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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隊 資 源 管 理 ( T e a m  R e s o u r c e 

Managemen t ,  TRM)」係指藉由有效運用所有

人員、設備、資訊等資源，來達到最高水準的安

全與效率。此概念起源於航空界組員資源管理

(C 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起因

為1977年及1978年接二連三發生慘痛的飛航事

故，因此美國太空總署展開一系統的檢討，歸納

原因為機組員間溝通、工作分配不清晰、缺乏領

導和決策能力、資深機師常忽視或鄙視年輕機師

意見等，為了改善飛行安全及降低人為錯誤，航

空界自1979年開始推廣組員資源管理 (CRM)訓練

課程。醫療界與航空界有許多相似之處，均為高

度壓力、時間敏感性、員工人數多、需要準確的

資訊來幫助團隊運作、高成本和發生錯誤無法逆

轉的特性，因此醫療界自1994年起開始導入組員

編輯室的話

02

01

資源管理概念，並被廣泛運用於產房、開刀房、

麻醉科及加護病房。

本院自 2 0 0 7年起與中華航空公司合作

導入組員資源管理訓練，並於 2 0 0 8年整合組

員資源管理與美國 Te a m  S T E E P S，發展適

合臺灣醫療界使用的團隊資源管理教材，並

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將團隊資源管理四大核

心模組「領導 ( L e a d e r s h i p )」、「狀況監測

( S i t u a t i o n  M o n i t o r i n g )」、「互助合作 ( M u 

tua l  Suppor t )」、「溝通 (Communica t ion)」

深耕至全院單位，近年來，復原力 ( res i l i ence )

及人因 (human fac to rs )概念漸被重視，期望結

合團隊資源管理，提升病人安全文化並關懷員工

身心健康。

編輯室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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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團隊資源管理，十年走來，越陳越香
品質管理中心

副主任/洪聖惠

持續辦理，自2011年6月至2016年已辦理98梯次訓

練、460名學員完訓、完成急診團隊、加護團隊、

手術麻醉團隊、婦產團隊、透析團隊、病房團隊等

訓練，培訓教師32名(圖二)。

此外，特別辦理本院TRM Logo設計徵選活動，

設立宜珍獎(以茲鼓勵年輕優秀老師)，年度辦理成

果展及各式工作坊等，一路走來，成果豐碩，除鼓

勵同仁參與研發、將成果參與各式品質競賽與國內

外發表，更於2015年榮獲國家品質標章，2016年

勇奪醫策會17屆擬真情境競賽雙金獎之殊榮。

展望

本院推行團隊資源管理具持續性、創新，深度與

廣度，掌握世界趨勢，未來仍會持續努力，積極培訓

新血加入，推動結合復原力(resilience)以及重視人為

因素(human factors)，不斷追求更好，讓TRM的精神

內化、傳承、延續，散播至每個角落。

緣起

積極推動團隊合作訓練為本院特色與驕傲，

自2007年起與中華航空公司合作導入組員資源管理

訓練(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並於

2008年整合組員資源管理與Team STEEPS，以衛

福部病人安全目標，結合國家政策、醫療時事與臨

床案例，發展適合臺灣醫療界使用的團隊資源管理

教材，採小班制雙師教學，積極辦理全員團隊合作

教育訓練。

茁壯

自2009年起，全院各單位陸續展開實務推動，

將團隊合作技巧應用於作業實務當中，廣為應用的

技巧包括:「ISBAR交班」、「I’MSAFE於同仁關懷」，

「Brief之應用」等，此外，鼓勵單位設定「創意TRM

牆面安全指標」。

除持續辦理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及技巧實務推動

外，本院更創新導入團隊資源管理模擬訓練 (TRM 

simulation)，由醫學教育著手，結合團隊合作，利

用擬真情境模擬方式進行訓練，讓同仁藉由演練中

體驗，將團隊合作技巧活用於臨床作業當中(圖一)。

豐收

為達「全員參與TRM之目標」，在課程推廣普

及性與延展性不遺餘力，除高層親身宣誓外，每梯

次的訓練均有單位主管親自參與，成果包括，在課

堂訓練方面，將TRM教育訓練列入新進員工及PGY

醫師必上課程，自2007年至2015年6月已辦理69梯

次教育訓練，超過2000人完訓。在團隊模擬訓練方

面，將TRM模擬訓練列入PGY醫師必上課程，每月

圖一  本院TRM推動歷程

圖二  TRM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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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的團隊資源管理(TRM)成果展，已經於11
月19日圓滿完成(圖一)，雖然時至凜冽的寒冬，卻仍
然沒有澆熄大家對於TRM實作的熱情。此次成果展共
有28隊團隊參與此次成果展競賽及海報展示，再初選
出18個團隊進入競爭激烈的實地評審(圖二)，最後以
急診醫學科-「TRM simulation」、手術室-「改善闌尾
手術預防性抗生素投予之成效」、26病房-「運用TRM
手法於26W之成效」及新竹分院急診醫學科-「提升心
肌梗塞病人緊急照護品質」等4個優良團隊主題勝出，
並於成果展進行口頭發表，展現過去於單位投入TRM
進行溝通改善的成果。今年的成果展我們邀請到高雄

醫學大學蔡淳娟副院長、台大醫院劉越萍醫師、輔英

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周上琳醫師分享TRM實務作法，講
師生動的傳達，再次活化了TRM的精神；此外，呼
應醫策會的政策，將復原力(Resilience)及人為因素
(human factors)的概念加入到TRM教學裡，也讓我們
對於進行TRM的目的都有了嶄新的體會。

本院自 9 6年導入C R M ( C r e w  R e s o u r c e 
Management)，那時即與華航的教師群建立起革命情
感(圖三、圖四)；於100年開始，每年的成果展他們
都不曾缺席，持續給予臨床團隊打氣，也十分肯定我

們對於TRM的投入。歷年來TRM成果展主題範圍十分
多元化，從醫療照護流程、員工關懷到擬真訓練等，

尤其是今年的擬真競賽成果豐碩，急重症一般組及急

重症新人組雙雙榮獲醫策會醫療品質競賽的最高榮譽

「金獎」；而初次參與競賽的小兒組也不負眾望，得

到「最佳潛力獎」，顯示我們已經將TRM觀念深耕於
醫療照護流程中。

為了獎勵積極參與TRM活動，對活動推行及教學
有熱忱及深厚貢獻之優秀同仁，也永遠懷念為TRM努
力付出的葉宜珍護理長，我們於103年於成果展設立
「宜珍獎」(Melody-Yeh Young TRM Teacher Award)
(圖五)，並將其獎項分成個人獎及團體獎，歷年來獲
得此獎項殊榮的同仁們(表一)，持續於TRM領域上貢
獻心力。

TRM的推廣從97年起迄今已近10個寒暑，102年
由麻醉科汪志雄主任設計的logo(圖六)，為我們TRM
的精神象徵，帶給我們的就如同圖示，只要大家手握

手，進行團隊合作，就如同為病人、病家及員工織起

一份安全的保護網，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我們也期

盼運用這樣的團隊教育，能鼓勵更多同仁投入，同時

讓全體員工將TRM觀念落實於日常工作流程。展望未

來，再次感謝TRM老師們的努力耕耘，也希望院內同

仁們能持續樂於工作~從TRM開始!

本期主題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柯彤文

樂於工作~從TRM開始! 105年團隊資源管理(TRM)成果展

圖一 106年TRM成果展 圖二 成果展實地評審

圖五 宜珍獎

圖三 左為台灣虎航熊式清
航務協理

圖四 左為中華航空于卓然
檢定機師

年份 宜珍個人獎 宜珍團體獎

103年  內科加護病房 葉宜珍護理長 內科加護病房

104年  內科加護病房 黃鈺茹護理長 急診醫學科

105年  急診醫學科 黃昭硯醫師 新生兒加護病房

表一 歷屆宜珍獎得獎者

圖六 TRM logo

課堂訓練 TRM講師 模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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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醫學專欄

社區大小事 醫院來共事-
參與汐止區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之經驗分享汐止國泰護理科

督導/蘇億玲

前言

「安全社區」係指一個社區能在社區民眾的共

識下，結合社區內外可獲得的所有資源，共同為減

少各種意外或故意性的傷害、營造更安全的環境、

促進人際和諧、增進每個人身體、心理與社會全面

的安適不斷而努力的運動。因此，「安全社區」不

是對社區已具備了安全特性的描述，而是為營造更

安全的社區而持續不斷努力的運動（白，2011）。

「安全」理念的推動，可以在社區內各個領域

及層面，以各種不同形式及內涵的計畫去推動，例

如：在工作環境可以針對員工的工作安全推動某些

工作安全計畫，在學校可以就校園內的某些易發生

傷害的問題推動校園安全計畫，在住宅社區內可以

推動居家安全計畫，在整體社區大環境底下，可以

推動防災計畫及交通安全計畫⋯等。這樣的計畫，

必須要由跨領域的組織來推動，以求集思廣益；同

時，每個安全促進方案都要有清楚的緣由、方法與

成效評估，這需以傷害監測為依據，故社區共識會

議、社區傷害資料的蒐集、各種安全促進方案的執

行與評估都是推動安全社區計畫的必要工作（台灣

社區安全推廣中心，2016）。

汐止區國際安全社區介紹

汐止早年深受基隆河水患之苦，嚴重影響居民生

命與財產安全，2011年汐止區秀峰社區通過國際安全
社區認證後，持續推行安全社區模式至整個汐止區；

2016年，汐止區公所結合在地警消、衛生、戶政、交
通、學校，及私人社區發展協會、促進會、汐止國泰

醫院、農會、家扶中心等，透過「傷害監測機制」找

到「安全痛點」，全面升級安全，也讓事故傷害率，

從2010年後，持續保持每10萬人17-18人（新北市
平均值每10萬19人以下）。歷時5年推動安全社區計
畫，以「汐止區」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安全社區

認證中心–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成為新北市第一個
安全社區；全球目前有372個認證通過的安全社區，
汐止區是目前全台灣21座安全社區之一。

