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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指標的導入強調臨床照護品質、病人

安全、病人經驗等面向之醫療品質指標資料，一向

為醫療品質管理之重要工具，全國於 1 0 2年為

帶動健康照護整體品質優質化，提倡醫療機構

專業盡責化，促進民眾參與及增加醫療品質指標

透明度，導入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

品質改善計畫，協助醫院持續監測醫療品質、

建置國家級醫療品質指標資料庫，藉以鼓勵健康

照護品質績效之提升、落實醫療團隊之整合、

改善專業品質潛在性弱點。

編輯室的話

02

01

至104年起計畫內容擴增病人層級照護指標，

至106年起計畫內容擴增新增套裝式照護指標，

皆提升指標收集與分析之完整性，並透過多元補助

與獎勵方案，賦予各層級醫院實質誘因，以持

續收集、提報指標，監測院內醫療照護品質，

據以調整臨床照護流程、推行品質改善活動，

並藉由醫學中心輔導其他層級醫院建立品質監測

與改善制度的參與模式，促成機構間合作共享，

帶動整體健康照護品質優質化，提升健康照護

品質績效及落實醫療團隊間的整合。

編輯室的話

<內容勘誤更正啟事>

國泰病安醫品雜誌第41期P.19的執行方

法表格中，自動化推片 /染色 /看片 (資訊化 )

改善後之抹片品質應為“較一致”，誤植為

“不一致”，特此更正。對此錯誤我們深感

抱歉，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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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IC優秀圈隊成果專欄

以流程改造整合新生兒照護指導—荳荳圈
新竹國泰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長/黃敏芳

前言

本單位為新生兒中重度病房，102年平均占床率
為47.42%、103年平均占床率為53.36%、104年平均
占床率為51.67%，護理人力平均每一人照顧3~4床。
在有限的護理人力下，當家屬前來辦理出院同時，

護理人員可能有其他狀況需要處理，例如:新入院、
醫師查房及開立新醫囑等。白班護理人員如何有效進

行家屬衛教及縮短出院衛教時間，並兼顧其品質，

為此次問題解決的重點。

現況分析

於2016年7月17日針對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單位內
辦理出院時，給予出院備忘錄之新生兒照護指導所需

花費的時間及衛教內容，進行現況分析：目前本單位

辦理出院的方式是採一對一指導，不論疾病分類，新

生兒照護及母乳哺育皆衛教，但有些衛教內容與嬰兒

室是相重疊，常發現所給予的衛教，也不全然是家屬

想要的，無形中浪費護理人力。再者，母親產後不適、

初經產婦育嬰經驗不一，或是衛教時間母親無法配合

亦會影響衛教成效。在衛教內容方面，雖然有製作

〝出院備忘錄〞但內容講述方式並未統一，完全由辦

理出院的護理師決定衛教內容。因此在護理人員、

產婦、時間及教材的四大因素影響下，如何能使出院

流程更加順暢及衛教家屬所需亦是一大課題。

針對護理師衛教指導流程之問題點為：

一、因單位為小兒中重度病房，大多數來自嬰兒室

或是返家後再住院的新生兒，照顧者在新生兒

照護知識已在嬰兒室住院期間或出院衛教時得

知，且母親生產前本院皆會提供媽咪與寶貝衛

教指導手冊，內容都為新生兒照護指導方法，

與單位辦理出院時再次給予照護者出院備忘

錄，新生兒照護指導手冊重覆(圖一)。

二、因出院當日辦理出院流程過於繁雜及出院備忘

錄內容過多，家屬及護理人員在辦理新生兒出

院衛教時間較長，7月17日至9月07日，調查
NBC護理人員辦理衛教時間長度，收集總計共
43份，平均約為25分鐘，最長45分鐘。

圖一 衛教流程圖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尿布更換及清潔 7 30.4%

母乳哺餵 9 39.1%

餵奶方式 9 39.1%

糞便的辨別 9 39.1%

沐浴 11 47.8%

藥物使用 13 56.5%

體溫測量及發燒處理 13 56.5%

疫苗接種注意事項 13 56.5%

臍帶護理 15 65.2%

新生兒篩檢 15 65.2%

新生兒常見疾病 18 78.2%

表一 最想學習的項目

理想時間(分鐘) 人數

5 3

10 8

15 3

20 4

25 0

30 5

表二 家屬心中理想出院衛教時間調查

對策實施

一、問卷調查

09月09日始，隨機向小兒中重度病房家屬發放問
卷，調查家屬對新生兒照護方面最想學習的項目及心

中理想出院衛教時間，共回收23份，經統計最想學習
的項目共11項(表一)。統計後平均理想出院衛教時間: 
(5*3+10*8+15*3+20*4+30*4)/23=16.08分鐘(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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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出院備忘錄單張
二、目標設定

(一 )依主要照顧者對於新生兒之照護認知，減少
重複衛教、執行適當之衛教，使衛教內容更

有效率。

(二)藉由出院流程改造，減少護理人員出院衛教時
間；縮短出院衛教時間能夠達家屬需求16.08
分鐘，故目標值為15分鐘內。

三、執行過程

(一)統整產前門診及嬰兒室、新生兒加護病房重覆
照護。

1.統計單位護理人員辦理出院衛教內容必講項
目，及出院衛教項目與出院衛教內容標準化。

2.對象以出生28天內新生兒(包括：本院出生、

再次入院、他院及NCU轉NBC未有早產兒收案

者)：入院請家屬帶回考題→請新生兒主要照護

家屬填寫考題→填寫完成，交回護理師。

3.鼓勵主要照顧者參予會客，並於會客時間給
予錯誤項目指導衛教。

結果

12月01日至12月03日，調查新生兒照護指導、
新生兒照護指導完整率及辦理出院衛教時間，並將

結果整理分析，平均辦理出院衛教時間為16.7分
鐘，未達預期閾值(高於15分鐘)，12月29日新增對
策實施，與嬰兒室討論後，整合出院備忘錄，新增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聯絡方式及衛教連結QR cord，
廢除新生兒中重度病房的出院備忘錄，整合單位出

院備忘錄單張，如下圖二。內容包含血型、哺餵方

式、大便評估、臍帶護理、藥物使用及返診須知，

及衛教連結QR cord，並將此單張訂置於健兒手
冊，宣導同仁辦理出院使用此備忘錄單張。收案時

間為 2017年01月04日至01月25日，收案對象標準
不變，再次收集辦理出院衛教時間，並將結果整理

分析。

重新對策擬訂後，取消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出院備

忘錄，製作出院備忘錄單張，並將此單張訂置於健兒

手冊。改造後護理人員執行辦理出院衛教時間由平均

16.7分鐘降至平均每位護理人員辦理出院時間11.3分
鐘，執行成效良好。

結論

提供有效的衛教教學是護理人員的工作職責一，

也是應有的服務，如何讓衛教發揮最好的成效，將是

我們的責任。本專案主旨是在改善護理人員依主要照

顧者對於新生兒之照護認知，減少重複衛教、執行適

當之衛教，使衛教內容更有效率，並藉由此次出院流

程改造，減少護理人員辦理出院的衛教時間，不但可

以表現護理人員的專業，並可以增加家屬間的溝通及

學習意願，減少不一致性的衛教指導，此改造讓護理

人員及家屬能有更多在新生兒照顧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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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IC優秀圈隊成果專欄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骨科住院病人手術等候時間—小綠綠圈
汐止國泰手術室

護理長/蔡玫娘、主任/蘇亦昌

背景與目的

需接受手術之住院病患，從病患被通知可離開

病房、出發至手術室、至病患實際進入手術室並接受

手術的等候時間越短，表示手術室運作之效能越高，

亦表示外科手術換檯之時間能縮短。然而，文獻上發

現，大部分手術等候時間的改善，均著重於急診或門

診病患之手術等候時間，對於已住院之病患則較少被

探討；且臨床實務上亦發現，影響住院病患手術等候

時間之因素比其他類型更為繁雜、亦牽涉更多科室，

因此引發本專案小組針對住院病患手術等候時間之細

部情形做進一步的探討，希望藉由此專案推動，能提

升跨單位之合作，進而提升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

現況分析

運用SIPOC(Suppl ie r供應者、 Input輸入、
Process流程、Output輸出、Customer顧客)管理手
法，從醫療人員提供給病人的照護流程中，檢視出彼

Suppliers Inputs Process Outputs Customers

•醫師 •通知送刀(下一台)原則 排程管控護理師通知病房送刀 •等候時間 •病人

•流動護理師 •同意書 病房接到通知 •滿意度(病房、手術室、病人) •家屬

•病房護理師 •通報系統 準備病人 •手術核對表完整率 •護理師

•麻醉科 •手術核對表 電話通知護送人 •醫師

•護送 •電梯等候 護送到病房接病人

•病人 •麻醉科評估 送達手術室

•家屬 •護送派工原則 麻醉完成

手術開始

手術結束

麻醉結束

病人離開手術室

清潔房間

表一 骨科住院手術病人送至手術室之價值流程圖（SIPOC）

步驟 T1 T2 T3 T4 T5 T6 T7

流程
手術室通知病房

送刀
病房接到通知 準備病人

電話通知

護送人員

護送到病房

接病人
送達手術室 麻醉完成

時間 30sec 30sec 10min 10min 10min 15min 20min

臨床人員依經驗

提出之困難

•叫刀原則不明確

•聯絡不到主刀

  醫師

•非主護接到

  電話(訊息未

  傳達)

