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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全面品質管理概念的興起，許多

品質管理手法應運而生，其中以PDCA循環運用

最廣，有人稱其為品質管理的基本方法，而品管

圈亦是由其延伸發展出的品管工具，由日本石川

磬博士於1 9 6 2年所創，進而開啟日本的品管圈

活動。品管圈（qual i ty  contro l  c i rc le,  QCC）

是指由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為持續進行服務及工

作品質改善所組成的小團隊，經由自主運作活用

品質理念及手法發揮創造力，以自我啟發、相互

啟發的方式進行活動，使團隊成員能力提升、

自我實現、創造明朗而充滿活力的工作職場，

促進顧客滿意並貢獻社會。品管圈活動為日本

編輯室的話

02

01

企業界帶來巨大利益，獲得很好的成果，目前全球

已有近百個國家開展品管圈活動。

而本院在2 0 0 0年就開始進行全院性跨院區

品管圈活動，提供多元的品管工具教育訓練，

讓圈員們集思廣益並運用品管手法進行問題

改善，活動過程中無形培養團隊合作能力，也提

升病安文化之風氣。國泰醫療網全面品質提升競

賽活動(HQIC)已歷經15屆，總院及分院都有亮眼

表現，期盼院內全體員工能將品管觀念深植於日

常工作中，由下而上的進行品質改善活動，效果

持續維持，打造優質的醫療服務品質。

編輯室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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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學術專欄

縮短肺功能檢查室病人候檢時間，
提升顧客滿意度之成效呼吸胸腔科

呼吸治療師/謝佩伶

以比原來增加7個受檢者。

三、將每日排程2個時段，給當日病房緊急病患及

當日門診病患，當日完成增加受檢數可以增加

至少6位。

四、製作執行肺功能檢查的衛教圖片和配合事項，

讓病人熟悉檢查的內容，可儘快即早完成受檢。

五、檢視及修改肺功能檢查的標準作業流程。

六、持續追蹤外部顧客服務滿意度調查

具體成效

一、在門診直接排檢和排程電子化，可以依規劃受檢

時間及控管受檢人數，不但簡化排檢流程，

節省時間，也使病患和家屬不必奔波。排定檢查

日期，更可以讓技術員發揮專業並專心執行檢

查，不被其他預排檢查病患中斷其檢查，進而提

升整體之服務品質。

二、104Ql~Q2肺功能檢查平均等候時間是12-13天，

104Q3開始實施對策，104Q4肺功能檢查平均等

候時間縮短為7.27天，105Q1-Q2肺功能檢查平

均等候時間則縮短為5.22~6.23天(圖一)，進步率

為53.8%。

三、經外部顧客服務滿意度調查，改善前肺功能檢查

候檢時間之滿意度為75%，經過積極對策實施後

9個月，改善後顧客服務整體之滿意度提升

為95%，進步率為26%。

前言

目前醫療環境競爭激烈，各醫院均以提升病人

服務品質為目標，在各項服務品質指標中，病人感受

最直接的就是「等候時間」。病人從入院開始就必須

等掛號、等門診、等檢查、等抽血、等領藥等。病人

就醫滿意度下降，負面情緒的反應，直接影響醫病關

係。為了提升本院肺功能檢查室顧客服務品質及滿意

度，因此進行等候時間改善之案。如何有效縮短病人

等候受檢時間，為本專案改善之目的。

現況分析

肺功能檢查室配置有獨立空間、壹台肺功能檢

查機器、壹位執行檢查之呯吸治療師。服務接受全院

(門診、病房)肺功能檢查的病人，檢查種類包括簡易

肺功能檢查(Pulmonary function test screening)、

標準型肺功能檢查(Standard Pulmonary function 

test)、支氣管擴張試驗(Bronchodilator Test)、一氧

化氮瀰散試驗 (D i f fus ing  capac i ty  fo r  carbon 

monox ide  ,DLCO)。依據檢查項目不同，而需要不

同的檢查時間(30分鐘、40分鐘及60分鐘)，同時也

必須考量病人之個別性以及配合程度，方可順利完成

檢查。因此著手收集104Q1~Q4肺功能檢查受檢

人數與等候時間；肺功能檢查之受檢人數每季

約678人~780人，肺功能檢查平均候檢日為12~13天。

對策擬定

本專案改善小組成員除了呼吸治療師外，跨科成

員還包括資訊室人員。經跨團隊成員討論，由現況的

原因分析進行討論，分別在人員、設備、環境及作業

流程四部分進行成員腦力激盪，找出適合改善方法。

在人員和設備方面，考量增添人員及機器採購均會造

成成本增加，而在重新檢視整體作業流程中，發現仍

有改進的部分，因此著手進行改善對策：

一、排定肺功能檢查，由傳統人工排檢改由診間線上 

排檢，可以規劃肺功能檢查受檢時間及控管肺功

能檢查之受檢人數。

二、將肺功能受檢項目所需時間先由30分鐘改為20分

鐘，如此可以每小時增加1-2位受檢者。每天就可

圖一 病人等候排檢時間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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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傳統血庫作業中，反應溫度在30℃以下的冷

型自體抗體，是屬於無臨床意義的抗體，但病人接受

心臟外科手術時，常會降低體溫（hypothermia：22-

36℃）及使用冷含血停搏液(cold blood cardioplegia)

（8-12℃）來減緩代謝速率及讓心臟停止跳動，如果

體溫降到此等抗體的反應溫度，就可能會造成血球凝

集、溶血或血管阻塞造成器官缺血，因而建議此類病

人手術時應提高溫度（normothermia：37℃），但提

高溫度則要調高體外循環的灌注量及藥物用量，所以

確認病人抗體反應的溫度及抗體效價，對病人開刀降

溫選擇是有幫助的，以增進手術安全。

方法

回溯2009/1/1~2012/12/31本院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CABG）和心臟瓣膜置換手術（VR）的病

人資料，其中CABG有267人，VR有141人，手術

採用22~34℃降溫及冷含血停搏液 (co ld  b lood 

cardioplegia)（表一）。實驗室抗體鑑定流程係

使用Manual  Polybrene（MP）法篩檢，如果陽

性會執行三相法，若screen cells、panel cells及

autocontrol 以MP法皆為陽性，37℃ LISS及AHG 

phase無反應，會核發為冷型自體抗體。另外以15

支近期鑑定出冷型自體抗體的檢體及15支MP法抗

體篩檢陰性檢體，做4℃抗體效價，偵測冷型自體

抗體的抗體反應溫度與4℃效價為MP法對冷型自體

抗體篩檢的敏感度。

品質學術專欄

臨床病理科血庫組

組長/楊茜淳

冷型自體抗體病人進行心臟外科手術前
Thermal amplitude和抗體效價檢測之應用

CABG VR
CABG

有冷自體抗體

VR

有冷自體抗體

男 215 90 4 5

女 52 51 2 0

年齡 40-92 14-89 56-73 36-57

平均年齡 66.4 58.9 65.8 44

降溫 22-34℃ 22-34℃ 30-32℃ 30-32℃

中位數 28℃ 28℃

眾數 30℃ 28℃ 32 32℃

表一 CABG和VR的病人資料

CABG 性別 年齡 血型 IS(RT) MP 降溫℃

1 M 72 O+ 0 W 30

2 M 56 B+ 1+ 1+ 32

3 F 56 B+ 0 W 32

4 F 67 O+ 0 W 32

5 M 71 B+ 0 1+ 32

6 M 73 A+ 0 1+ 32

VR 性別 年齡 血型 IS(RT) MP 降溫℃

1 M 44 A+ 0 1+ 30

2 M 41 O+ 0 1+ 30

3 M 57 O+ 0 1+S 32

4 M 36 AB+ 0 W 32

5 M 42 AB+ 0 W 32

表二 具冷型自體抗體的CABG和VR病人資料

結果

接受CABG和VR術式的病人中11人有冷型自體

抗體，只有一位的抗體在室溫(25℃)有反應，其餘

抗體反應溫度皆低於25℃。這11位病人手術採用30-

32℃降溫，使用4℃ crystalloid cardioplegia 取代 

4℃ blood cardioplegia ，病人在術中都沒有出現血

球凝集現象（表二）。住院天數CABG與VR分別為

15.3天與14.5天，有冷型自體抗體的病人則分別為

13.8天與11.4天，並沒有明顯的差異（表三）。另外檢測

15支具冷型自體抗體的檢體，4℃抗體效價皆≦64，

只有2支在室溫有反應。15支MP法抗体篩檢陰性檢體，

在室溫皆無反應，11支4℃無反應，3支4℃抗體效價

為1，此3支MP法註記為較慢散但顯微鏡下觀察無

凝集，另有1支MP法陰性， 4℃抗體效價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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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由實驗結果發現MP法對於冷型自體抗體篩檢

的敏感度很高，所以不必對所有心臟手術病人執行

thermal amplitude(溫度梯度)及4℃抗體效價檢測，

只要針對MP法篩檢出的具冷型自體抗體的病人檢測

即可，而且我們發現冷型自體抗體反應溫度大部分

≦25℃，4℃抗體效價≦64。文獻提到冷型自體抗體

4℃抗體效價≦64、反應溫度≦28℃，或4℃抗體效價

≦512、反應溫度≦4℃都可安全執行hypothermia手

術，學者認為進行thermal amplitude確認反應溫度比

4℃抗體效價更有參考性，降溫手術只要溫度高於抗

體反應溫度就沒有危險性。因此本院建立檢驗流程，

以MP法進行抗體篩檢，對具有冷型自體抗體的心臟

外科手術病人，進行thermal amplitude（25、28、

30、32℃：依醫師需求）及4℃抗體效價檢測，以

提供心臟外科手術降溫選擇的依據。

CABG VR
CABG

有冷自體抗體

VR

有冷自體抗體

人數 267 141 6 5

住院天數 2-115 1-91 9-19 8-18

平均天數 15.3 14.5 13.8 11.4

中位數 13 12 12.5 11

眾數 12 10 19 8

表三 CABG和VR的病人住院天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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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學術專欄

