的環境落差,推廣當然比較不利。 

二、是傳統社會規範與觀念的束縛:由於一些舊有的地方風俗與價值觀,

諸如「有病治病、沒病強身」之不當的用藥習慣與「反正有健保、

不用白不用」等不宜的就醫習慣,這些都會影響網路看診的可行性

與效果。 

除了城鄉差距等區塊的限制外,年齡也是一項非常大的影響因素,

由於年齡差異所造成的鴻溝極有可能連帶的導致數位落差的發生,老一

輩的人由於成長環境與背景不同使然,自然比起 xyz 新世代的年輕人們

較難以接收各種新科技與新觀念,然而矛盾的是,年老的人卻才是較常

身體微恙而就醫的一群。且整體看來,如果要在國內倡導網路看診此一

新型就醫模式,依舊還有相當長的路要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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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電子病歷限制 

因行政院衛生署對製作醫療機構電子病歷及管理有明文規定相關辦

法。依九十三年四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醫療法第六十九條規定:

「醫療機構以電子文件方式製作及貯存之病歷,得免另以書面方式

製作；其資格條件與製作方式、內容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詳細條例參照附錄(一)故李漢亮小兒科診所

因執行人員不足、系統不足等限制,所以目前尚無法執行醫療機構

電子病歷資訊系統之建置。 

1.4 研究方法 

本專題之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部分,包括: 

一、資料蒐集:利用寒、暑假期間前往李漢亮小兒科診所觀察、訪談並

蒐集相關資料與需求。 

二、網站架構之設計:彙整完成後,透過全體組員共同討論,擬定出網站

之基本架構進而劃分出各組員之責任分工。 

三、網站架設:本專題使用 Illustrator CS4、Dreamweaver CS4、Flash 

CS4、PhotoShop CS4、ASP.NET、Microsoft SQL server 以上軟體

架構出一個提供醫療資訊、與使用者網路交流之網站。使李漢亮

小兒科診所能夠與民眾近距離地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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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流程 

1.5.1 研究架構 

 

圖 1-4-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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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系統生命週期 

 

圖 1-4-2 系統生命週期圖 

 

圖 1-4-2 為本組系統生命週期規劃圖。本組與診所(管理者)進行首

次溝通,擬定初步網站規劃。在討論的過程中記錄李漢亮小兒科之需求,

進行需求者分析,透過需求分析結果進行系統設計。首先建立網站雛型,

小組經過討論與修改,建立網站雛形。再與管理者進行溝通,評估系統雛

型,根據討論的結果做適當的調整以達雙方平衡之狀態。完成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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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電子商務四加二流 

一、商流:電子商務上的『商流』係指資產所有權的轉移,而電子商務的

主要重點偏向網站的設計。因為企業網站本身就代表一種店面,所

以網站的規劃也就等於店面的規劃。 

二、物流:『物流』係指實體物品流動或運送傳遞。電子商務上的物流

與實體上的物流相似,主要重點應著重在廠商如何將產品送至消費

者手上。 

三、金流:『金流』係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的流通過程。電子商務上的

金流,主要重點在付款系統與安全性。 

四、資訊流:『資訊流』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流動而造成的

資訊交換。電子商務上的資訊流是透過網站上的留言版、監測軟

體等,來收集有關的消費者資訊。[2] 

五、服務流:『服務流』重點在將多種服務順暢地連接在一起,使分散

的、斷斷續續的網路服務變成連續的服務。 

六、設計流:『設計流』的重點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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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針對 B2B 的協同商務設計(強調企業間設計資訊的分享與共

用)。 

 是針對 B2C 的商務網站設計(強調顧客介面的友善性與個人

化)。 

本組重點著重於「資訊流」與「服務流」。在網站上提供各種資訊

讓使用者參考,另外增設交流版,讓使用者與管理者之間能夠進行溝通,

使得資訊流更加完整且融洽。另外在「服務流」上面,希望使用者透過

此網站能夠獲取相關訊息,本組替使用者蒐集資料並整合,讓使用者在

此網站上能夠獲取所需要的資訊。可以說資訊流與服務流兩者是密不

可分的,我們需要不斷的提供資訊並將其整合,最終提供給使用者更完

善的使用空間。 

 

2.2 顧客關係管理相關文獻 

2.2.1 顧客關係管理 

Kalakota&Roinson 指出顧客關係管理是「在銷售、行銷與服務策

略三者提供客製化的服務,真正找出顧客需求,以達成顧客滿意度與滿

意度提升。」。NCR(NCR CRM Solutins(Online))提出顧客關係管理是「引

導企業不斷與顧客溝通、瞭解與影響顧客行為,因此能夠掌握就顧客與

爭取新顧客」。Swift(羅南.史威福, Ronald S. Swif)解釋顧客關係管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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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充分的與顧客互動,瞭解並影響顧客的行為,藉此提升獲取率、保

留率、忠誠度與獲利率的經營模式」。Mckinsey(麥肯錫公司,1999)認為

「持續性的關係行銷才是重點,尋找企業最有價值的顧客,以微觀的顧

客區隔找出不同的顧客群」。Bhatia(1999)則認為顧客關係管理在「利用

自動化的資訊技術改善銷售、行銷、客服等流程」[3] 

顧客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是行銷市

場的熱門話題。它以市場為中心、顧客為導向,強調企業應加強經營與

客戶之間的互動,以獲得顧客之忠誠,進而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一般來

說,顧客關係管理系統依其應用功能之不同,可分為:分析型 CRM 系統與

作業型 CRM 系統。分析型 CRM 系統在於利用資料探勘(Data Mining)

的技術獲得資訊與知識,也就是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而作業型 CRM 系統則在於將這些商業智慧充分利用,並以有效率

的方式執行行銷活動。因此,從顧客關係管理的整體架構來說,資料探勘

是整個顧客關係管理的核心,也是構成商業智慧的基礎。完整的資料探

勘不單可以做到準確的目標市場行銷(Target Marketing),也可以做到大

量的客製化,也就是所謂的一對一行銷(One-to-One Marketing)。有鑑於

此,本研討會的目的就是要針對商業智慧在顧客關係管理上的應用,做

廣泛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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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架構及功能與顧客關係管理關聯 

