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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紹一個以 Health 2.0 作為目標，結合
Web2.0 與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的一個健康管理
與 資 訊 分 享 環 境 - 社 交 健 康 空 間 (Social Health
Space, SHS)。SHS 的主要特色包括了混搭 Web2.0
工具的自主健康管理、結合虛擬世界的沉浸式環
境、與提供可信任的健康醫療資訊及社群服務等。
SHS 的實作是以 Drupal 內容管理系統與 3D 第二
人生(Second Life)為基礎，並混搭(Mashup)了網路
行事曆及社交書籤等 Web2.0 應用。SHS 提供每位
使用者個人建康及病史的健康記錄夾
(Health-Portfolio)。使用者得以在 Second Life 沉浸
式的情境下溝通。在開放的環境之下病友、志工、
與醫藥專業人員分享健康醫療資訊。為發揮自主與
互助精神，SHS 訂定了鼓勵與獎勵參與的規則。
SHS 也規劃了管理與信譽評估機制，個人及各社
群得以方便的搜尋與評估健康醫療資訊統計與紀
錄。為了初步驗證 SHS 系統，我們以肌無力症為
例開發測試環境。期望由 SHS 開放環境加上參與
合作，可提高建康管理的品質，並促進健康醫療資
訊整合。
關鍵詞：健康 2.0，個人健康記錄夾，第二人生，
信賴度。
一、簡介
近年來網際網路基礎建設日趨完善，大量的
醫療健康內容與各式的社群在網路上提供了豐富
的數位健康資源。居家病友在就醫前，就可由網路
上得到許多的資訊。然而網路上資訊相當複雜，資
訊提供者相當多元，包括了政府衛生單位，醫療院
所，醫師專業學會社團，社服團體，病友組織，藥
商與保險業等不同社群．一般病友很難在大量的模
糊資訊中評估醫療健康資訊是否可信賴。另一方
面，電子化的個人健康記錄與病歷標準格式與管理
系統也在迅速發展中。一般病歷均由醫療院所管
理，個人健康記錄的彈性則較大，然而兩者都必須
注意到隱私保障的問題。
隨著 Web 2.0 的發展 [1]，強調資訊貢獻與分
享的 Health 2.0 服務與平台一一被提出 [2]。除了
提供網際網路上大量的健康醫療資訊外，主要是讓
使用者掌握自己的健康資訊，方便醫療專業能得到
病友詳細健康資訊以提供更好的服務。然而，資訊

的信賴度，個人隱私保障，專業競爭疑慮仍是目前
Health2.0 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本文介紹一個持續
開發中的社交健康空間(Social Health Space, SHS)
環境。期望以建立信賴度與評價機制，應用混搭
(Mashup) 與虛擬世界的技術來面對 Health 2.0 的
挑戰。
SHS 的 架 構 以 廣 泛 使 用 的 內 容 管 理 系 統
Drupal 為基礎擴充 [3]，混搭 Web2.0 服務。個人
健康資源記錄夾 (Health-Portfolio)中記錄的個人
的基本健康記錄、病史記錄、個人健康量測、個人
用藥及病程記錄等。經病友本人同意，專業人員可
取得病友的健康資訊，更也可由 SHS 得到各類健
康醫療的統計資訊。SHS 混搭了重要的 Web2.0 服
務，使用者得將其健康記錄與常用軟體結合。舉例
而言，病友可以方便的以 Google Calendar 整合個
人行事曆並建立病程或用藥行事曆，也可搜尋醫生
的門診行事曆。醫藥專業更可以方便的整合各種公
私行程，確切的掌握病人病程（如：服藥時間，血
壓記錄 … 等）。
Gartner 預測 2011 年 80%的網路使用者將會
在 3D 虛擬世界內會有一個分身(Avatar)。SHS 以
目前最廣為使用的虛擬世界第二人生(Second Life)
為實驗平台[4]，建立 3D 健康醫療的實驗環境並與
Web 應用再一次的混搭，讓病友與醫藥專業能體
驗不遠未來的 3D Medical/Health 世界。SHS 在
Second Life 中建立了一個醫療教學與診療室的醫
療社交環境，目前提供遠距醫療會議室與媒體教學
撥放功能。除了可做為示範性病症的 3D 教學外，
醫藥專業與志工還可以提供沉浸式的咨詢與個人
經驗分享。
傳統的網路服務中，管理系統多依使用紀錄
或問卷對資訊或服務做評價。Health2.0 環境中的
各種資訊經常是由眾多的醫藥專業、志工、與病友
所發佈，其中可靠度與安全性問題，比過去更為嚴
重。依簡單的使用紀錄已無法判斷大量各式資源的
信賴度。信賴度必須要靠所有社群成員來共同參與
評價。透過社群中的評價機制來累積個人名聲並過
濾掉不必要的垃圾資訊。可讓使用者得到可信賴的
資訊，更可達到節省醫療資源的效果。本文第四節
將介紹 SHS 的信賴度模式與評價機制。
SHS 使用混搭與虛擬世界技術實作 Health 2.0
環境可能擴充與整合的新功能，並面對 Health2.0

