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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之使用概況與流量多面相分析
楊博欽1

劉雅安1 陳美如2* 施美如3

陳恒順4,5 黃信彰1,2,6

目的：本文分析了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之流量數據。其結果可提供
網站經營者更完整、全面的經營方向，也可供其他專科學會或社會團體作為
借鏡參考。
方法：自2018年12月起，使用「Google Analytics」免費分析工具，植入「台
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進行相關流量數據紀錄，並分析其於2019年1月
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間之相關流量數據。分析項目包含網頁使用者數、瀏覽
量、流量來源、使用設備、及使用者所在區域。
結果：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間，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總使
用者數為169,203人次，每天平均約為464人次。總瀏覽量為1,707,057個瀏覽
量，每天平均約為4,677個瀏覽量。其中，網頁流量來源以搜尋引擎導入之
使用者人次最多，為117,748人次(66.7%)，使用設備以行動裝置者最多，共
84,139人次(49.26%)，使用者所在區域大多數來自台灣(93.39%)，共158,459人
次；其次為美國(2.84%)、香港(1.04%)。
結論：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為一個活躍且使用流量穩定的網站，其使
用人次與瀏覽量會因一些年度的特定事件而增加。持續提供適合行動裝置閱讀
的網頁格式與介面、更積極經營社群媒體以建立推廣家庭醫學制度並增進國人
暸解健康知識，與提供更國際化的資訊內容給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都是未來
努力的方向。
（台灣家醫誌 2020; 30: 141-152） DOI: 10.3966/168232812020093003003
關鍵詞：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網站流量分析

前

言

之制度沿革始於1986年11月24日制定公
佈之《醫療法》[2]，明定專科醫院、
專科診所之負責醫師必須具有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醫學會之發展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之「專

資格。隨後於1986年12月26日公布增訂

科醫師制度概況」[1]，我國專科醫師

之《醫師法》第7-1條[3]規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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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完成專科醫師訓練，並經中央衛生主

網路普及率非常高，根據「財團法人台

管機關甄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醫師證

灣網路資訊中心」的「2019台灣網路報

書」。同法第7-2條（第2項）[3]亦明文

告」[7]，報告中推估全國12歲以上上網

規定：「非領有專科醫師證書者，不得

人數達1,898萬人，而全國上網人數經

使用專科醫師名稱」。自此開始，專科

推估已達2,020萬，整體上網率達 85.6%

醫師在我國成為法定制度[1]。

[7]。台灣的高度網路普及率，改變了人

隨著醫療的分工以及專門化，時

們的生活模式。「2019台灣網路報告」

至今日，根據2010年6月9日修正發布之

亦指出，網路服務需求包含了即時通

《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台灣共

訊、新聞資訊、影音直播、電郵搜尋、

有23個部定專科[4]。每個專科都有各

社群媒體、買東西、繳費付款…等[7]，

自的學會以及官方網頁。學會的官方網
頁可提供民眾一個查詢相關衛生教育資
訊的管道，也提供了一個公告、整合訊
息給訓練醫院、所屬會員及準會員的平
台。
其中，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醫學會在
1986年3月1日成立於高雄醫學院[5]，
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
體，並以促進家庭醫學的研究與發展，
推行家庭醫師專科制度，加強與國際性
家庭醫學團體之交流與聯繫，並提高國
內基層醫療水準為宗旨[5]。爾後，中華
民國家庭醫學醫學會於2000年9月更名為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除了定期舉辦學
術研討會與專科醫師訓練甄審外，台灣
家庭醫學醫學會也致力於承接國民健康
署、疾病管制署、中央健康保險署的各
項計畫，以及推廣家庭醫師制度與全民

包羅萬象。使用網路也不只是年輕世代
的專利，「2019台灣網路報告」中，
2019年台灣55歲以上使用網路的比率約
為72%，較2018年增加了20% [7]。
在這個網路上隨時可搜尋各式各
樣資訊的時代，網路與健康行為已是密
不可分。在台灣，民眾常利用網路來尋
找與健康相關的資訊或是進行預約掛號
[8]，也可以利用手機app來取得即時看診
資訊與醫療院所相關消息[9]，許多醫院
也都用心經營社群媒體，試圖提供民眾
最新的健康資訊[10]。國外曾有研究指
出，約80%的網路使用者曾經用網路搜
尋與健康照護相關的資訊[11]。另外也有
統計指出，在2015年，Google搜尋引擎
約執行了一兆次的關鍵字搜尋，其中5%
的搜尋關鍵字與健康相關[12]。
本文章分析了台灣家庭醫學醫學
會官方網站於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間之流量數據。一個活躍且流量大的網

