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保健
專為醫療保健應用所發展的資料收集解決方案

確保醫療保健業的準確性
醫療保健產業經常必須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要將環境中的細菌降到最低。而掌握病患
生命則是醫護人員必須負起的另一個重大責任。儘管他們工作量大、工作時間又長，但任何的人為疏失都是
不被允許的。此外，偽藥問題也是一大隱憂；同時，對醫護人員來說，要隨時維護即時的醫療記錄也是一大
挑戰，任何錯誤的資料，都可能對病患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甚至讓病患領到偽藥或發生重複給藥的狀況。
為了解決醫療保健產業所面對的挑戰，機身融入抗菌防護技術的欣技資訊抗菌防護系列，抗菌效果不會因使用
期間的長短而受到影響。其中的抗菌處理能瓦解並抑制細菌的滋生，進而減少機器表面的細菌量；除抗菌處理
外，抗菌防護系列更具備耐酒精擦拭的特點，讓經過抗菌處理的機身禁得起酒精反覆擦拭消毒。
除了抗菌防護系列產品外，欣技資訊的掃描器及行動資料收集器，都能幫助減少文書處理作業中可能發生的
錯誤或誤植，進而降低醫療疏失，並同時減輕照護者的工作量。而針對偽藥問題，利用自動辨識系統裝置能
快速辨別並回報有問題的藥品。欣技資訊的手持式掃描器和行動資料收集器，讓醫療人員更能確保手上資訊
的正確無誤。
欣技資訊致力於提供優質的自動辨識系統產品，來滿足醫療保健產業的需求。運用欣技資訊產品在醫療保健產
業中，能有效地提升生產力及效率，並協助醫護人員提供正確無誤的醫療照護。

實際應用
病患身分辨識
當病患到醫院就診時，掛號處或診療室會在醫療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中為每位病患建立一個專屬的個人資料條碼。此
條碼可以識別病患身分，並記錄病患治療、用藥，甚至開刀等醫療資訊。
只要利用行動資料收集器和手持式掃描器連結至醫療資訊系統 (HIS)，就能
追蹤病患的就醫資訊，不但減少文書作業的時間，還能同時提升效率及醫
療的準確性。

8000H 行動資料收集器
8000H 機身融入 抗菌技術處理，並具備耐酒精擦拭的
特性，能防護機器表面的細菌孳生。低耗電量的設計，
能持續工作 100 小時；而口袋型的輕巧機身，方便醫護
人員隨身攜帶，並可透過另行選購的藍牙傳輸功能來進
行資料傳輸。再搭配上Application Generator軟體與電
話型按鍵，讓機器的操作與使用更為容易，可以縮短對
新進人員的訓練時間。

檢驗結果追蹤
護士在病床邊收集檢體前，必須先掃描病患腕帶上的條碼來確認病患的身分，
待收集完檢體後，再將病患的條碼黏貼至收集檢體的試管上。檢驗人員則透過
掃描試管上的條碼，來核對檢驗單上的病患資料，最後再把分析報告更新至醫
療資訊系統 (HIS)。手持式掃描器和行動資料收集器能減少手動輸入資料可能
造成的錯誤，並加速檢驗結果的追蹤與管理。

1500H 手持式掃描器
1500H 提供多樣化的產品選擇：擁有線性成像讀頭、雷射讀
頭與二維條碼讀頭等不同選擇，另外還搭配有線與無線的
選項。1500H藍牙掃描器支援 90 公尺的傳輸範圍，檢驗報告
能即時傳送至後台系統，並能同步更新資料庫。本系列
掃 描 器可以支援小至 3mil 的高密度條碼，能正確讀取試管或
其他小型容器上的小條碼；此外，1500H 還經過抗菌技術
處理，並具備耐酒精擦拭的特性，能夠有效減少機身表面
的細菌孳生。

藥物配置
病患看診時，護士只需掃描病歷上的條碼，便可查詢病患的完
整就醫記錄。醫師也可輕鬆地將診斷結果與需要開立的處方簽
更新至系統中，病患看診後，也只需持著領藥單至醫院的領藥
處領藥。同時，醫院藥劑師根據系統上的即時資訊，利用二維
條碼讀頭掃描相關藥品包裝，便能進行藥物配置，以確保能按
照醫師的處方簽配藥，並將正確藥物交至病患手上。

8200 H行動資料收集器
8200H行動資料收集器結合抗菌防護技術，並具備耐酒精擦拭的機身，能提供強化的衛生防護，又
不會影響工作效率。8200H提供可讀取藥盒包裝上常見的二維條碼的讀頭選擇，並擁有 4 MB或 8 MB
的記憶體容量、與可擴充資料儲存空間的 Micro SDHC 卡插槽。此外，選擇搭載無線區域網路功
能的8200H，讓移動中的醫護人員在給藥後，能即時將資料更新至主機系統 ; 加上高解析螢幕與明亮
的LED背光按鍵，醫護人員即使在昏暗的病房中，仍能輕鬆確認資料的讀取。