•沒有ICU床位

•病人上廁所

•主刀醫師

  尚未病解

•檢查未完成

•家屬未到

•手邊有事

  未能立即

  來接病人

•病人還沒準備好

•等電梯

•病人重打IV

•查檢表不完整

•同意書不完整

•尚未麻諮

•麻醫太忙

•IC難打

•困難插管

•Vital signs 

  不穩定

表二 分析現況價值流程圖

此影響之因素，提供過程中的關鍵投入和產出更

明確。運送骨科住院病人送至手術之供應者，

包含，醫師、流動護理師、病房護理師、麻醉科、

護送人員、病人及家屬，這些供應者皆會影響整個流

程之流暢性，而投入的處置及標準作業流程如未

完成，亦會影響下一個階段進行。執行流程中會因為

病人準備度、醫療人員間溝通有效性及護送人員之配

合度而對結果有影響。見表一。

為了解「手術等候時間」中七個環節之現況，

本團隊於105年5~6月收集骨科之住院手術病患共137
位之手術等候時間，並分析T1至T7所花費時間，分析
結果發現，每一個時段超過可接受所花費時間之不合

格率，最高的分別為病人由病房出發後到手術室、

經由手術室接待區至手術室之時間（T5=47.2%）
及病人進入手術室至麻醉完成（T6=12.4%）。依據
本階段之分析結果，本專案將著重於T5這個時段之現
況分析及改善，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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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5年8~9月收集骨科之住院手術共77位之手
術等候時間，著重於病患由病房出發後到手術室、

經由手術室等候區至手術室所花費之時間（T5）、
並記錄其超過25分鐘之原因別。分析發現，共有38
位病患(佔49.4%)於這段期間所花費之時間超過預
期25分鐘，依照延誤原因之比率遞減順序排序，依
序為「前台手術尚未結束」（52.6%）、「等候電
梯過久」（21.1%）、「病人臨時要求上洗手間」
（10.5%）、「重新注射點滴」（5.3%）、「手術
檯未準備好」（5.3%）及「同意書尚未完成簽署」
（2.6%）等。由此現況可知，本專案需改善病患等候
時間之兩個主要目標，分別為「手術室通知病房送病

患之時機」、「等候電梯過久」及病人準備完成

時機。

執行方法

一、制定手術室通知病房送病人標準規範

由排程管控師定期巡視各手術房之手術進度，

依傷口大小及麻醉方式預估時間，依據通知病房送病

人至手術房時間需≦25分鐘，由排程管控師評估結
果決定通知病房送下一台手術之時機。

二、向資訊組申請「手術動態查詢」權限開放

手術室排程管理，可檢視各手術房手術病人

動態，可掌握病人手術中及下一台手術病人之排

程動態，申請提供骨科病房同仁查閱，以利病房

護理師能掌握病人手術時間，不必花費時間電話

連絡手術室人員，節省雙方時間。

三、檢視醫療系統手術時間資料收集之時間點及標準

檢視現況醫療資訊系統，各項時間記錄，以擷

取骨科住院病人手術等候時間之計算。為避免時

間誤差，請同仁紀錄時間統一以以電腦所呈現之

時間為標準。

執行成效

於105年10月1日至106年3月31日進行結果
評值如下：

一、105年10~12月骨科手術病人共129人次，「手術 
等候時間由病房送至手術房」大於25分鐘之
件數有37件，不合格率為28.7％，比改善前

4 9 . 4％降低 2 0 . 7％。於 1 0 6年第一季降至
21.1％，見圖一。「前台手術尚未結束」原因
由52.6％下降至21.6％。

二、骨科病房與手術室電話詢問手術病人送刀時間

次數大幅減少。由電話錄音收集結果105年7月
至9月有35通，減少至105年10月至12月之
1 5通。6位排程管控師，4為表示有減少，2位
表示無特別差異，手術排程管理動態維護，

手術室人員於105年7月至9月有26次未立即更
新動態，經開放骨科病房查詢，於105年10月
至12月降至11次未更新動態。

結論

經護理人力逐筆收集資料統計，以找出每個時

間點之關鍵問題，經分析效益投入結果而選擇有效

的方案，本專案選擇較低投入卻有高效益的方案，

由原來主刀醫師決定通知骨科病房送下一台時間，

轉交至排程管控護理師，護理師需承受相當大的

壓力，但為了提升手術室效能及病人權益，避免讓

病人於手術室等候區等候太久，考量兩全其美

之下，需制定標準規範為依據，以利團隊執行。

此次專案以精實管理方法導入，專案小組成員

皆初次接觸精實管理理念，對於精實主要目的減少

浪費及尊重員工，專案小組同仁皆認同且有同感，

此專案執行實際減少時間的浪費並尊重員工與病

人，雖然精實管理之工具方法運用尚不成熟，但團

隊因此能達成共識進而改善骨科住院病人手術等候

時間，實屬收獲，專案改善過程中，也發現以人力

收集資料亦是人力的浪費，如有資訊系統協助資料

收集更能協助問題之持續改善。

圖一 骨科住院病人手術等候時間>25分鐘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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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產後衛教的品質—QQ圈
汐止國泰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鄭祺蓉

背景與目的

汐止6B病房為婦幼病房，包含婦科、產科及
兒科。每位護理人員會同時照護到婦科、產科及兒科

的病人，且臨床上迎接新病人順序是按照病人數及忙

碌程度決定，不分照護科別；故護理人員不但每天須

對個案執行生命徵象監測、給藥等護理活動外，還要

給予相關衛教指導，包含：產後自我照護、產後護理

指導、乳房護理、哺乳姿勢及技巧、婦科術前及術後

護理指導等。

經統計6B護理人員花費在產科衛教指導時數
最多。產後衛教現行做法為：(1)單位規範由每日白班
執行產後衛教指導；(2)採個別衛教(一對一口述方式進
行衛教，期望能提高學習成效)；(3)衛教內容來自於：
A4大小「產後衛教手冊」及「母乳哺育指南」。

產婦於入院或轉入時給予第一天常規衛教，第二

天開始護理人員依照單位規範給予不同之產後衛教

(非依據產婦當時需求)；但每日不同時段皆有產婦或
家屬前來護理站再次詢問已衛教過之項目，甚至也會

詢問尚未指導之衛教項目，造成護理人員的護理時數

增加，以及體力的耗損。期望能藉由QCC改善產婦對
自我照護之焦慮，提高產婦的衛教成效及滿意度，

並使用QR Code於衛教影片中以減少重覆的護理
時數，增進時間效益，建立符合未來潮流的標準化

作業，再造衛教流程。

現況分析

經實地查證結果，護理人員衛教內容一致性占

率僅為42.9%，產婦不專心聽衛教占率69.6%。
進一步調查發現產後婦女常因傷口疼痛、哺餵母乳，

以致衛教吸收率不盡理想，或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理解，故希望增加產後衛教之吸收率，減少產後衛

教所需時間。

經問卷調查及驗證結果，護理人員對於產後衛

教平均滿意度為37.8%；產婦對於產後衛教認知評
值正確率為55.6%；產婦對護理人員衛教執行流程
平均滿意度為44.6%；產婦對於產後衛教本平均滿
意度為61.4%（再次口頭訪談結果，產婦78%表示
產後習俗觀看太多書面文字會讓眼睛視力受損，

另外22%產婦表示為經產婦故不需要再觀看產後衛
教本）；而產婦對於產後衛教整體滿意度為53%。

執行方法

產

婦

對

產

後

衛

教

滿

意

度

低

要因 對策

知識不足無法完整給予衛教
a.舉辦單位產後衛教在職教育

b.建立新進人員產後衛教自學教案

衛教內容不符合當時需求
a.製作產後衛教指導影片

b.重新規劃個別護理指導工作流程

遺漏衛教內容
a.重新規劃個別護理指導工作流程

b.於護理治療車電腦放置產後衛教手冊提供查詢

疼痛不適
a.給予非藥物疼痛處置

b.更換產後護理指導對象

衛教本內容多不易讀取
a.製作產後衛教指導影片

b.將衛教本文字濃縮成圖檔

衛教內容不一
a.建立產後衛教指導執行標準

b.建置網路護理指導-e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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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產婦對產後衛教執行流程之滿意度

圖二 產後衛教影片製作成QR code執行成效

一、護理人員執行產後衛教滿意度，由37.8%提升至
83.8%。

二、產婦對產後衛教執行流程滿意度(圖一)，由44.6%
提升至87.2%。

三、產婦使用QR code影片(圖二)於產後護理指導認
知成效，正確率由55.6%提升至85.8%，但所有
產婦皆需回覆示教及更正其錯誤姿勢及認知，

正確率皆達100%。

結論

經由本次改善活動，單位修改現行護理指導流

程，建立一致性且方便快速、順應時代潮流的產後衛

教流程。產婦則可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重複觀看且

控制影片播放的時機，更能吸收產後衛教知識；也縮

短人員於晨間護理時重複性衛教的時間，達到衛教內

容的一致性。針對不同特殊需求之產婦，期盼日後能

夠提供多國語言的影音內容給外籍產婦，並運用不同

的多媒體設備提供多元化的播放方式，以達到全方面

的產後衛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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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痛外一章~跟疼痛說掰掰—兩個寶貝圈
汐止國泰護理科

督導/邱靖雯

前言

疼痛是醫院中最常見的臨床問題之一，也是最令

癌症病人感到困擾的症狀之一，然而儘管醫學科技的

發達，仍有許多病人的疼痛未獲得有效處置，疼痛若

無法獲得緩解，不僅生理無法獲得平衡，更影響日常

生活、睡眠、情緒及生活品質，有礙病人疾病的復原

[1]。因此，本專案針對護理人員執行疼痛處置的現況
進行分析，找出解決對策，希望透過專案的推動，

能提升護理人員執行非藥物疼痛處置的能力，提高護

理人員執行非藥物疼痛處置的執行率，讓病人能獲得

更適切的疼痛處置，達到疼痛的緩解。

現況分析

本單位為內科病房，共有51床。根據2016年病房
統計報表顯示平均佔床率為52%，住院天數為7.3天；
科別以血液腫瘤科居多，佔78.9%，平均住院天數為
6.9天。每日平均約有9位病人因疼痛接受藥物處治。
護理人員共18名，平均年資為1.7年。