汐止安全社區計畫包含：居家、休閒運動、道

路、學校、自然災害應變暨防救、用藥與飲食安全及蓄

意性傷害防制等七個工作組，針對社區內所有性別、年

齡及所有環境和情況，規劃安全促進的方案(表一)。

本院參與汐止區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
用藥安全教育及宣導

一、方案緣由

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預計於2017年突破14%
成為「高齡國家（aged country）」（Chen, 2010; 
Lin, Chou, Liang, Peng, & Chen, 2010）。根據健
保資料庫的分析指出，高齡民眾每年的門診次數接近

三十次，其中大約有四成是因為慢性病而長期服藥，

在所有領有慢性病用藥的長者中約有四成的長期慢性

用藥超過四種，更有一成的高齡民眾會長期服用超過

九種以上的慢性用藥（陳，2015）。

2015年4月至9月本院以「社區民眾用藥習慣調
查問卷表」調查汐止區民眾用藥習慣，回收200份，
有效問卷196份，結果顯示：受訪者近五成有慢性
病；當身體不適時62.8%到醫院就醫、 23.5%到診所
求治；76.0%家中有藥物過期；73.0%家中有剩藥。
過去一年內，使用藥物的情形如下：

(一)西藥：67.3%有使用；處方來源醫師佔95.4%，其
中使用藥物種類以降壓藥居多(60.1%)。

(二)中草藥：21.0%有使用；處方來源醫師佔86%，其
中使用藥物種類以補氣/血/腎居多(51.2%)。

(三 )健康食品：67 .3%有使用；處方來源醫師佔
49.2%，其中使用藥物種類以維他命居多(51.5%)。

二、實施對象

社區民眾、學校學生、失能臥床病人主要照顧者。

三、實施時間

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

四、實施方法

(一)為提升社區民眾及學生用藥知能，邀請用藥專家，
實施用藥安全講座計有4場，參加人數共有385
人，課後評值正確率平均為100%。

(二)舉辦志工訓練，招募社區健康促進志工，接受用藥安
全課程訓練，由志工將健康訊息推廣給更多老年人

及民眾，2014至2015年共有111位志工完成訓練。

(三)設置2處健康服務據點，藉以宣導用藥安全，達到
在地老化及活躍老化之目標，結果共7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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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簡志誠副院長（後排右三）、分院李毓芹院長（後排
右二）、林本奚主任（右側蹲者一）、蘇億玲督導

（右側蹲者三）、楊德仁主任（左側蹲者三）參加國

際安全社區再認證授證典禮

圖二   蘇億玲督導（右一）參加地方電視台觀天下論壇

「談醫院在安全社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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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率為60%；以65-74歲者居多；罹患慢性病
經驗以1-2項慢性病者居多。經介入系列課程後，
85%參與者表示較能避免依賴藥物保養身體、整體
生活品質提升者佔88%，總體滿意度達85%。

(四)針對本院居家護理所個案之主要照顧者共計165
位，施以相關措施包括：

1. 因應居家以外籍看護為主要照顧者，故提供外
語版（中英、中印、中越版）藥物說明單張。

2. 居家護理師透過用藥紀錄卡及居家個案藥物統
整表，偕同藥師、醫師，檢視及注意病人用藥情

形，其中有4位個案分別因藥物副作用、用藥不
遵從、不宜磨粉藥物等，建議醫師調整處方後狀

況改善。

3. 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居家護理師以「居家
個案案家用藥安全檢核表」每季進行評核，內容

包括家中藥品有效期限、家中有無剩藥、剩藥的

處理方式，總正確率為96%。

結語

安全社區需要以「社區能力」（communi ty 

capacity）為基礎，社區能力包括存在一個特定社

區內的人力資本、組織資源及社會資本間的互動

（Chaskin, Brown, Venkatesh, & Vidal, 2001）。安全

社區的延續即是汐止區邁向健康城市的一大步，唯有

全面展開安全社區計畫才能永續經營，得以讓社區居

民安心、健康的生活在安全無虞的環境。而醫院投入

社區工作、參與社區關係經營是近年來新興的議題，

醫療服務方式也由被動等待病人主動求醫，轉為主動

積極走入社區。渥太華憲章揭示「重新定位健康服

務」（reorient health service）的行動綱領，期盼醫

療機構自原有疾病診斷與治療，進一步擴增了健康促

進的功能，讓醫療機構成為名副其實的健康照護組織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肩負在其環境與社區中

倡議健康促進與改變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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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促進計畫 改善方案
目標年齡群（男、女）單位：歲

0-4 5-14 15-24 25-64 65↑

居家－

居家環境檢核與改善

老人安全促進

幼兒安全促進

山坡住家環境安全

居家環境評核 ＊ ＊ ＊ ＊ ＊

居家環境改善與消防安全 ＊ ＊ ＊ ＊ ＊

老人防跌教育訓練 ＊ ＊

幼兒居家安全宣導 ＊ ＊

新住民居家安全與照護訓練 ＊ ＊

山坡住家環境監測 ＊ ＊ ＊ ＊ ＊

道路－

道路環境改善

禮讓行人

減少機車事故發生率

避免酒後駕車

騎樓人行道整平及設置人行道專用道 ＊ ＊ ＊ ＊ ＊

道路安全社區教育宣導 ＊ ＊ ＊

騎樓整平計畫 ＊ ＊ ＊ ＊ ＊

實施機、汽車分道行駛 ＊ ＊ ＊

代客叫車及指定駕駛 ＊ ＊ ＊

學校－

安全教育推廣

學校環境安全

學校設備使用安全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 ＊ ＊

建置校園危機處理機制 ＊ ＊ ＊

校園危險點勘查改善及定期維護 ＊ ＊ ＊

發展安全學校計畫 ＊ ＊ ＊

設置安全守護隊 ＊

休閒運動－

促進休閒運動安全

設愛心拐及醫護站

台日合作整修涼亭

製作宣傳標語

改善鄉長里賞荷花池步道

遊憩不安全點改善

休閒步道環境評估與改善 ＊ ＊ ＊ ＊ ＊

學童安全水上活動推廣 ＊ ＊

老人健走促進活動 ＊ ＊ ＊ ＊ ＊

建置安全的健走環境 ＊ ＊ ＊ ＊ ＊

公園、遊樂設施之檢核與改善 ＊ ＊ ＊ ＊ ＊

自然災害應變暨防救－

治山防洪工程

防災講習及演練

市區排水工程維護

颱風應變處理

清疏溝渠安裝抽水機警示燈 ＊ ＊ ＊ ＊ ＊

宣導辦理土石流講習 ＊ ＊ ＊

完成地震預警感知器建置 ＊ ＊ ＊ ＊ ＊

結合學校每年辦理地震避難疏散演練 ＊ ＊ ＊

用藥與飲食安全－

用藥安全教育及宣導

飲食安全教育及宣導

用藥自理者 ＊ ＊ ＊

他人協助用藥者 ＊ ＊ ＊

結合社區長者共餐活動健康講座 ＊ ＊ ＊

設置健康服務據點宣導 ＊ ＊ ＊ ＊ ＊

蓄意性傷害防制－

弱勢族群關懷

婦女及兒童安全

家暴防制

自殺防制

高風險家庭心靈關懷

免費心理諮商門診服務 ＊ ＊ ＊

精神病個案收案管理及訪視 ＊ ＊ ＊ ＊

自殺個案訪視及追蹤管理 ＊ ＊ ＊

社區自殺防制教育訓練 ＊ ＊

新住民生活關懷服務 ＊ ＊ ＊ ＊ ＊

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 ＊

基隆家扶中心協助生活關懷 ＊ ＊ ＊ ＊ ＊

表一 汐止安全社區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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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療劑監測(Therapeutic Drug Monitor，TDM)是針

對治療區間狹窄的藥品，藉由監測其血中濃度作為藥

品療效及副作用評估之依據，亦是藥師提供臨床藥事

服務的必要項目之一。新制醫院評鑑規定TDM必須完

整監測抽血時間、建議報告時效性良好、提供劑量與

頻次調整建議、對TDM建議事項之醫師接受度檢討，

及進行藥品療效之後續追蹤評估等5項。長期以來，

藥師執行此業務時，需先至院內各資訊系統匯整相關

之資料至個人電腦，經評估後，以電話與醫師溝通，

再將建議內容鍵入醫囑系統，其過程繁瑣且耗時，且

容易導致記錄不完整的情況。

系統建立

由藥劑科和資訊部共同研擬及發展”藥師療劑監

測評估系統”，並定期於藥物使用評估小組上報告，

與院內同仁進行溝通及共識。

首先將電腦化醫師醫令系統 (Computer ized 

Physician Order Entry ，CPOE)、護理資訊系統(含

TPR sheet，護理記錄及線上簽核作業)，及檢驗資

訊系統(自動代入相關實驗值與查詢檢體培養報告)之

TDM相關資料，整合於藥事臨床作業下之”療劑監

測評估系統”(圖一)。之後，以療劑監測流程為基礎

架構，區分為「未確認」、「已確認」、「未覆審」

及「已覆審」四階段。當檢驗醫令開出，資料顯示於

「未確認」區；當檢測完成，顯示於「已確認」區；

藥師評估完成，顯示於「未覆審」區；資深藥師覆審

新進藥師建議完成，顯示於「已覆審」區。訂定藥師

抗生素之建議時效小於3小時(180分鐘)。系統於2014

年12月1日上線，將上線前後資料進行分析。

分析與評估

上線前1年 ( 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 之抗生

素評估且建議之件數，共219 件，平均耗時336.2分鐘 

(範圍13-546分鐘) (因未記錄系統時間，故初步以檢

驗值發佈平均時間到藥師下班時間之差值作計算)。上

線後1年 ( 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 之抗生素評估

且建議之件數，共240件，平均耗時168.7分鐘 (範圍

1-641分鐘) (中位數落於126分鐘)。初步達成目標值於

3小時內。再持續追蹤( 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 抗

生素評估且建議之件數，共270件，平均耗時159.3分

鐘 (範圍3-562分鐘) (中位數落於151分鐘) 。持續維持

目標值於3小時內。上線後經宣導，藥師使用之後的

滿意度達99.1%。

此系統除能即時追蹤外，兼具教學功能。藥師評

估完成後，資訊可立即上傳至跨團隊照護平台，提供

所有臨床醫事人員參考(圖二)。

結論

本系統之建置，初步使藥事作業無紙化，提供醫

師即時建議，並連結至HIS系統之跨團隊照護平台呈

現，確保病人用藥安全。

用藥安全專欄

藥劑科

組長/高啟蘭

療劑監測評估系統之成效分析

圖二  iMMIS跨團隊照護平台

圖一  HIS系統/藥物血中濃度監測/
         TDM藥品血中濃度監測記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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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專欄