的信賴度問題。本文第二節介紹 Health 2.0 和傳統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Health 1.0)的差異。接
著將介紹 SHS 系統的特色、功能、與架構。第四
節討論信賴度與名譽評價模式的建立。最後，我們
將討論問題及未來發展。
二、Health 2.0 發展
自 Web2.0 觀念在 2004 年被提出後，新一代
網路應用大量誕生，透過使用者的群體智慧，創造
了許多新的 Web2.0 服務。基於此種開放分享、參
與貢獻、動態社群、人與人 P2P 溝通、高效率知
識匯集的特點。健康管理系統(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HMS)也承襲了 Web2.0 精神，發展走向了
Health 2.0 時代。
面對知識快速聚集的趨勢，醫療領域也開始
朝標準化與互運(Interoperability)的方向發展，不管
是國際的 Health Level 7 (HL7)或本土的台灣電子
病歷交換基本格式(TMT)[5]，都是以推動整體醫療
資訊格式標準化為目標。
健康醫療資訊與服務提供者相當多元，包含
了政府衛生單位、醫療院所、醫師專業學會社團、
社服團體、病友組織、藥商、熱心人士等不同社群。
Health 2.0 不僅記錄個人健康資訊，且匯集醫藥專
業的知識、病友(Patient)的資訊，形成深入完整的
健康醫療資訊。Health 2.0 更要整合異質平台上不
同類別的訊息與知識，如病歷、醫藥常識、保健訊
息等，以多維度的面向呈現。
目前，網際網路上已發展出一些由不同使用者
組成並體現 Health2.0 概念的社群，例如由五萬位
醫生所組成的醫生社群網站 Sermo[6]；以病人為
主的社群網站 Patient like me[7]等。另外，更有許
多個人健康記錄(Health-Portfolio)管理網站，例如
Google Health[8]與 Microsoft Health Vault[9]是以
推動電子健康記錄與病歷整合為主要目標，同時也
結合醫療機構、藥商及線上醫療儀器廠商等，發展
出許多創新的應用。
傳統的 HMS 和 Health 2.0 可依照運作模式、
平台、健康醫療資訊、病友、醫藥專業人員等，五
個面向比對二者間異同(如表 1)：
(1) 運作模式

(Mash-up)。開放式平台降低了建置成本。
表 1 HMS 與 Health 2.0 之比較
面向

HMS (1994-2005)

Health 2.0 (2006- beyond)

人與人同儕式（P2P）溝通, 開
運作 主從式(Client/ Server)人
放分享, 由參與而貢獻,
模式 機溝通, 封閉專用
Human-Centered Healthcare
健 康 管 理 系 統 (HMS), 與其他服務整合之個人健康
封閉式功能, 網站註冊 環境, 開放式服務, 可攜式身
平台
認證, 管理成本高, 開 分, Open Source, 管理成本低,
發技術門檻高
開發技術門檻低
動 態 標 的 , 可 編輯 分 享 的 資
健康醫 固定分類, 可分享內容,
訊, Tagging 標籤, 加值分散式
療資訊 Web 搜尋健康醫療資訊
資訊, 連鎖聚合(RSS)
個 人 健 康 紀 錄 夾 (Health獨立管理個人健康記錄
Portfolio),自主或授權管理健
病友 與資訊, 遵循健康醫療
康記錄,分散式連結病友社群,
資訊分類與順序
病歷整合, 終生健康
醫藥專 線上管理, 專業內容傳 HMS 原有角色, 動態健康醫
業人員 達解釋, 線上健康諮詢 療社群資源管理