臨床病理科血庫組

組長/楊茜淳

建置大量輸血提醒視窗之成效分析

前言

貯存之紅血球製品不含第五與第八凝血因子，

亦無活性的白血球及血小板，建議在大量輸血時要補

充新鮮冷凍血漿(Fresh Frozen Plasma, FFP)與血小

板濃厚液(Platelet, PL)，避免因稀釋造成血小板及凝

血因子減少，導致出血及凝血異常。當於一小時內輸

了超過八單位紅血球製品血，即符合大量輸血定義。 

創傷或預期開刀會大量出血的病人，通常會預

先備好新鮮冷凍血漿與血小板濃厚液，計畫性的補充

此兩種血品，但在非預期大量出血的狀況下，急救團

隊常因專注於維持病人生命徵兆，而忽略了輸入大量

紅血球血品後，需再補充新鮮冷凍血漿或血小板製

品。本院為預防此狀況，於102年5月設計大量輸血

提醒視窗(圖一)，在病患於一小時內領取紅血球製品

達到八單位後，再次領取血品時，將會跳出提醒視

窗，提醒用血團隊，病患輸血量已達大量輸血定義，

需確認病人的血小板數量以及PT/APTT結果，並適時

補充血小板製品以及新鮮冷凍血漿。

方法

我們分析提醒視窗啟用前後兩年時間的用血資

料，分別為100年5月至102年4月，以及102年5月

至104年4月的輸血資料(如表一)，分別有6026與

6232的輸血人次。其中，分別有88件及83件符合

「1小時內輸注大於等於8單位PRBC或WB」的大量

輸血定義，而被納入此次大量輸血資料中。依病人輸

血前的備血紀錄，將符合大量輸血的部分再區分成︰

圖一 大量輸血提醒視窗

(1)有事先備PL或FFP，且在大量輸血期間有輸注

(2)未事先備PL或FFP，但在大量輸血期間有輸注

(3)未事先備PL或FFP，在大量輸血期間也沒有輸注

(4)剛好輸注8單位WB或PRBC，之後未再領血
(不會有提醒視窗) 

(5)有訂PL或FFP，但在大量輸血過程中沒有輸注。

結果

以 C h i  S q u a r e  t e s t進行檢測得到結果

(表一)，(1)有事先備且有輸血分別為41次及36次，

P=0.6726；(2)未事先備但有輸血分別為15次與30

次，P=0.0046；(3)未事先備也未輸血者分別為25次

及9次，P=0.0040。我們發現提醒視窗與非預期性大

量輸血中補充PLT或FFP的輸血行為在統計上是有顯

著相關性。而分析大量輸血人次與事先備PL與FFP

且大量輸血期間有用的次數，在提醒視窗建置前後

並無太大差異，也無統計上差異。 

從此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在大量輸血提醒視窗

建置後，對於預期的大量輸血事件中補充PL與FFP

行為並無太大影響，但在非預期的大量輸血事件，

提醒視窗的建置確實有達到了提醒及時補充PL與

FFP的效用，也降低了大量輸血事件中未輸注PL與

FFP的次數。

時間
100-102

年

102-104

年
P值

總輸血人次 6026 6032

大量輸血人次 88 83 P=0.5457

(1)有訂PL或FFP有用人次 41 36 P=0.6726

(2)沒訂PL或FFP有用人次 15 30 P=0.0046

(3)沒訂PL或FFP沒用人次 25 9 P=0.0040

(4)剛好用8單位 5 6 P=0.6802

(5)有訂PL或FFP沒用人次 2 2

表一 大量輸血提醒視窗建置前後之PL與FF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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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非預期大量輸血事件中，沒事先訂

PL與FFP且在大量輸血期間也未及時輸PL與FFP的

案例，於後續追蹤，24小時內這些病人是否有再輸

注PL或FFP。100-102年期間25次中有12次於 2 4

小時內有補充 P L或 F F P；而 1 0 2 - 1 0 4年期間

9次中有2次於24小時內有補充PL或FFP，如表二

所示。經Fisher's exact test檢測具有統計上的差異

(P=0.0079)。由此結果可知，提醒視窗建置前大量

輸血期間未補充PL與FFP者，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需

要補充 PL與FFP，卻沒有即時補充。

時間
100-102

年

102-104

年
P值

沒訂沒用 25 9
P=0.0079

沒訂沒用之後再輸血 12 2

表二 大量輸血提醒視窗建置前後之PL與FFP時效分析

結論

本院於102年5月建置此大量輸血提醒視窗，

目的在於當病人達到大量輸血條件時，適時提醒醫療

團隊，於過程中需注意因大量輸血導致病人體內凝固

因子與血小板被稀釋的問題。在本次研究中，發現在

發生非預期性的大量輸血中，若有提醒視窗的介入，

是可以有效的提醒急救團隊於大量輸血中及時補充

PLT或FFP，有效提升輸血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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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話說「一日之計在於晨」均衡營養的早餐是一

天好的開始，有吃早餐的孩子在學校表現較佳、能提

升其認知能力。所以，學童規律攝取健康早餐就顯得

相當重要(Márquez, 2001; REDDAN J, 2002)。雖然台

北市的兒童有七成規律吃早餐(陳素芬等人, 2004)，

但是早餐的種類琳瑯滿目，尤其高油脂、低纖維的西

式餐點與含有精製糖、反式脂肪的奶茶常常是國小學

童的最愛，依國民健康署2009年「國民健康訪問

調查」（國小學童完訪樣本數2179人），發現國小

學童及國中生日常飲食中喝含糖飲料及吃油炸食品的

情形嚴重，7成4的國小學童在調查日前1天喝了含糖

飲料，約有5成6的國小學童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半以上

為油煎或油炸(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1)，2000-

2001年的國小學童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則顯示

兒童肥胖率與1 9 9 3 - 1 9 9 6的調查相比有大幅增

加之趨勢，男童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分別約15.5%

及14.7%；女童過重盛行率及肥胖盛行率分別為

14.4%及9.1%(施桂梅, 2012)。

營養介入應更注意健康的早餐選擇，如均衡攝

取各種食物種類且包括全穀類食物，以確保孩童獲得

充足的營養成分和纖維。高纖維，低糖的飲食行為可

有助於孩童的生長發育，以及避免慢性疾病的發生

(Deshmukh-Taskar,2010; Rampersaud, 2005)。

而父母的信念、態度和行為大大影響兒童的健康行為

(Pearson, 2009)，因此為了讓每位學童都能夠了解健

康早餐的重要性，帶動健康飲食風氣，讓同學之間

相互學習、影響，依照幹部模式在班級設立營養幹

部職位，運用組織力量，進行健康早餐推廣。

計畫實施過程

本計畫由診所營養師、台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

心以及學校衛生組長、家長會副會長暨志工團團長共

同參與「小小營養師 健康早餐聰明吃」。由班導師

協助5年級每班透過遴選方式，選出2-3位學生，組成

種子團，賦予責任及榮耀，擔任小小營養師，進行課

程培訓，依據「國中小學生每日飲食指南」教導認識

健康早餐營養素、六大類食物及份數、早餐熱量等，

培訓學生成為「健康早餐」小種子，透過種子傳播效

益，帶領班上同學認識健康早餐，進而引導家長及同

學對早餐的重視。另外，透過學校老師協助進行宣達

健康早餐的活動，由家人準備或選購有食用符合健康

套餐之六大類營養素、熱量或購買健康早餐套餐之

學童，由班導師在「健康早餐聰明吃集點卡」貼上中

心標誌貼紙，2周內有食用健康早餐達8次的學童，

給予榮譽貼條一張，集滿榮譽貼條，可參加校內舉辦

的校園之星選拔，藉以提升學童的參與度。

其介入工具包括：

一、我是健康小尖兵學習單

供學童於參訪時填寫，並於暑假期間提供給

國小學生作為暑假作業，請學校督促完成。

二、健康早餐聰明吃元氣手冊

讓學童及家長了解健康早餐的食物選擇、六大

類食物、份數及校園周邊健康早餐商家資訊，提供

學童及家長在選購、準備健康早餐時參考。

三、健康早餐集點健康促進活動

國小共同辦理健康早餐集點活動，由老師、學生

及家長三方共同參與，發揮正向霍桑效應，鼓勵學童

及家庭多吃健康早餐，進而提升對健康早餐的重視。

四、健康早餐套餐組海報

由營養師針對校園周邊500公尺內商家之早餐品

項配方進行輔導，提供以少油、少鹽、少糖、多蔬果

餐點，採用新鮮食材、蔬果及減少加工品的使用，

讓學童在選購時能夠直接點餐，不須再額外搭配，

就能吃到美味健康的早餐。

執行結果

早餐飲食習慣問卷調查，共發放269份問卷，

有效問卷260份，其結果可知83.84%的學童均有每天

吃早餐的習慣，有68.64%以上的學童在外面選購早餐，

其中選購「油煎、油炸」的比例高達31.15%，飲品

的部分有 5 0 %的學童選擇未含糖的奶製品，

僅18.07%學童在早餐的飲食中有吃足夠的蔬菜及水果，

在知識的部分90%以上的學童對於六大類食物的分類

社區醫學專欄

內湖國泰診所

營養師/張斯蘭

內湖國泰診所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
─「小小營養師、健康早餐聰明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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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了解，但是對於六大類食物份數的了解，小於

30%的學童清楚。

經過營養師校園營養教育，以及帶領小小營養

師直接參訪早餐店家，體驗健康早餐以及現場執導，

填寫「我是健康小尖兵」學習單，透過知識與實務的

結合，提升選購健康早餐的技巧。學童對六大類份

數之認知為全榖根莖類為33.47%，蔬菜類43.51%，

水果類46.86%，低脂乳品類57.74%，豆魚肉蛋類

48.11%，油脂與堅果種子類37.23%。

「健康早餐聰明吃集點卡」共有135位學童2周共

進食8次健康早餐，並利用質性研究開放式問卷統計

整理出學童對於校園周邊健康早餐推行的看法，

其意見包括：42.7%認為可以增加對健康早餐食物的

認知，39.3%認為該計畫內容對於選擇健康早餐是

有幫助。另外，對於自身在健康早餐方面影響包括：

• 我參與完活動後我就不會不吃早餐了

• 可以讓人早餐吃得更健康，鼓勵不吃早餐的同學

吃早餐

• 調節自己吃早餐的量

• 控制早餐的份量

• 早餐不要吃太多油脂的東西

• 參加這次活動後，讓我知道不要常吃油炸類的食物

• 參與這次活動後，我學會要提醒自己吃早餐

• 我學到我吃的早餐都不均衡，看完這本書讓我

不會再錯下去

結論

此計畫運用社會網絡包括：衛生機關、學校、

家長、業者、專業營養師等，共同提升國小學童健康

飲食行為與肥胖防治。雖然強調應攝取全穀根莖類，

避免精緻穀類；但不管早餐店家或麵包店符合全穀的

商品卻乏善可陳。依研究顯示(張斯蘭, 2014)全穀類食

物不易購買，是攝取全穀類食物障礙之一，且社會支

持可增加全穀類食物的攝取，所以，藉由社會支持的

力量是可顯著增加國小學童健康早餐的選擇與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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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專欄