一、護理人員執行疼痛護理處置情形

2016年6月14日至6月21日以病歷回溯共收案10
位有疼痛困擾的病人，經分析10位病人其疼痛最高
為7分，平均2-3分，最低為0-1分，疼痛部位皆不相
同。60%護理人員提供疼痛護理計畫；其中90%病人
有接受藥物控制疼痛，80%病人接受護理人員之非藥
物疼痛處置，其中30%舒適臥位；30%冰敷；20%傾
聽並心理支持；20%深呼吸；10%按摩；10%芳香
療法；10%聽音樂轉移注意力，可見護理人員在執行
疼痛處置仍以藥物處置為主。

二、護理人員的疼痛相關教育訓練

新進人員到職時會有一堂身體評估有講授到疼痛

評估的內容，但未講授疼痛處置的內容。在2015年單
位內的在職教育則僅有1堂主題為癌症病人疼痛控制之
藥物處置介紹。因此並無針對非藥物疼痛處置的教育

訓練課程，護理人員接受疼痛教育訓練不足。

三、護理人員對於非藥物疼痛處置的認知、執行頻率

與自我效能

參考相關文獻後自擬問卷探討護理人員對非藥物

疼痛處置之認知、執行頻率與自我效能。問卷結果

分析，疼痛教育指導、冷熱應用、心理支持三項非藥

物疼痛處置在認知、執行頻率、態度及自我效能都是

排名前三位，與實務相呼應。反觀，護理人員在非藥

物疼痛處置中的音樂治療、按摩、運動、芳香療法的

認知、執行能力、態度與自我效能則不理想。因此，

應該提升護理人員在音樂治療、按摩、運動、芳香療

法的認知與執行能力。另外調查護理人員無法執行非

藥物疼痛處置的原因有：太忙沒時間作衛教、衛教單

位關於非藥物疼痛處置的內容不完整、單位無芳療設

備可以使用。

對策實施

專案小組成員經由參考文獻與共同討論後，將各

種可能之解決方法以決策矩陣分析表評分，最後選出

以下可行之解決方案：人員教育訓練、增加多媒體衛

教工具、增加芳療機和精油、加入醫療團隊合作、

增加衛教單張。

成果

一、提升護理人員非藥物疼痛處置認知

護理人員接受在職教育後進行芳香療法、運動、

經絡按摩的認知測驗，結果18位護理人員在芳香療法
認知為95.5分，運動認知為100分，經絡按摩認知為
96.5分，皆達目標設定90分。

二、提升護理人員在按摩、運動、芳香療法的執行頻率

以問卷調查18位護理人員執行非藥物疼痛處置-
芳香療法、運動、經絡按摩的執行頻率分別為90%、
88%、86%，皆有達到目標值80%(圖一)。

2017.1.05~2017.1.31以病歷回溯，有9位病人
使用芳香療法緩解疼痛，有5位同時以精油加按摩來
緩解疼痛。病人的疼痛程度可以從中重度疼痛

(5分以上)下降至輕度疼痛(3分以下)，甚至有5位病
人「零疼痛」，能舒適得睡著。

圖一 護理人員執行非藥物疼痛處置(芳香療法、
運動、經絡按摩)之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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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疼痛是癌症病人最為害怕與難以忍受的症狀之

一，所以醫療人員本身應具有的疼痛知識是疼痛評估

與處置的重要關鍵。本專案旨在提高護理人員在臨床

照護病人時執行非藥物疼痛處置的執行率，藉由規劃

實作課程的教育訓練，製作經絡按摩與運動的衛教

影片，除了能用於衛教病人與家屬外，也能用於之後

新進護理人員的教學。另外，因為病人對於疼痛處置

的種類選擇會受到醫療人員提供的訊息所影響，尤其

是醫師的建議，因此，邀請醫師與物理治療師一同加

入，醫師也願意主動建議病人更多非藥物疼痛處置的

選擇，讓本專案能結合跨團隊的合作。在專案的實施

後，不但護理人員的認知提高，在臨床照顧病人執行

非藥物疼痛處置得執行頻率也大為提高。最重要的是

在接受非藥物疼痛處置的病人，其疼痛程度都有

改善，甚至連家屬也因為看到病人有所改善，也要求

體驗非藥物的疼痛處置，可見已經讓病人與家屬

能接受此照護措施，讓我們對於病人的照護能

達到「零疼痛」的最終目標。

參考資料

1. Maier, C., Nestler, N., Richter, H., Hardinghaus, 
W., Pogatzki-Zahn, E., Zenz, M., & Osterbrink, 
J. (2010). The Quality of Pain Management 
in German Hospitals. Deutsches Arzteblatt 
International, 107(36), 6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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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護理科

社區護理師/周宜慧

校園健康宣導一條龍，安全視力牙齒一把罩

近年來因台灣社會觀念衍變及大環境因素造成少

子化，少子化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對於

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未來主人翁的安全健康是值得及早重視的環節。

本院自102年協助新竹東區通過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成為全球第321個國際安全社區網絡成員，在校園安
全議題營造上，不斷積極與校方討論近年來校園曾發

生的意外事故，校園安全亮起紅燈，因此透過推廣校

園安全行動方案延伸至居家安全環境檢核方案，

降低學童經常身處的兩大處所(居家及學校)意外傷害
機率；另一項校園健康議題推廣是針對學童最重要的

靈魂之窗及口腔保健加強認知，並增強遵守之態

度行為，新竹東區安全健康促進會與本院也聯合持續

深耕校園進行安全與健康衛教宣導，不僅是教導學童

健康與安全觀念的重要性，冀望學童把所學的健康知

能與安全常識帶回家傳遞分享給其他家人。

校園安全是五大議題之重要一環，因此拜會校方

領袖共同討論關於校園環境安全營造事宜，首先學校

護理師將年度校園常見意外事故傷害類別型態進行統

計分析，接下來召開會議討論研擬推動方案，試行三

個月後持續追蹤分析推動成效，推廣行動方案如下：

一、衛生組將校園原本只訓練高年級的安全小尖兵

或健康小天使培訓計畫擴展為中高年級一起加

入，提高榮譽心與使命感，表現優異者期末給予

獎勵。

二、遊戲場所也分齡限制，協商體育老師針對遊戲設

施使用規則加以說明，確保學童使用安全。

三、朝會邀請各領域專業人員說明安全議題預防

方式，並公告校園不安全點請學童多加留意，

另頒佈賞罰細則，強化學童認知及自律行為。

四、健康體育課程發放安全須知學習單，利用活潑尋

寶方式引發學童好奇與興趣，並可帶回家與家人

一起腦力激盪。

另一項校園健康議題，主題為視力與牙齒保健，

從幼兒園及國小低年級學童開始著手推動方案，

包括：愛眼睛行動劇表演、互動式有獎徵答、正確刷

牙及保護眼睛的卡通影片播放、大家來找碴學習單及

眼睛與牙齒模型構造講解等，讓學童對於眼睛及牙齒

保健有更多的瞭解，將健康訊息傳遞向下紮根，期盼

能減少學童近視及齲齒發生率。

在校園推廣宣導方案時，常被學童們問：「護理

師阿姨妳什麼時候會再來教我們其他身體部位健康

活動?這個牙齒模型好有趣，我回家要多刷牙等」；
從事社區營造多年，為整合跨領域團隊協商合作，

從無到有，一路顛 吃不少閉門羹，透過簡單易懂的

營造模式，讓安全健康融入淺顯易懂的課程講解，

漸漸獲得社區及學校的支持與協助，落實日常生活

中靈活運用。

圖一 健康牙齒保健講座

圖三 居家環境安全宣導

圖二 校園安全宣導

圖四 視力保健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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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藥師審核/確認處方
 的資訊頁面  

圖三 審核/確認頁面直接
連結護理作業系統

圖五 審核/確認頁面直接
連結藥品資訊

圖二 審核/確認頁面直接
 連結醫囑系統

圖四 審核/確認頁面直接
連結檢驗/檢查系統

圖六 審核/確認頁面直接
連結腎功能試算小幫手

高)78人次(25.4%)，藥物適切性27人次(8.8%)；而105
年度這三類問題的建議率，依序為18.6%、35.9%、
14.6%；計算統計差異性，分別為p< 0.001(39.1% vs. 
18.6%)、p= 0.001(25.4% vs. 35.9%)、p= 0.011(8.8% 
vs. 14.6%)。此統計結果反應出，在藥師相關專業之
「潛在藥物不良反應」的建議率顯著上升，而「依肝腎