藥劑科

副主任/陳宥如

衛生福利部藥品安全資訊

茲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5年10至12月

公告的藥品安全資訊，提供全院人員參考。

公告：含nifedipine成分之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
事宜。(105/10/4)

(一)「禁忌症」欄位修訂為：

1.本藥不可用於已知對於nifedipine或其所含任何

賦形劑過敏的病患。

2.本藥不可用於心因性休克(cardiogenic shock)的

病患。

3.本藥不可與rifampicin併用，因酵素的誘導作用

可能會使nifedipine無法達到有效的血中濃度。

(二) 於「警語與注意事項」加刊：

1.含nifedipine成分之速效劑型藥品

(1)Nifedipine對於懷孕與哺乳婦女，惟有當醫師

經過謹慎評估個別風險效益後，且臨床上無其他

藥物可治療或是其他藥物治療無效，才可考慮使

用本品。

(2)研究結果顯示在極少數情況下，具有嚴重阻

塞性冠狀動脈疾病者服用含nifedipine成分之

速效劑型藥品可能會導致心絞痛的發作頻率次

數增多、嚴重程度增加或延長發作時間，甚至

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其作用機轉尚不明確。含

nifedipine成分之速效劑型藥品不建議用於嚴重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clinically significant aortic 

regurgitation)、不穩定心絞痛(unstable angina)

及急性心肌梗塞發病後4週內(during or within 4 

week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raction)的病患。

2.含nifedipine成分之緩釋劑型藥品

本品之外殼並不會在體內被分解，所以可能會在病

人的糞便中看到完整外殼，正因如此該品可能會引

起腸胃道阻塞症狀。在單一案例中，之前無腸胃道

疾病病史的患者亦發生過腸胃道阻塞症狀，故本品

不適用於下列腸胃道疾病之病患如：

( 1 )有 K o c k憩室 (直腸與結腸切除後的迴

腸造口術 ) (Kock  pouch( i l eos tomy a f te r 

proctocolectomy))病患。

(2)有腸胃道阻塞、食道阻塞或腸胃道管腔直徑

縮短病史的病患(History of gastrointestinal (GI) 

obstruction, esophageal obstruction, or any 

decreased lumen diameter of the GI tract)。

(3 )發炎性腸道疾病 ( In f l ammato r y  bowe l 

disease)的病患。

(4)Crohn's disease的病患。

公告：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除
aspirin）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栓劑）劑型處
方藥品中文仿單，加框刊載於仿單起始處_心血管
栓塞事件。(105/10/12)

(一) NSAIDs 藥品會增加發生嚴重心血管栓塞事件之風

險，包括心肌梗塞和中風，且可能為致命的。此

風險可能發生在使用該類藥品的初期，且使用藥

品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

(二) 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之後 14天內禁用本藥。

公告：直接作用型抗C型肝炎病毒藥品安全資訊風

險溝通表。(105/10/28)

直接作用型抗C型肝炎病毒（di rec t -ac t ing 

ant iv i ra ls ,  DAAs）藥品（包含：sofosbuv i r、

sofosbuvir/ledipasvir、asunaprevir、daclatasvir、

dasabuvir、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局（FDA）發布藥品安全溝通訊息，警告現

有或過去曾有B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於接受direct-

acting antiviral(DAA)類藥品治療C型肝炎後，可能發生

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HBV reactivation）之風險。

(一)食品藥物管理署說明之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處方DAA類藥品予所有病人前，均應檢測其

HBsAg和anti-HBc以確認是否現有或曾有B型肝炎

病毒感染；若檢測結果確認感染，則應於用藥前

進一步檢測HBV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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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須處方該類藥品予現有或過去曾有B型肝炎病

毒感染的病人，用藥期間及療程結束後數月內皆

應監測肝炎復發及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相關臨床及

生化表現。

3.提醒病人若出現疲倦、虛弱、食欲不振、噁心

嘔吐、皮膚或眼部黃疸、淺色糞便等嚴重肝功能

異常症狀務必盡速就醫。

公告：含皮質類固醇類注射劑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

相關事宜。(105/11/23)

(一) 所有含皮質類固醇成分之注射劑藥品於「警語及

注意事項」加刊：「曾有文獻報導於硬脊膜外注

射(epidural administration)給予皮質類固醇後發

生罕見但嚴重的神經系統不良反應，包括視力喪

失、中風、癱瘓、死亡等，多數個案發生於懸浮

或緩釋劑型之皮質類固醇類注射劑成分藥品」。

(二) 含有防腐劑之皮質類固醇類藥品於「警語與注意事

項」另加刊：「本產品含有防腐劑成分，不應以椎

管內(intracanal)或硬脊膜外(epidural)注射給藥」。

公告：含mycophenolate成分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

相關事宜。(105/12/23)

(一)  於仿單之起首加刊黑框警語：「由於含

m y c o p h e n o l a t e成分藥品具有胚胎毒性

(embryofetal toxicity)，因此懷孕期間使用該類成

分藥品恐會增加早期流產(first trimester pregnancy 

loss) 及先天性異常(congenital malformations)的

風險。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在開始治療之前必須接

受有關避孕和懷孕計畫的諮詢」。

(二)「禁忌症」加刊：「除非於無適當替代藥品可選

擇的情況下，否則含mycophenolate成分藥品禁

止使用於未使用高度有效避孕方法的育齡女性、

懷孕女性及哺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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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不符合病人或家屬期待致恐嚇醫療人員事件

提醒

除觀察病人外也要注意家屬、訪客行為反應，具

潛在暴力風險的病人、家屬或訪客，應立即採取防範

措施。

案例描述

案例一

A病人發燒住院由兒子陪病照顧，下午6點病人
兒子跑進護理站，拍打桌子及咆哮，不滿母親呼吸喘

沒被照顧好，趁機跑入未上鎖治療準備室，將護理師

逼到牆角，隨手拿起點滴架威脅：「把我媽照顧成這

樣，你是欠揍」。由於病人兒子喝了酒、口氣兇惡，

其他工作人員不敢靠近。病房沒設警民連線或外援求

助鈴，且醫院保全中心電話一直佔線，在事發10分
鐘後電話接通，5分鐘後保全到達病房，A病人兒子
仍情緒激動，不願意放棄對峙，現場人員對於報警意

見分歧，最後在護理長堅持下報警，15分鐘後警察
到達，將病人兒子帶往警察局。

案例二

精神科醫師下午6點至急診室會診全身充滿酒氣
被約束之留觀B病人，案母提到：「昨天他持木棍打
傷她，希望能住院」。會診後，醫師認定病人為酒後

行為，向案母解釋不符合強制住院且酒醒就可回家。

病人母親打電話給病人弟弟，20分鐘後病人弟弟帶
議員來急診，怒氣咆哮要找醫師，議員阻止報警及幫

腔說：「家屬只要住院，你們什們態度」，態度強勢

影響診療。之後醫院公關室報警，警察將病人弟弟及

議員帶離急診室。急診醫師於下午8點向案母確認酒
醒就可讓病人回家，下午9點10分護理師做治療時，
案母從隔壁床病人桌上取得水果刀刺向病人，致左側

氣、血胸，緊急處置後送入手術室。案母由警察帶回

派出所偵訊。

案例三

女兒陪同C病人看神經內科女醫師門診，看診時
病人女兒突然怒氣沖沖，直接跑到醫師面前抓住頭髮

及衣領，質問說：「我媽殘障鑑定是不是你開的，害

我們都不能領津貼」。醫師被突然舉動嚇到來不及反

應，座位後面是牆壁也無法脫身，診間內未設醫療人

員緊急求助鈴，跟診護理師又正在診間外做衛教，直

至護理師回診間才發現醫師被暴力相向。

案例四

精神官能症女D病人前往精神科門診就診，D病
人認為自己病情必需住院治療，但醫師認為尚未達

到住院的地步。D病人不悅，趁醫師輸入就診資料
時，突然拿起椅子砸醫師，醫師避開後，D病人又衝
上前毆打醫師。

建議作法

1. 醫療人員於執行臨床照護時，對於潛在暴力跡象
能有警覺，如：

(1)病人、家屬或訪客疑似或有喝酒情形。

(2)具有暴力行為史、最近有攻擊行為(含言語與身
體威脅)、物質濫用(含毒品、酒精)、精神症狀(如
妄想、敵意) 、知覺感受異常(如瞻妄、幻覺及定
向感異常)、性格衝動、情緒激動等。

(3)高情感表露者(如多有言辭批評、語氣指責、要
求急迫等)。

(4)診療結果不符合病人或家屬期待，特別是罹患
精神病及嚴重疾病病人，有家暴史、精神病史及

久病家屬等。

(5)候診時間過長，或病人接受檢傷分類、被約
束、或執行侵入性治療時。

2. 醫院可分析過往院內暴力事件發生類型、時段及
趨勢，並依此制定暴力防範機制及員工暴力應變

課程，如:支援人力配置及到達時間、如何縮小暴
力混亂範圍⋯等。

3. 可於系統建立需特殊關懷名單，讓掛號人員於掛
號時通知相關人員協助（如保全、社工師），也

讓診療團隊於診療過程提高警覺。

4. 醫療人員遭遇或感覺安全受到威脅時，就應立即
通報求援或報警處理。

5. 當診療結果不符合病人、家屬期待時，醫療人員
應減緩診療腳步耐心傾聽，儘量避免威脅或命令

式字眼，必要時可請社工師協助或介入。

6. 疑似或具潛在暴力風險，照護過程可安排人力陪
同，如：保全、護理師或其他人員等。

7. 醫師進行診療應盡量有人陪同，若陪同人員需離
開則盡量縮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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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的環境防護：