(3) 健康醫療資訊
HMS 的健康醫療資訊多是以靜態結構化課
程型式呈現，以集中方式放在伺服器端。內容分類
是由健康醫療專業編輯者設定，主要健康醫療資訊
內容雖能分享但也是固定的；在 Health 2.0 環境下
的健康醫療資訊，則更具多元性與動態性。資訊標
的本身就可能是動態的，譬如可編輯之個人健康記
錄，可分享的 Tagging 標籤與健康醫療資訊等。經
由 醫 藥 專 業 人 員 或 合 作 過 濾 （ Collaborative
Filtering）與溝通的過程，由群聚智慧聚合出加值
的分散式健康物件。病友可以透過 RSS 等技術，
以內容連鎖聚合（Syndication/ Aggregation）的方
式，自動接收動態的健康醫療資訊，並方便的加值
為個人化的保健知識。
(4) 病友
傳統的醫療環境中，醫藥專業人員除看診回
答問題，也是健康醫療資訊的來源。隨著網際網路
來臨，以病友為中心（Patient Centered）的自主健
HMS 得實現。不論是個人的終生健康管理，醫療
機安養機構，都可透過病症社群連結，遵循健康醫
療資訊分類取得須要的資訊。

(2) 平台

在 Health 2.0 環境下，病友透過內容管理系
統，醫藥專業人員，還有其他病友形成分散式連
結。病友可對自己的健康記錄夾（Health-Portfolio）
自訂 Tagging。病友還可依本身所需，加入社群，
蒐集、管理、分享自己的健康醫療經驗與資訊。病
友自己的健康記錄，不但是其終生健康管理的一部
分。也可能提供醫藥與保險等不同領域做專業判斷
的重要參考。

過去的 HMS 多屬於封閉式且開發的成本較
高；新的 Health 2.0 健康平台通常以 Open Source
的軟體擴充修改，並且強調和其它應用的混搭

至於病友所蒐集或發佈的健康醫療資訊，則
需要小心面對。一方面有可能是醫藥專業人員忽略
掉的，可提醒專業達到醫病相長的功效。另一方面

在傳統 HMS 是以病友與健康主機間溝通
(Client/Server)為主，在 2.0 時代強調互動與合作
性，病友以開放分享方式方便的與其他使用者一對
一 (P2P) 互動。透過知識快速聚集的特性，快速
將不同平台的資訊及使用者結合，並且強調互動與
合作性，以開放分享的方式互動。

也有可能因表達不清或資訊本身錯誤，而造成謠言
傳播。
(5) 醫藥專業
在傳統 HMS 環境中，醫療專業很難參與自
己病人平日的健康管理，更少有餘力服務到廣大的
病友社群。Health 2.0 環境下的專業人員，經病人
同意後能取得病人的健康管理記錄。與病歷及專業
知識做結合後，醫藥專業可對病人提供更詳細的建
議。專業人員可以方便的使用 Web2.0 工具動態的
來發表與管理相關的健康醫療資訊，提供同業與病
友參考。
Health 2.0 將健康醫療資訊整合分享，伴隨而
來的個人隱私保障，和資訊的信賴度等，便成為必
須面對的課題。本文第四節將進一步討論信賴度與
評價的問題。
三、Social Health Space(SHS)
傳統的健康管理平台無法實現 Health 2.0 的
觀念，實驗性的開放平台也一一的被提出。其中，
多為提供 Blog、社群網路的 open source 的社交網
路平台。基於過去在社交學習(Social Learning)的
經驗[10]，我們自行規畫開發了一個 Health 2.0 的
實 驗環境 ，命 名為社 交健 康空間 (Social Health
Space，SHS)。SHS 將內容、空間、使用者及社群
之間的關係相互架構整合如圖 1。

