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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7月 

背景

Heals Healthcare是一個成立於2017年的電子醫療保健平台，旨在建構一個連繫病人、醫生、門診職

員和保險公司的全方位生態系統。Heals平台將傳統上原為分散、獨立管理且成本高昂的醫療服務

整合，務求為用戶提供一個真正的端對端體驗，為醫療業帶來改變。Heals的流動應用程式客戶端適

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國內地和新加坡，可協助病人隨時隨地搜尋醫生、門診預

約，以及通過數碼支付方案或醫療卡繳交醫療費用。

此平台同時有助醫院及診所管理預約、醫療數據、病歷、藥物處方、賬單和藥品庫存。應用程式後端

系統更進一步連接保險公司，支援醫療保險索償和跟進款項發還等行政工作。秉持以病人為本的理

念，Heals平台將門診、保險公司及病人三方連繫，為用戶提供更完善的體驗。



客戶的話

「Heals與滙豐合作，一方面是

為診所採購藥物的過程中提供融

資，讓它們長遠能獲取更靈活的

條款。另一方面，在滙豐方案的支

持下，保險公司從以往每月整批

辦理醫療保險索償，轉為按個案

即時辦理，讓診所可更快捷地收

取款項。」

李秉熙 

Heals Healthcare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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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現時，無論是辦理日常生活大小事項，以至掌握即時

資訊，都能透過流動裝置完成，消費者行為亦有所轉

變。客戶在商店購物時，除了使用信用卡，大多能選擇

其他支付渠道，讓他們在使用醫療服務時亦抱持相同

期望。

然而，門診病人一般可以使用的支付方式有限，接受病

人以醫療保險支付診金的診所更是少之又少。由於保

險公司向診所發還索償金額需時普遍較長（可長達90 

至180 天不等），診所接受此支付方式的意欲並不高。

再者，診所要加入保險公司網絡並符合索償資格，必

須收取比市場價格低的優惠價診金，讓不少診所更加

卻步。目前只有17%診金是通過個人保險及僱主提供

的保險計劃支付。由於接受以醫療保險支付診金的診

所為數不多，唯市場需求持續，導致病人預約時間、

甚至診症當天輪候時間也會更長。醫療費用、保單細

節和覆蓋範圍是否清晰和索償進度等眾多因素，均會

影響病人對醫療服務的整體觀感。

對診所而言，繁瑣行政程序亦會加添門診職員的日常

工作負擔。從辦理預約、病人登記、病歷檢索到管理

索償，每一步驟均能窒礙到門診效率。這不但偏離了

醫療該以病人為本的理念，更會產生醫療質素下降的

潛在風險。

對保險公司而言，即使明白醫療數據的重要性，但受

制於技術不足、行業生態缺乏合作和數據互換機制，

它們未必能清晰掌握病人資料和相關醫療數據。此

外，傳統索償過程主要依賴人手處理紙本文書工作，

而某些保險公司會將此工序外判，並或會將額外成本

轉嫁到診所和病人身上。種種原因導致的數據流失除

了影響保險公司改善承保和個人化服務，也會讓它們

未能及時識別向診所和病人交叉銷售產品的機會。

藥物庫存管理是醫療生態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當中

涉及藥物供應和訂購流程的定期管理。對診所而言，

要在不確定需求的情況下確保藥物有適量庫存，並避

免因囤積導致過期，需掌握微妙的平衡。而對藥廠和

分銷商來說，獨立營運的診所形成一個分散而零碎的

市場，為有效管理和追踪藥物供應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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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

鑑於整個醫療流程不同環節的改善空間，Heals研發

出一個單一平台，務求創造一個能將分散行業布局結

合的生態系統。

貫徹病人為本的理念，病人只需透過Heals流動應用

程式生成的二維碼，便可輕易處理門診預約和登記程

序，實現整個過程無紙化；同時縮減輪候時間，提升

就診體驗。門診職員亦可透過掃描相同的二維碼檢索

病人病歷，進一步簡化行政流程。就診後，病人更可

在應用程式上選擇以不同支付渠道繳交診金。

透過採用數碼支付方案和二維碼，診所及醫院能夠

縮短病人診金的結算周期。滙豐早前與Heals合作推

出計劃，鼓勵更多診所及醫院採用數碼支付方案。計

劃以香港為試點市場，並將擴展至新加坡。在此計劃

下，病人可在一個安全和自動化的單一平台取得二維

碼，並以信用卡、電子錢包或其他即時支付渠道繳付

診金，而相關醫療數據亦會保存在同一個二維碼內。

結合生態系統的力量，Heals能夠受益於整個醫療流

程不同階段收集所得的數據。由起初預約、就診直至

付款，每一環節的資料均有助進一步改善用戶體驗。

這些數據不但能簡化門診對賬流程，更可讓以往倚靠

人手進行的繁瑣行政工作自動化。

繼改善病人和門診的體驗，Heals正尋求為保險公司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數據和其透明度對保險公司尤其

重要，應用程式介面 (API) 可無縫連接保險公司和門

診的數據，並建立自動化數據流通機制。門診數據自

動化傳輸至保險公司，能將原本依賴紙本文書的索償

過程數碼化。透過將病人、門診和保險公司三方直接

連繫，API可促進資訊交換，助保險公司推出更切合病

人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在不久的將來，此類客戶端應

用程式更可進一步延伸，為保險業提供推出「白色標

籤」產品的機會，利用數據分析和專業洞察為客戶提

供更廣泛的服務。

為了連繫醫療生態系統的最後一環，Heals平台亦正

將目光放眼於藥廠。Heals Drug是一個連接醫藥分

銷商和私人診所的企業對企業(B2B)平台。日後該平

台將與診所管理軟件連接，讓藥物能夠經中央系統有

效分配到分散的私人診所。診所亦可通過平台監控手

頭上的藥物供應，以便於庫存管理。對分銷商而言，平

台有助它們更準確預測採購量，確保將藥物調配到最

需要的地方。方案推出後，Heals Drug平台將能有效

管理醫藥行業，確保有需要人士能獲得所需藥物和治

療，減輕病人痛苦和拯救生命。

滙豐全力支持Heals實踐願景，創建一個更數碼化和

具凝聚力的醫療生態系統，為社會帶來更好的醫療體

驗。展望未來，平台或可進一步涵蓋醫療設備個人融

資，或有利管理營運資金的信用卡計劃，發展前景值

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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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ice
 � 整合原本分散的行業格局，促進急需的增長

 � 自採用Heals平台，接受以醫療保險支付診金的Heals診所軟件用戶佔比在一年內從2% 增加到 13%

 � Heals流動應用程式能將診所從保險公司獲取發還金額的所需時間從三至六個月減至一個月。病人方

面，他們能夠在七天內收到保險賠償，需時較之前的四星期大幅縮短

 � 保險公司的行政成本佔總成本的比例預料將由30% 減至 5%

 � 透過免除不同繁瑣行政工序牽涉的成本和時間，診所能夠節省 26% 營運成本

 � 整體改善病人、門診職員和保險公司的體驗

注：以上數據由Heals Healthcare提供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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