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Dispense®  
藥品智能管理系統

簡而易用的藥品與庫存管理必備之選



medDispense® 的優勢：
安全的 24/7 全天候存取，
直觀、易用的軟體，
可視需求配置的模組化系統，
比典型系統更實惠，
快速、靈敏的服務和支援。

易於部署， 
易於使用，甚至  
更節省您的預算。

TouchPoint Medical 的自動分配系統可簡化庫存和藥物管理、提高效率並幫助改善患者和照護者體
驗。medDispense® 系統為不同規模的急診和專科護理機構提供安全性、簡潔性、經濟性和支援的完
美結合。





選擇藥物

選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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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使用者介面可以很快
上手且易於操作——節省時間，讓您專注於患
者護理。該系統可以保護您的藥物和用品，並
與幾乎所有符合 HL7 標準的醫院資訊系統無
縫整合，同時自動擷取分配、使用和計費資訊。

（符合所有 HIPAA 要求並完全符合 ODBC 標準，可與 Crystal Reports 結合
使用。）

簡潔性優勢

第一次操作很容易。



•    大多數使用者可以在 10 至 15 分鐘內完成全
部訓練。

•    更快的存取和自動販賣時間減少了在 ADC 
的時間。

•    遠端功能幫助護士節省時間。
•    軟體運行快速可靠。
•    觸控螢幕介面易於理解。 
•    提供快速的系統部署和安裝

易於使用的軟體如何提高效率並幫助
護士採用？

分配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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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數量



簡單，特定，解決方案 
medDispense® 系統可根據不同醫療機構的特定需求和預算進行擴充。配置可包括基本裝置、
輔助裝置、配件和軟體。我們的解決方案可針對不同護理環境進行擴充，包括：長期護理機構、
住院治療中心、小型和大型醫院。 

Base 45（帶輔助用品櫃）四門用品塔雙門組合塔 Base 72 組合塔 Base 25 小型櫃（帶用
品塔）

提供單寬和雙寬鎖定抽屜。

medDispense® 系統提供自動分配解決方案
的安全性和可用性，而沒有增加成本和復雜性
的其他華而不實的功能。

由於該系統提供與大多數操作軟體的完全連
接和整合，因此在分配時立即擷取藥物使用和
成本，從而簡化操作並改進報銷。

經濟性優勢



Base 72（帶輔助用品櫃） Base 45（帶 Narc 存放） 用品塔

•    不需要長期聯絡
•   符合您需求的模組化系統
•    透過簡單訓練進行輕鬆部署。
•    單一、專用藥櫃可減少不必要的錯誤。 

•    24/7 全天候支援，可減少停機時間。
•    不為永遠不會用到的額外功能付費。

medDispense® 如何提供為醫療管理
提供一種實惠的替代方式？

輔助櫃



利用新的 TouchPoint Medical™ NurSync™ 軟體，
臨床醫師可以從任何授權的工作站快速、安全地
選擇和遠端排列患者藥物。現在，臨床醫師已加強
對藥物管理程序的控制，不再需要多次往返或處
理耗時的 ADC 線路，從而為患者提供更多的護理
時間。

medDispense® 系統可解決醫療界的需求，為
提供安全、全天候獲取藥物的問題提供經濟實
惠的解決方案。該系統價格合理，比其他系統
便宜約三分之一，是小型機構的單一安裝以及
大型醫院的多次佈置的理想解決方案。

機構優勢

•    透過減少錯誤來改善患者護理。
•    直觀的軟體可提高護士採用率。 
•    以諸如 

TouchPoint Medical™ NurSyncTM 等功能提升照
護者效率。

medDispense® 如何改善您醫院的藥
物遞送程序？

PATIENT 1

REMOTELY QUEUE 
PATIENTS FROM 
YOUR APPROVED 
WORKSTATION 

TYPICAL PROCEDURE 

PROCEDURE WITH METRO NURSYNC™

ELIMINATE MULTIPLE 
TRIPS TO THE ADC 

NO WAITING 
IN LINES AT 
THE ADC

PRELOAD 
MEDICATIONS 
FOR ALL 
PATIENTS

PATIENT 2 PATIENT 3



長期利益可帶來長期節省。

medDispense® 系統採用我們的遠端數位授權
軟體，該軟體為藥劑師提供 24/7 全天候安全
保障，不需要在現場的情況下對長期護理機構
中的藥物進行控制。他們因此能夠更高效地工
作、產生更強的投資回報率，並從幾乎所有地
方改善患者護理。

•    增加現場可用的藥物。
•    機構可以安全、輕鬆地 24/7 全天候管理藥

物。
•    遠端授權確保受控物質符合法規要求。
•    透過減少錯誤來改善患者護理。
•    減少執行統計。
•    軟體提供遠端報告和庫存警報。

medDispense® 如何改善長期護理機
構的藥物遞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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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您的投資太重要...