藥劑科

藥師/花士君

降低住院病人退藥率

前言

退藥大概是所有住院藥局最頭痛的議題之一。

處理每日堆積如山的退藥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若能

減少非必要的退藥，除了可以促進病人用藥安全外，

藥師也能利用省下的時間用於增進臨床的照護品質。

實施方法與成效

經過上期品管圈我們進一步瞭解退藥的要因，

但是對策牽涉到資訊系統的大幅修改故未執行。因此

本次品管圈策略為選定特定退藥主題，針對其特性擬

定對策：

對策一：調整外科加護病房常備點滴

一、問題點：大瓶點滴退藥。

二、現況分析：經統計大瓶點滴平均退藥率為9.7%，
雖不為退藥之大宗，但因其體積及重量常造成護

送人員的抱怨。點滴退藥的主要來源為外科加護

病房，在常備量設置不足的情況下，點滴便以

ST買藥方式回病房，若醫囑停用或病人轉出，
未用到的點滴則經由退藥方式退回藥局。

三、改善方案：(一)改善病房常備點滴儲放空間；
(二)增加點滴常備量。

四、效果確認：對策未能全面實施，點滴儲放櫃改

裝完成後空間增大，但常備量增加僅先試行用

量最大的品項0.9% NaCl。實施後的大瓶點滴退
藥率未如預期改善；試行之單項點滴退藥率由

3.6%下降至2.9% (圖一)。於圈活動結束後藥師
仍繼續向病房溝通，希望常備量修改能推行到

所有常備點滴。

對策二：更改胰島素預設發藥量

一、問題點：新增/修改胰島素醫囑後重複買藥。

二、現況分析：胰島素為多劑量包裝藥品，在正常劑

量下每支胰島素至少可提供一週用量。然而每次

修改或新增醫囑時系統會再重帶一次發藥量。

統計105年7-8月院內胰島素退藥率高達55.7%，
意即藥局每發出兩支胰島素就有一支被退回，

既耗費人力也不利於庫存管理。

三、改善方案：一定住院日期（14日）內，新增或
修改同一胰島素醫囑，系統發藥量預設為0。

四、效果確認：對策實施之當月，胰島素退藥率降至

29.6%，相較105年7-11月平均值57.9%下降了
51% (圖二)；胰島素開方支數亦顯著減少，由平
均每月1013支降為588支。此項對策實施後成效

顯著，胰島素的庫存管理獲得改善，線上藥師

亦反映相關退藥負擔減輕，工作滿意度增加。

對策三：修改兒科常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之基本

檔預設頻次

一、問題點：因預設頻次不符合臨床現況，造成修改

醫囑後重複買藥。

二、現況分析：吸入支氣管擴張劑terbutaline solution 
for nubulization佔五西病房總退藥量之第二位。
病房常規進行吸入治療的頻次為QID，而基本檔
預設為Q6H，醫師常為修改頻次而重覆買藥。

三、改善方案：修改系統預設頻次以符合臨床所需。

四、效果確認：基本檔頻次修改後，吸入支氣管擴

張劑之退藥量未有顯著變化，比例由10.1%下降
為9.8% (圖三)。

對策四：修改兒科常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之基本

檔預設頻次

一、問題點：買藥量多於實際需要量。

二、現況分析：退燒用肛門栓劑diclofenac supp 
12.5mg佔五西病房總退藥量之首位。退燒栓劑之
常用頻次為Q6HPRN，因醫師擔心發燒時給藥
不及，首次開方時常將預設發藥量4粒修改為
10粒，未使用之栓劑在出院前以退藥方式退回藥局。

三、 改善方案：病房宣導退燒栓劑單次買藥量以一日
量為限。

四、 效果確認：對策實施後退藥比例由37.9%下降為
32.2%，降幅為20% (圖三)。

結論

本次品管圈與跨部門的合作無間，針對部分主題

之退藥率進行改善，成效優良。未來將複製成功經驗

並繼續其他要因的改善，期望能大幅降低總退藥率。

圖三 兒科常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及退燒藥退藥率之改善

圖一 0.9 % NaCl退藥率之改善 圖二 胰島素退藥率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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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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至3月公
告的藥品安全資訊，提供全院人員參考。

公告：全身性麻醉劑及鎮靜劑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溝通表(106/1/16)

全身性麻醉劑及鎮靜劑（包含：desflurane、

isoflurane、sevoflurane、halothane、etomidate、

ketamine、propofol、methohexital、pentobarbital、

lorazepam inject ion、midazolam inject ion、

midazolam syrup）。美國FDA發布藥品安全溝通訊息

指出，第三孕期的孕婦和未滿三歲的幼童若長時間或

反覆使用全身性麻醉劑及鎮靜劑，可能影響胎兒或幼

兒腦部發育。

一、動物實驗發現，使用阻斷N-methyl-D-aspartate 
(NMDA)受器和促進γ -aminobuty r ic  ac id 
(GABA)活性的麻醉劑及鎮靜劑超過三小時，會增
加腦部神經凋亡（neuronal apoptosis），而導致
長期認知缺損（cognitive deficits）；推估最有可
能影響第三孕期胎兒及三歲以下幼兒。

二、近期人類研究指出，單次、短時間使用全身性麻

醉劑及鎮靜劑不太會對嬰幼兒的行為和學習造成

負面影響。

三、但部分臨床研究顯示，長時間或反覆使用麻醉藥

品可能與神經發育遲緩（neurodevelopmental 
delay）、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等認知及行為問題有
關，但尚無法釐清係因麻醉藥品或諸如手術本

身、病人既有疾病等其他因素所致。

四、醫療人員應與孕婦或病人家屬及照護者充分討論

麻醉手術的效益、風險、適當的手術時機、手術

時間長短，以及疾病未治療的健康風險。

公告：Asunaprevir、dasabuvir、ombitasvir  /
paritaprevir /  r i tonavir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06/1/19)

A s u n a p re v i r、d a s a b u v i r、o m b i t a s v i r /

paritaprevir/ritonavir為直接作用型抗C型肝炎病毒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DAAs）藥品，有潛在肝毒

性及導致肝臟衰竭風險，禁止用於中度或重度肝功能

不全的病人。用藥期間應定期監測肝功能。

一、Asunaprevir

(一)禁用於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Child Pugh分級
為B或C）和失代償性（decompensated）肝病
的病人。

(二)治療期間，最初四個月，應至少每二週監測一
次病人的肝功能指數（AST、ALT）及總膽紅素
（total bilirubin），之後，亦應每四週監測一
次，至療程結束為止。

(三)治療期間，若病人的ALT濃度達正常值上限10倍
以上，或ALT濃度達正常值上限5倍以上，合併
總膽紅素高於正常值上限2倍，或出現肝毒性之
臨床症狀，應立即停藥且不可再使用。

二、Dasabuvir及ombitasvir / paritaprevir / ritonavir

(一)禁用於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Child Pugh分級
為B或C）的病人。

(二)肝硬化的病人，有發生失代償性肝病及肝衰竭的
風險，應監測其直接膽紅素，以及腹水、肝性腦

病變、靜脈曲張出血等臨床表現。病人若出現失

代償性肝病，應立即停藥。

(三)應於起始治療前、及展開治療後的前四週、以及
臨床上有需要時監測肝臟相關的實驗室生化檢驗

值。

公告：Nicorand i l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06/1/26)

瑞士醫藥管理局發布nicorandil成分藥品可能引起

皮膚、黏膜和眼部潰瘍風險。

一、瑞士醫藥管理局參考歐洲心臟醫學會之建議與

其他相關文獻，做出下列建議：

(一)將nicorandi l列為心絞痛治療的第二線用藥，
病人使用第一線的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和/或beta-blockers療效不佳或無法耐受後才考
慮使用nicorandil。

(二)Nicorandil禁用於：(1)對nicorandil或賦形劑過
敏者。 (2)休克（包含心因性休克）、嚴重低
血壓、低填充壓力（filling pressure）或心臟代
償失調之左心室功能不全者。(3)已使用PDE5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抑制劑及/或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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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ylate cyclase）激活劑者。 (4)低血
容者。(5)急性肺水腫患者。

(三)Nicorandil仿單警語及注意事項處需加註：應謹
慎用於NYHA III及IV之心臟衰竭患者、G6PD
（glucose-6-phosphate-dehydrogenase）
缺乏者、併服有增加血鉀濃度或降血壓藥品者。

二、Nicorandil引起的潰瘍可能發生在同一病人的
不同部位，發生時間從開始用藥後不久至用藥

後數年，皆有可能出現症狀，通常需停藥才

可能復原，且若出現潰瘍症狀，應永久停用

nicorandil。

三、併服有aspir in、非固醇類消炎止痛藥或類固
醇者，會增加消化道出血或穿孔的風險，而患有

腸憩室者，特別有可能在使用nicorandil期間發
生瘺管或腸穿孔。

公告：SGLT2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06/3/22)

SGLT2抑制劑類藥品（包含：canagliflozin、

dapagliflozin及empagliflozin 3種成分）。

一、歐盟EMA發布SGLT2抑制劑類藥品可能增加腳
趾截肢的潛在風險之安全性資訊。

(一)歐盟EMA從臨床試驗發現，服用含canagliflozin
成分藥品之患者相較於服用安慰劑者，發生下肢

截肢（主要影響腳趾）的機率較高，其機轉目前

尚不清楚。

(二)其他SGLT2抑制劑類藥品（含dapagliflozin及
empagliflozin成分藥品）目前尚未發現有增加
下肢截肢的風險，然而，因目前資料仍有限，