SHS 擴充 Drupal 內容管理系統，提供每位病
友一個健康記錄管理夾(Health-Portfolio)空間，病
友可以基本記錄一般身體狀況、病史記錄、個人醫
生資訊、器官捐贈、用藥記錄、自我量測記錄(包
括體溫、脈搏/心跳、血壓(含收縮壓、舒張壓) 、
糖代謝(葡萄糖 Glucose)等。此外，體檢記錄包括
骨 密 度 、 HbA1c( 糖 化 血 紅 素 ) 、 肝 功 能
(ALT(GPT) 、AST(GOT))、脂代謝(Cholesterol 膽
固醇－總量)、HDL-C(高密度）、LDL-C(低密度)、
Triglyceride(三酸甘油酯)等目前不方便自行量測
的資料。個人健康紀錄與行事曆連結，方便記錄與
搜尋。SHS 將這些計錄的資料針對連續以及非連
續性的特性再做更進一步的處理跟整合。SHS 不
僅針對數值做出統整紀錄，健康紀錄管理夾也提供
文字記錄的功能，以便紀錄看診或是於其他病友的
對話等文字內容。系統內統計整合過的資訊可以提
供給病友完整的健康紀錄，同時病友可選擇資料公
開對象，做為醫藥專業的參考。譬如醫師可透過參
考病友的健康紀錄夾，了解病友平日的服藥及自我
測量記錄等，結合其專業知識給予建議與治療。
(2) 開放與隱私兼顧的社群管理
SHS 內的每一個使用者可同時屬於許多社
群，藉由社群內的交流以及不同社群之間的互動關
係，建立出由社群和使用者組成的社交網路。每一
種病症在 Social Health Space (SHS)中皆成為獨立
的社群做為資訊分享的中心。病症的主要網路醫藥
健 康 資 訊 都 已 獨 立 存 放 在 社 交 書 籤 funP/
HEMiDEMi/del.icio.us 內，使用者也可在社交書籤
內建立與管理自己的健康醫療資源庫，並與病症資
源相連。使用者可在病症社群直接發表或回應文
章，或儲存為不公開的記錄心得或意見。目前 SHS
以重症肌無力症的病友協會提供的資訊做為第一
個實驗社群。
(3) 志工角色的設計

圖 1 SHS 系統示意圖
SHS 主要概念建構在 Health2.0 之上，利用
Drupal 的內容管理和權限管控功能，針對健康醫
療資訊設定欄位及功能。系統內提供個人健康紀錄
夾並且搭配上資訊過濾、評價等機制做為平台的基
礎。在 SHS 平台上，社群間可以透過 SHS 提供的
機制互相協調，達到交互整合的作用。醫藥專業人
員、志工及病友等角色結合在不同的社群之間，顯
示出使用者與社群之間多樣化的關係。另一方面
SHS 應用混搭服務與搭配虛擬世界技術，提供使
用者沉浸式的體驗社交以及多面向的醫藥資訊的
優點。除了實現前節所述之 Health 2.0 功能外，SHS
系統尚具以下特點：
(1) 自主管理個人健康紀錄夾

基於本土醫療社群的規模與考量專業人員的
負擔，SHS 特別設計了志工的角色。志工介於病
友及醫藥專業之間，對於社群管理，線上資詢，與
資訊過濾等，可以扮演半專業與翻譯者的協調角
色。志工透過系統了解病友的生理及心理狀況，給
予病友一般的建議跟鼓勵，病友也可由志工的建議
與鼓勵，更了解病情及消除不安的情緒。志工也可
與醫師進行互動，加強醫病之間的連結。
(4) 應用混搭
SHS 混搭了許多重要的 Web2.0 服務整合更深
入的應用。Google Calendar 除了用來記錄個人的
醫藥健康紀錄，更進一步與其他使用者或是門診行
事曆結合。混搭服務還包括了社交書籤、
Flickr(Image)、Youtube(Video)等。透過不同服務的
混搭，提供使用者更多維的醫藥資訊，譬如使用者
可以透過行事曆記錄病程及用藥時間，紀錄的內容