(1)急診室、診間及病房護理站等，於適當地點設
置醫事人員緊急求助鈴按鈕或可於醫療電腦上直

接發送訊息，尋求協助。

(2)管控急診與醫院其他區域的進出管道，應設有
院內保全專線或附近警局連絡電話。

(3)相關治療房室應設有門鎖，人員在進出後可適
當關閉。

(4)診間應設適當通道及退路，以方便醫事人員遇
到危難時可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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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經同意轉載自醫策會『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之   
學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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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 裝置心臟節律器前，應先確認功能無誤，才得供病

人使用。

2. 不可於心臟節律器仍裝置在病人身上時作電池更

換。

案例描述

醫生查房時發現病人身上暫時性心臟節律器

（Temporary Pacemaker，TPM） 低電量顯示(LOW 

BATT)，主護未發現，醫師請其更換電池。護理人員

將病人身上節律器電池更換後，發現節律器未正常發

揮功能且隨即失去電力，病人漸漸失去意識，主護立

即裝回原本取下的舊電池，病人恢復意識，醫師囑重

新更換一組經功能確認正常之節律器。

建議作法

1. 裝置病人暫時性心臟節律器前，醫療人員應事先
測試節律器功能(sense， pace )及電量顯示燈
(low batt)能正常亮燈顯示，且確認電池在有效期
限內。

2. 依醫囑設定暫時性心臟節律器包含心跳速率
(rate)、電量(output)、敏感度(sense)、及模式( 
mode：fix or demand)。

3. 指導病人插入側肢體需做適度活動限制，以免電
極導線移位。

4. 觀察病人組織灌流改善狀況，如意識、血壓、心
臟節律、尿量、皮膚顏色及溫度、脈搏規律、心

音，有無打嗝現象。

5. 每二小時確認電極導線連接無鬆脫、發電功能正
常及電池電力足夠。

6. 當節律器電量顯示燈出現low batt，表示電池電量
不足，應先備妥並確認另一節律器功能正常後，

由醫師協助節律器之更換。

7. 為維護病人安全，更換心臟節律器前：

(1)先將體外節律電擊貼片（multifunction electrode 
pads）接上EKG monitor，並將貼片依指示貼在病
人的胸前。

(2)設定並打開體外節律電擊貼片的功能。關閉連接
在病人身上低電量的暫時性心臟節律器；同時確定

病人安全學習案例專欄

醫策會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工作小組

更換低電力的暫時性心臟節律器導致病人失去意識

體外節律電擊貼片正常運作，在EKG monitor 上可
看到 pacing rate。

(3)解除病人身上低電量的暫時性心臟節律器。接
上功能正常的暫時性心臟節律器並打開使其運作。

(4)關上體外節律電擊貼片的功能。從EKG monitor
上觀察暫時性心臟節律器是否正常運作，依病人的

需求調整設定，確定可看到 spike。

8. 當出現心悸或暈眩、意識改變、心跳速率低於節
律器原設定速率時，應通知醫師評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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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同意轉載自醫策會『台灣病人安全資訊

網』之學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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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藥事作業

本院於 2 0 0 8年起推廣團隊資源管理 ( Te a m 

Resource Management，TRM)，藥劑科跟隨醫院的

腳步，於2010年起全科同仁(包含主管、藥師、行政人

員、作業員及工讀生)，陸續接受團隊資源管理教育訓

練課程，強化團隊合作觀念，目前藥劑科的人員100%

皆接受訓練。本科亦於2011年將TRM實際運用於臨床

工作，包括：事前說明、過程中討論、事後檢討、I'M 

SAFE查檢表、心智共享、ISBAR等技巧及團隊資源管

理持續推動-牆面指標設定。

一、事前說明(brief)、過程中討論(huddle)、

       事後檢討(debrief)

運用事前說明的技巧，於每天早上的集合時間進

行，應用於工作分配、白班及夜班之交接班作業及其

他業務配合事項。過程中討論應用於當有狀況需即刻

處理(例如當機)、或發生藥品異常事件(AER)，由組長

帶領，進行事件之應對處理。事後檢討由組長主持事

件之檢討與改進。

二、I'M SAFE查檢表(圖一)

每天早上的集合時間進行I'MSAFE關懷活動，運

用了I'M SAFE檢查表來「檢視自己狀況」。I'MSAFE

關懷活動也搭配活動動作，以伸展筋骨： I-雙手舉

高；M-雙手比M姿勢；SAFE-雙手打開。每月舉辦

慶生會，給予壽星祝福，讓氛圍變得加倍溫馨。I'M 

SAFE活動，由資深藥師負責帶領，亦可增加同仁參與

度及訓練其領導才能。

團隊資源管理TRM推行成效專欄

藥事作業團隊資源管理運用與成果
藥劑科

副主任/陳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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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智共享(shared mental model)

I'M SAFE關懷活動中可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是提出

問題及意見與大家一起討論和溝通。主管亦會表揚優

良員工，給予愛的鼓勵。2013年更加入「Near Miss

報告」及「醫藥新知討論與分享」。每天公佈前一天

Near Miss的藥品，提醒藥師們容易發生調劑錯誤的藥

品，當調劑到相似藥品時應更加注意。在藥品醫藥新

知討論與分享方面，也應用團隊溝通與合作的三項策

略：事前說明，過程中討論與事後檢視，進行醫藥新

知之討論與分享。

四、ISBAR(Introduction、Situation、Background、   

Assessment、Recommendation)(圖二)

本科應用ISBAR於交接班及藥物使用評估兩方面。
修訂「ISBAR交接班檢核表」，標準化且結構化表單
之異動事項及注意事項，Introduction為交班對象，
指白班/夜班之交班藥師；Situation為主要觀察主題；
Background為交接內容；Assessment為交接內容結
果；Recommendation為建議後續處理措施或方向。
ISBAR亦應用於藥物使用評估及CAD病人用藥使用評估
表。包括藥師跨病房之藥品評估，以及跨科交接-藥師
交接給醫師。CAD病人用藥使用評估表，讓CAD病人
用藥具一致性及連貫性 (Medication Reconciliation)，病
人由入院、加護病房轉入一般病房，至出院帶藥，都由

各階段負責之藥師完成用藥評估。

五、團隊資源管理持續推動-牆面指標設定(圖三)

2012年4月起，開始執行牆面指標。牆面指標內容
包含：藥師調劑錯誤件數、進階用藥指導及特殊藥品衛

教及追蹤件數、藥師發現爭議性處方件數等三大項。

圖一 I'M SAFE活動

圖二  I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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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文化的提昇

病人安全文化調查之正向回答分數，只有「對

壓力的認知」為降低；「團隊合作」、「單位安全風

氣」、「對工作滿意」、「對管理的感受」及「工作

狀況」等構面都大幅度升高。其中以「團隊合作」、

「單位安全風氣」、「對壓力的認知」及「工作生活

平衡」優於同儕(圖五)。

未來展望

推展員工復原力(resilience)提升工作效能

透過復原力課程導入、抒壓技巧推動與單位活動

舉辦，以提升藥劑科工作人員快樂、工作生活平衡、

職場壓力等感受程度。

運用的成果

藥劑科團隊資源管理活動自2010年起開始，天天
都在進行，持續至今(表一)。團隊資源管理策略及技
巧之運用亦多元化。藥事作業團隊資源管理運用與成

果如下(圖四)。

表一 藥劑科歷年團隊資源管理活動

年度 團隊資源管理活動

2010年

7月起，本院推動中高階主管參與

「醫療照護體驗工作坊」種子教師培訓

9月起，藥劑科全科同仁，陸續接受團

隊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2011年

本科開始運用TRM技巧

TRM成果發表競賽-佳作獎

I'M SAFE績優單位

2012年 4月起，開始執行牆面指標

2013年

TRM成果發表競賽-進階組第二名

TRM系列活動-徵文比賽-第二名1名；

佳作2名；教學影片-第二名

I'M SAFE績優單位

2014年

團隊資源管理擬真競賽成果展-優良海

報獎-運用團隊資源管理工具於提升藥

事服務之成效探討-以某醫學中心為例

期刊論文發表-醫療品質雜誌-運用團

隊資源管理工具於提升藥事服務之成

效探討

2015年
2015年團隊資源管理擬真訓練成果展

-海報優選獎

2016年
2016年團隊資源管理模擬訓練成果展

-海報優選獎

圖四  團隊資源管理榮耀

圖五  病人安全文化調查

圖三  牆面指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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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急診

護理長/鄭秀瑮

以TRM手法提升急性冠心症病人緊急照護品質

16

15

前言

ST段上升之急性心肌梗塞(STEMI)有兩種治療模

式，一是緊急冠狀動脈介入術(Primary PCI)，或是

接受靜脈血栓溶解劑。這兩種治療模式都需要在極

短的時間完成評估及治療，而這過程牽涉到病人的疾

病嚴重度、家屬的意願、醫院的設備及人力等各種變

數，需要團隊資源有效管理才能完成任務；本院為提

升急性冠心症病人緊急照護品質，由急診醫學科、心

臟內科、護理科、心導管室、放射線科、檢驗科組成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照護團隊，共同制定「急性冠狀

動脈症候群之處理流程」，以利同仁遵循，以下介紹

團隊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技巧於臨床照護之流程。

執行過程

一、制定「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處理流程」

(Shared Mental Model)

2015年1月由急診醫學科、心臟內科及護理科

共同討論制定「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處理流程」標

準作業規範(圖一)，明確規範上班時間與非上班時間

STEMI之處理流程，並制定「ST波段升高之急性心

肌梗塞病人流程核對表」，以供同仁核對執行並掌握

處置時效(圖二)。

二、符合症狀者啟動團隊(Brief)

