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機構之資訊控制與監督架構
為企業營運提昇效率做規劃並為支持醫療照護改革減少管理成本

Information Controls and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作者: Santhosh Patil,
is a principal
in Infogix Inc.’s Strategic
Services practice. Patil assists
industry-leading enterprises
in assessing information risk,
aligning business problems
with strategic planning,
advisory and technology
solutions. Previously, Patil has
worked in consulting positions
across several industries
including health care,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ance,
trading and risk management,
investment banking, and
hedge funds.
譯者: 徐立群, 國立成功大學會
計學系,教授、中華民國電腦稽
核協會 編譯出版委員會委員

者的電子資金轉移、登記及退保。醫
療保險公司也需要處理營業稅和與小
組織或個人市場的盈利上限。

在任何工業化國家中醫療照護開銷
為經濟中的重要一部分。除了美國外
的許多國家中，透過全民保險或納稅
人的稅金來確保基本的醫療照護負擔
醫療照護機構若無法說明遵守規
能力。目前美國的健康照護開銷遠遠 定，可能會依每位保險對象每天被罰
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因為正在進行 金1美元，對於大型的醫療保險公司，
的醫療改革與規範，完全改變了現狀， 罰金可能會快速達到數百萬美元。
美國的醫療照護機構必須設法降低其
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使所有已 主要業務的推動動因和影響
保險人都負擔得起優質的醫療照護。
當醫療保險機構計畫全面檢查機
隨著即時資料交換使用的增長及醫療
保險與資訊交換複雜性的提高，驗證 構內的流程與制度以符合法規的需求
和追蹤重要資訊對於資訊風險管理是 與期限，他們勢必面臨重大的挑戰：
不可或缺的，同時需要確保其中的規
• 轉換到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
章制度符合美國平價醫療法案(ACA)1
雖然一些國家正要採用國際疾
的規定。
病分類第十一版（ICD-11，ICD
第十一版 2015 年將正式適用），
橫跨醫療照護價值鏈的組織，包
但美國醫療照護系統卻大量採
括付款者、供應商和無數的中間商，
用國際疾病分類的第十版
它們知道需要在企業的核心營運中，
（ICD-10）一直到 2014 年後期。
管控成本與提高效能，以便應付日漸
對現行索賠系統、付款處理與
增多的法規和標準需求，如國際疾病
2
醫療資訊分析的系統流程再造
分類(ICD)第十版 、美國經濟與臨床
可能產生以下一些作業的影響。
健康資訊科技法(HITECH)3 和美國保
• 從批次轉換到即時系統：醫療
險 監 理官 協 會制 定的 稽核 規 則範 本
資訊步入分散式即時系統，導
(NAIC-MAR)4 。舉例而言，美國平價
致更多追蹤資訊流需求的增加。
醫療法案(ACA)要求醫療照護支付機
• 新的審計與法規遵循要求取代
構在不影響服務水準下建立常規來簡
了市場力量：為了遵循 NAIC化行政作業並降低成本。這包括採用
MAR/沙賓法案的規定，必須使
單一的標準和營運規則在與醫療供應
用充分的證明文件以便讓保險
商之間的要保處理、資格驗證、付款
機構進行歷史索賠、支付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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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審核作業。
醫療保險交易的整合： 5 從2014年開始，在
美國的個人和一些雇主團體將能在市場稱為
醫療保險交易購買醫療保險。新的小團體和
個人的登記者會要求企業對企業談判及平衡
交易所、交易夥伴與付款人之間的註冊與補助
問題。
• 電子醫療紀錄的影響: 6廣泛使用電子醫療資
訊對於會員索賠資訊的正確性會有不利的影
響。
• 針對普及保險範圍與醫療補助計畫的擴張之
政策層面的變動:註冊人數的增加會產生新
型態的資料驗證、審核與度量的要求。

•

醫療照護機構的資訊控制架構
隨著美國醫療照護機構產生了大規模的改變，
亟需有效管理跨組織之資訊交換。組織必須制定
策略來完成資訊系統的控制與查核，以克服來自
產業的挑戰。企業營運資訊管理架構就是這樣一