功能調整劑量」與「藥物適切性」在比例上則明顯

下滑，推估應與「電腦系統提供『線上試算小幫手』及

醫藥資訊友善連結」有關，因著這樣的巧思，醫療人員

一指就能搞定藥物劑量或取得藥品相關資訊。

結論

資訊系統多元建置與資訊介面改善，確實能提供

藥師多面向地發掘藥物治療相關問題，進而提升建議

率、降低潛在用藥疏失。惟用藥建議的接受率未能一併

提升，有待再分析原因，日後藥師或可加強和醫療端的

意見交流，以更精實藥物評估作業。

前言

資訊化是現今醫療作業相當重要的一環，運用電腦

系統構築用藥安全防護網，也是目前的趨勢。國泰醫療

體系在資訊部門的協助下，已建置多項系統性用藥安全

的把關機制，如：藥物過敏警示、極量檢核(單日/單次
最大劑量)，以及藥物交互作用、重複用藥、肝腎功能
與懷孕用藥分級等的線上即時提示。然而，服務品質與

用藥安全的精進與提升，不能稍有停歇，透過總院藥物

使用評估小組的跨部門戮力合作，再加上院方高層之大

力支持，用藥安全相關資訊的功能遂能與時俱進。

針對住院病人，為加強藥師對藥物治療提供判斷性

服務之效能，我們在藥師審核/確認處方的資訊頁面，
陸續建置多項連結快捷鍵，如醫囑、護理相關作業/
紀錄、檢驗檢查/細菌報告、處方集/醫學資料庫、肌酸
酐清除率試算工具/依腎功能調整劑量，及自備藥物等
(圖一~圖六)，協助藥師在病人用藥上進行最完備的
把關。而改善資訊介面的友善與便利性，是否提升了藥

師判斷性服務的量與質?藉著分析藥師之用藥評估
成果，以瞭解資訊建置成效與後續改善目標。

方法

回溯性收集106年3月29日至4月28日汐止院區住
院病人之用藥評估表，成效評估包括整體評估率(評估
件數/住院人次)、建議率(建議件數/住院人次)與接受率
(接受件數/建議件數)等，各數據再與105年度進行
比較，所有資料係以EXCEL 2010進行建檔與數據分析/
統計。

結果

此1個月中，藥師評估住院病人用藥件數計1170
件，評估率達82.8%，分別為內科591件，外科 339
件，兒科 118件，婦產科 68件，五官科 32件，身心
科 22件。藥師提出之用藥建議計307件，建議率為
21.7%，相較105年度的用藥建議率4.4%，有大幅提升
且達統計差異(p< 0.0001)；接受率為52.8%，較105年
度的63.8%，則有明顯下降 (p= 0.00065)。此外，
在病人自備藥之評估率為18.2%，建議率為4.5%，
相較105年度之建議率0.3%，實呈現巨幅成長。

藥物治療相關問題的分類，前三名分別為：潛在藥

物不良反應120人次(39.1%)、依肝腎功能調整劑量(過

用藥安全專欄

改善資訊介面提升藥師的用藥評估成效汐止國泰藥劑科   

藥師/吳淑英、

組長/李映瑩、

主任/張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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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6年4至6月公
告的藥品安全資訊，提供全院人員參考。

公告：Dasabuv i r及ombi tasv i r /pa r i t ap rev i r /
r i t o n a v i r 成 分 藥 品 安 全 資 訊 風 險 溝 通 表
(106/4/7&106/4/25&106/5/10)

Dasabuvir：治療成人慢性C型肝炎基因型1之
感染。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治療成人
慢性C型肝炎基因型1、4之感染。全國藥物不良反應
通報中心近期接獲通報疑似使用抗C型肝炎病毒藥品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及dasabuvir發生肝
臟失償及肝衰竭之不良反應案件，主要為Child-Pugh 
sore 6分之病人，皆於開始治療後一至四週內發生，
且個案之總膽紅素數值快速上升。

◎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處方前，應確認病人肝功能情形，並依下列原則

使用該等藥品：

        (一 )禁止用於中度至重度肝功能不全的病人

     （Child-Pugh B與C）。

(二)由Child-Pugh B恢復至Child-Pugh A之病人，
亦不建議使用。

(三)若為Child-Pugh score 6分之病人，須謹慎
使用，且建議第一個月宜每週至少追蹤肝功能

一次。

二、用藥期間，應緊密監測病人肝功能情形，注意事

項如下：

(一)開始治療初期應至少每2週監測一次肝功能
(若為Child-Pugh score 6分之病人，建議第一
個月宜每週至少追蹤一次)，包含總膽紅素及直接
膽紅素之肝臟相關生化檢驗值。

(二)若病人膽紅素有上升的傾向或出現黃疸情
形，務必縮短肝功能檢測間隔至每週一次或更頻

繁的監測，直至黃疸情形改善為止。

(三)若病人由Child-Pugh A進展至Child-Pugh B或
C，或出現肝失償之徵兆與症狀(如黃疸、腹水、
肝性腦病變、靜脈曲張出血等)，宜考慮停藥。

公告：含ambroxol或bromhexine成分「處方藥品」中
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10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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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警語及注意事項」處應加刊：

有極少數的報告指出，發生多形性紅斑

（erythema multiforme）、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
/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 /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急性
廣泛性發疹性膿皰症（acute generalisedexanthemat
ouspustulosis<AGEP>）等嚴重皮膚損害，與使用袪
痰劑，如含ambroxol或bromhexine成分藥品有時間關
聯性，但這些案例通常與病人的潛在疾病及/或併用藥
物有關。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的早期階段，病人可能先

出現類似流感的非專一性前兆症狀（如：發燒、身體

感覺疼痛、鼻炎、咳嗽及喉嚨痛），此時可能會使用

咳嗽及感冒藥來進行症狀治療，因此，如果皮膚或黏

膜出現新的傷口，須立刻尋求醫療諮詢並停藥。

二、「不良反應」處應加刊下列內容：

( 一 ) 免 疫 系 統 疾 患 ： 罕 見 ： 過 敏 反 應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頻率未知：過敏
性反應（anaphylactic reactions）（包括：過敏
性休克、血管性水腫、瘙癢症）。

(二)皮膚及皮下組織疾患：罕見：皮疹、蕁麻
疹；頻率未知：嚴重皮膚不良反應（包括：多形

性紅斑、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壞死
溶解症、急性廣泛性發疹性膿皰症）。

公告：含Allopurinol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06/4/20)

Allopurinol成分藥品具有發生罕見但嚴重皮膚過
敏反應之風險，同時為我國藥害救濟給付案之常見可

疑藥品。

◎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應依allopurinol仿單之適應症處方用藥，不建議
用於無症狀之高尿酸血症。

二、應依allopurinol仿單之用法用量處方用藥，尤其
是初始劑量，並應謹慎逐步調整給藥劑量。

三、於腎功能不佳者，通常會增加allopurinol引起皮
膚過敏反應之嚴重程度，因此，應依病人之肌酸

酐廓清率降低allopurinol之使用劑量，並特別注
意病人嚴重皮膚過敏反應之發生。

四、使用allopurinol可能會發生罕見但嚴重之皮膚過
敏反應，且在用藥數天到數個月內都可能發生。



Patient Safety and H
ealthcare Q

uality B
ulletin

14

13

五、嚴重皮膚過敏反應之初期症狀可能有喉嚨疼痛

伴隨發燒情形、口腔 /黏膜潰爛、皮膚紅疹、
丘疹、廣泛性表皮脫落等，如及早發現並經適

當處置，可避免或降低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發生

風險與嚴重度。

六、經停藥症狀改善後，亦不可再次處方含

allopurinol成分藥品。
公告：Codeine及tramadol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
通表(106/5/10)

美國FDA發布，因含codeine成分及含tramadol
成分藥品具有導致呼吸緩慢、呼吸困難等嚴重風險，

且用於兒童之風險更高，用於哺乳婦女亦可能對哺餵

之嬰兒產生影響。

◎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含codeine成分及含tramadol成分藥品不建議使
用於下列病人：(1)未滿12歲兒童。(2)肥胖、
具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肺部疾病等

情形之12至18歲青少年。(3)未滿18歲兒童之
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4)哺乳婦女。

二、處方含codeine成分或含tramadol成分藥品於未
滿18歲病人或哺乳婦女，應特別提醒病人及其照
護者，注意病人或哺餵之嬰兒是否有出現呼吸相

關不良反應之徵兆，包括：呼吸緩慢或微弱、

呼吸困難或呼吸聲嘈雜、意識混亂、異常嗜睡、

哺乳困難或癱軟等。

公告：含碘顯影劑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06/5/11)

含碘顯影劑  ( Iodinated contrast media)，
包含：diatrizoate、iobitridol、iodixanol、iohexol、
iopamidol、 iopromide、 ioversol、 ioxaglate、
ioxitalamate、ethiodized oil。

一、暴露於含碘顯影劑可能發生甲狀腺機能低下。這種

情況較容易發生於某些易感族群，如嬰兒（尤其

早產兒）、年長者及甲狀腺相關疾病之病人。

二、含碘顯影劑造成之甲狀腺機能低下與急性身體自

我調節機制（Wolff-Chaikoff effect）有關，身體
為抵抗血漿內碘的快速上升，可能會造成短暫或

永久的甲狀腺機能低下。此調節機制通常會發生

在暴露過量的碘後24至48小時內發生。

三、嬰兒倘患有甲狀腺機能低下恐會影響外在發育及

心智發展，此病症通常不會有顯著的症狀表現。

公告：Citalopram及escitalopram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風險溝通表(106/6/9)

Citalopram及escitalopram均為選擇性的血清素
再吸收抑制劑(SSRI)。瑞士醫藥管理局(Swissmedic) 
發布，上市後曾接獲疑似使用含ci ta lopram及含
escitalopram成分藥品後發生橫紋肌溶解症之通報
案例。我國核准含citalopram及含escitalopram成分藥
品之中文仿單均已於「副作用」處刊載「肌痛症」

◎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含citalopram及含escitalopram成分藥品於上市
後曾有橫紋肌溶解症之通報案例。

二、應告知病人使用含citalopram及含escitalopram
成分藥品後可能發生橫紋肌溶解症，並提醒病人

若出現相關症狀如：肌肉酸痛、虛弱、噁心及茶

色尿等，應立即回診。

公告：含Mifepristone及misoprostol成分藥品安全資
訊風險溝通表(106/6/15)