在傳統的醫師與病患關係中(簡稱醫病關係),醫師的專業知識往往

只有利用看診時提供給病患,然而短暫地看診時間內,專業知識很難有

完整的呈現,故在兩者之間,需要藉由媒體來做橋樑。這個橋樑在以往大

都由平面媒體來提供,然而撰寫者卻常是非專業人員,極有可能誤解醫

師所提供的資訊,甚至造成病患與醫師間的誤解。新科技的發展以及網

路的盛行,病患可以透過電腦直接的與醫師、醫院、藥廠以及醫療資料

庫聯絡,對自己的健康情形及病歷等,比以往更有掌控的權力。這種情形

改變了以往的醫病關係,醫病的聯絡方式將大多會透過網路,而病患將

主動提出需求以尋求醫師的回答。[4] 

網路化的健康照顧機制是未來不可避免的趨勢,但是要做到具備品

質、符合潮流的醫療網站,它必須要符合下列六項原則: 

一、量身訂做的個人化服務及管理:實現個人專屬健康照護管理師的理

想。 

二、個人隱私權的保護。 

三、縮短流程及節省成本。 

四、國際間醫療資訊交流的市場整合。 

五、資料庫的利用整合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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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人工智慧的即時互動。 

 

國際組織「健康網站基金會」(Health On The Net Foundation 簡稱

HON)自 1997 年以來做了數次尋求健康資訊的網路使用行為調查,該基

金會於其網站內也提出醫學及健康網站的八項原則: 

一、網站內提供及儲存的所有醫學健康訊息及建議均來自於受過專門

醫學或健康教育訓練的合格人員,若有不屬於上述來源的內容,應

清楚的註明所提供的是正確及誠實的內容。 

二、網站的醫學健康訊息只在對病人或使用者提供幫助。但這些訊息

並不能取代使用者與他現有醫師間的關係。只在提供協助,但並不

能取代醫病關係。 

三、網站對使用者的資料必須保密。 

四、網站應提供資料來源,並盡可能的將原始資料作連結。若有修改應

註明修正日期。 

五、網站應中肯的介紹特殊療法、商品或服務的益處及功能。要能中

立、中肯、平衡的報導。 

六、網站設計者應以清楚的方式提供醫學健康資訊,並列出詳細網址、

管理員郵件信箱,以便使用者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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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牽涉電子商務之醫療網站應公開其資金來源、提供的服務及材料

以及營利和非營利組織的名稱。 

八、如果廣告費是本網站的一項資金來源,應於網頁中清楚的明示,並

且其呈現方法應有別於網站提供的醫療或健康資訊。[5] 

 

2.2.3 提升顧客關係之網站設計 

Seybold(1999)彙整 16 個成功發展網站的個案,提出八個成功關鍵

因素: 

一、鎖定正確的顧客:除了忠實顧客外,包括競爭對手、過路客、員工

及許久才光顧一次的顧客等均可能光臨公司網站,公司的網站設計

要能讓最有價值的顧客覺得容易上手。 

二、照顧到顧客完整的經驗:良好的網站設計,要能讓顧客在網站上相

當流暢的進行每一個動作,不受到任何干擾,並時時收到公司貼心

的服務,讓顧客從上站到下站都能有愉快的經驗。 

三、顧客能流暢進行所接觸的營業程序:網站的設計需以顧客的觀點為

主,且在網站整體的設計過程中,任何相關的部門都應該參與。 

四、提供面面俱到的顧客關係:對於每一位和顧客有直接接觸的員工,

都必須清楚公司的整個輪廓,瞭解目前的顧客和公司發生了什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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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讓顧客覺得不只是與某個部門打交道,而是和整個公司在

打交道。 

五、顧客能自助服務:顧客可以在網站上找到需要的訊息、在線上進行

交易或查詢自己先前的交易記錄。 

六、幫顧客處理工作上的問題:公司應該提供顧客一些工具,以方便他

們進行購買決策之分析,滿足顧客需求。 

七、傳遞客製化的服務:顧客可以隨時修改自己的資料,與每位顧客發

展一種溫馨、個人化的關係,並讓顧客能夠隨時追蹤自己的交易記

錄。 

八、經營社群:吸引顧客上公司網站後,需強化顧客與網站的關係,介紹

有相同興趣的顧客彼此認識,強化彼此共同的價值和語言,讓顧客

交換資訊與互動,並鼓勵他們成為社群的一份子[6]。 

林政道(2001)在線上顧客關係維繫之研究論文中提出透過網站以

提昇顧客關係之四點建議為: 

一、網站應注重屬性與風格的塑造,以贏得線上顧客的信任與承諾。 

二、無論是否為社群網站,網站皆應建立並經營自己所屬的社群。 

三、注意網路環境與線上使用者間的互動對於線上使用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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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導入顧客關係管理時,廠商需瞭解本身擁有哪些維繫線上顧客的條

件[7]。 

 

賴嘉宏(2004)在網站設計品質對線上顧客關係與行為意圖的影響

論文中指出企業確實可透過改善網站設計的品質而給予顧客更好的互

動經驗,提昇其對網站的滿意度與信任,以維持較長期的關係承諾,提昇

顧客回訪甚至購物的可能性[8]。 

 

2.3 醫療顧客關係相關文獻 

一、醫院對產品線的規劃方式 

 傳統方式(Traditional):醫院以科別規劃產品線。此規劃涉及產

品線的「廣度」及「深度」。廣度,乃指醫院共可劃分為幾個

科別種類；深度,乃指各專科下有那些次專科,甚至各次專科之

下還可再細分,如腎臟科,其內容包括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等。 

 市場導向方式(Market-driven):產品線的設置,由市場區隔、目

標市場來決定。例如,針對老人醫學市場,規劃慢性病防治門

診、老人日間照護中心,以針對銀髮族的醫療市場提供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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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導向方式(Product-driven):依據產品的特質,規劃產品線。