該兩成分藥品也可能存在相同風險。

二、我國目前尚未核准含canagl i f loz in成分之藥
品許可證；已核准含dapagl i f loz in成分及含
empagliflozin成分之藥品許可證。目前尚未發
現含dapagliflozin及empagliflozin成分藥品有增
加下肢截肢的風險，但因目前資料仍有限，該兩

成分藥品也可能存在相同風險。

三、醫療人員應告知正在服用SGLT2抑制劑類藥品
之患者，定期做預防性足部護理的重要性。糖尿

病患者本身發生傷口感染及潰瘍，導致截肢之風

險即較高，若出現任何傷口、膚色變化或足部疼

痛等情形，應請病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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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緊急手術之作業應有規範，並確保相關單位能即

時接獲訊息，及早進行術前準備，避免因手術延遲影

響疾病之預後。

案例描述

病人因車禍致腹腔內出血及左大腿開放性

骨折，由119送至急診，經照會外科後，會診醫師自

行於資訊系統安排緊急手術排程，未與急診醫護同

仁交班便離開。當手術室通知急診送病人時，急診

人員才得知病人需進行緊急手術，因術前準備不及

而延遲手術時間。

建議作法

一、緊急手術執行之主要目的為即時控制大量出血

以改善器官之血液灌流或解決其他危及生命之狀

況，醫療人員對於需緊急手術處理之狀況應有警

覺，例如:急性創傷(例如:車禍導致多重性創傷)、
各種出血性休克、胸腔大量出血、胸腹部大血管

出血等。

二、為避免手術延遲而影響病人預後，應訂有緊急手

術作業規範，包含：符合緊急手術之狀況、接受

手術之合理時間等。

三、確保相關人員能即時接獲訊息，如：

(一)外科醫師確認病人需進行緊急手術時，可直接或
以電話告知急診及手術室人員，以縮短術前準備

時間。

(二)善用資訊系統，若院內設有手術資訊聯繫系統，
可藉此將緊急手術訊息發送(如：簡訊)給所有相
關團隊；另外，手術排程畫面可以不同顏色標示

緊急狀況。

(三)可建置緊急手術代號，建立共同頻道，使訊息傳
達一致，以利手術室團隊備刀，例如手術室人員

接獲緊急手術排程時，可立即廣播通知相關人員

準備。

(四)對於須立即執行緊急手術之情況，醫院應適當配
置手術室資源，例如:手術房間、相關人員之調度;
若資源許可，可設立緊急手術專用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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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手術安排後30分鐘仍未至手術室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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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瑞春、陳懿茹、黃雅莉、陳麗貞、賀倫惠
(2012)．提升急診室護理人員執行手術前護理準
備完整性．志為護理雜誌，1，85-96。

4. 徐宛蒂、李君儀(2014)．運用TRM團隊資源管理提
升跨職系交班有效性． 醫療品質雜誌，4，46-56。

5. 馬振來、陳慧真、洪春來、張勝立、蔡彩真、鍾孟
齡、陳穎從(2014)．手術室動態管理及無線通訊整
合之資訊管理系統．醫療品質雜誌，2，64-72。

6. Mascioli, S., Laskowsk:i-Jones,L., Urban,S., 
&  Moran ,  S .  ( 2009 ) .  Improv ing  hando f f 
communication Nursing, 39 (2), 52-55.

7. Department of Health, NSW (reviewed in 2014). 
Emergency Surgery Guidelines. Retrieved 
from : http://www0.health.nsw.gov.au/policies/
gl/2009/pdf/GL2009_009.pdf

8. Kluger,  Y.  et  a l .  (2013).  Wor ld society of 
emergency surgery study group initiative on 
Timing of Acute Care Surgery classification 
(TACS). World Journal of Emergency Surgery 
8, 17. Retrieved from http://wjes.biomedcentral.
com/articles/10.1186/1749-7922-8-17

9. Mohamed, M. et al. (n.d.). Non-Elective Surgery 
Triage (NEST) Classification: Validation on an 
Acute Care Surgery Servic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Retrieved 
f rom h t tps : / /www. facs .org /~/media / f i les /
quality%20programs/trauma/tqip/presentations/
sess ion22_sub90_107304_mohamed%20
mohamed.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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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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計畫後，除了原先之課程外，更可以邀請國泰綜合醫

院的品質專家們擔任講師，針對特定主題開立工作坊，

例如管制圖學理、應用及判讀、實證醫學於醫療品質之

應用；對於各項工具、手法等也有詳細介紹，例如：

根本原因分析等(圖二)。在進行事件探討、推行品質改
善專案時能夠使用更適切的分析工具探究事件原因，

提升專案進行之成效。

此外，本院有機會接受國泰綜合醫院醫療品質專

家的「到院輔導」，輔導的主題針對指標諮詢及收集

方式、SPC管制圖演練、PDCA撰寫及實作討論，都讓
安品中心與指標蒐集的同仁獲益良多。

經過推動一系列的指標管理、辦理各項教育

訓練後，促使院內改善專案如雨後春筍般地進行，進一

步將專案成果投稿參加品質競賽、與外院交流，以求

精進。民國104年以前，本院對外投稿件數平均為一年
3~4篇，而民國104年的院外參賽作品增加為16件、
民國105年更增為22件。

天成醫院在國泰綜合醫院的協助下，推動品質改

善計畫頗有成效：不僅加強指標蒐集的正確性、落實品

質監控與檢討之機制、推動更多元實用的課程及業務輔

導來提升人員相關知能。在新的一年本院仍舊有意願承

接品質提升計畫，期望能藉由持續收集量測指標，透過

跨層級機構合作模式，更加完備監測及品質改善機制，

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本院於民國93年創院開始，陸續針對院內自設、
THIS、TCHA的指標進行填報，以閾值作為指標監測
方式，於每季醫療品質委員會針對連續三個月超過閾值

之指標提出討論。由於指標由本院安品中心監控，缺乏

直接回饋單位與進行即時檢討之機制，單位同仁較難以

理解指標，也難以有品質提升之感。

自民國104年開始，本院加入「醫院品質績效量測
指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二階段計畫」(以下簡稱P4P
二階計畫)，建立與國泰綜合醫院的合作關係。考量以
往蒐集指標時容易隨著人員異動、時間流逝而容易產生

疑義，造成誤差；因此於計畫之初，本院決定採用國泰

綜合醫院建議，建立指標蒐集標準作業流程(SOP)，
將每支指標之定義、負責單位、蒐集時間及蒐集方式以

條列式、流程圖化地進行相關文字規範，若人員有疑慮

時可進行查閱。此外，本院也導入SPC管制圖之概念，
以求在不同的時間針對流程中的重要數據進行取樣、

建立流程之特性線型，並且監督重要的品質特性(線型)
是否處於管制區域內(圖一)。

在指標管理部分，本院從原先由醫療品質委員會擔

任指標檢討的角色，改為由相對應委員會來檢討分析異

常指標並說明或設定改善方案，例如感管委員會討論感

控指標、急診委員會針對急診相關指標進行檢討等；

醫療品質委員會則進行監督之功能，將各委員會針對

指標討論之結果與初步檢討之成效呈現於醫品委員會

之中，並且進行定期追蹤。

P4P二階計畫進行前，院內舉辦的品質課程主要著
重於概念介紹，通常以全院同仁為對象，邀請專家學者

進行一小時的重點分享，因此人員對於品管工具、手法

等了解程度較為狹隘；在實際操作時經常只能侷限於使

用特定之工具，例如魚骨圖。爾後，本院在推行P4P二

P4P合作醫院推行成效專欄

P4P計畫推行經驗分享-以天成醫院為例

安品中心

管理師/陳怡君

醫務行政室

高專/王秀蓮

安品中心

醫療副院長/黃培林

安品中心

助理/呂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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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圖一 以住院照護指標「住院病人跌倒造成傷害」
     為例進行管制圖分析

圖二、邀請國泰綜合醫院柯彤文管理師擔任RCA
      工作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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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國泰診所 

護理長/張馨予

提升糖尿病眼底篩檢率-內湖守護圈

前言

糖尿病近年來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第四名，因為

慢性疾病，民眾常忽略風險性，未能有效控制及定

期篩檢以預防併發症發生。「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是成年人失明三大主因之一，其病變也代表長期血

糖狀況對血管所造成的傷害，可做為長期病況的監

控指標（吳、陳，2014；陳、陳，2013），且因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在早期不易出現臨床症況，許多病

人甚至是出現突發性模糊、影像扭曲才來就醫，

而延誤就醫時機。

根據中央健康保險署統計，糖尿病人眼底篩檢率

從2004年17.58%，緩慢增加到2012年32.8％，顯示

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衛生福利部，2014)。研究認

為增強衛教可增加糖尿病知識，多元方式介入有助於

病人自我照護能力提昇（Hermanna et al,2012），

因此醫療院所應加強多元衛教管道及簡化篩檢流程，

以增加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病人疾病知識及促進血糖控

制的動力（王、賴、陳、李、闕，2012）。

現況分析

根據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建議 D Q I P  

( Diabetes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之糖尿病眼

底篩檢之年度指標為40％，而本診所歷年糖尿病眼底

篩檢率約為27％。103年度統計發現，糖尿病人就診

人數為1612人，有475人（篩檢率29.47％）接受糖

尿病視網膜檢查，其中216人（轉介率45.47%）經由

內分泌科門診開立「就診建議單」轉診，有192人自

行掛號眼科就診，僅67人（轉介率14.11%）由其他

內科系醫師轉介至眼科篩檢。

分析目前眼底篩檢流程為病人於眼科等待到號，

進診間先行眼科視力、眼壓檢查，由眼科醫師看診評估、

點散瞳藥水等候30分鐘，再回診間做眼底檢查。

圈員於103年9月對780名未接受眼底檢查之糖尿

病人，依病人因素、人員服務與流程內容三方面成功

完成電訪，發現影響因素如下：

一、病人因素：(一)認知不足；(二)曾有眼底篩檢之
散朣不適經驗。

二、人員服務：(一)醫護人員未主動衛教病人糖尿病

眼底篩檢重要性、糖尿病視網膜併發症之風險及

協助轉介篩檢。

三、流程內容：(一)看診程序繁瑣及久候，造成病人
接受眼底篩檢意願低；(二)共同照護時段(內分泌
科與眼科)每週僅2診；(三)病人對雙診掛號費感

到負擔。

本團隊依改善重點，參考台北市糖尿病共

同照護網1 0 4年度D Q I P建議眼底篩檢年度指標

40％，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公開網公佈102年度

醫中等級最高篩檢率63.37％，決定自我挑戰，將目標

值設為50％。

執行方法

本團隊依PDCA手法進行各項對策實施：

一、提升病人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之認知

(一) 於診間張貼「糖尿病醫療品質指標」海報提醒醫師
及病人定期篩檢項目，於診間外張貼「糖尿病視

網膜病變及轉診眼科時段」海報衛教宣導。

(二) 診間提供「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衛教手冊及說明、
於各科候診時段定時播放衛教影片。