可能是文字、影音、影像、連續與非連續性的量測
紀錄等。此外結合門診行事曆進行排程與治療，達
到持續性的治療效果，減少治療時間與不必要醫藥
資源浪費。SHS 連鎖聚合加值多面向資訊，並且
提供個人化服務，這些也是 Health2.0 精神所在。
(5) 跨社群協調
SHS 以不同病症為基礎建立社群，然而一個
使用者可能歸屬於數個社群，而這些不同的社群存
在不同的病症與用藥方法的差異性。在現實生活
中，不同病症之間的共同治療，只有透過會診，才
能進行協調治療。SHS 透過個人健康紀錄夾，搭
配跨社群角色的設計配合，呈現出每位病友所有的
病症以及治療跟用藥上的差異性。可方便的顯示出
不同社群間治療與用藥方法的衝突。跨社群協調將
社群間之治療方式、藥物使用及副作用之間的關係
結合，對於專業醫藥人員的判斷上有很大的幫助。
過去必須透過會診才能達到的效果，經過這些機制
的配合，可以直接在 SHS 平台上達到。
(6) 結合虛擬世界的沉浸式體驗
除了提供 Web 健康醫療資訊外，SHS 系統中
結合了與虛擬世界的應用。模擬的 3D 環境中互動
下，可達到沉浸式體驗與社交的目的。透過建立出
醫療教學與診療室的醫療社交環境，效果遠比文字
來的更有臨場感，醫療會議室與媒體播放功能，也
加速了使用者的經驗分享。目前 SHS 在 Second
Life 中建置的診間如圖 2。會議室及圖書館等環境
均能讓使用者在模擬出來的醫藥環境中直接互
動。Second Life 診間及圖書館中可取得 SHS 存放
在 Drupal 平台上整合過的文字、影音及影像內
容。Second Life 中的對話或是醫藥健康資訊亦可
同步在 SHS Drupal 平台上記錄並取得，進而整合
至使用者的個人紀錄夾。未來更將進行內外部進階
整合等互運(Interoperability)的功能。

圖 2 SHS 在 Second Life 之診間
(7) 鼓勵參與機制
SHS 針對系統使用者可能產生的問題，譬如
使用者使用意願較低、評價參與度較低的使用者較
不願意產生貢獻度等，以鼓勵參與的方式來改善這
些現象。對個別使用者提供個人化的相關資訊，吸
引使用者產生貢獻，進而給予點數的回饋。譬如，
對新的或參與度較低的使用者給予較高的點數回
饋，鼓勵繼續參與。未來有更多的廠商及藥商資源

配合時，透過點數的兌換，還可以更可以藉由優惠
的方式，鼓勵系統內的使用者。另一方面，參與度
越高，越有價值的貢獻，還可增加使用者的評價，
當系統產生推薦時，評價越高，則越容易被推薦。
下一節我們將介紹信賴度模式以及在 SHS 中
如何建制評價機制。
四、信賴度模式與評價機制
信賴度(Trustworthness)包含了安全(Security)
和可靠度(Reliabilty)兩個不同面向。安全在保護系
統或資訊不會受到攻擊或篡改；可靠度則是指系統
能持續提供服務的能力。在網際網路中，使用者都
期望由安全又可靠的系統來取得正確的內容與持
續的服務，稱之為信賴度 [11.12.13]。
在 SHS 實驗環境中，所有使用者的隱私以及
永續經營的問題都在信賴度的範疇中。在建立一個
可信賴系統的同時，我們也考慮到對使用者的信賴
與對內容的信賴，目的是讓使用者獲得更有幫助的
內容，也達到了節省醫療資源的效果。本節將介紹
SHS 的信賴度模式以及評價機制。
信賴度模式
在 SHS 中，信賴度可視為一種社交上信任與
否的高階評價(Meta-evaluation)，是由他人(不只是
社群成員，還包括及社交網路上的任何相關成員)
長期評估，經過合作過濾(collaborative filtering)所
成的形象。信賴度不只提供使用者重要參考訊息，
信賴度高的社群（或使用者）所產生之內容或服務
的價值也高。
SHS 分別對每一篇內容、每一個使用者和每
一個醫療社群做評分。這三者之間互相作用影響，
好的內容增加作者的評價及所在發佈社群的信賴
值；使用者的評價高低影響其所發佈資源的基本推
薦值，社群內部評價高的使用者越多，相對社群信
賴度也越高。以下針對這三者做更明確的說明：
內容：內容的價值是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環，
其價值將影響使用者的評價及社群的信賴值。在內
容建立之初，系統會慢慢透過其他使用者合作過濾
的模式建立評分，並且綜合點閱數（包括點閱時
間）、回應數量（討論的熱門度，所以如何防範廣
告也是信賴度重要的問題）
、作者的評價、所在的
社群總和出一個分數、這些分數會動態產生推薦
值，並反饋給作者及其所在社群。此外，我們還考
慮到不同角色（如：醫生或病友給的評價）、不同
時間（如：過去很熱門，現在是否熱門）記錄下來
的評分，並結合外部評價機制作為參考值，這些參
數都可幫助更精確判斷此時此刻的文章價值。
使用者：使用者的評價決定於其所貢獻之內
容影響。社群中的不同使用者角色的初始信賴度也
有所不同。使用者評價跟社群信賴度沒有直接的關
係，但可以透過內容間接影響。