TouchPoint Medical 理解正常運行時間對於
維持臨床醫師的效率有多麼重要。因此，我們
專門設計了服務計劃來幫助您做到這一點。

惟 TouchPoint Medical 能像我們一樣了
解我們的產品，細化到每個螺栓和螺釘。惟 
TouchPoint Medical 為您提供原廠授權的零
件專門用於您的設備。您的投資太重要，而不
能與其他人一起冒險。

支援優勢



設計和佈局 安裝和部署 持續支援 延長保固 升級和改造

TouchPoint  
Medical™ Advance

TouchPoint  
Medical™ Care

您關注的重點應該是您的
患者，而不是您的
軟體...透過對我們
技術支援資源的進
階存取，您可以放心
地使用最新的錯誤
修正和修補程式不斷
更新系統。這是一項無
與倫比的優勢。 

時間就是金錢…  
TouchPoint Medical 打
造了一個無縫程序，
旨在讓您盡快啟動並
運行。經認證的技術人
員和專業支援可確保正
確安裝所有關鍵組件並訓練您的
工作人員。 

TouchPoint Medical 理解自動分配對貴機構的重
要性。因此，我們專門設計了服務計劃來幫助您。

快速，靈敏，週到的服務。 
TouchPoint Medical 致力於打造最佳的客戶體驗。無論您擁有一台設
備還是幾百台設備，我們都理解每個組件對您的醫院來說有多麼重
要。TouchPoint Medical 擁有豐富的知識、工具和實踐經驗，可以解決您的
服務需求並保護您的技術投資。

有疑問嗎？ 
客戶支援：  
1-800-947-3901
www.touchpointmed.com

TouchPoint Medical™ ESPSM

藉由我們的增強服務計劃保護您
的投資， 



產品 Base 25 小型用品櫃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2.87 英吋
  （高）56 英吋 
鍵盤高度 = 42.5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8.08 公分
  （高）142.24 公分
鍵盤高度 = 107.95 公分

重量 233 磅 106 公斤
資料要求 標準 RJ45 網路插座（5 類佈線 - 8 線，4 對
電源要求 120 伏交流，最小 10 安培插座（首選紅色插頭）。 

可配置為 230 伏交流，最小 5 安培服務，使用 IEC-320 C13 型電線組件。
說明 Base 25 小型用品櫃頂部具有 25 個標準抽屜，底部有 1.5 立方英呎（0.04 

立方公尺）的大存放空間。每個抽屜可配置為存放多達六種不同的基本儲
備藥物或一種麻醉劑（出於安全目的）。

產品 Base 45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2.87 英吋
  （高）56 英吋
鍵盤高度 = 42.5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8.08 公分
  （高）142.24 公分
鍵盤高度 = 107.95 公分

重量 308 磅 140 公斤
資料要求 標準 RJ45 網路插座（5 類佈線 - 8 線，4 對
電源要求 120 伏交流，最小 10 安培插座（首選紅色插頭）。 

可配置為 230 伏交流，最小 5 安培服務，使用 IEC-320 C13 型電線組件。
說明 Base 45 裝置包含 45 個標準抽屜。每個抽屜可配置為存放多達六種不同

的基本儲備藥物或一種麻醉劑（出於安全目的）。

產品 Base 用品櫃雙門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2.87 英吋
  （高）56 英吋 
鍵盤高度 = 42.5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8.08 公分
  （高）142.24 公分
鍵盤高度 = 107.95 公分

重量 239 磅 108 公斤
資料要求 標準 RJ45 網路插座（5 類佈線 - 8 線，4 對
電源要求 120 伏交流，最小 10 安培插座（首選紅色插頭）。 

可配置為 230 伏交流，最小 5 安培服務，使用 IEC-320 C13 型電線組件。
說明 Base 25 小型用品櫃雙門帶 4 個滑動架，具有 3 立方英呎（0.08 立方公

尺）的大容量存放空間。 

基本裝置



產品 控制器裝置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18.5 英吋
  （高）26.25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46.99 公分
  （高）66.67 公分

重量 74 磅 33 公斤
說明 可用於操作任何輔助裝置。

產品 組合塔
裝置尺寸 頂部用品櫃：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67.75 英吋

頂部用品櫃：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172.08 公分

重量 355 磅 161 公斤
資料要求 不需要（直接連接到基本裝置）
電源要求 無需外部電源（基本裝置供電）
說明 組合塔底部有 45 個抽屜，抽屜尺寸與基本裝置 45 相同。頂部 4 架用

品櫃具有 5.6 立方英呎（0.16 立方公尺）的存放容量。

產品 雙門用品塔
裝置尺寸 頂部用品櫃：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67.75 英吋