(三) 每月舉辦一次糖尿病相關團體衛教，宣導糖尿病視
網膜病發症風險及講解篩檢流程。

(四) 每半年舉辦一場病友會及糖尿病健康講座，以
衛教工具教導「阿姆勒斯方格表」及手機APP
「ViaOpta Simulator」視覺仿真應用程式，宣導糖
尿病視網膜病發症風險並自我檢測。

(五) 協商資訊組架構完成「年度眼底檢查」電腦主動
提示系統，提醒看診醫師衛教病人。

(六) 糖尿病人檢查眼底後，跟診人員登錄檢查日於電腦
系統「醫療註記」，以便日後醫護人員判讀年度

眼底篩檢到期日並提醒病人。

(七)「糖尿病試辦計畫」收案個案由糖尿病衛教師
主動衛教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風險，提醒定期篩檢

及協助轉介。

二、提供照護網時段及轉介優惠

(一) 增加「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門診時段。

(二) 設計及提供「篩檢關懷卡」或「就診建議單」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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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篩檢免掛號費。

三、縮短眼底篩檢等候時間

(一) 增設「免散瞳式眼底攝影」設備。

(二) 衛教師於開診前先查閱病歷記錄，須執行眼底檢
查者，於當日病人看診清單標註「請先至衛教室

報到」，病人於候診時可先執行「免散瞳彩色眼

底攝影」檢查以節省時間。

(三) 眼科病人可於候診時，由驗光師先行眼底篩檢。

四、眼底篩檢標準作業之流程改造

(一) 與各內科醫師討論差異作法，整合出統一之轉介篩
檢流程。

(二) 制定糖尿病病人轉介眼底篩檢標準作業流程及
規範。

(三) 制定「糖尿病病人轉診眼底篩檢標準流程」考核辦
法並定期監測。

(四) 眼底篩檢後由眼科醫師判讀報告，結果異常者由
糖尿病衛教師電話通知回眼科檢查治療並登記

名單，三個月後再次電訪詢問後續追蹤。

(五) 協商資訊部將眼底攝影檢查影像及報告上傳至HIS

及PACS系統，各內科醫師可便於查閱並衛教。

執行成果

糖尿病人眼底篩檢率已從102年29.47％提升為

105年度63.4％，達目標設定；糖尿病人對眼底篩檢

的認知，也從執行前53.85%提升為88.72％。

結論

經品管圈活動發現病人認知、篩檢流程，著實影

響病人篩檢意願及糖尿病合併症的控制，因此，致力

改善策略以提升眼底篩檢率是重要的課題。為提供優

質的服務品質及醫療照護，本診所跨團隊組圈，努力

結果使眼底篩檢率提升，足見本活動的解決策略能有

效達到目標；更重要的是讓病人了解定期篩檢的

重要性，才能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之目的。

基層診所人力及物資普遍精簡，活動中遇瓶頸限

制時，同仁仍動員力行策略之落實，糖尿病衛教師搭

配驗光師一起執行眼底攝影、院長大力支持及親自診

斷檢查報告與追蹤病患、圈長宣導新進醫師執行轉介

流程規範、圈員加強團隊溝通及監測作業品質，致力

維護病人健康及服務品質，能達醫學中心作業目標實

屬不易，未來仍會在提升品管方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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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5年HQIC競賽內湖守護圈榮獲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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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病房 

護理小組長/黃蕙文

提升精神科日間照護中心病人
口腔維護能力之改善方案- e圈

前言

精神病人因精神症狀使其日常生活功能逐漸

退化，會失去維護口腔清潔的動機與能力，以致無

法自己進行足夠的口腔照護，且有些精神用藥會影

響唾液分泌、提高口腔問題的發生率（Muench & 

Hamer，2011），口腔衛生不良除了對生理層面造成

損害，對人際關係、經濟等方面亦都有負面的影響。

本單位的病人多屬慢性化的精神病人，其照護目

標除了維持精神症狀穩定、減少干擾行為，再者就是

著重在減少功能退化使之能更適應社會，病人若有獨

力照顧自己的能力，相對更可獲得較好的生活品質，

因此在復健訓練中將自我照顧能力視為復健重點項目

之一。但本單位偏重於外觀身體清潔為主，較少針對

口腔衛生進行介入措施。回顧2015年1-12月個案看診

牙科為28人次（共12人，佔31.5%，主要以治療牙周

病及齲齒問題居多），會談時也常發現個案有口臭及

明顯缺牙情形（其中3位全口缺牙，佔8.1%），而對

上述情形，本單位個案多不以為意，因此期望本專案

能提升個案口腔清潔維護動機及維護能力。

現況分析

為了解病人口腔健康狀況，小組成員採「口腔

健康評估工具量表OHAT」為評估工具。此量表共分

為八個評估項目，包含嘴唇、舌頭、牙齦、唾液、

牙齒、假牙、口腔清潔、牙痛情形，每項得分為

0-2分（0分表示健康、1分表示口腔開始產生變化、2

分表示不健康）。小組成員於2016年1月8日早晨讀報

活動時針對38位病人進行評估，結果顯示其中0分佔

48.68%，1分佔40.78%，2分佔10.52%，由此可知

已有半數以上的病人口腔健康已開始產生變化，甚至

口腔屬於不健康的狀況，其中又以舌頭、牙齒及口腔

清潔項目得分較高。

於中午休息時間，由小組成員以單盲方式觀察38

位病人用餐後刷牙情形，發現僅有6位病人於餐後有

刷牙習慣（佔15.79%），但刷牙方式不正確，刷完後

有3位於牙齒和牙齦交接處仍有牙垢存在或牙縫有菜

渣，予提醒病人口腔內還有菜渣及牙垢，病人也只是

用手將菜渣移除並沒有再重新刷牙；檢視其刷具發現

有2位病人牙刷已嚴重分叉影響其清潔功能，詢問病

人表示反正牙刷還能用，所以覺得不需要更換。

為了解病人對口腔健康的認知情形及平時的保健

習慣，故製定「口腔健康認知調查問卷」及「口腔保

健行為調查表」，小組成員以一對一方式評估37位

病人（原38位病人，但因考量理解能力，故排除一

位唐氏症個案），結果顯示病人口腔保健認知平均正

確率為35.55%；而口腔保健行為結果顯示正確率僅

11.89%。

改善對策

自2016年6月0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進行相關改

善措施，其措施包含：

一、提高病人口腔清潔動機

舉辦口腔潔牙比賽，並製作排行榜，針對刷牙次

數最多的前10名病人於活動中公開表揚，除提供實質

禮物獎勵之外，也請病友給予肯定回饋，增加病人自

信及動機。

二、提高病人口腔保健認知

經由規劃口腔衛生教育課程，邀請牙科醫師至單

位講授口腔保健相關衛教，除課室教學之外，並現場

示範操作牙線之技巧及貝氏刷牙法重點，也請病人回

覆示教。另設定每年醫學講座活動中需舉辦2次口腔

保健之相關議題宣導，於單位大廳也張貼口腔衛教海

報供病人參考。

三、建立口腔評估機制

經牙科專家建議採用非牙科專業人員即可使用的

評估工具「口腔健康評估工具量表OHAT」，並定義

哪些狀況需轉介牙科處理，加強工作人員重視口腔衛

生的重要性。

改善結果

一、提升病人口腔健康認知正確率

由原本的35.55%提升至61.53%， 本專案之目

標。在衛生教育推動的過程中除教導病人正確的口腔

保健觀念，病人也提出許多平日遇到的狀況，藉由互

動的過程澄清觀念，對此病人表示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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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口腔保健行為正確率

藉由提高認知及加強動機的方式，病人的口腔

保健行為正確率可由11.89%提高至42.16%，有達

到專案目標。

本專案實施後雖整體改善幅度不高，但就慢性

精神病人之特性而言，其思考及行為模式較固著改

變較耗時，故當病人有意願去學習並落實其行為實

屬不易，應多給予讚賞及嘉許以提高病人的執行

動機，也經由這次專案的推行，病人也開始重視自

己的口腔健康狀況，原本中午僅有6位病人於餐後有

刷牙習慣，佔15.79%，經措施執行後8-9月刷牙率

為68.3%；10-12月為69.2%。其中有7位表示增加

中午刷牙次數後口腔的味道變得比較清新，有1位

病人表示回牙科返診時牙醫生有說牙齒變乾淨了，

病人可給予正向回饋。

結論

牙痛不是病但痛起來要人命，由這句話可知口

腔健康的重要性，不論是營養的攝取、和他人溝通

等都需要口腔的協助。然而精神病人卻因疾病影響

其口腔健康的維護能力，進而影響口腔的正常功能，

為了能維護口腔的健康狀況，唯有提高病人對口腔

健康的知識及能力才能達成，因此我們藉由衛生教

育的介入提高認知、施行獎勵措施提高動機及建立

評估機制，讓工作人員能提早發現問題予以轉介牙

科處置，期望能因此讓病人減少口腔問題帶來的

不適、提高生活品質。

參考文獻

1. Muench, J., & Hamer, A. M. (2011). Adverse 
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s.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1, 81(5), 617 622.