健保法制相關事宜，並積極與國際性家

站可以快速地傳播消息，也可以讓使用

庭醫學團體交流及聯繫[5]。至今，台灣

者獲得正確且實用的健康資訊與知識。

家庭醫學醫學會於理事會、監事會下設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即是一個活躍且會

有13個工作委員會，會員加上準會員人

員、準會員數眾多的專科學會，因此，

數已近6千人[6]，為國內相當龐大之專科

分析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之流

學會。

量數據非常有價值，其結果可提供網站
經營者更完整、全面的經營方向，也可

台灣的高度網路普及率
隨著科技進步一日千里，台灣的

供其他專科學會或社會團體作為借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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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數與瀏覽量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台

自2018年12月起，使用「Google

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總使用者數為

Analytics」(https://analytics.google.com/

169,203人次，每個月平均約14,100人

analytics/web/?authuser=0)免費分析工

次，每天平均約為464人次。其中，以月

具，植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

為單位，最多使用者數的月份為2019年

網站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

10月份，共有24,205人次，而最少使用

index.htm)進行相關流量數據紀錄，並分

者數的月份為2019年2月份，共計11,582

析其於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之相

人次（圖1）。若以日為單位，單一日

關流量數據。

最多使用者數的日期為108年7月21日，

分析項目包含網頁使用者數

共有1,524人次，第二多使用者數的日期

(users)、瀏覽量(pageviews)、流量來源

為2019年11月25日，共有1,415人次，單

(traffic channel)、使用設備(sessions by

一日最少使用者數的日期為2019年2月5

device)、及使用者所在區域(sessions by

日，共計205人次（圖2）。

country)。

由每日總使用者數分佈圖可知，

其中，使用者數的定義為在此日期

整體而言，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使用數較

範圍內，開始至少一個網頁工作階段的

多，星期六與星期日之使用數較少，除

使用者數。根據預設，一個工作階段會

少數星期六、日使用者數並沒有減少，

在閒置30分鐘後結束，或跨過凌晨12:00

反而比平日增加。

時則算是另一個工作階段[13]。網頁瀏覽

若以總瀏覽量來看，2019年1月1日

量之定義為：其中一個網頁獲得一次瀏

至12月31日間，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

覽即算是一次的瀏覽量，若使用者進入

站總瀏覽量為1,707,057個瀏覽量，每個

網頁中又重新載入，亦算是另一次網路

月平均約142,255個瀏覽量，每天平均約

瀏覽。除了分析於2019年1月1日至12月

為4,677個瀏覽量。其中，以月為單位，

31日間網頁總使用者數(total users)與總瀏

最多瀏覽量的月份為2019年5月份，共有

覽量(total pageviews)，我們也比較了不

179,397個瀏覽量，而最少瀏覽量的月份

同月份之瀏覽量，並進一步分析一週間

為2019年2月份，共計112,945個瀏覽量

不同時段的網頁使用數。

（圖3）。若以日為單位，單一日最多

另外，依照網頁流量來源，將來

瀏覽量的日期為2019年5月28日，共有

源項目分成搜尋引擎導入、直接網站連

11,198個瀏覽量，第二多瀏覽量的日期為

結、其他網站連結、社群媒體連結等項

2019年6月4日，共有10,166個瀏覽量，

目。使用裝置之分析則分成桌機、行動

單一日最少瀏覽量的日期為2019年2月5

裝置、平板電腦，並進一步分析其使用

日，共計898個瀏覽量（圖4）。

之瀏覽器及作業系統。此外，針對使用
者所在之國家地區也有統計分析。

由每日總瀏覽量分佈圖可知，整
體而言，星期一至星期五之瀏覽量亦較
多，星期六與星期日之瀏覽量較少，除

結

果

少數星期六、日瀏覽量並沒有減少，與
使用人次每日總使用者人次分佈圖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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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總使用者數（以月為單位）

圖2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總使用者數（以日為單位）

圖3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總瀏覽量（以月為單位）

圖4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總瀏覽量（以日為單位）

勢大致相同。

2020 Vol.30 No.3

流量來源

若以每小時劃分為一時段，亦可發

依照網頁流量來源，可將來源項

現在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使用

目分成搜尋引擎導入(organic Search)、

者最多的時段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上午9

直接網站連結(direct)、其他網站連結

時至11時，以及星期一至星期五之下午2

(referral)、社群媒體連結(social)等項目。

時至下午4時。每日之清晨1時至上午7時

其中，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之使

間為使用者最少之時段（圖5）。

用者中，由搜尋引擎導入之使用者人次
最多，為117,748人次(66.7%)，其次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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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網站連結，佔50,471人次(28.6%)，其
他網站連結為6.504人次(3.7%)，社群媒
體連結為1,866人次(1.1%)（圖6）。