個控制架構，它包含一個部署跨越付款機構企業
營運之資訊化管理控制、監控與度量能力的標準
方法。此架構的一些特點請見圖一
透過資訊控制來達到卓越的營運
當美國醫療照護機構正在做出劇烈的改變時，
為了達成有效率的營運與降低成本，資訊控制的
有效性十分關鍵。
接下來要探討一些重要的保險程序─關於自動
化資訊控制如何幫助全球醫療照護機構。
銷售與註冊
在美國的某些州與聯邦機構將於 2014 年建立醫
療保險交易，預期將可以拓展醫療保險的涵蓋程度
並增加個人與勞工團體的負擔能力。為了跟交易
所與其他機構進行整合，許多付款機構正在建立
新的程序跟系統，以便迎接新的會員註冊，如圖
二所示，在此程序中健全的驗證與監督都是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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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驗證可確保在市場與付款過程中全體
會員的紀錄是吻合一致的。
透過交易所申請美國聯邦補助津貼案件的過
程會更複雜，因其審核是基於申請者的所得水準
而定。保險人員必須追蹤每個會員在交易所的補
助金額，並在期限內完成退保資料的追蹤。另外，
也需持續追蹤會員資料的更新與更新頻率，例如：
在這新興且競爭激烈的環境，偵測舞弊與濫用行
為是相當重要的。如此一來機構需監控與估計銷
售、註冊資料以即時了解消費者需求才有競爭力。
稽核、遵循和財務流程
美國醫療照護改革對於已經管制嚴謹的產業環境，
還有額外的稽核與遵循報告的要求。內部審核也
要求交易面的一致，以防止更改系統與流程引起
的錯誤與財務損失。在財務和會員系統之間執行
保險費的對帳需符合上述的強制規定。付款機構

應制定正式架構來記錄財務風險與相關控制措施，
以達成監督和報導目的。同時，人工流程的自動
化與減少對 IT 的依賴性將有助於立法者改善查核
資訊的一致性跟準確度。為了遵從 NAIC-MAR，
在所有重要交易中需擁有足夠的書面文件以查核
過去的索賠案件做最終處理是很重要的。
EDI 營運管理
在標準的電子格式中，電子資料交換（EDI）
是指商業訊息的交換。電子資料交換標準是由美
國 認 可 標 準 委 員 會 Accredited Standards
Committee (ASC) X127 開發與維護。X12 標準是
以整個產業與公司為設計範圍。醫療照護機構使
用特定的 X12 標準（例如，837，835，834820，
270，271）以電子方式與交易夥伴間交換醫療相
關信息。正如圖 3 所示，在個別的處理系統前，
醫療機構通常使用 EDI 閘道系統，進行電子交易
認證(如，申請裁決、註冊、合格、結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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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驗證是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
端到端的一致性與平衡，以確保 EDI 交易的完整
性。
第二個重要功能為 EDI 交易的監控能力，這
些功能的共同點是監測接收交易的合理性，並能
引導 EDI 資料朝著發現營運問題而改善 SLAs 方
向前進。
在 EDI 完整交易中最後的重要功能為利用精
準的 EDI 資料來達成決策目的。交易情況報告有
助於提供了貿易夥伴和付款渠道之間所有錯誤資
訊的細節。

索賠程序
索賠的前裁決是索賠審理過程中的第一步，
它會接收來自 EDI 管道受理的索賠請求。如圖四
所示，這些索賠請求在提交裁決之前會先經過驗
證、轉換與移轉。這些過程中的認證和監控規定
包括以索賠編號追蹤所有的索賠請求，例如：它
們從 EDI 管道進行審判和付款過程，且將著重追
蹤即時性和完整性。與此相同的追蹤認證可以用
於追蹤前理賠的生命週期和判決步驟。追蹤與認
證這些資料可讓醫療付款機構擔任提供者並以程
序類別來監測和報告未證實的索賠案件。
藉由老化和索賠程序的生命週期趨勢找出瓶
頸達到營運與 SLAs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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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醫療照護行業中，醫療照護利用新的規定
與標準進行改革，機構在保持一致的服務水準中，
必須找出提高營運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方法。
因此，醫療照護機構正在研究標準化營運的
控制架構。這些營運控制方法和監測解決方案可
應用於組織內，透過全球性的自動驗證、檢測錯
誤，以提供即時監測，例如：EDI管道、預先審
核、審計、承諾和財務流程。
從他們的解決方案能介紹機構獲得行政的贊助及
不斷檢討營運控制方法、分析以確保持續改進達
到最大的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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