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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隨新政策出台重寫醫療保健標準 
 
 
 

作者： 

新冠肺炎大流行曝露出醫療保健領域系統效率低下，亦證明了遠程醫學的價值遠遠超出僅作為大流行期間的臨

時方案。其採用的核心是一個新興的政策框架，該框架將現時的 Medicare 遠程醫療索償及處方豁免擴展到新

冠肺炎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HE) 之外的情況。 

 

我們相信，遠程醫療的經濟及社會效益正創造一個環境，使有關技術能根深蒂固地滲透到醫療保健各個垂直領

域。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會重點介紹行業參與者為長期採用遠程醫療及虛擬護理服務而作出的不同準備。 

 

關鍵要點 

 

 最近的聯邦立法及政策提案旨在確保遠程醫療在大流行結束後仍能長期使用。 

 

 在不確定政策覆蓋範圍的情況下，遠程醫療及數碼健康公司正在調整其解決方案，以滿足患者需

求，促進達成面對面護理和虛擬護理之間的正確平衡。 

 

 數碼健康產業正在為日益互聯的服務建立基礎，包括藥品交付及診斷能力，我們預期增加行業的

價值提案。 

 

遠程醫療在大流行以外獲得政策支持 

 

為應對新冠肺炎，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制定了短期措施，鼓勵使用遠程醫療。該等措施允許美國聯邦醫療保險

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CMS) 涵蓋遠程醫療服務，讓醫生可使用遠程醫療向患者開出受控藥物。我們亦看到醫

生執照的要求有所放寬，允許醫生透過遠程醫療跨州治療患者。1  主要由於該等短期政策，遠程醫療現時的使

用量比大流行前水平高出 38 倍。2
 

 

現在，患者及供應商已經看到更優化、高效的醫療保健面世，許多人正推動對限制性的現有法規的永久解

決方案。3 為此，我們最近看到了多項努力： 

 

- 47 名兩黨參議員以擴大醫療服務覆蓋範圍、降低成本及改善醫療結果為由，呼籲將擴大覆蓋範圍至

遠程醫療服務的提案納入 2 月份必須通過的法案。4 

- 最近一封由超過 300 個組織簽署的信函，敦促國會建立「通向全面遠程醫療改革的道路」。亞馬

遜、Teladoc、沃爾瑪、Zocdoc 及 Zoom 均是呼籲改革的公司。5
 

 

鑑於外來壓力越來越大，國會最近出台了遠程醫療擴展和評估法案，為一項兩黨法律，旨在將目前的 

Medicare 遠程醫療索償及處方豁免延長至新冠肺炎 PHE 後兩年。該法案亦將允許研究遠程醫療服務對 

Medicare 受益人的影響，為未來的立法提供資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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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平價成為討論核心 

 

盡管放寬遠程醫療使用的長期法規得到兩黨支持，但對於如何具體實施有關法規仍存在爭議。討論的核心是

支付平價，這將要求保險公司以相同的費用水平為遠程醫療及面對面服務作出賠償。7
 

 

有幾個因素可以解釋支付平價背後的邏輯，以及何謂適用的情況。例如，在部分情況下，遠程醫療並非患者

的適當選擇，因為遠程醫療無法確保相同的護理水平。8 譬如部分患者的情況需要全面的親身檢查以制定診

斷或治療計劃。另一方面，全面立法限制支付平價的可能會減少醫生使用遠程醫療的誘因，因為醫生每次會

診的收入會有所減少。9（見：遠程醫療和數碼健康正在跨越鴻溝，了解遠程醫療如何符合 CMS 設定的價值

為本優次事項的更多詳情）。 

 

在國會研究長期遠程醫療立法細節的同時，私營保險公司認識到遠程和數碼醫療的價值，並正在迅速採取行動，

使客戶得以長期享用遠程醫療。Anthem、UnitedHealthcare、信諾和 CVS Health 旗下的 Aetna 現在都為僱

主提供虛擬初級保健計劃。10 信諾透過最近收購的遠程醫療平台 MDLive 進行了一項研究，衡量無障礙遠程醫

療的影響。有關報告顯示，看過虛擬醫療提供者的患者到急症室就診或需要緊急護理的次數減少了 19%。研

究參與者亦發現遠程醫療與面對面護理服務相比有大幅折扣：11
 

 

虛擬專家問診的平均費用比平均水平

低 120 美元。 

非緊急虛擬問診的平均費用比

面對面問診少 93 美元。 

虛擬緊急護理預約平均比到緊

急護理診所就診少 141 美元。 

資料來源：Minemyer,P.（2022 年 1 月 21 日）。信諾研究：虛擬醫療護理可減少不必要的急診和緊急護理就診 19%。

Fierce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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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醫療為患者和醫療提供者提供靈活性 

 

在我們看來，最有可能實現增長的公司將能夠在虛擬護理和面對面護理之間取得及爭取適當的平衡。我們認

為，遠程醫療的三大細分市場——虛擬基層醫療、虛擬慢性醫療及虛擬心理健康護理——將迎來顯著增長，

因為行業領先企業將根據這些特定的使用案例調製他們的服務。 

 

虛擬基層醫療包括由持牌專業人員提供的日常保健。服務包括家庭醫學、普通內科、普通兒科及婦產科。12 

在適當的情況下，醫療提供者與專家協調，混合提供遠程醫療和面對面護理服務。13 隨著虛擬基層醫療領域

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行業參與者最好能找到使自己脱穎而出的方法。最近，亞馬遜和 Teladoc 透過近期的合