例如:將婦科腫瘤、血液腫瘤、消化系腫瘤等,規劃為一個「腫

瘤治療中心」,使相關的專業人才與資源得以統整。 

 分權方式(Czar Approach):醫院主觀劃分產品線,而賦與每一樣

產品線「獨立經營」之責。每一條產品線自行分析其市場、發

展該線的特色、運用其人員、整合其作業等,最後計算其績

效。 

二、個別產品策略與產品線策略的差異 

 管理幅度的不同:個別產品可能是由各科室自行發展與規劃,產

品線則是由一個跨部門的單位主導,如醫院的院長室、企劃室

等。此跨部門的單位能指揮、協調、統整各項資源及運作,並

以更宏觀的策略,設計各種行銷方法。 

 獨立經營的程度不同:由於每一產品線皆是「事業單位」,其資

源獨立、責任劃分清楚,績效也較個別產品明確。 

 符合顧客滿意與利益的程度不同:產品線由於服務範圍擴大,且

能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各項醫療服務,因此,增強醫療服務的特

色,達到更高的顧客滿意度與維護更多的顧客利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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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網際網路在醫療產業上的應用 

國內之醫療網站以蕃薯藤搜尋引擎的分類方式,可分為醫院與保健

兩大部分,有註冊之中西醫醫院網站約有五百家,保健網站則有近千

家。曾淑芬、張良銘(1998)整理台灣蕃薯藤搜尋引擎連結的 209 個醫療

保健網站所提供之服務[10],將其區分為九大類: 

一、醫學常識(79.6%)醫療網站提供的最基本服務 ,內容包括健保資

訊、各科常問問題解答(FAQ)、健康檢查介紹、優生保健及各類

衛教資料等常識。 

二、醫院介紹(53.3%)醫院診所本身的醫院介紹,包括診療項目、門診

時間、醫師專長、院內活動宣傳及醫院政策等,使用者可藉由此功

能以瞭解醫院的服務項目,提供使用者選擇醫院的參考。 

三、專業人員專區(18.6%)針對醫療專業人員提供專業知識,包括個案

討論、線上專業期刊等,部分網站設立留言版供會員交流研討之

用。  

四、E-mail 諮詢(13.8%)使用者將問題透過電子郵件寄給網站維護人員

或醫師,再由醫師在網站上公開回覆或電子郵件回覆發問人。 

五、電子書與線上期刊(10.2%)放置院方出版品或電子期刊供使用者閱

覽,由於醫療期刊不像坊間出版的雜誌期刊有龐大的發行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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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不易在書店取得,因而這項服務可讓更多的使用者閱讀相關醫

療期刊。 

六、用藥/毒物查詢(4.2%)提供藥物或毒物的藥性為主,也提供用藥常識,

有的網站甚至成立毒藥物諮詢系統,供查詢各種毒藥物對人體的影

響及其治療方法。 

七、線上諮詢(3.6%)指留言版的諮詢方式。 

八、電子報(3%)定期發行電子報供民眾訂閱,主動把健康資訊送到使用

者的電子郵件信箱,免除民眾上站瀏覽網頁的麻煩,也不會錯過更

新的資訊。 

九、留言討論－僅作為站方與使用者溝通的管道,供使用者提出使用意

見。 

行政院衛生署委託社團法人以顧客關係管理為基礎之醫療網站設

計國家生技醫療產業策進會舉辦之「健康資訊網站評獎活動」,其評獎

指標為:  

一、網站內容正確性和可信度(權重佔 25%) 

二、網站資訊提供之適切度(權重佔 20%)  

三、網站內容更新及其內容(權重佔 20%) 

四、網站架構(權重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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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站基本資料及隱私保護政策(權重佔 10%) 

六、網站維運資訊(權重佔 10%)。[11] 

由以上比例可見,網站內容的正確性適切度及網站內容更新,占相

當大的比例,亦表示此三項功能對於使用者來說是相當重要的,並依此

做為比較之參考條件。 

 

2.3.2 民眾對醫療資訊的概念及意願 

隨著消費者意識的抬頭和對病人權益的重視,民眾被鼓勵在自己的

健康上付起更多的責任,在醫療保健的立場上積極爭取更多參與的權

利。基於以上思想潮流,歐美各國過去十多年來積極地整理開發醫療照

護服務的市場資訊,透過醫療檔案,紀錄整理出醫療供給者所要表現的

資訊等,希望藉由醫療照護市場資訊的釋出與流通,在就醫前給予民眾

充足的資訊作為就醫選擇的依據,以達成保護消費者的功能,並促進醫

療市場做更有效率的運作。台灣在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後,全民皆納

保。民眾有極大的自由選擇就醫地點及醫療服務的供給者。 

然而在實際做就醫選擇時,民眾是否有足夠資訊做為選擇的依據。

根據國立臺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由宋欣怡在 2000年提出－民

眾就醫選擇資訊的潛在需求研究指出:以一般民眾為研究對象,以假設

性的問題瞭解假設就醫資訊能夠完善地提供,民眾對於選擇就醫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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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及是否更改就醫地點的可能性,並分析影響民眾參考意願的因素。

研究結果如下: 

一、民眾對就醫選擇資訊的提供有高度興趣,有 72.6%的民眾認為如果

就醫選擇資訊能提供,將有幫助於選擇醫院及醫師;有 69.5%的民眾

表示如果就醫選擇資訊能提供,他們在就醫前會先去參考提供的資

料。 

二、影響「民眾是否會去參考就醫選擇資訊」的相關因素中,經控制其

他變項以後,發現年齡越輕、擁有較高的教育程度、家庭平均月收

入較高、有比較過附近醫師好壞、搜尋醫療供給者相關資訊有困

難、以及認為就醫選擇資訊提供對其選擇醫療提供者有幫助者,比

較會去參考就醫選擇資訊,其影響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三、如果平常就醫地點在參考的資料上評價不佳,有 71%的民眾表示一

定或可能會更換就醫地點。 

四、多數民眾(42.3%)最信任由政府衛生單位來提供就醫選擇資訊；而

民眾期望就醫選擇資訊的傳播方式當中,小冊子是民眾普遍認同的

提供方式。依照研究結果,建議政府衛生單位可以公布現有醫療服

務提供者的相關資料,並鼓勵相關單位或研究機構對資訊的蒐集分

析進行研究,以滿足民眾選擇醫療服務的資訊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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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分析 