臨床照護
確保病患獲得最佳的照護，與隨時更新病患症狀、用藥、進展等病歷資料是極為
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在就診高峰期間，醫院會聘僱許多臨時及替補的醫護人員，
這些人員通常對病患的情況都不夠熟悉，但只要他們的行動醫療車上有藍牙掃描器
或行動資料收集器，他們便能在病床邊即時查詢病歷記錄，醫囑和相關的藥單資料。

1600H口袋型藍牙裝置掃描器
1600H口袋型尺寸與輕巧的設計，能提供在大型醫院中巡房的醫護人員
高度的機動性。1600H更能與像是平板電腦等的藍牙裝置搭配使用。
透過3610H藍牙無線傳輸裝置，可以讓藍牙的連線與配對更輕鬆快速，
使用者能更即時的查閱所傳輸的資料。因應不同的應用需求，1600H
提供一維或二維條碼讀頭選擇，再撘配鋰電池可持續工作40小時。
而 經過抗菌技術處理，並具備耐酒精擦拭的機身，能有效抑制細 菌的
滋生，是需要共用裝置的醫護人員的理想選擇。

醫療用品存貨管理
過去醫療用品的管理主是要透過紙本作業來追蹤記錄，但這樣的作法，讓數以
千計的醫療用品管理變成讓人卻步的任務。現在利用搭載無線區域網路的行動
資料收集器，就能立即查看存貨的狀況。透過更有效地管理醫院的存貨，和追
蹤藥物的保存期限，讓醫療保健產業在進行存貨管理上更有效率。

9300 工業級行動電腦
9300 提供一維或二維條碼讀頭來因應不同的應用需求，更
搭載經Cisco® CCX V4認證的Summit無線區域網路模組，來
提供更穩定的無線通訊功能，讓醫護人員能隨時連結後台系
統。9300 機身設計堅固耐用，通過 1.5 公尺高度落摔測試，
並符合 IP64工業級的標準，再加上大而明亮的螢幕與按鍵，
能不間斷地提升生產力。

智慧型解決方案 －
卓越的效益
確保病患安全並簡化存貨管理

降低成本並節省時間
在捷克轉變為資本經濟之後，

九和生醫企業集團是台灣醫療器材市場

國內的安養院會根據手寫的病歷

的領導者，他們一直努力改善自身的存

記錄或表單來向病患收取費用。

貨管理。過去該公司主要仰賴手寫記錄

但這樣的作業程序不僅費時，
更常有人為疏失發生。自從他們
導入欣技資訊 8001行動資料

來管理存貨，這樣的作法不僅耗時且容
易發生錯誤。自從他們導入欣技資訊
9671 工業級行動電腦後，系統會在人
工水晶體 (intraocular lenses) 的保存期

收集器後，醫護人員只要掃描

限到期前 180 天發出提醒通知，讓存貨

病歷及腕帶上的條碼，就能即時

的管理變得更為輕鬆；而且還能利用無

準確地記錄病患資料。不僅

線區域網路將盤點資料立即更新至後台

縮 短 了收費的作業時間並減少

系統，讓相關人員能隨時查看最新的存

人為疏 失 的 可 能 性 ， 更 有 效
降 低 安 養院的營運成本。

貨狀態。這樣的作法不僅讓整個庫存管
理流程更加順暢，也更能保障病患的安
全，與大幅降低存貨成本。

延伸您的軟體應用程式
提高 資 料 讀 取 、 傳 輸 及 管 理 的 效 率
欣技資訊軟體開發套件，提
供多種可以輕鬆客製化的應
用程式及工具，滿足您個別
的日常工作需求。

FORGE

STREAM

Application Generator

Wireless Studio

可簡易地針對您的需求建立客
製化應用程式

加速無線應用程式的開發，並
可有效管理多個欣技資訊行動
資料收集器

MIRROR

BLAZE

Terminal Emulator

C 與 BASIC 編譯器

可將複雜的主機應用模式擴展
至欣技資訊行動資料收集器，
節省作業時間及程式開發的心力

快速編譯與建置客製化的應用
程式

其他推薦機種
1000
支援高密度一維條碼的掃描
提供 5 年保固期，效能更值得信賴
接觸式掃描，即使是印刷較密的條碼也能被精確讀取
機身包覆 TPU 橡膠，更舒適好握

8400
在批次處理模式下，可連續作業超過100小時
支援一維和二維條碼的掃描
搭配可擴充記憶體容量的Micro SD卡插槽
內建藍牙傳輸並提供無線區域網路傳輸的選擇
擁有簡單易操作的使用者介面及好讀取的LED背光螢幕

9600
支援一維和二維條碼的掃描
Cisco® CCX V4 認證的 無線區域網路
另有 RFID 及相機功能可供選擇
3.5 吋彩色 VGA 或 QVGA 觸控式螢幕
通過 IP64 工業級防護等級與多次 1.5 公尺高度落摔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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