圖一、105年HQIC競賽e圈榮獲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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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液常規檢查(Blood Routine；CBC)是評估

血液中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的數量及品質，

利用血液常規檢查可以檢查出一些潛在性的疾病。

現在Blood Routine都是由血球自動分析儀器檢查，

包含了二個主要的部份：血球計數與白血球分類

(Differential Count, DC)，某些疾病可能出現特殊形

態白血球，如血癌、單核球增多症等，會出現白血

球的早期細胞，是一個重要的判斷依據。

白血球分類一般在異常狀況下，另由醫檢師做

人工染色分類；人工抹片染色後，通常由醫檢師判

讀後再發報告，但臨床醫師對於血球的數量、型態

若有疑慮或需要再確認時，皆無法及時掌握，往往

需要親自到檢驗科才能做進一步判斷，除了無法及

時掌握病人病況，也浪費了許多時間。

現況分析

傳統手工血液抹片鏡檢，缺點是手工步驟多，

較難掌控人員差異性；且醫師若對報告有疑問時，

只能到實驗室親自再用顯微鏡看血液抹片確認血球形

態，無法及時診斷。本組於2015年8月引進Sysmex 

XN-9000全自動血球分析儀及自動推片染色機，可自

動化推片、染色及看片，確保推片染色品質，並可儲

存血球及抹片形態影像。

組圈目的

一、期望能使用自動看片機儲存血球及抹片形態影像，

藉此可以將血液抹片影像提供給臨床醫師參考。

二、於本院HIS系統查詢檢驗報告時即可連結調閱，
提昇檢驗報告醫療服務，輔助教學或研究。

圈隊成員

本專案包括臨床病理科、血液腫瘤科、資訊部、

品管中心，每月定期召開會議。

執行方法

105年HQIC優秀圈隊成果專欄

臨床病理科血液組

組長/楊佩芳

使用血球形態影像傳輸提昇檢驗報告服務品質-檢單圈

改善對策

一、資訊軟硬體改善-自動看片機自動拍攝一張血液抹
片影像，使用網路連接儲存設備(NAS)即雲端硬碟
儲存該影像檔案；HIS查詢血液報告『人工閱片』
項目，會有一個血球圖片，點下後即可連結到上

述網路連接儲存設備，呈現該筆血液抹片影像

(3000*3000畫素)，供醫師參考，此功能可放大縮

小該影像。

二、行政作業面-L5卡別新增『Peripheral Blood Smear 
Interpretation』檢驗項目，醫師開立此項目，
即可於HIS查詢報告連結到該血液抹片影像。
『Peripheral Blood Smear Interpretation』文字報
告內容包括:白血球分類、紅血球形態、血小板

形態，提供臨床醫師更多血液抹片資訊以供參考。

改善成果

一、 資訊軟硬體改善，於2016年11月建置完成。

二、新增檢驗項目『Per iphera l  B lood Smear 
Interpretation』，核發報告內容需與血液腫瘤科醫
師討論，參考臨床意見後再建置。預計初期先開放

給血液腫瘤科醫師開立此醫令。

三、預計每月500件數可於系統查詢。

結論

藉由品質改善活動，提供血液抹片影像服務，

提升血液學血球形態報告品質。並了解臨床醫師對檢

驗報告的需求，增進更多改善空間，且有助於臨床血

球形態教學。

未來展望

目前先提供一張血液抹片影像參考，未來若臨

床醫師有需求，可朝提供較多張白血球分類影像的

目標努力。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傳統手工鏡檢法

改善後

自動化推片/染色/

看片(資訊化)

 執行步驟 多 少

 抹片品質 較不一致 不一致

＊報告即時性 差 好

＊抹片管理 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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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跌倒」是病人最常發生的意外事件之一，其傷

害程度輕者無礙，嚴重可能導致死亡。影響跌倒的

危險因子很多，包含內、外在因素，內在因素為老

化相關姿勢控制退化、肌肉張力和組成的改變、

血壓調控問題、慢性疾病、認知功能障礙；外在

因素為多重藥物使用、鞋類選擇、環境因素等

(李、陸、詹，2014)。跌倒因素為多重性，需照護團
隊彼此溝通協調與合作才能全面防堵跌倒。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住院病人跌倒以健康因素

最多，其次為藥物和環境因素。健康因素以步態不

穩為最多；藥物因素以使用鎮靜安眠藥最多，而環

境因素則以地面溼滑居多。

現況分析

檢視單位103年至105年8月跌倒異常事件，

首要原因與病人健康因素有關，其次為安眠藥物，

且有逐漸上升趨勢，由8.3%上升至20%。進一步分

析發現當病人有睡眠需求都未建議非藥物處置，

而是直接給予安眠藥物，用藥後未評估藥物反應，

導致出現頭暈、腿軟情況。進一步詢問護理人員

給予安眠藥物處置指導內容，結果如表一，發現

人員給藥後防跌措施執行率僅61.5%，期望藉由

團隊資源管理共同監測，提供安全醫療照護，以降

低服用安眠藥物後之跌倒發生率。

改善對策

自105年9月10日至106年3月31日進行相關改善

措施與監測：

一、列出病房常用安眠藥物、常見副作用和注意事項，

供單位人員閱讀

二、宣導服用安眠藥物之防跌策略

(一)病人提出睡不著時，先排除環境、生理因素，

再與醫師討論用藥需求，並密切觀察反應。

(二)服用安眠藥物者需特別觀察夜眠情形，列入交

班，白班再評估效果，視情況調整劑量與否。

(三 )加強指導服用安眠藥物者，醒來要先床邊坐

穩，確認無頭暈軟弱情形方能下床。

(四)提醒家屬盡量在旁陪伴協助，無家屬照顧者，

將呼叫鈴置放在可拿到之處，方便尋求協助。

三、落實防跌策略

每月5、15、25日由大夜班列出單位服用安眠藥

物患者，隔日白班查核防跌措施落實執行情況。

四、監測服用安眠藥物患者跌倒發生率

改善結果

105年09月到106年3月，針對服用安眠藥患者，

護理人員執行防跌措施由61.5%提升至100%；而服用

安眠藥患者跌倒發生率由20%降至0%。

結論

跌倒不僅對個人、家庭有影響，嚴重也影響住院

天數和醫療成本，因此預防跌倒是病人照護中重要的

議題。本專案將常見安眠藥物整理與防跌策略宣導，

不僅使醫師在開立醫囑時可多方考量，護理人員給予

安眠藥物時也能確實提醒防跌，請病家配合注意，

並將服藥後之夜眠情形納入交班，由團隊成員共同為

病人的狀況進行監測，不僅提升照護品質，也為病人

安全把關，減少跌倒事件發生。

參考文獻

李宗育、陸鳳屏、詹鼎正(2014)‧老年人跌倒之危險
因子、評估、及預防‧內科學誌，25，137-142。

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22病房

護理長/王慧雅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某內科病房
服用安眠藥物患者跌倒發生率

20

19

指導項目 人數(N=13) 百分比

 給藥會告知藥物作用 10 76.9%

 給藥會告知副作用 5 38.5%

 會觀察夜眠進行交班 7 53.8%

 會提醒下床活動注意項 10 76.9%

 給藥後防跌措施執行率

(=執行項數人數總和/項數*人數)
32/52 61.5%

表一 護理人員給予安眠藥物處置指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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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營養組申請『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

生評鑑』之規範，並使用『庫房管理模式主觀感受

問卷』，調查營養組同仁對於庫房空間規劃，及使用

便利性的滿意度，同仁不滿意率高達35%及44%，

且庫房管理同仁需花許多時間整理及盤點。探究原因：

硬體設備老舊、庫房分類不完整、及採購撥發方式

不周全等，因而從設施設備、採購及撥發模式等作業

進行更新修正，期能提升倉儲管理效率。

訂定目標與評核方式

一、目標：提升同仁對於庫房管理的滿意度

評核方式：使用『庫房管理模式主觀感受問卷

調查』，滿意度可達80%以上。

二、目標：減少同仁盤點的時間和庫存品量

評核方式：盤點時間紀錄，減少20%；庫存品

品項、總數量、金額減少25%。

三、目標：減少成本指標及增加原物料的流通性

評核方式：成本指標減少3%。流量指標≧0.9。

執行方法

一、更新硬體設備及調整櫃位分類

依照『餐飲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評鑑』

規範，將三大庫房重新整修，密閉空間加設溫濕度

管控，確保原物料符合保存條件，每日由庫房人員

確認二次庫房溫濕度並記錄於表單，若有異常立即

通知空調室同仁，每年進行溫濕度校正作業。

櫃架、置物籃(盒)整合統一，依照原物料常規進貨

量及規格大小，調整適合櫃架放置。將庫房區分為

營養品庫房、乾貨庫房、包材器具庫房，並考量使

用頻率及重量歸位。並於各庫房入口張貼配置圖，

方便同仁使用。

二、訂立作業流程

設立專門管理人員(庫房人員及其職代)，於工作

時間內執行相關作業，非作業人員不可隨意進入及拿

取物品。

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營養組

管理師/李佩蓉

組長/黃桂英

提升倉儲管理效率

三、修正採購模式

依照廚房作業流程需求，和供應商確認進貨時

間和方式，並將食材依其污染程度，及食材、清潔

劑及器具包材等區隔進貨時間，以減少交叉污染的

危險。明確訂定各物品驗收標準，依照各種原物料

使用量、庫存空間等因素，調整叫貨頻率，避免物

品囤積。考量撥發之正確性及便利性，進貨標示使

用日期及入庫。

四、修正撥發模式

每日依三餐次撥發，設置撥發時段、內容及人員。

五、訂定清理規範

依照庫房特性，調整清潔頻率每日~每月，由專

人負責。每月2次由外包消毒單位協助病媒防治。

執行成果

歷經4個月的庫房管理模式修正，藉由多次開會

討論檢討改善，成果如下：

一、同仁們『庫房管理模式主觀感受問卷』滿意度

可達80%以上，在空間部份滿意度達86%，

使用便利性達82.3%。

二、盤點部份

(一)盤點的時間減少16.7%，未達目標值(減少20%)。

(二)庫存品的數量及金額分別減少了35.4%和28.9%，

達到目標值(減少25%)，但品項減少16.6%，未達

到目標值(減少25%)。

庫房改善前 庫房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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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1