本研究將為李漢亮小兒科診所架設一個網站,透過網站提供線上資

源交流,如:診所簡介、門診時間、最新消息、醫學資訊、交流版及電子

報……等。以達到電子商務 4+2 流中的『資訊流』及『服務流』。本組

與李漢亮醫師進行討論,分析網站之架構,藉由李漢亮小兒科診所提供

之資源進行編輯、整合,進而提供醫療資源給使用者。故本研究利用

Dreamweaver CS4、Flash CS4……等軟體架設網站,提供一般診所不足

之功能,最後進行實作。 

 

3.1 網站建置架構工具 

本研究主要是由 Illustrator CS4、Dreamweaver CS4 及 Flash CS4 作

為網頁設計之主要工具,另外利用進行 PhotoShop CS4 進行圖片之編

輯。並以 Asp.net 程式語言及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料庫系統的整合應

用,來開發網站應用程式。本研究所使用之伺服器為個人電腦所組,伺服

器規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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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 系統伺服器規格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CPU DualCore Intel Core 2 Duo E8400, 3000MHz(9x333)

主機板名稱 ASUS P5QL Pro 

記憶體 Transcend JM800QLU-4G 

硬碟 Hitachi HDP725050GLA360(500G) 

ISP供應商 威達超順10MB/2MB 

Dreamweaver CS4 為一套網頁編輯軟體,用來整合動態及靜態網站,

網站內容之動畫使用 Flash CS4 進行製作,而網站中靜態圖片部分則是

使用 Illustrator CS4 進行繪圖。後台管理部分則由 Asp.net 撰寫程式語

法部分,Asp.net 具有物件導向骨架,因此本研究利用求學課程中學習的

Visual Basic 觀念撰寫,在撰寫上可以較容易上手。此外 Asp.net 在瀏覽

器上相容性較高,相對的可以提高使用者在使用上的便利性。資料庫系

統我們選擇 Microsoft SQL server 而不選擇學習過的 Access 是由於

Access 資料庫的儲存容量較小,最大容量為 2G Byte(包含系統物件所占

的空間),大量的新增、刪除資料紀錄時,Access 資料庫檔案體積會迅速

暴增而超過其最大容量之限制 ,基於這些因素我們改選擇大型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資料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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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Dreamweaver CS4 

Dreamweaver 為一套網站編輯軟體,Dreamweaver CS4 除了擁有

Dreamweaver 既有的特色及功能之外,它提供操作與開發更容易、維護

更有效率的作業環境,能讓本組在製作時能較容易上手,製作出互動式

頁面。[14] 

Dreamweaver 之特色: 

一、即時產生結果、所見及所得:在網頁開發的過程中,在任何頁面上

布置的內容就是瀏覽者觀看網頁所見到的實際畫面 ,這就是

Dreamweaver 的「所見即所得」特點。在網頁開發過程藉由原始程

式碼的編輯來改變網頁的呈現內容或樣式,這些原始碼修改或編輯

所產生的影響,Dreamweaver 會立即加以處理並及時產生結果。 

二、跨平台的程式開發環境 :不管是 Asp、Asp.net、PHP、JSP、

XML……等。只要是你想到的網頁程式語言統統可以利用

Dreamweaver 來進行開發,除了應用伺服器技術的網頁外,當然也

包括靜態的網頁開發。 

三、資料庫的充分資源:Dreamweaver 能夠利用 ODBC(Open Data Base 

Connectivity)、JDBC(Java Data Base Connectivity)、ADO(Active X 

Data Objects)等方式來進行資料庫連結,且將這些連結資訊運用到



 

34 
 

網頁中 ,Dreamweaver 支援流通於市面上的多數資料庫類型 ,例

如:Microsoft Access、Microsoft SQL Server、MySQL…等。[15] 

 

3.1.2 Flash CS4 

隨著 Web 2.0 時代的興起,網路服務已不再是單純的將資訊提供給

瀏覽者,豐富具吸引力的介面以及高互動性的網頁才是製作網站不可或

缺的條件。而 Flash 具有檔案小、強大的影音效果以及互動性等優勢。

本組在三年級課程中已學習 Flash 8,故選擇 Flash CS4 製作動畫較易上

手。 

Flash 之特色: 

一、ActionScript(簡稱 AS)語法:AS 語法為 Flash 中最大的特色。Flash

不僅能製作動畫,透過AS語法,還可以與資料庫連結,產生各式的表

單、電子賀卡、音樂播放器等多樣化功能。AS 從最初的 AS1.0 到

AS2.0,不斷的在改進和發展,Flash CS4 所使用的 AS3.跟之前的版

本比較起來,不論語法或是結構上最大的不同,就是它引入了物件

導向觀念。 

二、向量圖:向量圖是以「電腦演算」方式來記錄圖型的曲線、直線、

形狀以及色彩等,由這些資訊組合成圖形。向量圖可任意放大、縮

小而不失真,也由於向量圖採取電腦演算存取,圖檔本身只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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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屬性的數值,因此檔案非常小。此外向量圖還可透過編輯節點

來改變形狀。但向量圖的缺點是無法像點陣圖一樣呈現豐富細膩

的質感,並且無法像點陣圖一樣能輕易在不同圖檔格式做轉換,有

時會造成圖形不完整的情形。 

三、SWF動畫:SWF動畫是由Flash軟體所製作出來的動畫格式,一般會

稱為 Flash 動畫,由於他具有檔案小、向量格式不失真、可播放

MP3 音效以及具有互動效果等優點。 

 

3.1.3 Illustrator CS4 

Illustrator CS4 是一套擁有強大功能的繪圖處理軟體,本組在繪製網

頁圖片時利用 Illustrator CS4 各種繪圖功能,繪製出我們所需要的圖片。 

Illustrator 之特色: 

一、強化工作區工具:Illustrator CS4 使用直覺式「排列文件」視窗,以各

種不同設定來快速排列開啟的文件。並且提供快速存取選項以增

加使用者在使用繪圖工具時的方便性。 

二、新增繪製工具和色彩工具:在繪製工具方面,Illustrator CS4 新增「點

滴工具」來繪製合併現有圖稿的路徑。擴充漸層面板和工具,可增

加或變更顏色端點、調整角度和方向等功能,讓色彩更具多變性及

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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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存時增強的整合:對 Flex 延伸之功能,可以更有效率的提供可編