病人經檢傷初步判定符合症狀者，須於五分鐘

內完成EKG，判定為疑似STEMI者即啟動團隊，由
急診醫師說明病人狀況並分派團隊成員任務，成員

若有疑問，亦可提出討論。

三、團隊啟動後，依醫囑完成相關檢查 /檢驗 /醫療

處置(Task Assistance/Collaboration) (圖三)

啟動後，團隊成員各司其職通知相關單位協助

完成相關檢驗/檢查項目，並依醫囑執行相關處置：
①放射科協助完成portable CXR；②加護病房調度
床位；③急診護理師依醫囑抽血檢驗(CBC. PT/PTT. 
Bio)、給藥：β-blocker、statin、ACE inhibitor、
Heparin⋯等以及通知心臟內科醫師，完成診斷並與
病人/家屬討論後決定治療方式。

圖一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處理流程

圖二  ST波段升高之急性心肌梗塞病人流程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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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依共享決策後之治療方式做準備(Huddle)

經與病人/家屬共享決策後，向照護團隊說明最
新狀況及治療方式：由心導管室準備心導管介入術

或由急診完成靜脈血栓溶解劑注射。

五、執行PCI/rt-PA處置，安全運送病人至加護病房
並交班(Check Back/ISBAR) (圖四)

醫療團隊執行PCI/rt-PA處置治療須互相確認後

執行，病人治療後，由急診護理人員運送病人至加

護病房，並以ISBAR交班。

圖四  執行PCI/rt-PA處置及雙人覆核，
       並運用ISBAR交班

六、照護流程檢討與回饋(Debrief)

任務完成後，Team Leader與成員就該次照護

流程進行檢討，並適時給予團隊肯定，檢討事項則

列入追蹤。

執行成效

一、ST段上升之急性心肌梗塞病人接受靜脈血栓溶

解劑小於30分鐘比率(非上班時間)

二、S T E M I病人執行P r i m a r y  P C I，D o o r  t o 

balloon time小於90分鐘比率(上班時間)

圖三  依醫囑完成相關檢查/檢驗/醫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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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室

護理長/雷宜芳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非計畫重返手術室之成效探討

前言

醫策會台灣臨床成效指標 (Ta iwan  C l i n ica l 
Performance Indicator; TCPI)中，本院103年度非計
畫重返手術室率0.22%，雖較醫學中心同儕醫院平均
值0.70% 為低，但較102年高出0.06%。指標資料收
集採半資訊化作業，可近性不足。分析103年本院非
計畫重返手術室之個案，發現病人再重返手術室之原

因主要為出血、傷口癒合不佳、術後合併症等，導致

醫療科緊急排刀，病房排刀醫師或護理師無法即時與

手術團隊有效溝通、手術排程中亦未註明重返及其原

因，導致手術室成員在接到個案時，才得知病人重返

手術室之術式或原因，不但對事前備物感到困擾，還

會臨時需要增加人力支援及額外工作量。同時，對再

次重返手術之病人術後也未有明確追蹤機制。故希望

透過有系統的資訊介入，提升資料收集之即時性及準

確性，並運用團隊資源管理及跨團隊整合機制，提升

手術室團隊成員完善周詳的突發緊急應變機制，讓病

人非計畫重返手術室能獲得更完善的醫療照護品質。

改善措施

一、收案流程資訊化

於手術排程系統增設自動化指標收集功能，當

同一位病人住院期間有第二次以上手術排程時，系統

自動警示「計畫或非計畫重返手術室」選項，由主刀

或排刀醫師直接判定，並記錄重返原因。每月由系統

自動化統計，有效節省人力，提升資料收集之即時性

及準確性。

二、資訊化作業宣導

利用手術管理委員會及各科部會議中宣導、張

貼公告及針對醫療科同仁個別告知。

三、回饋機制

將每月指標資料收集彙整，交付各科醫師及其

主任審閱，再提交手術室主任確認是否列入手術室管

理委員會中檢討。

四、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手法

(一)手術前

1.手術團隊事前進行Brief，由控刀護理師與醫療
科或病房護理師交班，針對非計畫重返個案充分

進行討論協調，再與手術室護理師與麻醉科同

仁，事先交班溝通後，充分掌握病人狀態。

2.進行STEP監測及跨團隊ISBAR交班機制：制定
查核與交班規範，提供團隊成員事前備妥手術器

械與醫材、儀器設備之依據、與醫療團隊事先溝

通，了解病人手術之注意事項及防範不良事件再

發生。

(二)手術中

手術過程團隊成員以WHO的手術安全查核表執
行Sign-in、Time-out。

(三)手術後

關傷口之前，團隊成員進行S i g n - o u t以及
Debrief，確保病人安全。後續進行手術全期訪視，
關心及追蹤病人情況。

結果

一、經由流程分析、跨團隊資源管理與整合之措

施介入後，本院104年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率為
0.13%，亦低於醫學中心同儕加權平均值。

二、負責指標收集的單位，節省人工收集及重複核

對資料之人力，由2位改為1位，每月節省10-12小
時的收集、分析、整理報表時間，每年共計節省約

28,800元。

三、將人力運用於執行手術全期訪視，提供手術個

案更完善之身心靈照護。

結論

團隊資源管理的整合與落實，可提高團隊效率，

預防醫療錯誤及異常事件發生。非計畫性重返手術

室，使病人住院天數延長及死亡率增加，更導致醫療

資源的耗用(劉、沈，2011)。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整
合團隊間的溝通、協調與合作，利用查檢機制，輔助

及增進手術室人員臨床判斷與處置能力，並發揮互相

監督之功能。藉由手術全期訪視營造醫病更建全的信

賴關係，提升病人手術安全與照護品質。

參考資料

1. 劉麗珒、沈延盛 (2011)‧南部某醫學中心住院病
人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相關因素初探‧醫療品質，

4(2)，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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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6病房為一般內科病房，病人以癌症腫瘤的疾
病居冠，佔全病房疾病類別的75％，其次為腸胃科
約19％。本病房的病人輸血及使用化學治療相當頻
繁，而此二項治療均為高風險性治療，執行者需更

小心、更注意，才能維護病人安全。

民國100年開始，參加團隊資源管理訓練課程，
從課程中得知團隊合作及有效溝通，能創造更好的執

行力和工作效率。因此開始將團隊資源管理的技巧及

精神，運用在單位內。

應用與成果

一、Brief、Huddle、Debrief
臨床病人有緊急變化，預轉加護病房之時，運

用TRM的Brief, Huddle, Debrief的技巧，藉由影
音效果，拍攝慌張版及就緒版運送病人至加護病房

影片，前後做比較，增進同仁學習動力及能力。另

外，製作轉送重症病人『用物準備核對表』，讓同

仁面對緊急狀況能有依據，可準備物品而不遺漏；

當重症病人要轉送時，負責護理師先預告大家分工

準備運送工具及相關單位的聯絡，若遇到病人有任

何變化隨時可喊暫停，重新再起動運送機制，最後

由主要護理師或醫師進行感謝回饋，並提出疑問加

以澄清及改進，始終抱著下次會更好的理念完成重

症病人運送的使命，因此我們給了此活動一個代名

詞-『第一次轉加護病房就上手』(圖一)。
運用有效溝通的模式5年，運送病人轉加護病房

考核12人次，用物準備完整度達100%，運送病人至
加護單位病人均安全抵達無異常事件。此活動已列

入單位常規，新進人員到單位就職，均需看完慌張

版及就緒版錄影帶，再進行口頭測試。將此方案推

廣至運送A、B級病人送檢查，持續進行備物完整率
及運送病人安全性之監測。

二、I'M Safe
病人安全是重要的，當我們顧及到病人安全的同

時，也想到護理同仁的安全，如何讓人員能更有感到

關懷及照顧，如何讓病人住院期間安全的疾病治癒，

就是讓照護的醫療人員更安全。

100年全院執行I’M Safe活動，單位開始推行，

當時發現單位有群聚發燒的現象，故給予團隊成員適

當休息及治療，充飽電再出發。

護理成員大部分為育齡女子，每個月平均有1-3

天經期不適，在晨會I’M  Safe活動不好意思啟齒，

上班時面有難色的工作，才洞察到生理不適問題，運

團隊資源管理TRM推行成效專欄

二六病房

護理長/阮呂文貞

TRM在26病房的應用成果

用人員關懷的技巧及結合團隊的力量，將生理期不適

檯面化、大眾化，再運用卡通圖案擬人化，公告在特

製佈告欄，讓團隊工作人員適時給予協助及關懷。

另外，也準備愛的呼呼包(圖二)內容有巧克力、

熱飲包、暖暖包及衛生棉，供同仁使用緩解生理不

適；另外在洗手間也貼上笑話緩和心理上的不適。推

行成效良好，每月共發出25份的呼呼包，同仁對愛的

呼呼策略滿意度為90％以上。

三、情境模擬演練(圖三)
品管中心在推動急救情境模擬演練，評估到單位

人員年資淺，面對緊急狀況容易手忙腳亂，主動向品

管中心邀約，讓同仁可參與此項訓練。每月舉辦二梯

次，每次訓練為期3小時，內容包括臨床交班→探視病

患→病情變化→急救過程→事後影片檢討。記憶猶新

在準備第一次情境演練時，品管中心的同仁約4名，事

前準備包含借空病房、相關急救設備、儀器等，原來

是需要如次大費周章耗費人力、時間、心力，只為成

就4位學員的成長。本單位共參加30人次參加，對此活

動感到收穫最多為互相分工合作及有效溝通，其滿意

度為90％以上，進行訓練過的同仁，在實際臨床工作

中遇到病人緊急狀況時，立馬有leader執行分工，各

司及職，隨時觀察及提醒病人變化，充分學以致用，

有效率及安全達到病人及工作人員雙贏的結果。

結論

TRM的學員，不斷在學習團隊資源管理的理念，

使工作運轉能更安全、更強化。26病房落實TRM三部曲

理念『第一次轉加護病房就上手』、『愛的呼呼』、 

『CPR-Similation』，從101年推行至今未曾間斷，而這

三部曲不再是個口號，而是落實在單位的每一位同仁身

上，不好的政策很難說服於人，好的策略會讓人接受度

提高更樂於使用，這就是TRM在26病房所執行的成果。

圖三 情境模擬演練

圖一 第一次轉加護單位就上手 圖二 愛的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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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國內外文獻中指出，罹患阻塞型呼吸中止病