三、成本指標(系指保存的貨物量)的部份：利用不同

的公式計算結果，都有減少>3%。

四、流量指標(表示物品滯銷的情況)：105年調整後

較104年，流量指標增加了4.32%，且達目標值

≧0.9。

討論與建議

一、同仁對於庫房規劃的滿意度在空間部份滿意度

較低，探討可能因素：庫房總合坪數為10.6坪，

每坪空間負責供應2233人/月的食材量。在空間

較有限的情況下，只能藉由採購頻率的增加，

提升食材的流動性，改善空間不足所造成的

問題。庫房採購量因依照病人數變化調整，

且遵守設立的分日分時進貨，除平均分散庫房

人員工作量外，也不會造成庫房同時滿載。

二、盤點時間未如預期明顯減少，探討影響因素：

可能是盤點時間只設定在月底，而非固定

星期別，造成貨物進貨情況不一，而有總數量、

品項差異大的情況，建議應訂立盤點時間，為月

底的星期二，因其乾貨及營養品當週尚未進貨，

且每月進貨的食材也尚未進貨，其庫存量應是

最少量，預期可減少盤點時間及庫存量成效。

三、成本指標部份會受到物價波動、線上菜單異動影

響。建議以公式3做為評值指標，較可客觀完整

呈現庫房管理的品質。

年度 104 105 增加率

流量指標 0.87 0.90 4.32%

對象 定義 104平均 105平均 比較(%)

成本指標

1

上個月庫存金額

+

本月進貨金額

/人次

75.4 73.0 -3.1

2 庫存金額/人數 17.7 12.7 -27.8

3 庫存總數/人數 0.2 0.1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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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門診來賓用電插頭

事由：門診區有許多用電插座，但未有標示，民眾

恐有誤用之虞。

改善追蹤：

本院公共區域插座皆為110V，無安全疑慮。

已於3月底更新候診區插座為附蓋板型式，並於

蓋板張貼標示 (醫療專用 ) (圖三 )，提醒民眾

誤用；且於初診填單處設置手機充電專區，提供

手機短期充電使用 (時間限制15分鐘 ) (圖四 )。

病安醫品重要訊息揭示專欄

105年度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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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異常事件追蹤

【事件一】新生兒Bilirubin採檢檢驗事件

事由：新生兒出生後因需要會進行Bilirubin檢驗，

因本院使用之採檢容器為玻璃毛細管，不易標示，

且無避光功能，此外傳送過程容易有破損，一旦毛細

管離開檢驗單，則可能造成辨識錯誤之風險。

改善追蹤：

(一 )以病人安全為前提，勿以無標示易碎之玻璃

毛細管送檢(圖一)，需採用可標示的微量容器

(Microtainer)送檢。

(二)解決新生兒採檢檢體量問題，希望能減少血量，

避免腳跟血採檢困難及低體重寶寶失血問題；

跨團隊進行品質改善，標竿其他醫院作法，經測

試全面改採以塑膠附毛細管微量容器(圖二)。

圖一 改善前使用玻璃毛細管 圖二 改善後使用Macrotainer

圖三 門診區醫療專用插座 圖四 門診區手機充電區

圖五 聽力室加裝緊急求救鈴

二、預防性通報事件追蹤

【事件一】聽力檢查室安裝緊急求救鈴事宜

後續追蹤：

已於1月中旬在耳鼻喉科聽力室完成緊急求

救鈴裝置 (圖五 )，將由36診先行收到訊息，提供

即時緊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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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蹤105年第3季指標

(一)TCPI指標

1.Sc-UnR-01所有手術病人住院期間非計畫重返

改善方案：每月回饋各主治醫師及該科主任，

列入常規性追蹤指標，持續檢討。

指標數值追蹤：由105年第3季0.64%下降至105

年第4季0.25%。

2.RCC-UTI-01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留置導尿管相關尿

路感染(CAUTI)

改善方案：(1)加強醫護人員洗手宣導；(2)醫護每

日共同評估移除導尿管時機；(3)於病房晨會，

提醒同仁放置導尿管前務必先進行會陰部沖洗；

(4)將導尿管照護列入每月稽核項目。

指標數值追蹤：指標數值由105年第3季9.57%

下降至105年第4季0%。

3.RCC-BSI-01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CLABSI)

改善方案：(1)於晨會教育人員洗手並實際操作，

每周稽核洗手正確性；(2)宣導並示範管路注射藥

物消毒正確性；(3)CVC導管維持14天更換頻率，

不需時使用時盡早移除管路。

指標數值追蹤：由105年第3季23.26%下降至105

年第4季16.13%。

(二)P4P指標

1.P4P-Ped-02兒科急診病人72 小時再返診比率

改善方案：每月檢視並定期作三日內回診病例討

論，檢視包括72小時內相關性急性返診者其醫療

過程、各項醫療處置是否適時及適當。

指標數值追蹤：由105年第3季5.30%下降至105

年第4季4.17%。

品質指標報告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陳冠宇

105年度第4季品質指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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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指標重點事項

一、指標訪談暨指標履歷建置計畫

(一)指標訪談

品管中心為促進與各單位間指標管理共識，

並了解單位對於指標收集的問題， 1 0 6年 4月

開始，品管中心依據各單位指標收集特性，陸續

安排人員與指標單位負責人及收集人訪談，訪談

內容包括指標定義一致性、指標增刪、閾值

調整、指標履歷建置等指標收集相關議題。

(二)指標履歷建置

預計將於今年度完成各單位收集的每支指標

建立詳細履歷，包括收集單位人員、收集頻率、

定義、收集流程、收集來源等。未來如指標負

責人、收集人或定義更換，可迅速了解指標如何

收集，並提升指標收集正確、一致性  (圖一 )。

圖一 指標履歷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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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重點及方案

(一)計劃(Plan)

1.改善新生兒掛號時誤用同性別前一胎病歷號。

2.向全組重申【S-MAS-0033-病人住院報到辨識

規範】要點。

(二)執行(Do)

1.新生兒資料修改問題

(1)設定病人生日不能大於初診日。

(2)新生兒出生滿60日，若是新生兒姓名資料顯
示為「OOO之男、OOO之女」，須請家屬出示雙
證件”健保卡”及”兒童健康手冊”(或出生證明
或戶口名簿)於看診前至病歷組或醫事組2F櫃台更
新資料；若未更新資料，無法順利印出具備正確

個資之藥單/檢查單供後續流程辨識。

(3)若未攜帶雙證件可出示健保卡另填寫個人資料
異動申請書，醫事組或病歷組異動後回傳患者

交診間進行二次辨識。

(4)個人資料異動申請書轉病歷組留存(30日後銷毀)。

2.門診宣導

(1)於兒科門診及2F新生兒報到處張貼宣導海報(圖三)。

(2)協助遞交患者個人資料異動申請書(圖四)。

(3)NBC於新生兒出院時，出示單張提醒家屬至
指定地點異動基本資料，以利就醫。

3.修訂SOP

(1)醫事組修訂【S-MAS-0033病人住院報到辨識規
範】，並向全組重申。

(2)如前述修改資料條件所述，如為多胞胎或姓名仍為
「OOO之男、OOO之女」，則須另詢問家長胎次。

(三)檢查(Check)

2-4月份病人住院報到辨識錯誤事件0件。

(四)行動(Action)

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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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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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伃洵

一、105年度第4季異常事件統計摘述

1 0 5第 4季異常事件通報件數共為 7 4 8件。
除藥品處方異常(630件)外，以藥物事件為最多為33
件，其次為跌倒事件 (25件 )及管路事件 (13件 )，
全院異常事件統計如圖一，住院異常事件發生

率為0 . 1 8 % ( 8 0 / 4 5 2 4 3 )；通報當事人年資多為
1 - 5年，約佔4 0 . 7 % ( 4 8 / 1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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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 6 % ( 8 8 / 1 1 8 )、醫技人員

21.2%(25/118)、醫師4.2 %(5/118)，如圖二。

二、異常事件學習與成長

事件簡述-新生兒病歷號誤用事件

經查顏OO之夫帶其二女兒到門診就醫，由於二

女兒為新生兒尚未有健保卡也無身分證字號，櫃員透

過關鍵字「顏OO之女」搜尋病歷號，找到「顏OO

之女」的病歷號，以此病歷號掛號，病人家屬看完門

診後至住院櫃檯辦住院。清晨6點多檢驗科進行micro 

bilirubin檢驗時，發現此病歷號兩年前有pre-data，

因此詢問是否此病歷號錯誤，結果發現誤用大女兒病

歷號辦理門診及住院。

近端原因

掛號時未確認病人身份。

根本原因

掛號時櫃檯人員未確實請家屬回答出生日期。

圖一 104-105年全院異常事件統計

圖二 104-105年第四季年院內各職級通報率

圖三 門診宣傳海報 圖四 資料異動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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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年汐止圈隊榮譽事蹟

106年2月24日的圈隊實地訪視邀請到國泰總院雷

宜芳護理長以及新竹分院許鈺秋督導擔任本院104年

圈隊成效追蹤及105年圈隊的評審委員。

105年全院品質提升競賽發表會於106年3月10

日於國泰總院辦理，為三院圈隊發表交流暨頒獎典

禮之年度盛事，參與全院品質提升競賽發表會─口

頭發表的圈隊，除了繳交書面成果報告書外，尚

需接受實地訪視，綜合評比後再區分為口頭發表

的初階或進階組，本院105年共計8個圈隊，3圈為口頭

發表，5圈為海報發表，院內競賽成果祥如下表所述。

(一)院內競賽-一百零五年度全面品質提升競賽活動

發表會

全院品質提升競賽(HQIC)內部及外部成果展現

一、105年汐止圈隊榮譽事蹟

104年組圈團隊於院內進行年度成果發表外，

也積極參與外競賽並獲肯定。

105年本院共獲獎11件，詳細資訊如下所示：

(一)院外競賽

品質管理中心大紀事專欄

汐止國泰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鄭祺蓉

汐止國泰品質管理中心105年第4季暨
106年第1季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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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單位 主題