社群：社群的信賴值受到內容影響，也間接
會受到社群內使用者評價的影響。

罰。(因為，信賴度的正確性是長期信任的結果，
懲罰無意的失誤可能帶來擴大的影響。)

SHS 信賴度模式如圖 3，我們預期由從實驗
找到模式中內容、使用者、社群的關係參數與比
重。

SHS 除了實作上述三部份以建立完善的信賴
度評價系統外，在健康醫療社群實驗中，我們還設
計了以下的機制：

圖 3 SHS 信賴度模式
另外，在社群內社交能力強的成員能夠達到
資訊傳播的功用，為達到評價資訊的取得來源多且
廣泛，社群中社交中樞（Social Hub）的角色相當
重 要 ， SHS 將 考 慮 社 交 能 力 的 連 結 性
(In-Link/Out-Link，認識很多人/被很多人認識)和方
向性（分成廣播(Broadcast)、請求(Pull/Request)、
主動告知(Push)），因此，在建立評價機制前，也
要先建立基本的社群溝通模式。
評價機制
檢驗信賴度模式必須建構評價機制，一個評
價機制應該包括三個重要部分：
(1) 表示與評估信賴度的方法
譬如 Yahoo!與 e-Bay 拍賣以買賣方互相以滿
意與否的計次做為信賴度的評量；del.icio.us 以被
加入書籤的次數，做為書籤的評價。在 SHS 的實
驗中，對於內容的價值我們採取了+5 到-5 的分數
範圍來評斷，每一個使用者都可以對內容做評分，
如此範圍較能夠減少評分者的過寬容推薦。
(2) 傳遞評估信賴度的協定
信賴度訊息是不斷的在溝通、傳遞過程中循
環產生。除了信賴度評價者外，信賴度中介者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因此，除了評價者本身信賴度之
外，這些傳遞中介者的信賴度，也要在溝通協定中
一併考量。所以在 SHS 的實驗裡面，對於常對系
統內容評價且非垃圾評價者，我們給予點數回饋。
(3) 處理動態信賴度
完整的信賴度評價系統，還要考量： (a) 信
賴度經由動態或週期性的恢復(redemption)再評
估，或信賴度隨時間消退的機制，(b) 信賴度在短
期內增加產生的陶醉(Intoxication)效應，會因時間
消退的及長期信任機制而減少吸引力。(c) 對說謊
的評價者可考慮只降低其影響力，不做進一步的懲