輯、可使用的內容給網路、互動和 RIA 專案的開發人員。 

 

3.1.4 Asp.net 

本組選用 ASP.NET 而不是使用 ASP 撰寫程式是因為 ASP.NET 讓

具有各種語言基礎的人都可以用自己慣用的語言來撰寫動態網頁程

式。此外,要開發 ASP 網頁程式只能使用 VBScript 或 JavaScript 這兩種

語言撰寫。 

ASP.NET 之特色: 

一、可用各種語言來寫作:ASP.NET 可以用各種語言來寫作,因此具有

物件導向骨架。使用物件導向就具有快速且容易撰寫的好處。 

二、ASP.NET 使用編譯式語言:當一個 ASP.NET 網頁程式完成後在第

一次呼叫執行該網頁程式而進行瀏覽時,該網頁程式會先進行編譯,

而且僅此一次的編譯動作,往後當程式網頁被呼叫下載瀏覽時就不

需再重複的進行編譯動作,因此執行的效率也就大大的提升了。 

 

3.1.5 Microsoft SQL server 

SQL Server 2005 是微軟新一代的資料庫系統,系統包括資料庫管

理、資料庫開發及商業智慧應用三大主軸。SQL Server 是目前市面上

使用較為廣泛的中大型資料庫,大型的資料庫讓本組在維護病例及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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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時可以快速的存取資料內容。不易發生資料存取之錯誤以及讀檔

太慢的情況出現。 

 

3.2 建議軟硬體設備需求 

表 3-2- 1 系統伺服器規格 

使  用  者  端  需  求  －  軟  體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Linux 

瀏覽器  支援  IE6.0  或  FireFox  3  以上  

使  用  者  端  需  求  －  硬  體  

中央處理器  Pentium(R)4 CPU 2GHz   以上之等級  

RAM 1024MB   RAM 以上  

硬碟空間  1 GB 以上  

網路設備  56K 數據機、ADSL 或任何網路專線皆可

本組在軟體方面建議作業系統為 Microsoft Windows XP、Linux。

瀏覽器為 IE6.0 或 FireFox 3 以上,以避免瀏覽器無法提供較新語法而無

法顯示本組網站內容。硬體方面之建議需求 ,中央處理器應為

Pentium®4 CPU 2GHz以上之等級,RAM為 1024MB以上,硬碟空間1GB

以上,網路設備 56K 數據機、ADSL 或任何網路專線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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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行性研究 

3.3.1SWOT 分析 

 

圖 3-3-1SWOT 分析 

本組對李漢亮小兒科診所進行 SWOT 分析,透過 SWOT 分析針對

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的缺點進行修改。建議李漢亮小兒科診所可藉由政

府提倡的「大病上大醫院,小病上小診所就診」制度, 藉此機會奠定該

診所在社區的地位與形象,提升病患就診率。再與鄰近大醫院做好良好

的合作關係與轉診制度,讓病患能夠有更完善的就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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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CRM 誘因 

一、電子報:本組在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內架設電子報功能,使用者

加入會員後只須在訂閱電子報頁面,輸入電子信箱，系統會根據所

輸入之電子信箱將電子報傳送至該 E-mail。 

二、疫苗注射訊息:本組所架設之資訊醫療網站與診所配合,發放相關

疫苗注射訊息。不僅只是提供給網頁瀏覽者，系統亦主動發送電

子報至訂閱者之信箱。 

三、醫學資訊:本網站會在最新公告頁面提供醫學資訊,讓使用者可利

用本網站獲取由醫師提供之正確醫學專業知識。管理者透過後台

管理即時更新資料，使網頁瀏覽者可不定時得知新的醫學資訊。 

四、相關連結:本網站提供各相關醫療網站之連結,提供給使用者運用,

讓使用者可快速進行連結,透過本網站可輕易的獲取有用的資料。 

五、會員專區:成功成為本網站之會員後,即可訂閱電子報。本網站之電

子報為會員專屬之功能,管理者透過電子報傳遞訊息給使用者,讓

使用者不需每天瀏覽本網站,只要收信即可得知診所之最新消息。 

本組利用多種傳遞訊息方式與使用者進行溝通,藉由 E-mail 寄送電子報

的方式向使用者通知診所的新訊息。例如:疫苗注射訊息、不定期

更新醫學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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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使用者可利用交流版與管理者進行雙向溝通。不受限於時間

與地點,隨時都可以透過 Internet 連上本組架設之網站留言給管理者。 

推廣此網站資源給至診所就診之病患,讓病患透過本網站不必出門

就可獲知診所資訊。 

本網站亦有其他醫療資源連結,讓病患透過網站即可獲取他所要的

資訊,不必費心的再次尋找。 

3.3.3 操作可行性 

一、操作可行性:操作流程可分為 

★管理者－管理者登入→交流版回覆→交流版刪除 

☆使用者－申請會員→會員登入→定期取得電子報 

使用者在尚未加入會員或登入會員前,也可以點閱李漢亮小兒科診

所最新消息、關於我們、門診時間、會員專區、聯絡我們、交流版及

相關連結診所資料等簡易功能。 

二、技術可行性:本組目前規劃組員依其能力分配,共分配為網站程式

製作、網頁設計、文書排版、PowerPoint 設計、資料蒐集、海報

設計六種。 

 網站程式設計負責同學為許文寶 

 網頁設計負責同學為陳佳琪、彭馨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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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排版為汪怡君、江宜庭同學 

 資料蒐集、PowerPoint 設計、海報設計為本組同學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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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功能需求可行性:  

提供非初次就診的使用者資訊,例如:會員專區、交流版、電子報；

提供欲初次就診之使用者資訊,例如:診所電話、診所地址、診所地圖、

診所門診時間、診所最新消息、亦可加入會員。 

本組製作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頁,提供給欲初次到李漢亮小兒科診

所就診的網頁使用者,得知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的基本資料。使用者可從

最新消息得知,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的最新消息(例如:近期內診所門診時

間是否有異動或施打疫苗相關訊息)使用者亦可從關於我們得知,有關

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的基本資料(例如:診所電話、地址、地圖)使用者可

從門診時間內查詢到小兒科診所的門診時間,可避免病患白跑一趟。本

組製作的網頁不只是提供一般網頁單向交流,更提供使用者,可在交流

版進行醫生與病患的雙向資訊交流,不僅只侷限醫師單向口述給病患聽,

醫師亦可從交流版中得知病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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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統架構 