M i f e p r i s t o n e：為合成的抗黃體素功能之
膽固醇，競爭性抑制內因性及外因性的黃體素活性，

有終止妊娠的作用。Misoprostol：為合成的前列腺素
E1的類似物，能導致子宮肌層平滑肌纖維的收縮和子
宮頸的放鬆。併用mifepristone及misoprstol時，可能
會有感染和/或敗血症、嚴重出血、胚胎毒性(當懷孕
終止失敗或終止後緊接著懷孕時)等風險。病人應於服
用後7到14天內確認是否終止懷孕，且未有異常出血
或感染等症狀。

◎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Mifepristone於我國屬第四級管制藥品，且僅限
由婦產科醫師使用，醫師處方前，應謹慎評估病

人使用該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

二、應告知病人於用藥後2週內務必回診追蹤，以確
認胚胎是否完全排出，且未有異常出血或感染等

症狀。

三、應告知病人可能會有感染和 /或敗血症、嚴重
出血、胚胎毒性(當懷孕終止失敗或終止後緊接著
懷孕時)等風險，如出現不適症狀，應儘速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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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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檢查前鎮靜藥物(Ketamine)注射劑量錯誤

提醒

兒童檢查前使用鎮靜藥物應確認劑量正確性，

並注意有無超過常用成人劑量。建議藥物勿先預

抽，應帶至現場核對無誤後方可施打。

案例描述

8歲男童疑似胃潰瘍預做胃鏡檢查，兒科醫師
開立醫囑檢查前予以Ketamine 25mg IV(藥物標示
50mg/ml，應抽0.5ml)。因藥品外觀標示〝50〞特別
明顯，藥品總體積為10ml(圖一)，護理人員以為10
毫升共50mg(1毫升含5mg)。所以依醫囑25mg，
抽取5毫升(實際已含250mg)，再交由專科護理師帶
至檢查室注射。注射後病童昏睡不醒，立即報告醫

師給予生理食鹽水500ml點滴滴注，並每小時監測病
童呼吸、血氧及生命徵象變化，待病童清醒觀察無

礙後方辦理出院，後續門診追蹤。

建議作法

一、兒童檢查前使用鎮靜藥物建議勿先預抽，應帶至

現場核對無誤後方可施打。

二、藥物如果沒有馬上要注射，應要清楚標示藥名、

劑量、總量及稀釋濃度。

三、加強兒童鎮靜藥物用藥安全教育訓練，包含：

(一)藥品劑量及總量之換算要注意，Ketamine
靜脈注射標準劑量大約為1mg/kg。

(二 )兒童注射鎮靜藥物 ( K e t a m i n e )劑量，
如依正常身高體重計算，常理上不會超過

1ml(50mg)，臨床醫護同仁應培養藥物使用安
全劑量之敏感度。

圖一、Ketamine藥品外觀

(三)兒童使用Ketamine需注意有無呼吸抑制及
低血壓等狀況。

參考資料

1.Lisa, H., Andrea, M., Michelle, F., Eddy, S., 
Douglas, S., Terry, P. K., MSc, & Lisa, E. (2016). 
What Works and What's Safe in Pediatr ic 
Emergency Procedural Sedation: An Overview 
of Reviews. 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 
23(5), 519-530.

2.Megan, H. S., James, M. G. (2014). A Fixed-
Dose  Ke tamine  Pro toco l  fo r  Ado lescen t 
S e d a t i o n s  i n  a  P e d i a t r i c  E m e r g e n c y 
Department.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165(3), 
45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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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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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同時接受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治療前未
確認病人檢驗異常值，導致嚴重免疫力低下

提醒

一、於病人接受放射治療(或化學治療)前，應確認其
檢驗數值是否異常，並依病人情況調整療程。

二、整合不同資料庫以有效串聯病人檢驗數值，透過

警示系統可即時獲知檢驗異常值。

案例描述

<案例一>

一位50歲口腔癌病人，開刀後接受化學及放射
治療。接受第一次化療後，引起嚴重白血球低下症

而住院。由於異常檢驗值只會通知開單醫師，其他

醫師須依賴開單醫師通知或看診時自行檢視報告才

能得知，因此，病人住院後仍持續進行放射治療，

數天後放射腫瘤科接獲他科醫師通知才暫停治療，

但病人已接受了五次治療。

<案例二>

68歲肺癌病人，接受放射治療前，放射師需確
認項目未包含「檢驗數值」，經過四次的放射治療

後，病人再回門診複診，醫師檢視資料後發現痰液

細菌檢驗為開放性肺結核。當下立即通知相關單位

進行隔離防護措施，病人接受治療期間，所有接觸

過的其他病人、家屬及醫護同仁，皆暴露於群聚感

染風險中。

建議作法

一、病人於接受放射性治療前若有接受抽血檢查，

應先確認檢驗數值是否為異常值，並依病人情況

適時調整治療療程。

二、病人若同時接受放射性與化學治療，須注意有

無產生血球低下造成感染之情形，例如 :白血
球(White blood cells，WBCs)、嗜中性白血球
(neutrophil)、絕對嗜中性白血球數(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ANC)⋯等數值。

三、若醫院設有不同的檢查(檢驗)資料庫，建議可以
整合成相關之警示系統，以有效減少人工查詢時

間及降低檢驗值遺漏檢視之風險。

四、確保資訊同步，以呈現最新的檢驗報告。

五、檢驗數值異常時，系統畫面建議可以不同顏色

顯示，以凸顯警示效果。

參考資料

1. 朱富平、施威祥、劉致和、吳宛蕙、朱學亭、
王拔群(2008)．臨床檢驗異常值多方雙向傳呼系
統之建置．2008年台灣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
(JCMIT2008)，11-13。

2. 陳瑞仁、陳姿吟 (2014)．基於雲端運算與知識
本體之核醫警示雲．醫務管理期刊，1 5 ( 1 )，
37-53。

3. 汪昶佑、梁雲、王秀仁、柯建佑、陳保慶、洪偉
強、賴玫伶、廖偉敦(2014)． 運用單鍵解決方案
整合放射腫瘤資訊系統(moSaIQ)與醫院醫療資訊
系統．放射治療與腫瘤學，21(4)，295-304。

4. L. Leape, A. G., Lawthers, T. A. , & Brennan, et 
al. (1993). Preventing Medical Injury. Qual Rev 
Bull. 19 (5), 144-9.

5.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5). Infections 
in People with Cancer. Retrieved from http://
www.cancer.org/acs/groups/cid/documents/
webcontent/002871-pdf.pdf

6.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5). Common 
side effects of radiationtherapy. Retrieved 
f r o m  h t t p : / / w w w. c a n c e r. o r g / t r e a t m e n t /
t reatmentsandsideeffects/ t reatmenttypes/
radiation/understandingradiationtherapyaguide
forpatientsandfamilies/understanding-radiation-
therapy-common-side-effects

7. A m e r i c a n  C a n c e r  S o c i e t y  ( 2 0 1 5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y o u r  l a b  t e s t  r e s u l t s . 
R e t r i e v e d  f ro m  h t t p : / / w w w. c a n c e r. o r g /
t rea tmen t /unde rs tand ingyou rd iagnos i s /
examsandtestdescriptions/understanding-your-

lab-test-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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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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P合作醫院推行成效專欄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安品中心

專員/蔡誠智、主任/翁國益

醫療部

副院長/鄭貴麟

推展『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改善試辦計畫』
成效圈

目的

天晟醫院自2013年升格為區域教學醫院後，
在醫療照護、教學研究及品質管理上，一直努力

於跳脫既往模式，希望在品質、服務量上均能漸

入真正符合區域教學醫院的形象。因此，透過參

與醫院品質績效指標量測計畫，導入統計製程管

制手法與概念，希望確實掌握指標變異性、瞭解

指標趨勢並設定閾值範圍，從而找出問題的根本

原因，並運用相應之品質改善手法加以解決，以有

效監測與管理各指標，落實院內品質改善。

方法

整體改善計畫推展模式主要分三大層面：建立

整體製程管制與品管認知、建立全院指標分權管

理模式、建立標竿學習方式以互相激勵，分別說明

如下：

一、邀請元培科技大學吳文祥教授講授統計製程管制

在指標上應用，以深入淺出方式初步介紹統計製

程管制在醫療品質指標上的應用，邀請台北國泰

醫院洪聖惠副主任蒞院講授運用根本原因分析手

法，以結構化的問題處理法，用以逐步找出問題

的根本原因並加以解決，並制定問題預防措施。

二、團體共識決策模式促使指標分權化管理：利用統

計製程管制手法定期繪製指標管制圖回饋至各委

員會，透過團體決策模式設定指標閾值、討論指

標表現及問題解決策略，以求對指標的管理閾值

認知一致性。

三、透過標竿學習方式，在各委員會由各指標負責人

分享從指標蒐集到管理的過程，及每週一行政晨

會中，由安品中心透過對指標篩選及說明，幫助

尋求最佳作業典範，並作為改善實務操作模式的

依據，來汲取對方精華，使各指標負責人能夠藉

此過程有效的提昇指標管理能力，促使本院成為

學習性組織創造競爭性優勢。

結果

整體改善計畫從105年3月推展至今，共計1年
3個月，摘要陳述各項成果如下：

一、建立整體製程管制與品管認知：改善計畫推展

至今共辦理課程及工作坊共四場，邀集院內各職

類品質管理種子及指標負責人共113人次，實際
參與課程並演練品管手法之運用。課後滿意度達

95％。

二、建立標竿學習方式以互相激勵：透過各委員會討

論平台，由各指標負責人舉例說明方式，包含從

指標蒐集到異常指標改善方案討論並實施，其成

效於晨會進行院內分享，力促成為學習組織建立

促進醫療品質提升之學習文化，實施至今共計

8場次。

三、配合國泰醫院之『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

改善試辦計畫』的輔導，及整體改善計畫的

推展，本體系醫院亦分別於2016年取得『品質指
標績優獎』，2017年由衛生福利部頒發『品質獎
指進步獎』，也成為院內所有共同致力於監測管

理各指標，落實院內品質改善夥伴們最響亮的正

面肯定。

結論

醫院從升格、改制、轉型，每一步路都肩負

著來院求診病人、政府認可交付的期待與責任，

在日常工作運行與摸索提升品質的過程中，幸運

的是我們並不孤單，能夠參與醫院之『品質績效

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改善試辦計畫』，從而得到

知識財與經費二大最實際中肯的協助。改善的進

程尚未結束，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在品質管理的

路上，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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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病安醫品成就專欄