優秀獎 8A病房_橡皮圈
運用跨團隊照護降低神經外科病人

泌尿道感染密度

1.先鋒_第199屆全國品管圈大會暨
  石川馨博士百歲誕辰紀念

獎項 單位 主題

優等
手術室_

小綠綠圈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骨科住院病人手

術等候時間

潛力獎 6B病房_QQ圈 改善產後衛教的品質

1.口頭發表初階組

獎項 單位 主題

潛力獎
護理科_

兩個寶貝圈
跳痛外一章~跟疼痛說掰掰

2.口頭發表進階組

獎項 單位 主題

創意獎
護理科_

兩個寶貝圈
跳痛外一章~跟疼痛說掰掰

3.創意獎

獎項 單位 主題

優秀獎 MICU_甜甜圈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於提升呼吸器

相關肺炎組合式照護正確率之改善

2.先鋒_第200屆全國品管圈大會暨
  石川馨博士百歲誕辰紀念

獎項 單位 主題

主題類主

題改善組_

潛力獎

復健科_相耐兒圈
提升住院病患出院後之就醫

動向掌握

3.醫策會_第17屆醫療品質獎

獎項 單位 主題

銅塔獎 MICU_甜甜圈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於提升呼吸器

相關肺炎組合式照護正確率之改善

4.中衛發展中心_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圖一 中衛發展中心_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決賽發表暨頒獎典禮

圖二  圈隊訪視照片(小綠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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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外競賽

今年的第一場全國競賽，本院推派復健科_相耐

兒圈參賽，另外本屆先鋒大會特別設立「優質圈

長獎」；圈長是品管圈的靈魂人物，品管圈要活動的

有效，除機構推動得體，且該圈團隊認真活動之外，

最重要的應是該圈圈長的用心帶領。

復健科相耐兒圈-圈隊運作歷史悠久，已組圈長

達六期，在圈長塗雅雯主任的帶領下，整個科室團

隊總能發想、激盪出許多創新的主題，圈隊善用資

訊整合，改善線上多頭馬車的作業，跳脫原本框架，

為單位與院方提升諸多效益；此外，塗主任也鼓勵

圈隊成員參與院內或全國的品管圈競賽，且屢獲佳

績，在品質改善的道路上至臻至善，是本院的最佳

Q ( Q u a l i t y )醫師。經過品管中心推薦及先鋒

大會審核，106年3月24日先鋒_第201屆全國品管圈

大會，塗主任獲頒「全國優質圈長獎」。

106年4月20日院務會議公開表揚105年院內競

賽成績優異圈隊，近年來汐止組圈風氣提升，參與

醫師比例也變高，期望將來汐止能跳脫傳統品管圈

之.框架，往智慧醫療及精實(LEAN)領域卓越發展，

用創意挑戰資訊，闖出一片天地。

獎項 單位 主題

金頂獎
護理科_

兩個寶貝圈
降低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發生率

金頂獎
復健科_

相耐兒圈
提升住院病患出院後之就醫動向掌握

金頂獎 MICU_甜甜圈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於提升呼吸器相關

肺炎組合式照護正確率之改善

4.金頂獎

獎項 單位 主題

優秀獎
復健科_

相耐兒圈
提升住院病患出院後之就醫動向掌握

1.先鋒_第201屆全國品管圈大會

獎項 圈名 單位 醫師姓名

最佳Q醫師 小綠綠圈 手術室 蘇亦昌主任

最佳Q醫師 檢圈圈 耳鼻喉科 徐愫儀主任

最佳Q醫師 兩個寶貝圈 血液腫瘤科 劉惠文醫師

5.最佳Q(Quality)醫師

圖三 105年度全面品質提升競賽活動發表會
     (汐止全體大合照)

圖四 106.04.20院務會議進行優良圈隊頒獎

圖五 106年度先鋒_全國優質圈長獎



Patient Safety and H
ealthcare Q

uality B
ulletin

品質管理中心大紀事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湯佩倫

總院品質管理中心106年第1季大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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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一、106年3月7日辦理「品質改善專案教育訓練課程」

二、106年3月18日辦理「團隊資源管理(TRM)教育訓練

課程第一梯」

三、106年3月7日辦理「醫品圈問題解決型教育訓練」

四、106年3月7日辦理「品質改善專案教育訓練課程」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推動成果發表

一、105年度全面品質提升活動(HQIC)競賽發表會

(一)於105年3月10日假總院第三十三會議室舉辦，

競賽結果請閱表一至表七。

獎項 院區 單位 圈名 主題

特優 新竹 小兒科 荳荳圈
以流程改造整合新生兒

照護指導

優等

總院
社區

護理組
磁力圈

運用醫療資訊系統提升

末期判定作業完整率

汐止 手術室 小綠綠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骨科

住院病人手術等候時間

佳作

總院 手術室 同志圈

整合院際間資訊化作業

流程以提升手術全期訪視

執行成效

總院 急護科 3C活力圈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提升

呼吸器脫離率

新人特

別獎
總院 急護科 3C活力圈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提升

呼吸器脫離率

表一 口頭發表初階組

獎項 院區 單位 圈名 主題

佳作

總院
臨床

病理科
檢單圈

使用血球形態影像傳輸

提昇檢驗報告服務品質

總院 跨團隊
撥雲

見藥圈
降低門診用藥重覆率

總院
心臟

內科
救心圈

心臟內科冠狀動脈疾病

介入術的選擇

表三 海報發表

院區 單位 圈名 主題

汐止 護理科
兩個

寶貝圈
降低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發生率

汐止

MICU、

呼吸

胸腔科

甜甜圈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於提升呼吸器

相關肺炎組合式照護之改善成效

汐止 復健科 相耐兒圈
提升住院病患出院後之就醫

動向掌握

新竹 加護病房
愛的

進行圈

升重症單位末期病人善終

準備及照護完成率

新竹 復健科 保護圈 改善治療室之滑倒及跌倒事件

總院 藥劑科 三五圈

降低門診處方調劑錯誤率提升

覆核前調配錯誤

(near miss)登記率

總院 護理部 養生圈
降低全靜脈營養(TPN)

給藥異常件數

總院 跨團隊
撥雲

見藥圈
提升門診雲端藥歷查詢率

總院 加護病房 圈圈圈
建置資訊平台改善加護病房超長

住院管理模式

表四 (104年主題，執行成效優良)

潛力

汐止 護理科
兩個

寶貝圈
跳痛外一章~跟疼痛說掰掰

總院 護理部 養生圈

全靜脈營養治療流程之

改善-降低TPN醫囑與處方

異常發生率

獎項 院區 單位 圈名 主題

特優 內湖 跨團隊
內湖

守護圈
提升糖尿病眼底篩檢率

優等

新竹 手術室
綠色

精靈圈

以6S精神提升手術室

備物效率

總院
醫學美

容中心
BEAUTY圈

提升客戶對醫病共享

決策看診模式之認同

表二 口頭發表進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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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 團名 單位 主題

總院 磁力圈 血液腫瘤科 宋詠娟主任

總院 磁力圈 血液腫瘤科 張園鑫醫師

總院 可樂圈 腸胃科 涂天健主任

總院 養生圈 手術室 黃家偉主任

汐止 小綠綠 手術室 蘇亦昌主任

汐止 檢圈圈 耳鼻喉科 徐愫儀主任

汐止 兩個寶貝圈 血液腫瘤科 劉惠文醫師

新竹 百分百圈 急診醫學科 林朝順主任

新竹 綠色精靈圈 手術室 尤俊衛主任

表五 最佳Q(Quality)醫師

院區 單位 姓名

總院 品管中心 洪聖惠

總院 護理部 魏芳君

新竹 護理科 許鈺萩

表七 金牌輔導員

院區 單位 圈名 主題

汐止 護理科 兩個寶貝圈 跳痛外一章~跟疼痛說掰掰

內湖 跨團隊 內湖守護圈 提升糖尿病眼底篩檢率

總院
醫學美容

中心
BEAUTY圈

提升客戶對醫病共享決策

看診模式之認同

 表六 金頭腦獎(最佳創意)

圖一、105年度全面品質提升活動(HQIC)競賽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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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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gh.org.tw/tw/content/depart/CMRI/html/lab/10-1.htm

發行人

顧問群

總編輯

副總編輯

編輯小組暨審稿委員

執行編輯

版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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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

核心價值

誠信、當責、創新

目標

 ● 成為以病人為中心的

    全人醫療照護機構

 ● 培育教學、研究與創新

    的卓越人才

 ● 強化急、重、難症醫療

    服務

願景

成為最受民眾

信賴的醫學中心

02 | 編輯室的話

品質學術專欄

03 | 縮短肺功能檢查室病人候檢時間，提升顧客滿意度之成效 謝佩伶

04 |
冷型自體抗體病人進行心臟外科手術前Thermal amplitude
和抗體效價檢測之應用

楊茜淳

06 | 建置大量輸血提醒視窗之成效分析 楊茜淳

社區醫學專欄

08 |
內湖國泰診所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

「小小營養師、健康早餐聰明吃」
張斯蘭

用藥安全專欄

10 | 降低住院病人退藥率 花士君

11 | 衛生福利部藥品安全資訊 陳宥如

病人安全學習案例專欄

13| 緊急手術安排後30分鐘仍未至手術室
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工作小組

P4P合作醫院推行成效專欄

14 | P4P計畫推行經驗分享-以天成醫院為例
陳怡君、王秀蓮

黃培林、呂偉華

105年HQIC優秀圈隊成果專欄
15 | 提升糖尿病眼底篩檢率-內湖守護圈 張馨予

17 | 提升精神科日間照護中心病人口腔維護能力之改善方案 - e圈 黃蕙文

19 | 使用血球形態影像傳輸提昇檢驗報告服務品質 - 檢單圈 楊佩芳

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20 |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某內科病房服用安眠藥物

患者跌倒發生率
王慧雅

21 | 提升倉儲管理效率 李佩蓉、黃桂英

病安醫品重要訊息揭示專欄

23 | 105年度第4季醫品委員會與病安委員會重要決議 洪聖惠

品質指標報告專欄

24 | 105年度第4季品質指標報告 陳冠宇

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成長專欄

25 | 105年度第4季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與成長 鄭伃洵

品質管理中心大紀事專欄

26 | 汐止國泰品質管理中心105年第4季暨106年第1季大紀事 鄭祺蓉

28 | 總院品質管理中心106年第1季大紀事 湯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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