4.1 網站架構 

 

圖 4-1- 1 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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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統流程 

4.2.1 會員專區流程圖 

 

圖 4-2- 1 會員專區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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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最新消息流程圖 

 

圖 4-2- 2 最新消息流程圖 

4.2.3 訂閱電子報流程圖 

 

圖 4-2- 3 訂閱電子報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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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交流版流程圖 

 

圖 4-2- 4 交流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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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5 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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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站功能介紹 

5.1 使用者使用畫面 

5.1.1 會員登入  

 
圖 5-2- 1 會員專區會員登入畫面 

上圖為點選「會員專區」之畫面,按下「會員登入」即可進入登入畫面。 

 

圖 5-2- 2 會員登入畫面 

上圖為會員登入畫面輸入會員帳號及密碼,按下「送出」即可登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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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3 資料修改畫面 

登入後系統會要求使用者進行更新個人資料。輸入資料後按下「確認修改

資料」按鈕即可完成資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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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加入會員 

 

圖 5-2- 4 會員專區加入會員畫面 

上圖為會員專區畫面按下「加入會員」按鈕,即可進入加入會員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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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5 加入會員填入資料畫面 

上圖為加入會員填入資料畫面,進入畫面後填入個人資料,按下「加入會員」

按鈕即可完成加入會員。 

 

5.1.3 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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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6 會員專區忘記密碼畫面 

上圖為會員專區畫面,點選「忘記密碼」即可進入忘記密碼畫面。 

 

圖 5-2- 7 忘記密碼畫面 

上圖為忘記密碼畫面,使用者根據指令輸入電子郵件信箱,按下「送出」按鈕,

系統即寄送密碼通知信至使用者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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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8 忘記密碼確認畫面 

上圖為按下「送出」按鈕後系統會顯示已寄出密碼通知信,請使用者到電子

郵件信箱收取。 

     

 

圖 5-2- 9 電子信箱收到密碼通知信畫面 

上圖為電子信箱收到密碼通知信畫面,在忘記密碼畫面中輸入正確的電子

郵件信箱,系統會發送密碼通知信到使用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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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10 忘記密碼輸入錯誤電子信箱畫面 

上圖為忘記密碼輸入錯誤電子信箱畫面,若你輸入的電子郵件信箱有誤,系

統將顯示以下畫面。 

 

圖 5-2- 11 電子信箱輸入資料錯誤畫面 

上圖為電子信箱輸入資料錯誤畫面,使用者如輸入資料錯誤,系統畫面會顯

示[錯誤:資料庫中查無您的資料,請重新輸入],系統會請使用者再重新輸入

正確電子信箱後按下「送出」即可重新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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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最新消息 

 

圖 5-2- 12 最新消息畫面 

上圖為最新消息畫面,使用者於會員登入後,按下「最新消息」按鈕可進入此

畫面,檢視最新消息。按入「公告主題」可檢視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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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訂閱電子報 

 

圖 5-2- 13 訂閱電子報畫面 

上圖為訂閱電子報畫面,使用者按下「訂閱電子報」系統會請使用者輸入

e-mail。管理者會定期將最新一期電子報發送至使用者信箱。 

 

 

圖 5-2- 14 使用者接收電子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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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使用者接收電子報畫面,使用者加入會員後訂閱電子報,管理者將定

期發送最新一期電子報至使用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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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交流版 

 

圖 5-2- 15 交流版畫面 

上圖為交流版畫面,使用者按下「交流版」按鈕後會出現此畫面,使用者可按

下「發佈主題」按鈕,新增主題。 

 

 

圖 5-2- 16 交流版發表新主題畫面 

上圖為交流版發佈新主題畫面,輸入新主題內容後按下「發表主題」按鈕,

即可發佈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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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理者使用畫面 

5.2.1 會員管理 

 

圖 5-3- 1 管理會員資料畫面 

上圖為管理會員資料畫面,管理者可在管理頁面看到會員資料,並進行動作。

 

圖 5-3- 2 會員資料庫畫面 

上圖為會員資料庫畫面,會員資料會寫入資料庫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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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最新消息管理 

 

圖 5-3- 3 最新消息管理者登入畫面 

上圖為最新消息管理者登入畫面,管理者首先輸入管理帳號以及管理密碼,

按下「登入管理系統」按鈕。 

 

 

圖 5-3- 4 最新消息管理者登入後畫面 

上圖為最新消息管理者登入後畫面,使用者可對舊公告進行編輯或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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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5 管理者新增公告畫面 

上圖為管理者新增公告畫面,管理者輸入公告內容後按下「發部公告」按鈕

即可發佈最新公告。 

 

 

圖 5-3- 6 修改公告畫面 

上圖為修改公告畫面,管理者修改完畢後按下「修改公告」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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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7 公告資料庫畫面 

上圖為公告資料庫畫面,使用者公告之資料會儲存於此畫面資料庫中。 



 

 

5.2.3 電子報管理 

 

圖 5-3- 8 電子報管理中心管理者登入畫面 

上圖為電子報管理中心管理者登入畫面,管理者首先輸入帳號與密碼,按下

「登入」按鈕即可登入。 

 

 

圖 5-3- 9 現有電子報列表畫面 

上圖為現有電子報列表畫面,管理者可將現有的電子報進行預覽或發送至

使用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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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0 管理者發送電子報畫面 

上圖為管理者發送電子報畫面,電子報發送成功後畫面即出現[電子報發送

成功]提示,提示管理者電子報已發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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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交流版管理 

 

圖 5-3- 11 交流版管理者登入畫面 

上圖為交流版管理者登入畫面,使用者首先輸入帳號密碼,按下「登入管理」

按鈕進行管理。 

 

 

 

圖 5-3- 12 交流版管理者管理畫面 

上圖為交流版管理者管理畫面,管理者可對舊有之留言主題進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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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3 管理者發佈主題畫面 

上圖為管理者發佈主題畫面,管理者可自行新增交流版主題,與使用者進行

交流。 

 

 