頂部用品櫃：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172.08 公分

重量 203 磅 92 公斤
資料要求 不需要（直接連接到基本裝置）
電源要求 無需外部電源（基本裝置供電）
說明 用品塔具有頂門和底門以及六個滑動架，存放容量為 11.2 立方英呎

（0.32 立方公尺）。

產品 Base 72
裝置尺寸 英制

  （寬）32.25 英吋
  （深）22.87 英吋
  （高）56 英吋
 鍵盤高度 = 42.5 英吋

公制
  （寬）81.91 公分
  （深）58.08 公分
  （高）142.24 公分
鍵盤高度 = 107.95 公分

重量 442 磅 200 公斤
資料要求 標準 RJ45 網路插座（5 類佈線 - 8 線，4 對
電源要求 120 伏交流，最小 10 安培插座（首選紅色插頭）。 

可配置為 230 伏交流，最小 5 安培服務，使用 IEC-320 C13 型電線組件。

說明 Base 72 裝置包含 72 個標準抽屜。每個抽屜可配置為存放多達六種不
同的基本儲備藥物或一種麻醉劑（出於安全目的）。

輔助設備



產品 輔助用品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37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93.98 公分

重量 157 磅 70 公斤
說明 5.6 立方英呎（0.16 立方公尺）的擱置大空間。

 
 

產品 輔助櫃
裝置尺寸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37 英吋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93.98 公分

重量  256 磅  116 公斤
說明 帶 45 個抽屜的櫥櫃與基本裝置結合使用。

 

產品 雙門組合塔
裝置尺寸 頂部用品櫃：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67.75 英吋

頂部用品櫃：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172.08 公分

重量 355 磅 161 公斤
資料要求 不需要（直接連接到基本裝置）
電源要求 無需外部電源（基本裝置供電）
說明 組合塔底部有 45 個抽屜，抽屜尺寸與基本裝置 45 相同。頂部雙門/四

架用品櫃具有 5.6 立方英呎（0.16 立方公尺）的存放容量。

產品 四門用品塔
裝置尺寸 頂部用品櫃：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67.75 英吋

頂部用品櫃：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172.08 公分

重量 204 磅 93 公斤
資料要求 不需要（直接連接到基本裝置）
電源要求 無需外部電源（基本裝置供電）
說明 用品塔具有 2 個頂門和 2 個底門以及六個滑動架，存放容量為 11.2 立

方英呎（0.32 立方公尺）。

產品 Narc 存放
裝置尺寸 頂部用品櫃：

英制
 （寬）21.25 英吋
 （深）20.12 英吋
 （高）67.75 英吋

頂部用品櫃：
公制
 （寬）53.97 公分
 （深）51.11 公分
 （高）172.08 公分

重量 210 磅 95.25 公斤
資料要求 不需要（直接連接到基本裝置）
電源要求 無需外部電源（基本裝置供電）
說明 Narc 存放用品塔具有實心頂門和底門以及六個滑動架，存放容量為 

11.2 立方英呎（0.32 立方公尺）。



產品 條碼閱讀器
重量 21.5 盎司 670 克
說明 全向掃描條形碼閱讀器支援一維和二維符號。包括直觀的五點雷射瞄

準，利用 USB、RS-232 和楔形仿真。

 

產品 指紋掃描器
裝置尺寸 英制

  （寬）1.87 英吋
  （深）3.25 英吋
  （高）0.75 英吋

公制
  （寬）4.74 公分
  （深）8.25 公分
  （高）1.9 公分

說明 外形小巧，圖像品質出色。包括加密的指紋資料以及拒絕潛在和偽造
指紋非常適合乾燥、潮濕或粗糙的指紋。

 
 

 

產品 冰箱鎖
裝置尺寸 英制

  （寬）3.62 英吋
  （深）8 英吋
  （高）3 英吋

公制
  （寬）9.2 公分
  （深）20.3 公分
  （高）7.6 公分

重量  3 磅  1.3 公斤
其他 此鎖可透過電纜連接到基本裝置，並連接到客戶提供的冰箱或其他物

品，如櫥櫃。

 
 

產品 標準寬度抽屜
裝置尺寸 英制

  （寬）3.5 英吋
  （深）12 英吋
  （高）2 英吋

公制
  （寬）8.89 公分
  （深）30.48 公分
  （高）5.08 公分

重量 1.40 磅 0.64 公斤

 

產品 雙寬抽屜
裝置尺寸 英制

  （寬）7.5 英吋
  （深）12 英吋
  （高）2 英吋

公制
  （寬）19.05 公分
  （深）30.48 公分
  （高）5.08 公分

重量 2.25 磅 1.02 公斤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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