使用裝置
使用裝置之分析則分成行動裝置
(mobile)、桌上電腦(desktop)、平板電腦
(tablet)。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網站
之使用者中，使用行動裝置者最多，共
84,139人次(49.26%)，其次為使用桌上電
腦者共79,951人次(46.81%)，使用平板
電腦者最少，共6,724人次(3.94%)（圖
7）。進一步分析其使用之作業系統，
發現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之使用者最
多，佔42.89%，其次為使用iOS作業系
統，佔28.51%，再其次為Android系統，
佔24.38%（圖8）。而所有使用者所使
用的瀏覽器中，使用Chrome之瀏覽器者
最多，佔58.47%，其次為使用Safari瀏
覽器，佔25.97%，再其次為使用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佔6.89%。其他作業系
統及瀏覽器使用情形如圖示（圖9）。

使用者所在區域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於2019年
圖5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

1月1日至12月31日間之使用者來自全球

於一週間不同時段的網頁使用者人

各地，依使用者所在區域分析，使用者

數（顏色越深表示該時段之使用者

大多數來自台灣(93.39%)，共158,459人

人數較高）

次；其次為美國(2.84%)，共4,811人次；
第三為香港(1.04%)，共1,772人次；其

圖6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流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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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使用裝置分析

圖8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使用作業系統分析

圖9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使用瀏覽器分析

後依序為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澳
門、加拿大及澳洲…等（圖10），範圍
涵蓋至少85個國家

地區（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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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人次與瀏覽量
根據使用「Google Analytics」紀錄
之「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相
關流量數據，可以發現在2019年1月1日

討

論

至12月31日間，總使用者數為169,203人
次，每個月平均約14,100人次，每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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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使用者所在區域

圖11

2019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頁使用者所在區域（依地理位置，顏色越深表示該地
區之使用者人數較多）

均約為464人次。使用人次大致穩定，每

專業課程積分。此外也可以獲得專業品

個月份都有10,000以上使用人次。單一

質積分及性別議題積分。推測該日之使

日最多瀏覽人次的日期為2019年7月21

用人數上升與參加學術研討會之會員與

日星期日，共有1,524使用人次。該日為

準會員關注交通資訊、節目表與口頭報

2019年度學術研討會舉辦之日期。該學

告及海報展示相關資訊相關。該次會議

術研討會為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之年度

也開放下載行動APP，提供參與人員查

盛事，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可

詢相關資訊[14]。

參加獲得甲類積分，未具家庭醫學科專

流量數據顯示第二多使用者數的日

科醫師資格者亦可獲得更新執業執照之

期為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共有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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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次。2019年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