作，為非緊急問診提供亞馬遜 Alexa 支援的語音諮詢服務。14 另一方面，Anthem 正利用人工智能支持的建模

及數據分析來建立每名患者的個性化護理計劃。15
 

 

虛擬慢性醫療管理需要對患有糖尿病、充血性心力衰竭及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等慢性病的患者進行持續

護理。CMS 報告指，整體 Medicare 支出有 93%來自三分之二患有多種慢性病的 Medicare 受益人。16 虛擬

慢性醫療管理目前比任何其他遠程醫療的細分市場都更大，提供了一個獨特機會充分善用遠程病人監察。遠

程測量生命體徵並自動向醫生報告的新技術面世，將是為患者提供更全面護理的關鍵。為全面推廣數碼健康

的使用，有關行業應效仿糖尿病監測所取得的成功，即當生命體徵被認為超出正常範圍時，會自動向患者分

發藥物。 

 

虛擬心理健康護理是遠程醫療中增長最快的細分市場。其目前佔 Teladoc 年收入的 40%，該公司估計到 

2024 年，複合年均增長率 (CAGR) 將達到 30-40%。17 據估計，全球約有 11% 的人口（約 8 億人）患有心

理健康問題。18 隨着有關領域不斷發展，加上接受程度上升，我們預計那些專注於展示虛擬心理健康益處臨

床證據的行業參與者將會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各個心理健康領域的整合亦有望提供一個包括治療、精神護理

及冥想等在內的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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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遠程醫療進行的前五大診斷 
資料來源：Fair Health.(n.d.)「月度遠程醫療區域追踪」(“Monthly Telehealth Regional Tracker”)：Fair 

Health.「月度遠程醫療區域追踪」(“Monthly Telehealth Regional Tracker”)|FAIR Health.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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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提供者發現遠程醫療及數碼健康的共同點 

各個醫療垂直領域的融合有助擴大遠程醫療的價值提案。例如，醫療保健行業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尋求提高

用藥依從性的方法。現在，遠程醫療與綜合藥房服務給相關行業帶來新希望，直接面對消費者 (DTC) 的藥店

與遠程醫療平台合作或推出自己的遠程醫療平台。19 這一轉變預計將有助促進藥物分配，為醫生提供更清晰

的依從性視圖。在美國，未按處方服藥的患者可能佔治療失敗個案的 50%，佔每年住院人數的 25%。20 這意

味著美國每年要花費 1,000 億美元。21
 

 

整個醫療行業的融合亦有助鞏固技術並推動長期需求。最近的例子包括診斷公司進入遠程醫療領域，如 

23andMe 收購 Lemonaid，22 以及醫療保健 IT 公司為患者和醫生提供更全面的數據選項。甲骨文收購電子

病歷 (EHR) 提供商 Cerner 就是後者的典型例子。甲骨文是最大的臨床試驗軟件提供商之一，提供臨床試驗

管理系統及臨床試驗隨機化解決方案。微軟亦宣佈與 Cerner 建立合作關係，這將允許患者及醫療提供者安

排及進行虛擬就診，並通過微軟團隊取得有關患者的 EHR。23
 

 

 

結論 

 

我們認為，遠程醫療及數碼健康行業具有巨大的長期增長潛力。行業參與者正在等待政策框架趕上虛擬醫療

在後大流行世界中帶來的顛覆性前景。同時，他們繼續努力使早已承諾的價值為本及以患者為中心的模式成

為現實。 

數字碼健康領域值得關注的併購項目 

Teladoc 以 185 億美元收購 Livongo 

Teladoc 於 2020 年收購了 Livongo，鞏固了他們在慢性護

理管理領域的地位。Livongo 提供了一項計劃，允許糖尿病

患者與註冊糖尿病教育者分享血糖水平。該計劃會在緊急情

況下實時提醒註冊糖尿病教育者及患者的家人。 

Ginger 與 Headspace 的 30 億美元合併 

合併後的公司利用  Headspace 的冥想及靜觀服務以及 

Ginger 的遠程治療服務。這個獨特的定位使他們能夠為患者

和僱主提供全面的體驗。 

23andMe 以 4 億美元收購 Lemonaid 

Lemonaid 有望使 23andMe 擴大其作為直接面對消費者平

台的地位，在該平台中，患者可使用遠程醫療、藥品和診斷

服務。 

BestBuy 以 4 億美元收購 Current Health 

藉助 Current Health 的遠程監控平台，Best Buy 希望創建

一個「為客戶提供所有醫療保健需求的全方位醫療生態系

統」。Current Health 提供了一個利用專有的可穿戴技術以

收集數據的中心，並將有關數據整合到患者的電子病歷中。

Best Buy 有機會利用其技術及零售經驗，推出有針對性的可

穿戴設備。 

甲骨文以 280 億美元收購 Cerner 
甲骨文可利用 Cerner 的電子病歷 (EHR) 功能，為臨床試驗

及患者就診提供更全面的軟件，實現遠程醫療就診。 

資料來源：Landi, H.（2021 年 11 月 29 日）。Best Buy 斥資 4 億美元收購 Current Health，加強健康戰略 (Best Buy Shelled Out $400m 

for Current Health as it Ramps Up Health Strategy.) Fierce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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