患，如不及時接受有效治療，不僅影響白天工作及

夜間睡眠生活品質，長期下來更引起腦部、心臟和

其他器官傷害，甚至造成日常生活活動中發生不安

全及意外，不容忽視。而目前建議為有效之治療方

式則為夜間佩戴非侵襲性經口鼻陽壓呼吸器、裝置

口內矯正器及接受外科手術。因此本研究想了解病

患是否接受醫師建議進行介入治療的現況以及後續

生活品質改善之滿意情形。

方法

採橫斷性之研究設計，以立意取樣之問卷調

查，進行兩年資料收集。研究對象是至本院接受多

項睡眠生理檢查(AHI>5以上)之病患，發放問卷共

有133 份，扣除無效問卷共為22份，整體之有效問

卷共有111份，本問卷之回收率達83.5%。該問卷內

容設計包括接受醫師建議介入治療後之生活品質調

查、病患滿意度及個人基本資料，量表具有整體信

度Cronbach's α值.842及專家效度。採Likert 式5點

尺度作為計分標準，以SPSS 18.0 統計軟體建檔分

析，使用統計方法有描述性統計、樣本t檢定、推論

性統計ANOVA。

結果

樣本特性為病患男性佔95人(85.59%)，女性
佔16人(14.41%)，平均年齡50.98±11.43歲，身
高168.6±7.20公分，體重79.31±14.41公斤，
BMI身體質量指標27.56±5.01，AHI 呼吸中止指標
35.31±27.71。

在研究中發現受訪個案共有111人，接受建議
進行介入治療中：裝置牙套有5人(4.5%)，手術開
刀有21人 (18.9%)，裝置口鼻陽壓呼吸器有33人
(29.72%)，而其中有52人(46.84%)並未接受醫師建
議進行治療。

問卷結果發現，以各構面進行分析，每構面最

高總分45分，最低總分9分。在日間或晚間症狀改善
構面平均分數為32.22±5.44、在日常活動耐受力包
括(如蹲下、爬樓梯、提重物、跑步、運動)構面平均
分數為27.20±5.39、在人際互動社交生活改善包括
(與家人或朋友同儕間的互動、參與社交活動及培養
興趣嗜好)構面平均分數為31.37±4.83。

因此，以日夜間症狀(精神倦怠、嗜睡、頭痛改

善情形，夜間症狀包括打鼾、呼吸困難、易醒、多

夢)獲得改善之構面的滿意度為最高。其次是人際互

動社交生活活動意願增加，最後則是以日常活動耐

力構面包含操作家務、跑步運動耐力的改善滿意程

度為最低。三種介入治療後生活品質改善並無顯著

差異(P>0.05)。

結論

在AHI(呼吸中止指標值 )呈現異常病患111人

中，願意接受建議進行介入治療者中，裝置牙套者

有5人(4.5%)，接受手術開刀有21人(18.9%)，也僅

只有33人(29.72%)願意接受醫師建議，使用非侵襲

性經口鼻陽壓呼吸器治療。而從國外研究文獻中也

發現，僅20%-32%的病患願意使用呼吸器。

在生活品質改善部分，則以在日間或晚間症狀

改善構面的滿意度為最高。但必須值得關注的，仍

然有高達52人(46.84%)並未接受治療，顯然病患對

疾病所帶來傷害，甚至嚴重影響其他器官功能之認

知有所疑慮，病患不願接受醫師建議進行治療原因

為何？確實是值得再研究探討之議題。

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呼吸胸腔科

呼吸治療師/謝佩伶

阻塞型呼吸中止症接受治療之現況及
生活品質改善調查

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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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腦神經外科泌尿道感染密度管制圖

背景與目的

依據感染管制室調查2013年度泌尿道感染密度

平均為0.44 ，本病房高達0.85 ，經了解發現同年

11月及12月感染密度高達4.03 及3.83 ，感染科別

均為腦神經外科，故成立醫品圈，期望降低病人的泌

尿道感染率。

現況分析

本病房管路以導尿管佔6成為最多，針對留置尿

管、尿管照護注意事項，除了新進人員在職教育，無

常規在職教育推廣，針對病家多使用口頭教學，同仁

說法不一，病家易感到混淆。為瞭解實際照護狀況及

留置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相關認知，擬定20題是非

題，問卷信度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8，內容

效度各題與總和的相關數皆大於0.04。共發放15份

前測試卷，答題正確率：78%。並運用留置尿管照護

現況查檢表，稽核15位同仁，護理人員平均正確率

僅81%，低於平均值項目列入改善重點。

總結腦神經外科病人泌尿道感染密度高

(1.37 )。主要原因包含：(一)護理師認知不足；(二)

護理人員技術不正確；(三)醫生忘記病人有置放尿

管；(四)無明確延遲拔管天數的醫囑；(五)衛教工具

無單一化；(六)缺乏教育訓練。

執行方法

一、制定尿管放置天數登錄板

註明尿管置放及結束日期，放置天數規則（≦3

天綠色，>3天紅色）用紅綠磁鐵呈現，尿管支數最

多的主治醫師特別標示，透過良性競爭，達盡早評估

移除尿管之效。

二、製作留置尿管衛教海報

運用文字及照片，告知留置尿管照護注意事

項，透過海報解決衛教說法不一情形，亦提升病家照

護的相關知識。

三、設計尿管照護口訣

設計簡明好記口訣，『洗-開始前洗手、上-上至

下清潔、內-內至外擦拭、淨-分泌物淨除、洗-結束

後洗手』，提醒同仁正確清潔步驟。

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汐止國泰8A病房

護理師/簡鈺鈴

主任/謝政達

運用跨專業照護降低腦神經外科病人泌尿道感染密度
-橡皮圈

四、辦理教育訓練並納入新人教育訓練計畫

依據資料統計結果進行文獻查證並針對護理師

進行教育訓練，設專用資料夾供新進人員進行教育

訓練。

執行成效

實施後，連續三個月（2014年11月-2015年1

月）泌尿道感染密度由3.92 降至0 ，達到目標。

2015年2月至2016年9月效果維持，如管制圖所見

(圖一)，皆低於一個標準差，維持成效良好，尿管移

除失敗再置入率由15.2%降低至9.3%，顯示拔管評

估正確率亦明顯提升。

抗生素使用成本，比較整年度，節省醫院對於

治療泌尿道感染抗生素使用支出71,019元，下降

57%支出，為醫院大幅減少不必要經費耗損。顯示

運用跨專業方式組成醫品圈，用於改善降低泌尿道

感染密度，為一有效且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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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品病安活動心得交流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陳冠宇

22

21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鼓勵各家醫院透過

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進行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改

善之應用，於2016年9月21日舉辦105年TCPI指標運

用發表會，本院也積極參與投稿作業，共獲得2篇優

秀口頭報告、4篇海報發表殊榮(其中3篇獲選為優秀

海報)(圖一、圖二)。經由此發表會各家醫院同儕齊

聚一堂，彼此分享交流各項優秀品質改善專案，以下

就「14天非計畫再入院」改善主題整理分享。

大林慈濟醫院建立了一系列評估、回饋檢討

機制的14天非計畫再入院系統，以實證醫學為基

礎導入非計畫再住院風險評估量表(Lung Adjuvant 

Cisplatin Evaluation , LACE)，預測病人非計畫再入

院風險，系統自動化評估並設定LACE分數≧10分者

註記為高風險再入院病人，主動於醫囑提醒醫師是否

於病人出院前給予照會及出院準備，以利即時給予相

關住出院衛教及照會，避免病人非計畫再入院。同時

建立三階段個案檢討機制，分別為(1)同儕審查機制

(Peer review)，經由8位醫師審查出院準備後非計畫

醫策會105年臨床成效指標運用發表會
-「14天非計畫再入院」改善主題心得分享

再入院個案，通知病房單位召開團隊檢討會議，檢

視非計畫再入院個案照護及出院準備流程；(2)各醫

療科品質討論會檢討非計畫再入院原因；(3)每季出

院準備委員會監測報告及每年醫品會報告年度監測

概況，落後的醫療科提出改善計畫。

彰化基督教醫院也設立了多項病人出院後追蹤

照護服務及指標監測機制，包含電訪諮詢服務(Call 

in)，針對高風險出院病人主動致電關懷(Call out)服

藥情形、疾病控制及自我照護能力等等，如果病人

情況不穩定，將由相關醫療職類人員(護理、營養、

藥師等)協助介入執行居家訪視。並將14天再入院指

標結合平均住院日及CMI值等數據，下鑽至醫療科及

個別醫師，作為醫師續聘考核監測標準之一。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建立非計畫再入院個案提

醒及病歷資訊整合系統，協助醫師再填寫再入院原

因時，可同時查看病人前次入院前病歷內容，給予

後續評估及處置之參考。並以病房為單位舉辦個案

討論照護品質競賽，增強各科部跨團隊個案討論品

質。最後由科部定期監測數據及設定閾值檢討，提

升自主管理能力。

各家同儕醫院藉由完整的非計畫再入院風險評

估系統、照護流程分析及跨部門合作有效改善非計

畫再入院率。並落實各醫療科定期檢討改善、強化

醫院對住院病人照護及病人出院後遵循醫囑，提升

醫療品質及病人出院後自我照護能力。本院於104年

建置了線上14天再入院系統，由主治醫師回饋填寫

病人再入院的原因，建議未來應可建立風險評估方

法及整合回饋、出院準備介入、各科檢討等機制。

圖一 本院人員踴躍參與投稿

圖二 口頭及海報發表獲得多項獎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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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性通報事件追蹤