圖 5-3- 14 使用者回覆主題畫面 

上圖為使用者回覆主題畫面,管理者可於此畫面回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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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5 交流版資料庫畫面 

上圖為交流版資料庫畫面,交流版資料將儲存於此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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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網站功能比較 

表 4-3- 1 李漢亮與賴永清小兒科診所功能比較表 

李漢亮小兒科診所與賴永清小兒科診所網站首頁比較表 

李
漢
亮
小
兒
科
診
所
網
站
首
頁 

網頁功能:診所介紹、會員專區、醫學資訊、訂閱電子報、交

流版、相關連結 

賴
永
清
小
兒
科
診
所
網
站
首
頁 

網頁功能:診所介紹、衛教資料 



 

69 
 

表 4-3-2 李漢亮與曙光小兒科診所功能比較表 

李漢亮小兒科診所與曙光小兒科診所網站首頁比較表 

李
漢
亮
小
兒
科
診
所
網
站
首
頁 

網頁功能:診所介紹、會員專區、醫學資訊、訂閱電子報、交

流版、相關連結 

曙
光
小
兒
科
診
所
網
站
首
頁 

網頁功能:診所介紹、醫師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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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李漢亮診所與兩家診所網站功能比較表 

 

網站基本功能

(EX:診所介紹、診所

環境、醫師介紹等。) 

會員制度 電子報 交流版 

李漢亮小兒科 O O O O 

賴永清小兒科 O X X X 

曙光小兒科 O X X X 

表 4-3-1 為本組架設之資訊醫療網站-李漢亮小兒科及其他小兒科

網站比較表。由此表可以得知,網站會員機制、電子報及雙向的交流版

並不是每個醫療網站都會建立的。一般使用者所看到的醫療網站大多

數都較偏向只有基本功能。例如:診所介紹、診所環境、醫師介紹、交

通位置介紹等。本組所架設之資訊醫療網站優勢為:會員制度、電子報

及提供雙向溝通的交流版。本網站透過發送電子報給使用者,讓使用者

可接收到更多的醫學資訊。亦提供交流版功能,讓使用者與管理者可以

在交流版上進行雙向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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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本組建立一個資訊醫療網站網站,讓病患在前往李漢亮小兒科診

所看診前能夠過本網站了解李漢亮小兒科診所,以及在平時就能與李

漢亮小兒科診所進行互動,獲取最新消息……等 

也讓不熟悉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的民眾能夠透過本醫療資訊網站的

介紹進而對李漢亮小兒科診所有更進一步的認識。本組提供診所環境

照片目的就是讓不熟悉的病患能夠安心的選擇李漢亮小兒科診所做為

就醫診所。 

在製作專題的過程中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學習到平常上課沒有教的

軟體或者知識、更將實習階段所學習到的技能運用在本次研究上。感

謝多位老師細心指導我們,讓我們在架設網站的過程中知道如何妥善

利用學校資源,幫助本組網站的建立。 

6.2 未來研究方向 

未來我們會實際指導李漢亮小兒科診所之管理者操作網站功能。

往後與李漢亮小兒科同步更新資料,希望使用者透過此網站可以輕鬆

的獲取所要的訊息,並且善用此網站與李漢亮小兒科診所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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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醫療機構電子病歷製作及管理辦法 

 醫療機構電子病歷製作及管理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醫療法(以下簡稱本法)第六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醫療機構以電子文件方式製作及貯存之病歷(以下簡稱電子病歷),
符合本辦法之規定者,得免另以書面方式製作。 

第三條 醫療機構電子病歷,其病歷資訊系統之建置,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人員操作、維護、系統變更、稽核管制,有完善之作業程序。 
二、電子病歷存取、增刪、查閱、複製或維護之使用權限及管控機

制,有明確規範。 
三、電子病歷存取、增刪、查閱、複製、維護或稽核,其執行人員、

時間及內容,應有紀錄併同電子病歷保存。 
四、電子病歷置有備份。 
五、有效之系統故障回復及緊急應變機制。 
六、足資確保病歷資訊系統之安全防護軟體及硬體。 

第四條 電子病歷之製作及貯存,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於本法第七十條所定保存期間,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隨時列

印或取出供查驗。 
二、本法第六十八條所定病歷或紀錄之簽名或蓋章及註明執行年月

日,應以電子簽章方式為之。 
三、經刪改之病歷或紀錄,其刪改部分,應予保留,不得刪除。 

前項第二款所稱電子簽章,應依附於電子病歷並與其相關連。 

第五條 電子病歷之簽章,應憑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憑證為之,並經中央
主管機關加註時戳。 

前項醫事憑證之換發、補發及副卡、備用卡之核發,中央主管機關得收取證
照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電子簽章加註時戳,得以年費方式收取
規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六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構辦理電子簽章之時戳加註及醫事憑
證之核發。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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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甘特圖 

預計進度                      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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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使用手冊



 

 

 

 

李漢亮小兒科診所 

 

資訊醫療網站 

 

使用者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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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頁 .................................................. 3 

二、最新消息 .......................................... 5 

三、關於我們 .......................................... 7 

四、門診時間 ........................................ 11 

五、聯絡我們 ........................................ 15 

六、會員專區 ........................................ 16 

七、醫學資訊 ........................................ 26 

八、交流版 ............................................ 29 

九、訂閱電子報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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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頁	

 

開啟瀏覽器於網址列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index/index.html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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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index/index.html 

後即可進入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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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新消息	

 

使用者如欲進入[最新消息]可點選首頁上方或左方[最新消息]按鈕進入[最

新消息]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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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最新消息]按鈕可進入[最新消息]頁面，如下圖； 

如欲回到首頁點選[回首頁]按鈕即可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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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我們	

 

使用者如欲進入[關於我們]可點選首頁上方或左方[關於我們]按鈕進入 

[關於我們]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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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關於我們]按鈕可進入[關於我們]頁面，如下圖； 

如欲到[診所團隊]可點選[診所團隊]按鈕即可進入[診所團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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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診所團隊後畫面如下圖；欲進入診所環境可點選 [診所環境]按鈕皆可

進入診所環境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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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診所環境後畫面，如下圖； 

如欲回到首頁點選[回首頁]按鈕即可回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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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門診時間	