呼吸治療中心

呼吸治療師/李淑瑾

提升呼吸胸腔科內部顧客服務滿意度

前言

為加速排檢順暢及縮短排檢病人等候報告時間，

肺功能檢查採電子線上作業，分為排檢系統及報告系

統兩部分，排檢系統由呼吸胸腔科人員負責，肺功能

室技術員只負責檢查部分；報告系統由呼吸胸腔科主

任確認報告內容後予以上傳。排檢與受檢分開作業可

避免因排檢影響檢查服務品質。報告部分經由雙重確

認受檢資料報告的步驟，達到高品質及準確的報告

結果，期望新的排檢方式能嘉惠受檢民眾，並提升內

部顧客滿意度。

現況分析

因舊版服務滿意度問卷(圖一)，無法區隔是排檢
系統或報告系統的問題，因此經由科室會議討論通過

採用新版問卷，新版問卷內容經過專家針對問卷題目

進行信效度檢驗，經修正後問卷題目如圖二。

採用新式滿意度調查表，針對院內各病房醫護人

員對於本單位肺功能室檢查服務滿意度調查，以隨機

的方式發放問卷，問卷調查期間為106年2月1日至106
年2月28日止，共發放30份問卷，回收率達100%。調
查結果如圖三，受訪者對肺功能檢查室服務滿意度整

體評價為80.7分。各項題目中僅「對於肺功能報告完
成上傳時間感到滿意(3天內上傳)」未達閾值80分，
因此進行改善。

改善方法

詢問同仁對於肺功能報告完成上傳時間不滿

意原因，多為無法如期看到報告，造成醫師看診困

擾，無法如期跟病人解釋報告。於滿意度調查期間，

正逢本科肺功能機汰舊換新，新型體箱式肺功能機

(Q-Box)尚未啟用，因此使用電腦解析式肺功能機
(MicroQurak)替代，此型肺功能機主要用為測試支氣
管擴張試驗，因此報告名稱為「支氣管擴張試驗

報告」，報告上傳路徑和檢查項目名稱與傳統型肺功

能機不同，雖已發出全院公告，告知檢查項目名稱變

更及讀取報告路徑變更，但仍造成相關單位同仁使用

困擾。

目前已於106年4月10日公告新型體箱式肺功能機

(Q-Box)正式使用，報告上傳路徑和檢查項目名稱與傳
統型肺功能機相同，因此較無上述問題出現，此外本

科人員也會不定時向相關使用人員詢問是否有如期收

到報告，以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

改善成果

因新型體箱式肺功能機正式啟用後，報告醫師可

當日即時上傳報告，且報告上傳路徑和檢查項目名稱

皆與傳統型肺功能機相同，因此肺功能報告皆能於3
天內上傳，截至5月止，完成率皆達100%。

結論

內部顧客滿意度報告中，目前針對不滿意的

事項，已經由科室會議進行檢討與改善，並持續予以

追蹤，對於滿意度評價較高的事項亦會繼續保持，

以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增加內部顧客滿意度。

圖一 舊式滿意度調查表

圖三 105年肺功能檢查室內部顧客滿意度

圖二 新式滿意度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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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five weeks have been extremely 
eventful. It was immensely fruitful to learn from the 
7 talented individual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Center and Dr. Tony who was able to share his 
insightful advice from his storied experiences 
practicing medicine. I was intrigued by the lessons 
which revolved around practical real-world examples 
such as CRM and RCA in US Airways Flight 1549, 
and applying revered fast food industry practices to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in a hospital environment.

As I learned from The Founder, something 
as mundane as a McDonald’s condiment gun 
can teach us valuable lessons about reducing the 
number of mistakes that occur in a medical setting. 
In the medical field,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cious (a task doctors must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and automatic behaviors 
(that medical personnel do unconsciously without 
paying much attention). Errors that occur when 
doctors or nurse practitioners are undertaking a 
conscious task would be mistakes, and faults that 
arise from automatic behaviors would be classified 
as slips. As a McDonand’s proprietary dispenser 
gun squirts a precise measurement of ketchup and 
mustard with just the pull of the trigger, Mac and 
Dick McDonald were able to transform the conscious 
effort of furnishing each burn to a relatively automatic 
and routine task.

This is integral, as mistakes that arise from 
conscious behaviors are frequent. Comparatively 
speaking, slips that arise from automatic behaviors 
occur far less often. This is a lesson directly 
applicable to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as it still 
currently employs the use of both new and woefully 
outdated machines. Imagine the catastrophe 
this would cause if a patient required help after a 
cardiac arrest and died because doctors did not 
know how to connect the defibrillator pads to the 
defibrillator. Due to the intermix and continued use 
of both new and old machines, Cathay could face 
a dangerous problem when it accumulates a dozen 

醫品病安活動心得交流專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Kyle Yu

那些我在國泰醫院品管中心學到的事

different defibrillator models on its hospital grounds, 
and doctors are unfamiliar with each and every 
model at hand and unable to operate them because 
of functional incompatibilities. The ketchup and 
mustard guns shows us that it would be best if all 
the machines were the same. This way, connecting 
defibrillators pads to the defibrillator would be 
simple, routine, and automatic, and the chances of a 
slip occurring would be minimized.

I also gained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RM authority gradients in high-reliabil i ty 
workplaces. When I acted as a schizophrenic patient 
in a psychiatric ward and my roommate attempted 
suicide by slitting his wrist, I was able to see a first 
responder team in action. Here, I first handedly 
witnessed authority gradients, or rather—the lack of 
an appropriate hierarchical gradient. As there was 
no time to deliberate and have everyone mull over 
a course of action before the lead doctor pursued a 
universally agreed upon decision, I learned that the 
levels of an authority gradient must still exist for roles 
to be clear and appropriate leadership activities to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However, like many things 
in the medical workplace, the ideal is a fine balance 
between a steep hierarchical gradient and a shallow 
one, for problems can occur at the two extremes. 
For example, in a high-barrier gradient, a young 
nurse’s decision not to question a chief resident’s 
confident (but incorrect) declaration to call for a 
“DNR”, although during handover, the young 
nurse was given an order to call a full code. In a 
different shallow gradient example, a chief resident 
gives equal opportunity to all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which results in minutes of time wasted due 
to critical deliberation that a emergency situation just 
cannot afford to have. In the actual simulation, my 
actor roommate was losing a lot of blood but nurses 
were quick to restore the balance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a stunning display of TRM resourcefulness. 

Another hallmark of my internship experience 
here at Cathay was the lesson on shared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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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lthough the level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high and conducive for an environment 
of SDM, this is a situation where too much trust 
can undermin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Here, 
cultural problems revolving around the Taiwanese 
becoming too reliant on doctors to make all the 
decisions will result in patients becoming reluctant 
and even self-conscious when expected to be 
more autonomous in decision making. Furthermore, 
patient-doctor encounters are far too brief, with 
the current economic model incentivizing doctors 
to see more patients. A further impediment to full 
SDM implementation is the relatively low health and 
numerical literacy of individuals. Although these 
problems are cultural, and tend to take longer to 
change—given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the overuse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more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future medical decisions, the problems are worth 
overcoming for higher quality healthcare in the 
future.

These lessons by the well-versed individuals 
a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Center have proved 
invaluabl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t has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with all those in the QMC 
department who spent their time imparting me with 
their storied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Thanks for 
the five weeks!

Fig.1 My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Quality   
       Manage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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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ummer has its own story; and this is my 
story of summer 2017.

I came into this internship position with no 
expectations but I left with a content heart. Never 
have I imagined getting such an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to learn alongside the dream team and 
understand how theories and models are applied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If I had to list outeverything I 
did during my six-week internship period, it would 
take up too much of my assigned space. Allow 
me to share my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anoverall, 
comprehensive manner.

The thing I appreciate most a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Center (QMC) is the people here. 
Everyone is very amiable, easy-going, yet serious 
with their mission to maximize quality of care offered 
at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From what I observed, 
everyone works together towards a common goal 
even though they are managing different projects 
semi-independently. Undoubtedly, it is crucial to 
have an inspiring leader to guide the team while 
permitting sufficient autonomy.

Through all the experiences, I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patient safety and teamwork 
in healthcare setting.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had put greateffort into increasing and promoting 
healthcare quality and making it the core value 
across the continuum of healthcare provision.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of Things can be innovatively applied to prevent 
erroneous incidents as well as management of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angible assets in the 
hospital. It is noteworthy to understand that QMC 
alone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all the proposed plans 
successful. For all the concepts to be practically 
usable, there is the need to br ing together 
cooperative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volved to negotiate responsibilities. In my opinion, 
this is the role of QMC—to be the third party who 

醫品病安活動心得交流專欄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黃維懿

那些我在國泰醫院品管中心實習的日子

manages the project and maximiz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cross-departmental, multi-professional team. 
However, there is only so much QMC can do. 
No matter how perfect the developed system or 
platform i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will depend on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internship, I also got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new policy imposed by the 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Shared Decision Making.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2016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patient autonomy in every health 
related decision.  Each and every level of the 
healthcare sector has been working towards full 
implementation ever since. It was an honor for me to 
observe how theoretical model turns intopractice. 