【事件一】本館至第二分館院外走道地面不平整事件

(一) 後續追蹤：本館1樓通往二分館間無障礙通路，於
銜接道路斜坡上凹凸不平部分，已於1月初重新鋪設
整理讓坡道更平緩平順(圖三)。

【事件二】本館B1發電機房運轉發生強烈噪音事件，
影響病人及員工安寧

(一) 後續追蹤：

1.發電機房採消音措施，提供相關單位耳塞，以降
低噪音的發生。

2.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0條進行環境噪音
監測，均於安全檢測中。

【事件三】住院病人洗腎交接班事件

(一) 事由：住院病人洗腎前有交接班，但洗腎後大
都是病人先返病房，之後才電話交班，有時超過2小
時；另外，洗腎室有自己的病人洗腎記錄，但沒有輸

入於NIS上，病房護理人員無法清楚了解病人在洗腎
室的狀況。

(二) 後續追蹤：

1.護理部正在進行NIS系統建置交接班系統。宣導
洗腎室即時書寫記錄，最晚須於病人返室後30-60
分鐘內完成，讓病房護理人員也可直接於NIS直接
瞭解病人狀況。

2.取消電話交班，直接看NIS，除非病人有特殊需
交班之醫囑、照護、病情變化。

病安醫品重要訊息揭示專欄

105年度第3季醫品委員會與病安委員會重要決議
品質管理中心

副主任/洪聖惠

105年第3季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及病人安全委員
會重要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追蹤如下。

一、全院性醫病共享決策(SDM)執行規劃

(一)醫病共享決策紀錄單電子化進度追蹤

目前院內政策鼓勵醫師以SDM進行溝通並提供獎
勵，預將「醫病共享決策紀錄單」電子化，並以條碼

掃描進行病人資料歸檔，預計106年2月初上版測試。

(二)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Tool Kit)製作輔導

品管中心預計於106年第一季開始進行臨床科輔
導，協助臨床各科擇要建立SDM輔助工具，如表單、
說明書或影音等；擬於HIS建立SDM工具箱，讓醫師
及其團隊能更方便於住院或門診時對病人及家屬進行

SDM相關輔助工具解說(圖一)。

二、特殊異常事件追蹤

【事件一】新生兒病歷號誤用事件

(一)事由：新生兒出生後於期限內未做姓名變更，導致有
病歷號誤用、身分錯誤之情形，影響處置及病人安全。

(二)後續追蹤：本案經跨團隊討論後，擬定改善方案
如下，自1月16日公告後實施。

1.新生兒資料修改問題

(1)系統邏輯檢核: 掛號病人基本資料設定，病人
生日不能大於初診日。

(2)修訂【S-MAS-0033 病人住院報到辨識規範】。

(3)新生兒資料異動時，需填寫「個人資料異動申請
書」，並須出示雙證件「健保卡」及「兒童健康

手冊」(或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至掛批櫃檯辦理。

2.門診宣導

於兒科門診及2F新生兒報到處張貼宣導海報(圖二)。

3.新生兒辨識

新生兒辨識必須持「健保卡」及「兒童健康手

冊」(若無兒童健康手冊，則可以出生證明或戶
口名簿替代)；若姓名仍為「OOO之男、OOO
之女」，須另詢問家長胎次。

圖一 HIS SDM工具箱

圖二 兒科門診處置室及批掛櫃台宣導海報

圖三 改善前路道不平 圖四 改善後坡道平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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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說明

1.針對兒科急診病人72小時再返診原因分析，在
看診醫師/離院醫師部分：住院醫師R1為28人次
(36.8%)，比例較高。

2.其中有一位兒科急診病人 24小時內以 OHCA方
式返診的個案。

(二)建議

1.針對急診看診輪班的住院醫師進行內部教育。

2.將進行返診原因分析，了解返診大宗原因，進
行介入措施。

3.住院醫師建議可先幫病人預掛門診。如果家屬
因病人病況有所驚慌，可以利用衛教宣導方式，

減少返診機率，提升服務品質。

4.兒科急診病人24小時內以OHCA方式返診的個
案，為Adenovirus引起的Myocarditis。往後如遇
到較虛弱的病人，應先抽血留觀再確認，避免有

類型情況發生。

品質指標報告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陳冠宇

105年度第3季品質指標報告

24

23

品質指標重點事項

追蹤105年第2季指標，追蹤下季數值如下所述：

(1)TCPI指標，RCC-Integ01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呼吸

器脫離成功率，由105年第2季42.9%提升至105年第3

季80.0%；AMI-01到急診10分鐘內完成ECG，由105

年第2季75.9%提升至105年第3季84.4%(2)P4P指標，

P4P-Fstk-05 :病人接受復健評估或治療，由105年第2季

80.0%微幅下降至105年第3季78.9%，將持續觀察。

105年第1季異常指標為P4P指標「P4P-Ped-02:

兒科急診病人72 小時再返診比率」，105年第3季數

值持續高於醫中同儕值，數值為5.3%。

一、P4P-Ped-02:兒科急診病人72 小時再返診比率(圖一)

圖一 P4P-Ped-02:兒科急診病人72 小時再返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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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庫人員備血時，發現乙病人備血血型與自述

血型不符，於9點多打電話至護理站要求重新備血送

驗；B護理師重新抽血，血庫隨後確認血型無誤。

近端原因

一、護理人員沒有確認備血試管上的手寫標籤資料，

誤貼PDA標籤貼紙。

根本原因

一、護理人員在無醫囑情況下預留備血。

二、人員沒有遵照備血作業流程進行。

三、護理人員間無完整交接班。

改善重點及方案

一、計劃(Plan) 

(一)重申標準作業規範，並宣導SOP重要性及必

要性。

(二)定期稽核備血採血程序(尤其該未遵守SOP之

相關人員)

(三)制定特殊情況之備血程序

二、執行(Do)

(一)4/7護長針對備血採血不完整，重申標準作業

規範，請護理人員於晨會上導讀標準作業流程。

(二)預期病人血紅素低，極可能輸血，可於早上

抽血時與值班醫師討論，直接開立備血order，依

據備血流程執行，避免錯誤。

(三)針對血難抽的病人，可以請資深學姊協助。

(四)每月由護長定期稽核單位同仁備血完整性。

三、檢查(Check)

(一)4月份稽核備血完整率共11件，成績100%。

(二)5月份稽核備血完整率共 6件，成績100%。

(三)6月份稽核備血完整率共10件，成績100%。

四、行動(Action)

本病房迄今未再發生相同異常事件。

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成長專欄

105年度第3季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與成長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柯彤文

一、105年度第3季異常事件統計摘述

105第3季異常事件通報件數共為794件。除

藥品處方異常(686件)外，以藥物事件為最多為32

件，其次為管路事件(19件)及跌倒事件(17件)，全

院異常事件統計如圖一，住院異常事件發生率為

0.19%(82/43213)；通報當事人年資多為1-5年，約

佔47.2%(51/108)(未含藥品處方異常案件)；去除

藥品處方異常事件，各職級人員通報比率護理人員

83.3%(90/108)、醫技人員12.0%(13/108)、醫師

4.6%(5/108)(圖二)。TPR外部通報共92件，通報率為

85.2%(TPR外部通報案件不含藥品處方異常事件)。藥

品處方異常事件：指門診、急診和住院之處方問題。

二、異常事件學習與成長-備血標籤錯誤事件

事件簡述

A護理師於凌晨抽血時，預先抽2床病人(甲、乙)
的備血檢體備用，並於試管貼上手寫標籤紙；與白

班進行交班將甲、乙床病人的備血檢體交班給B護理
師，B護理師將2支備血試管放於護士服口袋。醫師於
8點多開立乙病人的備血醫囑，B護理師拿PDA刷乙病
人手圈條碼核對檢驗單列印標籤，從口袋中取出甲病

人備血試管，便直接將PDA標籤貼於試管送至血庫。

圖一 104-105年全院異常事件統計

圖二 104-105年第三季年院內各職級通報率



Patient Safety and H
ealthcare Q

uality B
ulletin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一、PFM評鑑查證方式與經驗分享

醫策會參考JCI Tracer模式及因應全球評鑑發

展趨勢，研發以病人為焦點的查證模式（Pat ient 

Focused Method，簡稱PFM），為使同仁瞭解PFM查

證方式及精神，於7月13日特邀請總院王憲華顧問蒞

院演講，加強同仁落實以「病人為中心」及以「病人

為導向」的醫療照護，提升醫療品質。

二、職場安全研習會

近年來醫院暴力事件頻傳，為加強同仁之緊急應

變能力，於7月15日舉辦「職場安全研習會」，邀請

玄奘大學通識中心林志遠助理教授及急診醫學科林朝

順主任授課，針對醫院暴力事件的預防及應變處理，

講師設計「職場安全三部曲-溝通、叫叫、防衛」課

程，從瞭解病人/家屬需求，進而尊重並發揮同理心，

促進良好醫病溝通以預防暴力事件發生，乃至暴力事

件無法避免發生時，同仁應如何請求支援與自我防衛

(圖一)，課程中講師皆以實際案例作說明及演練，學

員反應課程非常實用，滿意度達94.0%。

三、PDCA 基本概念簡介與案例解析

為強化同仁品質改善概念，於9月7日邀請總院

品管中心洪聖惠副主任蒞院講授PDCA 基本概念，並

提供本院2015年各單位品質改善紀錄作為案例解析

(圖二)，學員表示以單位實際案例解析有助於邏輯思

考，並清楚明瞭自我需再改善加強之處，協助同仁將

品質改善落實於臨床照護。

品質管理中心大紀事專欄

新竹國泰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李佩蓉

新竹國泰品質管理中心105年第3、4季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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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病共享決策簡介