內容評價部分：為了更有效率評估內容的價
值，在系統內的+5 到-5 的分數評斷外，也結合了
外部資源（funP/ HEMiDEMi/del.icio.us），作為價
值的修正參考，當有人將內容推薦給外部檢視，便
可以得到一個外部的評價值，我們預計在實驗中找
到內外部結合的權重，以符合信賴度模式的需求。
另外我們也根據評分時間顯示最近一個月評分、最
近半個月評分、最近一年評分給使用者參考，避免
評價老化(Aging)的問題。在呈現方面，SHS 除了
熱門文章、個人收藏文章等功能外，當文章發表一
段時間後較高評價的文章將自動交由醫生志工篩
選分類並顯示於精華區，結合了 SHS 獨有的志工
角色建立精華區機制，將有助於資料的過濾。
使用者評價部分：在實驗中我們會先收集使
用者包括背景、經驗、程度、習慣、自評等資訊，
利用這些資料分析它們對於信賴度的影響。因為開
放式系統比較難以收集到這些資料，故我們先從目
前這種封閉環境開始實驗，預期可推估出一個權
重，再與過去評價的對照，導出一個修正值，如此
將不至於高估或低估所產生的相對評價值。
社群評價部分：社群的評價機制讓社群成員擁
有共同參與感，評價高的社群系統亦會給予點數回
饋。考慮到可能伴隨的惡性循環，社群評價只會公
布前幾名社群且採用獎勵方式。
接著我們會將實驗運用在半封閉及完全開放
的社群，以驗證比較信賴度模式與評價機制的完整
性及正確性。在 Second Life 部份形成全開放社
群。將評價系統以外掛(Plug-in)/API 呈現並整合
之。經由 SHS 測試床(Testbed) ，使用者可發現如
何在社群中提高自己的信賴度，社群管理與協調者
也可發現如何設定最符合社群與成員個人最大效
益的信賴度管理系統。不同社群的信賴度相關考量
將可快速有效的被了解，跨社群的修正有規則可
尋。
我們將持續開發實作信賴度管理系統與後端
的管理分析工具。根據以下幾點來評量信賴度管理
系統的效能：(1) 系統本身所產生的運算，儲存，
及通訊的額外負擔，(2) 偵測惡意行為的能力，包
括了發現惡意行為的種類，平均發現時間…等，(3)
系統帶來的好處，包括了是否增加參與度，貢獻
度，成員溝通頻率…等。期望達到一個穩固、安全
的 SHS 環境。
五、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 文 介 紹 了 Health 2.0 和 傳 統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Health 1.0)的差異與問題。我
們建立評價機制與信賴度模式來面對 Health 2.0 的
安全性與可靠度的考量。SHS 測試環境還使用了
混搭技術來強化個人 Health-Portfolio 的可用性，
應用 3D 虛擬世界 Second Life 來建立醫病間的沉
浸式溝通情境。
經過兩年社交學習空間(Social Learning Space,
SLS)學習平台的開發與實驗，我們看到了一些現
象，可作為 SHS 開發與實驗的參考。目前的 SHS
系統雖然對做了部份 Drupal 功能上的改進，對更
細緻的存取控制，Tagging 評估機制，與後端資訊
管理分析等功能，均尚未開發完整。我們預計要完
成這些功能，並開發成為外掛(Plug-in)與 API 的方
式(包括信譽評價系統)，與其它社交網路平台整
合，並公開提供使用。
在 SLS 及 SHS 的開發過程與未來實驗的過程
中，預見將面對一些可能在未來會日益嚴重的問
題，現說明如下：
(1) 2.0 系統發展維護負擔
Web2.0 應用強調永遠的 Beta 版，系統一直保
持在同時開發與運行的狀態時，規畫與發展的難度
較高。混搭所產生的效率及信賴問題更造成使用與
管理上的不便，系統維護的負擔也高。
(2) 著作財產權
使用者在發表文章時，除本身經歷外，引用
他人文章時，應註明出處。應強調宣導使用
Creative Commons 及 DRM 等使用觀念。
(3) 醫藥專業人員負擔增加
醫藥專業人員參與度要相當高才能激勵病
友。面對健康醫療訊息的公開與競爭，醫藥專業人
員投入在 Health 2.0 系統在過濾資料及管理上必須
花費更多時間及精神。報酬率
(4) 資訊評估與鼓勵分享策略
恰當的評估與鼓勵比 Health2.0 平台本身更為
必要，透過不同方式的參與以及獎勵，可以增加健
康資訊的質與量。然而針對不同病症與醫病間互動
的習慣來調整方針，進行不同的也是健康平台長期
動態的工作。
(5) 專業社群分類
透過個人化自主健康管理，某些病友與志工
本身的經驗與知識的信賴度已很高，但對其他病症
自行推論，可能產生錯誤訊息。如何做好使用者社
群管理也必須要持續的考量。

(6) 虛擬世界信賴度
Second Life 雖是一個接近真實的社交環境，
但其評估系統還是無法表達信譽。而且，Second
Life 上目前展示健康醫療的案例都還只限於整個
過程的一小部分。未來 SHS 在 Second Life 虛擬世
界信賴度的部分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不論是 Health 2.0 或 Web 2.0，目前都在發展
的初期。預計 SHS 的發展與實驗將讓我們提早體
驗 Health 2.0，發現新的機會與問題。對未來做更
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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