I can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enough for the 
six weeks I spent at QMC. What I have learned here 
is priceless. I hope to utilized what I have seen and 
continue to broaden my knowledge even further.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this internship had inspired 
me in so many ways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QMC when I think back to my summer 2017.

Fig.1 My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Quality     
       Manage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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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安醫品重要訊息揭示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副主任/洪聖惠

106年度第1季醫品委員會與病安委員會重要決議

106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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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品管顧問醫師」聘書

(一) 為鼓勵本院醫師參與各項醫療品質活動，促進本
院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本中心增聘「品管顧問

醫師」(表一、圖一)，協助品管相關活動之發展與
推行。

二、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製作現況

(一) 品管中心於3月開始舉辦多場說明會(圖二)，並派
員至各科協助輔助工具製作諮詢。

(二) 目前臨床科陸續進行輔助工具(包含書面說明或影
片)的製作，截止日期為6月30日。

(三) 目前已完成HIS上傳檔案大小及資安測試。

(四) 醫師維護權限管控、維護檔案路徑測試；預設以
病人就醫科別搜尋電子檔，可自行選科跨科瀏覽

功能製作中。

(五) 已與資訊部討論未來將於在本院官方網站規劃 
SDM專區。

(六) 於106年6月品管月會邀請雙和醫院譚家偉主任講述醫
病共享決策課程(圖三)，獲得本院同仁廣大的迴響。

三、特殊異常事件追蹤

【術中壓瘡事件】

(一) 事由

本季共有兩例個案發生術中壓瘡：

1.個案一(圖四)：術前病人擺放姿勢為釘頭釘，採3/4
左側臥，抱大枕頭，腋下放置小枕頭，腳夾大枕

頭，EAPP貼右大腿(手術時間約9小時)。21:10結
束後將病人擺回仰臥姿勢，檢視病人皮膚，發現左

側腰部約2-4cm皮膚有微紅情形。21:25加護病房
護理人員，發現左胸側有7*14cm不規則發紅及水
泡4顆，予tegaderm cover，左膝外側有些微發紅
5*8cm，其餘皮膚乾燥。

2.個案二(圖五)：手術前病人擺放姿勢為俯臥、頭部使
用C型Donut、使用鴛鴦枕、腳放大枕頭、骨凸處使
用Donut(手術時間約8小時)，16:20手術結束後將病
人擺回仰臥姿勢時，檢視病人皮膚發現，右下巴皮

科別 醫師

心臟外科 侯紹敏

急診醫學科 吳永隆

急診醫學科 黃昭硯

麻醉科 汪志雄

麻醉科 李欣恩

神經內科 黃柏豪

腸胃內科 黃鼎鈞

心臟內科 張釗監

感染科 陳立羣

婦產科 陳俐瑾

小兒科 沈仲敏

小兒科 洪依利

表一 本院品管顧問醫師

圖一 院長頒發品管顧問醫師證書

圖二 SDM輔助工具製作
說明會

圖三 雙和醫院譚家偉主任
SDM演講

圖四 個案1 圖五 個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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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紅約5*3cm。

(二) 問題點

1.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

2.皮膚長時間接觸於不平整之衣服或布單，造成壓力
及剪力。

3.病人內科病史：高血壓、糖尿病。

4.未使用支撐墊。

(三) 後續追蹤

個案1的傷口癒合情況良好。個案2則持續追蹤觀察，
出院時皮膚已恢復。

(四) 改善方案

1.將衣物移除、保持布單平整，以免產生皺摺。

2.使用乳膠墊保護易受壓之部位。

3.請同仁隨時注意易受壓部位，適時給予保護。

四、預防性通報事件追蹤

【手術室天花板漏水事件】

(一) 事由

開刀房12房自105年10月起平均30-45天天花板就漏水
一次，造成手術困擾。

(二) 後續追蹤

1.工務組4月底已將11台空調送風機排水管路切割分區
排放(12房單獨配置排放管路)，改善單一排水管路
連結多台空調送風機，造成管路阻塞現象。

2.空調股於每月開刀房空調巡檢時，加強排水管路通
暢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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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指標報告專欄

106年度第1季品質指標報告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陳冠宇

105年第4季指標追蹤

一、TCPI指標

PSYA-Fall-01a因病人健康狀況而造成跌倒；
PSYA-Fall-02c跌倒造成重度傷害。

二、改善方案

(一)若病人屬性為高危跌倒族群，且未有照顧者
陪伴、協助時，應提供其夜間腹部約束防跌倒。

若病人或家屬無法配合，團隊應加強教育勸導病

人、家屬務必配合防跌措施。

(二)將病人移至有監視設備之病室。

(三)病床之高度應可調整至病人足部可輕易著地
之高度。

(四)評估病床是否需全面汰換。

三、追蹤指標數值

105年第4季發生1件跌倒造成重度傷害的個案，
至今皆未發生重度傷害跌倒個案，也未發生病床相關

跌倒事件。

106年第1季異常指標

一、TCPI指標

R C C - I n t e g 0 4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氣切比
率；R C C - I n t e g 0 7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死亡率
(含病危自動出院 )；RCC-VAP-02亞急性呼吸照
護病房呼吸器使用率。

(一)原因說明

1.106年第一季過年期間，病人入住較少、氣切
病人也較少，導致氣切比率低(24.24%；閾值
≧65.97%)。

2.病房配合本院緊急照護政策，提供ICU病人借
床，無法有效管制符合收案的病人入住，使得氣

切、呼吸器使用比率低(呼吸器使用率48.23%；
閾值≧78.76%)。

3.106年第一季死亡的4位個案(死亡率21.05%；
閾值≦10%)，皆不符合RCC條件入住的病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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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定義監測HIS呼吸器使用記錄，落實每10天檢
視病人呼吸器脫離狀況。

2.應減少RCC病房借床的情況。

二、內部作業指標

內部作業指標-急診等候住院超過24小時/48小時
比率。

(一)原因說明

1.急診待床超過24和48小時比率，106年第一
季分別為19.8%及4.4%，皆超過閾值(<15%及
<4%)，而待床比率較高為內科病房，其次依據
為加護病房、外科病房。

2.本院醫療科控床未落實本院住院優先順序規
定：(1)ICU轉出(2)急診(3)門診；未落實給床後
30分鐘上病房的規定。

(二)建議

1.落實住院優先順序，並落實給床後30分鐘上病
房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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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錯置可能潛在原因

六個單位分別召開兩次跨團隊會議，共同分析

此案件可能發生原因與目前院內做法執行困難

之處，並於病人安全委員會提出檢討，可能潛在原

因發生如下：

(一)原始檢體(腳跟血玻璃毛細管)無法貼標籤做
標示，插在檢驗單上易造成脫落或錯置(圖三)。

(二)原始檢體無標籤標示，過程皆以手工紀錄
編號，很難追溯原始檢體，容易編錯號碼或記錄

錯誤，造成混淆。

(三)若是前端採檢、送檢或檢驗過程原始檢體就
錯誤，recheck也無法發現問題。

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成長專欄

品質管理中心

管理師/鄭伃洵

106年度第1季病人安全異常事件通報學習與成長

106年度第1季異常事件統計摘述

1 0 6第 1季異常事件通報件數共為 5 1 5件。
除藥品處方異常(425件)外，以藥物事件為最多為
30件，其次為跌倒事件(17件)及管路事件(12件)，
全院異常事件統計如圖一，住院異常事件發生率為

0.17%(72/41612)；通報當事人年資多為1-5年，
約佔3 6 . 7 % ( 3 3 /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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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77/90)、醫技人員8.9%(8/90)、醫師
5.6%(5/90)(圖二)。

異常事件學習與成長

<新生兒Bilirubin檢驗問題案件>

一、事件簡述

A男嬰血型AB，三次Micro Bilirubin檢驗結果分
別為 3.1mg/dL、3.1mg/dL及9.5mg/dL，B女嬰
血型B，三次Micro Bilirubin檢驗結果分別為10.0mg/
dL、10.0mg/dL及2.3mg/dL，報告於第三次差異
甚大，經證實為報告錯置。

圖一 104-106年第一季全院異常事件統計

圖二 104-106年第一季院內各職級通報率

圖三 玻璃毛細管直接插於檢驗單上

三、本院新生兒採檢原始做法

採集血液後，直接插於檢驗單上，也無標籤貼於

試管上，送至檢驗科後以比色法測bilirubin。

四、近端原因

檢體未確實做辨識，導致檢體錯置不知情。

五、根本原因

檢體沒有標示，錯誤重複發生。

六、改善重點及方案

(一) 計劃(Plan)

改善新生兒採檢容器，提高辨識正確性。

(二) 執行(Do)

1.病人安全委員會決議以病人安全為前提，勿以
無標示易碎之玻璃毛細管送檢，需採用可標示的

微量容器(Microtainer)送檢，但Microtainer所需
檢體量500 μL，約為玻璃毛細管4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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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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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竿新竹分院、臺大醫院、新光醫院、三總醫
之做法，團隊共同討論之測試結果，於2017年2
月引進「微量毛細紅色試管(EDTA-K)」及「微量
毛細橘色試管(Li-heparin)」取代玻璃毛細管
(圖四)，嬰兒腳跟血採檢量200uL，貼標籤後先送
急化分析定量bil irubin，再給血庫鑑定血型，
並新增相關微量檢驗項目，平行展開全面使用。