（電子期刊），透過網站線上回函作答

甄審筆試於2019年11月24日舉行，筆試

亦可獲得積分，因此相關頁面有較多的

部分成績滿分為100分，以滿60分為及

瀏覽量。

格，全為單選選擇題，每題四或五個選

而數據顯示2019年5月份至7月份為

項，共125題，作答時間為2小時[15]。該

瀏覽量較大之月份，推測原因除了2019

考試並於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開放網

年度學術研討會於2019年7月21日舉辦，

路查詢筆試成績。推測該日使用者數增

並陸續於2019年6月開始公告年度學術

加與考生踴躍查詢筆試試題標準答案與

研討會排程與報名事宜相關之外，也與

查詢筆試相關。

2019年度家專訓練醫院認定作業相關。

單一日最少使用者數的日期為2019

2019年度家專訓練醫院認定作業之相關

年2月5日星期二，共計205使用人次。該

雲端系統「醫院自評表」填表權限，自

日適逢農曆春節大年初一，因此該日前

2019年5月8日開放至6月10日[16]。依規

後皆為國定假日（2019年2月2日至2月10

定，該年度所有訓練計畫（含未到期不

日皆為春節連續假日），亦較無訊息之

需實地訪視之醫院），均需繳交醫院自

更新，因此該日前後幾日之使用者數皆

評表，而自評表需進入相關頁面填寫上

明顯少於其他日期月份。

傳大量資料，亦會用到許多瀏覽頁面。

若以總瀏覽量流量數據來看，

單一日最多瀏覽量的日期為2019年5月28

在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間，台灣

日，共有11,198瀏覽量，第二多瀏覽量

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總使用者人次為

的日期為2019年6月4日，共有10,166使

1,707,057個瀏覽量，每個月平均約

用人次，皆在相關雲端系統「醫院自評

142,255個瀏覽量，每天平均約為4,677

表」填表權限期間內。

個瀏覽量，每個月之瀏覽量大致穩定，

另外，單一日最少瀏覽量的日期為

每個月份都有100,000以上之瀏覽量。整

2019年2月5日，與最少瀏覽人次之日期

體而言，全年度瀏覽量最高的頁面為官

相同，與春節連續假日有關。流量數據

網首頁、家醫認定課程查詢頁面、專區

顯示也顯示使用者最多的時段為星期一

登入頁面、教育積分查詢頁面、線上回

至星期五之上午9時至11時，以及星期一

函作答頁面、學會新聞焦點頁面、電子

至星期五之下午2時至下午4時，皆為正

期刊查查詢頁面。推其原因為台灣家庭

常上班時段內。而每日之清晨1時至上午

醫學醫學會行政業務E化且已與網站功

7時間為使用者最少之時段，與正常作

能結合，初步已見成效，比如家庭醫學

息時段吻合，因此若要維護重整網站資

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展延（換新

料，應盡量使用每日之清晨1時至上午

證書），應於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六

7時間之時段，並避免使用上班時間維

年內取得繼續教育積分180點，其中甲類

護重整網站資料，以免造成使用者之不

積分至少142點以上，每年甲乙類積分加

便。

總超過120點者，以120點計。而登入專

此外，依據「Google Analytics」之

區頁面後可查詢個人之積分和可以獲得

分析報表，「新使用者」(new visitor)

積分的課程，參加學會每月定期出版之

之定義為：「在所選日期範圍內，第一

「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通訊繼續教育

次使用者的人數」。在2019年1月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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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間，「新使用者」之比

相關會務報導、學術活動及繼續教育資

例為80.6%，而「回訪使用者」(returning

訊、轉載有關法令規章等最即時的資訊

visitor)之比例為19.4%，可見新使用者之

[18]。

比例為多數。然而，新使用者之認定與

分析使用者之使用裝置，顯示使用

使用者之網域有關，若同一人使用不同

行動裝置者最多，佔 49.26%，大於使用

的手機、不同的桌上型、筆記型電腦分

桌上電腦者的46.81%。隨著行動裝置上

別進入網站，將可能被認為是不同之使

網的普及，提供適合行動裝置閱讀的網

用者。因此，此數據所代表之意義仍需

頁格式與介面也變得重要。而使用者所

進一步探討。

使用的作業系統以Windows為大宗，其
次為使用iOS作業系統與Android系統。
所使用的瀏覽器中以Chrome之瀏覽器者

流量來源、使用裝置與使用者所在區
域

最多，其次為Safari瀏覽器，再其次為

依照網頁流量來源，可以發現「台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這些皆為目前

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由搜尋引

市場上之主流作業系統與瀏覽器，在網

擎導入之使用者人次最多，為117,748人

站提各種資訊甚至影片、檔案時，是否

次(66.7%)，直接網站連結之方式包括

能夠支援各種系統與瀏覽器也需要列入

直接輸入網址，或直接從「我的最愛」

考量。因應使用使用行動裝置的使用者

或「書籤」等儲存連結後直接進入，共

越來越多，目前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也

佔50,471人次(28.6%)，其他網站連結或

使用了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社群媒體連結人次則偏少。直接從「我

Design)，此設計可以改變網頁頁面的佈

的最愛」或「書籤」等儲存連結後直接

局排版，讓使用者在不同的使用裝置、

進入之使用者應皆為常使用之常客。而

不同的螢幕解析度下，都可以非常順利

目前從「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

流暢地瀏覽網站，並達到最佳的視覺體

站之「網站連結」可直接連結至相關家

效果[19]。

庭醫學網站、各醫學會與各地公會、政

依使用者所在區域分析，使用者

府機構、衛生教育網站、各醫學院等網

大多數來自台灣(93.39%)，其次為美國

站[17]。若要增加網站能見度，也可以

(2.84%)，第三為香港(1.04%)，使用者範

考慮商請各醫學會與各地公會、衛生教

圍來自世界各地，涵蓋至少85個國家/地

育網站、各醫學院等網站提供連結至

區，各大洲都有網站的造訪者。由此可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另

知，世界各地都有關心「台灣家庭醫學

外，因應國人使用社群媒體頻率大增，

醫學會」會務資訊的使用者，目前台灣

也可以考慮更積極經營「台灣家庭醫學

家庭醫學醫學會提供了英文的介面，各

醫學會」之社群媒體，以達到更大之曝

重要的活動都有提供英文介紹[20]；除了

光率與可近率。目前台灣家庭醫學醫學

提供的資訊內容需講求更國際化之外，

會也提供學會之會員RSS (really simple

提供更多種語言的使用介面或許也是未

syndication)之訂閱功能，使用者可以透

來努力的方向之一。

過訂閱RSS，配合RSS閱讀器，直接取得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所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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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學會官網之使用概況與流量分析