醫策會為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良好溝通，自2015

年起積極推動「醫病共享決策計畫」，為使院內同仁

瞭解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概

念，於9月7日邀請總院品管中心洪聖惠副主任蒞院演

講，並分享總院推動之經驗。

五、團隊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為增強同仁團隊合作概念，提升對病人安全之認

知與組織內病人安全風氣，進而提升臨床醫療照護品

質，於9月23日邀請總院品管中心洪聖惠副主任講授

「團隊資源管理」教育訓練課程，課程以小組遊戲、

影片輔助教學(圖三)，學員反應良好。

推動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活動

一、病人安全週活動

響應醫策會病人安全週活動，於10月11日-21日

在門診候診區發放病人安全響應卡(圖四)，宣導用藥

安全觀念，共回收167張響應卡。

為提升民眾/就醫病人及其照顧者對於用藥安全

觀念，10月間於本院候藥大廳及社區活動中心辦理五

場次宣導講座(圖五)，藥師以有獎徵答方式進行宣導

用藥安全議題，民眾/就醫病人及其照顧者皆踴躍參

與，宣導場次如下表一。

 圖一 職場安全研習會
圖二 PDCA 基本概念簡介

     與案例解析

 圖四 病人安全週活動 圖五 病人安全週宣導講座

 圖三 團隊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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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活動推動成果發表

一、生策會SNQ國家品質標章

眼科團隊以「眼科黃斑部病變整合型醫療照護」

主題獲得國家品質標章認證(圖七)。

二、團隊資源管理活動海報發表

急診/心臟內科跨團隊及加護病房參與總院舉辦

之「團隊資源管理成果發表」，獲得「推行優選獎」

及「海報優選獎」。

二、辦理急救小組演練活動

為提升院內急救品質，增進同仁緊急應變能力，

9月30日及11月18日分別於本館5樓復健科、11樓電
梯口、牙科、15樓營養組前辦理急救小組演練活動(圖
六)，演練成果提報12月份醫品病安委員會檢討改善。

表一 病人安全週宣導講座場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10月11日

(二)
用藥安全宣導

周宜慧

護理師
軍功社區活動中心

10月14日

(五)

三高用藥

安全宣導

呂淑芬

專責

護理師

立功社區活動中心

10月17日

(一)

胃食道逆流

用藥宣導

黃亭瑜

藥師
新竹國泰候藥大廳

10月18日

(二)
用藥安全宣導

王俞傑

醫師
振興社區活動中心

10月25日

(二)

流感疫苗

知多少

陳思琳

藥師
新竹國泰候藥大廳

 圖六 急救小組演練活動

 圖七 榮獲生策會SNQ國家品質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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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執行策略「推行病人用藥整合」，宣導「用藥整

合」之概念，並搭配民眾參與之主題「病人安全我會

"應"(響應、回應、反應)」，推廣民眾主動參與病人安

全活動，於10月3至7日在本館大廳辦理宣導活動「雲

端藥歷諮詢服務」與「民眾講座」。

105年團隊資源管理成果展

為使全體同仁熟悉並能應用團隊合作技巧於臨床

實務與日常工作當中，促進院際學習交流，進而提升

病人安全文化，於11月19日(六)舉辦「105年團隊資

源管理成果展」，邀請醫策會廖熏香副執行長、輔英

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周上琳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醫

學院蔡淳娟副院長、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中心洪聖

惠副主任及國泰綜合醫院推行優秀單位(新竹院區急診

醫學科林朝順主任、26病房阮呂文貞護理長、急診醫

學科黃昭硯醫師及手術室雷宜芳護理長)分享實務經

驗，同時展出多達28張成果海報，並於會中頒發第三

屆宜珍紀念團體獎予兒科加護病房團隊、宜珍個人獎

予診醫學科黃昭硯醫師及優秀指導員獎予診醫學科吳

永隆醫師，以感謝各團隊對本院團隊資源管理推行及

教學之熱忱及深厚貢獻。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推動成果發表

一、2016年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表一)

11月4-5日於福華文教會館舉行，本院共5篇獲選。

品質管理中心大紀事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行政秘書/湯佩倫

總院品質管理中心105年第4季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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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一、院內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系列講座

10月11日邀請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科

周上琳醫師演講，主題：提升職場復原力。

11月28日邀請醫策會廖熏香副執行長演講，主

題：職場彈力(Resilience)簡介。

11月25日邀請林口長庚醫院耳鼻喉部李立昂醫

師演講，主題：醫學教育領域的研究設計與論文

撰寫。

12月28日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工部許朝淵主任

演講，主題：醫療儀器警報管理。

二、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訓練課程

依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驗證要求，單位

稽核人員需接受相關訓練，於12月12日舉辦「內部稽

核訓練課程」。

三、醫療儀器維護校驗課程訓練

為培植醫療單位人員具備醫療儀器維護、保養及

校驗基本觀念，並落實實務，確保儀器運作正常、提

高產能，進而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病人安全，於12月12

日舉辦「醫療儀器維護校驗訓練課程」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5年

「醫病共享決策病人安全研討會」

「進行醫病共享決策 ( S h a r e d  D e c i s i o n 

Making,SDM)」列入105年病人安全年度目標執行項

目之一，本院與台北市衛生局合辦，於11月3日辦理

「醫病共享決策病人安全研討會」，以期能夠達到加

強醫療團隊人員對於共享決策的認知，在專家們的案

例分享中，醫護同仁能腦力激盪出照護執行面實作的

想法，同時更加落實病人安全工作，與就醫民眾一起

「逗陣行」!

105年病人安全週活動

國內慢性疾病盛行率和發生率逐年攀高，許多

跨院、跨科別就診民眾經常服用多種藥物，卻忽略

了重複用藥及藥物交互作用所帶來的潛在傷害。有鑑

於此，今年病人安全週配合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

發表方式 論文名稱 作者群

口頭
醫病同心整合雲端藥歷，

提昇用藥安全

陳冠宇、林慶齡、

黃婉翠、陳宥如、

王麗萍、王明聖、

葉朱實、洪聖惠

海報 醫病關係新融合-醫病關係

柯彤文、柯文欽、

吳家麗、洪聖惠、

王拔群

海報

以組合照護模式導入教育訓

練降低使用導尿管病人

泌尿道感染

翁美玲

海報
提升兒科加護病房

微量靜脈輸液給藥正確率

何君萍、黃麗卿、

廖麗婘、郭明娟

海報
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中心

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密度

廖麗婘、童麗錡、

蔡雅惠、郭明娟導

表一 2016年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獲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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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鋒品質管制學術研究基金會第39屆全國金銀獎

品管圈大會

跨團隊「撥雲見藥圈」(主題：醫病同心整合雲
端藥歷，提昇用安全)榮獲先鋒第39屆全國金銀獎品管

圈大會「銀獎」。

三、中衛發展中心第29屆全國團結圈競賽

跨團隊「撥雲見藥圈」(主題：醫病同心整合雲
端藥歷，提昇用安全)榮獲中衛發展中心第29屆全國團

結圈競賽「銅塔獎」。

四、臺灣醫療品質協會2016年醫療品質競賽

跨團隊「檢單圈」(主題：導入智慧化物流管理
系統提升院際轉送效能)榮獲臺灣醫療品質協會2016

年醫療品質競賽屆全國團結圈競賽「金品獎」。

五、醫策會第17屆醫療品質獎(表二)

獎項 單位

系統類卓越中心獎(圖一) 藥劑科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新人組金獎

(圖二)

麻醉科及內科

加護病房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一般組金獎

(圖三)
急診醫學科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兒科組潛力獎
小兒科及兒科

加護病房

表二 醫策會第17屆醫療品質獎獲獎名單

外部認證

一、第二度通過「醫策會美容醫學品質」認證

二、第四度通過「醫策會冠狀動脈疾病照護」認證 

 圖一 藥劑科系統類卓越中心獎

 圖二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新人組金獎

 圖三 擬真情境類急重症照護一般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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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國泰綜合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電話：02-2708-2121 分機 3362-3363 / 電子郵件：QMC@cgh.org.tw

你可以到以下網址找到相關資料http://cghweb/unit/QMC/index.asp

李院長發焜

王拔群  王永成  汪志雄  李豊鯤  李嘉龍  林憲忠  侯家瑋  施威祥  陳小蓮 

陳健驊  康春梅  黃政華  黃婉翠  黃啟宏  曾繁榮  葉宇記  蒲啟明  蔡明松 

賴永智  簡志誠  羅崇杰 （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拔群

洪聖惠

王時傑  沈仲敏  涂天健  陳宥如  康春梅  張馨予  黃啟宏  楊逸菊  葉勳龍 

鄭詠慈  劉致和  蔡明霖 （依姓氏筆畫排序）

洪聖惠  柯彤文  陳冠宇  許瑋庭  湯佩倫  鄭伃洵

許瑋庭

有關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的論文，歡迎投稿下列期刊:
1. 台灣醫院協會http://www.hatw.org.tw/PeriodicalSearch.aspx

2. 中華民國醫療品質協會http://www.ahqroc.org.tw/download.htm

3.  輔仁醫學期刊http://www.mc.fju.edu.tw/document/documentn_2.htm

4. 醫療品質雜誌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5. 醫務管理期刊

6.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期刊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期刊徵文主題:
1.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2. 病人安全醫療照護

3. 實證醫學應用

4. 醫療品質促進

5. 資訊科技應用

6. 病人參與

7. 整合性醫療團隊

國泰病安醫品雜誌 徵稿啟事

您有運用品質改善手法促進醫療品質、病人安全的寶貴經驗嗎？或有新知想與

大家分享！歡迎您賜稿！每一篇文章以頁為單元，篇幅組成可為（1）字數＜

1200字，無圖；（2）字數＜1000字，加1圖（佔200字篇幅）；（3）字數＜

800字，加2圖（佔400字篇幅），或以此為倍數，圖片請用300萬畫素，中文12

號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單行間距。撰寫時請以充實版面為原則，

來稿請寄至品質管理中心QMC@cgh.org.tw  註明：「病安醫品雜誌投稿」。

統計諮詢:
為協助教學論文統計工作，本院臨床預後研究室提供統計諮詢作業；請您於

申請諮詢前填寫『統計諮詢申請單』，以利後續安排諮詢時間。

聯絡人: 臨床預後研究室研究助理-陳雅惠   

連絡電話: 02-27082121-3333   E-mail: pachunwang@cg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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