(三) 檢查(Check)

106年2月至3月各單位嬰兒腳跟血採檢人員試用
及適應新採檢容器，同時發生新生兒採檢報告置

錯事件為0件。

(四) 行動(Action)

106年4月1日正式廢除玻璃毛細管採檢，迄今未
再發生相同異常事件。

圖四 改善新生兒採檢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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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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第2季大紀事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一、PFM評鑑查證方式、經驗分享與實地演練
自去年10月開始至今年5月，品管中心與護理

科邀請總院王憲華顧問與陳小蓮顧問為院內同仁，

特別是醫師與病房重要醫護成員加強P F M訓練
(圖一 )，從理論→主管共識營→桌上演練→實地
演練→病房交叉互評，特舉辦一系列的課程，除了

為今年5月中的醫院評鑑卯足全力做準備，也藉由
「以病人為中心」，依照病人入院後的一系列

路徑，查證每個環節的問題所在，以期盼能夠藉由

全方位的檢視，提供給病人更安全有品質的醫療。

二、PDCA基本概念介紹

1月2 3日邀請中衛發展中心毛綺如顧問演講
(圖二)；課前事先提供講師本院105年單位品質改善
記錄做為案例解析，讓同仁們彼此交流。PDCA為目
前品質改善運用最為普遍的工具之一，每個人都

很熟悉，但卻不知如何結合其它工具去活用，其實

PDCA可大可小，小至完成一輪循環就可以結案；或者
運用QC七大工具，例如魚骨圖等進行解析；大則至整
個專案、品管圈等，都屬PDCA的原型。但其核心精
神在於持續的改善，當達到一定成效後必須再次設立

新的目標值，並將良好成效推廣到其它單位。

三、醫病共享決策(Share Decision Making, SDM)

4月6日邀請醫策會廖熏香副執行長演講。醫病共
享決策是醫策會近來強力推動的新興政策之一，與

105-106年病人安全工作目標第八項所提及的「鼓
勵民眾及其家屬參與病人安全」互相呼應。院內醫

護同仁想必對SDM並不陌生，但還是許多人會將衛
教、知情同意與SDM搞混，前兩項為傳統醫護對病人
單項的傳輸與建議，常發生在高度資訊不對等的情況

下：例如病人尚未考慮周全，也沒時間或管道詢問主

治醫師，就彷徨的簽了手術同意書；而SDM與前兩者
最大的差異在為：病人全盤了解治療方案的優缺點

後，一併考量自身經濟能力、活動力、社交等，再做

決定。倘若病人深思熟慮後決定「什麼都不做」，

圖一 內外科分組進行個案
桌上演練

圖二 課程問題交流與討論

圖四 RCA工作坊與會人員
大合照

圖五 RCA分組實作

圖三 SDM課後頒發感謝狀
 (左：廖熏香副執行長 / 右：品管中心葉勳龍主任)

也是一種決定。所謂好的決策與正確的決定：必須取

決於病人所設定的目標以及對生活的期待，而非只有

治療本身。當然，並非所有的疾病、術式與治療都需

要SDM，必須符合適當的情境與條件才需進行。

醫策會持續辦理醫病共享決策計畫，另設有輔助

工具分享平台，今年也舉辦多場講座與競賽交流，藉由

邀請各大醫院分享推行SDM的成功經驗(圖三)，期盼藉
由宣傳及推廣，讓全國醫療院所都能落實官方政策。

四、RCA根本原因分析工作坊

8月8日邀請總院開刀房雷宜芳護理長及總院品
管中心柯彤文管理師演講(圖四)。目前RCA已從以往
的品管工具，被列為評鑑條文之一，可見其重要

程度。由於只要是人都會犯錯，且大多數醫療不良事

件的發生，並非是個人的缺失而是系統問題，可能是

因為不良的系統設計而造成人員的錯誤，故RCA的核
心價值為：找出預防的工具，避免未來類似事件

再發生，且最終成果需產出可行的行動計畫。

4個小時的課程中，除了教導大家如何秉持著名偵
探柯南的精神追溯發生醫療錯誤的root cause，及運用
異常事件決策樹(IDT)，檢視事件發展歷程屬於系統問
題或是個人問題；確定為系統問題後，需組成RCA
團隊，進行資料收集，並依照問題(個案)發生過程→
找出近端原因→確認根本原因→最後發展改善行動。

除了教導理論，還有分析工具的實作：每組依照

講師所提供的案例，繪製時間序列表，藉由各組成員

間的討論(圖五)，更加深同仁對於RCA的認知，期待
藉由一系列的教育訓練，營造更加安全的醫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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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教育訓練

根本原因分析工作坊

為提升醫護人員對於異常事件調查處理之

知能，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以維護病人安全，提升

醫療品質，邀請總院品質管理中心洪聖惠副主任及

柯彤文管理師蒞院授課(圖一)，並以院內實際案例
進行解析，以加強同仁針對異常事件之分析。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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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參與衛福部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

落實品質改善計畫，定期收集並提報醫院層級指標

共19項及病人層級指標，在總院的帶領之下，透過
群組內醫院之互相交流與學習分享，精進指標管理

作業流程並針對異常指標提出改善行動，105年10
月26日由醫策會蒞院進行實地稽核活動，本院獲頒
「指標進步獎」，於106年5月10日由李興中院長
受獎。

圖一 根本原因分析工作坊之講師授課情形

圖二 榮獲「指標進步獎」由李興中院長受獎

全面品質提升競賽活動（HQIC）

本院每年持續推動全面品質提升活動並於106年
3月10日參與國泰醫療網跨院區競賽，105年度組
圈團隊兒科病房荳荳圈及手術室綠色精靈圈，

分別獲得初階組特優獎及進階組優等獎，104年度
組圈之團隊保護圈及愛的進行圈亦持續落實改善措

施於臨床作業並持續改善，效果維持良好，獲得金

頂獎，為表揚團隊，於主任暨主管會議由李興中院

長頒獎以茲獎勵(圖三)。

圖三 主任暨主管會議由李興中院長頒獎表揚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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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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6月20日邀請雙和醫院醫病共同決策資
源中心譚家偉主任演講，主題：醫病共享決策實務

應用。

二、全面品質提升競賽活動(HQIC)教育訓練課程

(一)  106年5月23日辦理「管制圖概念與應用
教育訓練」。

(二) 106年6月3日辦理「團隊資源管理(TRM)
教育訓練課程第二梯」。

(三) 106年6月6日辦理「品管QC手法結合Excel
軟體實務應用課程」。

三、醫療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工作坊

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及符合醫學中心任務要求，

帶動並輔導區域內醫院之醫療水準提升，於106年
4月21日舉辦「醫療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
工作坊」，以增進醫療人員病人安全風險管理之

概念及對HFMEA實際執行能力。

四、團隊資源管理模擬教案撰寫工作坊

於106年5月25日舉辦「團隊資源管理模擬教
案撰寫工作坊」，以培育本院團隊模擬訓練種子教

師及單位同仁撰寫團隊資源管理模擬教案之能力，

並能應用於臨床教育中。

五、職場復原力工作坊

於106年5月27日與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合辦「營造幸福職場：翻轉壓力，提升

復原力研習會」邀請專家學者、臨床醫師經驗

分享，如何克服以提升增進醫療人員正向態度。

院際醫品病安交流活動訊息

一、國際交流

(一) 106年5月2日廣西河池市人民醫院參訪本院
醫品病安推動成果。

(二) 106年5月16日巴拉圭衛福部政務次長及其
核心團隊參訪本院醫品病安推動成果。

(三) 106年6月14日成都市金牛區人民醫院本院
醫品病安推動成果。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推動成果發表

一、先鋒第202屆全國品管圈大賽

手術室「同志圈」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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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先鋒第
202屆全國品管圈競賽「優秀獎」。

認證獲獎

一、榮獲台灣醫療照護品質特殊貢獻獎

本院持續參與醫務管理學會THIS指標15年，成效
良好。

二、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本院於106年4月25日接受ISO 9001：2015實
地驗證(圖一)通過。

三、張錦文基金會醫管論文獎

本中心洪聖惠副主任論文『應用擬真團隊情境模

擬訓練，營造醫院病人安全文化』，榮獲為105年度
張錦文基金會醫管論文獎(醫管論文及專題研究獎)。

圖一 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實地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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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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成  李豊鯤  李嘉龍  汪志雄  沈仲敏  林世昌  林希鼎  林慶齡  林憲忠   

邱偉哲  施威祥  胡曉珍  秦志輝  陳健驊  曾繁榮  黃天祥  黃啟宏  黃婉翠   

趙慧玲  蔡明松  鄭有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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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馨予  黃啟宏  楊逸菊  葉勳龍  趙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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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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106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80號
No.280, Sec. 4, Ren-ai Rd., Taipei City 106,  
Taiwan(R.O.C)
http://www.cgh.org.tw
E-mail : service@cgh.org.tw
TEL : 02-2708-2121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Sijhih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2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No.2, Ln 59, Jiancheng Rd.,Sijhih Dist.,
New Taipei City 221, Taiwan(R.O.C)
E-mail : suggest@cgh.org.tw
TEL : 02-2648-2121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Hsinchu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300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號
No.678, Sec. 2, Jhonghua Rd., Hsinchu City 300,  
Taiwan(R.O.C)
E-mail : hsinchu@cgh.org.tw
TEL : 03-5278999

內湖國泰診所 Neihu Cathay Clinic 
114 臺北市瑞光路506號
No.506, Rueiguang Rd., Taipei City 114,  
Taiwan(R.O.C)
E-mail : neihu@cgh.org.tw
TEL : 02-87972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