民眾使用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
站之情形
除了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的會員與

2020 Vol.30 No.3

2. 全國法規資料庫：醫療法。2020年4月21
日，取自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All.aspx?PCode=L0020021

準會員之外，一般民眾也能從「台灣家

3. 全國法規資料庫：醫師法。2020年4月21

庭醫學醫學會」網站獲得資訊。「台灣

日，取自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提供了「民眾專

LawAll.aspx?pcode=L0020001

區」[21]，內容包括了家庭醫師之介紹、

4. 全國法規資料庫：專科醫師分科及

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電子期刊之閱讀下

甄審辦法。2020年4月21日，取自

載，也提供了依不同縣市或輸入姓名、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

診所名查詢家庭醫師的服務。雖然本文

aspx?pcode=l0020028

使用之「Google Analytics」相關流量數

5.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家庭醫學會簡介。

據無法區分使用者中有多少部分為一般

2020年4月21日，取自https://www.tafm.

民眾，但若能有使用者友善的網頁提供

org.tw/ehc-tafm/s/w/org/org_intro

給民眾正確且完整的就醫資訊或衛生教

6.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理事長的話。2020

育常識，對於公共衛生、全民健康及民

年4月21日，取自https://www.tafm.org.tw/

眾家庭醫師觀念之發展也是有所助益

ehc-tafm/s/w/org_ceo/article/f81cd287e8fd4

的。

23996863ff959151568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官方網站為一

7.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台灣

個活躍且使用流量穩定的網站，其使用

網路報告。2020年4月21日，取自https://

人次與瀏覽量會因一些年度的特定事件

report.twnic.tw/2019/assets/download/

而增加。持續提供適合行動裝置閱讀的

TWNIC_TaiwanInternetReport_2019_

網頁格式與介面、更積極經營社群媒體

CH.pdf

以建立推廣家庭醫學制度並增進國人暸

8. Yang PC, Chu FY, Liu HY, et al: Features

解健康知識，與提供更國際化的資訊內

of online hospital appointment systems in

容給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用者都是未來努

Taiwan: a nationwide survey. Int J Environ

力的方向。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 171.
9. Liu HY, Lee WC, Sun YC, et al: Hospital-

誌

謝

owned Apps in Taiwan: nationwide survey.
JMIR Mhealth Uhealth 2018; 6: e22.

感謝研究期間提供相關建議的院內

10. Yang PC, Lee WC, Liu HY, et al: Use

主管同仁及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秘書處

of Facebook by hospitals in Taiwan: a

協助取得分析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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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sage Overview and a Multifaceted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Po-Chin Yang1, Ya-An Liu1, Mei-Ju Chen2, Mei-Ju Shih3, Heng-Shuen Chen4,5,
and Shinn-Jang Hwang1,2,6
Purpos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website traffic data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TAFM) to provide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for website improvement
speciﬁcally for TAFM and generally other associations or social groups.
Methods: We used “Google Analysis” to record the TAFM website trafﬁc data since December,
2018, and analyzed the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2019.
Items analyzed included web user sessions, pageviews, trafﬁc sources, sessions by device, and
sessions by country.
Result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alysis, total web user sessions were 169,203 with a daily average
of 464 sessions. The total pageviews were 1,707,057 with a daily average of 4,677 pageviews.
The most common traffic sources were from organic search, accounting for 66.7% (117,748
times). The most used devices were mobile devices, accounting for 49.26% (84,139 times). Most
of the users were from Taiwan (93.39% or 158,459 users), followed respectively by the U.S.
(2.84%) and Hong-Kong (1.04%).
Conclusion: The TAFM ofﬁcial website is an active website with stable trafﬁc. Increase in user
sessions and pageviews is detected when there are yearly or other special events.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directed to keeping offering reader-friendly webpage formats for mobile devices,
operating social media more actively, and providing mor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for us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as to better familiarize visitors with Taiwan’s family medicine system and
promote citizen’s health knowledge.
(Taiwan J Fam Med 2020; 30: 141-152) DOI: 10.3966/1682328120200930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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