 

使用者如欲查詢[門診時間]可由首頁上方或左方[門診時間]按鈕 

進入[門診時間]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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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門診時間]後畫面如下圖； 

欲進入[聯絡我們]可點選[聯絡我們]按鈕即可進入[聯絡我們]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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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聯絡我們]畫面，如下圖； 

如欲回到[門診時間]點選[查詢門診時間]按鈕即可回[門診時間]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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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門診時間]頁面後，如欲回到首頁可點選[回首頁]按鈕即可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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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聯絡我們	

 

使用者如欲進入[聯絡我們]可點選首頁上方或左方[聯絡我們]按鈕進入 

[聯絡我們]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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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會員專區	

 

使用者如欲進入[會員專區]可點選首頁上方或左方[會員專區]按鈕進入 

[會員專區]頁面，如下圖 

 



 

17 
 

 

 

點選[會員專區]後畫面如下圖； 

欲進入[會員登入]可點選 [會員登入]按鈕即可進入[會員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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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會員登入]後畫面如下圖； 

輸入會員帳號及會員密碼後按下[送出]鍵，即完成會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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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會員專區]後畫面如下圖； 

欲[加入會員]可點選 [加入會員]按鈕即可進入[加入會員]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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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加入會員]後畫面如下圖； 

欲[加入會員]請於此畫面填寫會員資料後，按下[加入會員]即可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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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加入會員]即可加入會員如下圖； 

即已成功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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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會員專區]後畫面如下圖； 

欲進行[資料修改]可點選 [資料修改]按鈕即可進入[資料修改]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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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資料修改]後畫面如下圖； 

即可進行個人資料修改修改完成後，按下[確認修改資料]後即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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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會員專區]後畫面如下圖； 

欲進入[忘記密碼]可點選 [忘記密碼]按鈕即可進入[忘記密碼]頁面。 

 

點選[忘記密碼]後畫面如下圖；如忘記密碼， 

可於[忘記密碼]頁面輸入電子郵件信箱，系統將發送新密碼至會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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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完會員資料中所用 Email 後即出現寄送密碼通知信提示畫面；使用者

可至信箱收取密碼通知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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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醫學資訊	

 

使用者如欲獲取醫學資訊新知可由首頁上方或左方[醫學資訊]按鈕 

點選進入[醫學資訊]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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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醫療資訊]後畫面如下圖；  

使用者可依欲觀看資訊進行點選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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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如欲回到[醫療資訊]內容頁面頂端可點選內容中[Top]回到頁面

頂端；使用者如欲回到首頁可點選[回首頁]即可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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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流版	

 

使用者如欲進入[交流版]可由首頁上方或左方[交流版]按鈕 

點選即可進入[交流版]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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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交流版]後畫面如下圖；  

使用者可依欲觀看主題進行點選觀看 

 

點選觀看主題後畫面如下圖；  

使用者如欲[回覆主題]，可點選[回覆主題]進行主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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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回覆主題]後即出現[回覆主題]畫面，畫面如下圖；  

使用者輸入[暱稱]、[Email]及回覆內容後，點選[回覆主題]進行主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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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回覆主題]按鈕後即回到交流版主題內容畫面， 

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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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回到交流版主題內容畫面； 

如欲回到交流版首頁可點選上列[回到首頁]按鈕即可回到交流版首頁  

 

此為交流版首頁；如欲回到網站首頁，可點選[回到首頁]按鈕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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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進入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相關連結]可由首頁上方或左方 

[相關連結]按鈕點選即可進入[相關連結]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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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相關連結]後即出現像[相關連結]畫面； 

欲進入[相關連結]網頁可點選內容網址即可進入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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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回到網站首頁，可點選[回首頁]按鈕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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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訂閱電子報	

 

使用者如欲訂閱電子報，可點選首頁左上方[訂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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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訂閱電子報]按鈕後，即可出現訂閱電子報畫面； 

請使用者輸入電子信箱後，按下[送出]即可完成訂閱電子報。 

 

輸入電子信箱後按下[送出]鍵，即成功完成訂閱電子報；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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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回到網站首頁，可點選[回首頁]按鈕回到首頁。 

 

使用者信箱將可不定期獲取李漢亮小兒科診所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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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頁	

 

開啟 IE 瀏覽器於網址列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index/index.html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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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index/index.html 

後即可進入李漢亮小兒科診所網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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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新消息	

 

使用者如欲進入[最新消息]可由首頁左方及上方 

[最新消息]按鈕皆可進入[最新消息]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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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最新消息]按鈕皆可進入[最新消息]頁面，如下圖； 

點選[管理公告]即可進行公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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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管理者帳號密碼後即可進入[最新消息]管理頁面如下圖；管理者

可於此畫面進行最新消息修改或刪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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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點選[新增公告]即可進入下圖畫面； 

輸入公告資料後點選發佈公告，即可完成最新消息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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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流版	

 

管理者如欲進入[交流版]進行管理可由首頁左方方或上方[交流版]按鈕 

點選皆即可進入[交流版]頁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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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交流版]後畫面如下圖；管理者如欲進行交流版管理，須點選[管理專區]

進行管理者登入，管理者輸入帳號密碼後按下[登入管理]可進入管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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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登入後畫面如下圖；管理者可在此畫面進行交流版主題刪除動作，亦可

進入文章內進行文章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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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訂閱電子報	

 

管理者如欲進行[訂閱電子報]管理，可開啟瀏覽器於網址列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newsPaper/login.aspx 如下圖 

 

開啟瀏覽器於網址列輸入網址 http://203.217.123.208/newsPaper/login.aspx 

；即出現[電子報管理中心]頁面，管理者輸入帳號及密碼後按下登入即可

進行電子報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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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輸入帳號及密碼後按下登入即可進行電子報管理，畫面如下圖；管理

者可於此畫面進行電子報預覽、發送及新增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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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如欲新增電子報可點選[新增電子報]按鈕，畫面如下；管理者可於新

增電子報頁面內輸入電子報內容後點選[新增電子報]即完成電子報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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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新增電子報後即出現[現有電子報列表]；可點選[預覽]功能進行預覽，

亦可點選[發送]進行電子報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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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信箱即可收到[李漢亮小兒科診所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