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第二次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
負責人任務會議

日期：108年06月19日12:10-13:00

地點：中正四樓第一行政會議室

主席：品質管理中心周元華主任



議程

議 程 報告單位
預估
時間
60分鐘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5分鐘

一、本院病危警示系統說明

品質管理中心

報告
30分鐘

討論
10分鐘

二、新版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介紹

三、部科別指標、高風險高技術性醫療技術操作
查核及檢討記錄表填報情形、檢驗(查)危險
值簡訊回覆情形、電子交班現行執行情形

叁、提案討論 10分鐘

肆、臨時動議 5分鐘

散會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本院病危警示系統說明



病危警示系統相關會議
時間 會議 決議

108.3.25 品管中心跨單位會議 1.確認北部其他醫院有無建置病危警示系統及採取何種模式。
2.和資訊室確認本院病危警示系統，如需進行人工智慧演系統可完成建置
的時程及有無專責工程師協助進行。

3.請智慧醫療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病危警示系統建置方向及規劃後，再商
請東海大學劉德明教授提供協助。

108.4.2 病危警示系統討論會(智
慧醫療委員會召開)

1.組成病危警示系統工作小組並定期開會。
2.病危警示系統試行單位為下列10部科: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科、胸腔
部、胸腔外科、心臟內科、心臟血管外科、腎臟科、泌尿部、一般外科、
大腸直腸外科。

108.4.9 第1次建置病危警示系統
工作小組會議

1.病危警示系統依照資訊室提出時程建置。
2.高風險病人採用簡訊主動推播通知主治醫師、值班醫師及護理師。品管
中心協助處理簡訊專責窗口。

3.待系統建置後，務必立刻上線驗證結果。
4.針對陳副院長指示的10個部科目前已用LINE組成群組，並將專責醫師病
房加入群組及試行單位。

5.請部科提出運用病危警示系統進行疾病預測指標。

108.5.7 第2次建置病危警示系統
工作小組會議

1.高風險病人每日15:00採用簡訊主動推播通知11個部科主治醫師，收集
各單位意見及問題後再討論後續追蹤回覆機制。

2.正式發送簡訊前，先於病危警示系統Line群組宣布並請各科負責人回單
位宣導。

3.病危警示系統正式上線穩定後，將進行前瞻性資料驗證。



本院病危警示系統

一、採行早期警示(News)模式

二、團隊組成-醫療部科、護理部、資訊室、品管中心

三、試行單位-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科、胸腔部、胸腔外科、

心臟內科、心臟血管外科、腎臟科、泌尿部、一般外科、

大腸直腸外科、專責醫師病房



本院病危警示系統

四、建置時程

項目 進度

系統運行環境包含虛擬伺服器、作業系統及相關
軟體安裝及網路申請設定(4月底) �

撰寫程式可選取主治醫師代碼、科部、病房等資
料計算所屬病患NEWS分級，並且進行運算及程
式修正，高風險病人主動推播通知醫療人員，設
計為通知參與11個部科之主治醫師，每日下午
15:00發送簡訊通知(5月底)。

�

建置NEWS查詢頁面以供醫療人員查詢(6月底)

進行中



Minimal Viable Product
最小可行產品-MVP

Input

從護理資訊系統
擷取資料：

HR、RR、SBP、SAT、BT、
GCS、呼吸裝置

Model

採NEWS計分方式，
將得分10分以上病人
視為高風險個案

「北榮臨床警示系統」已經完成以下功能

Output

每日07:30、15:30(交班
前)，將高風險個案簡
訊通知主治醫師。

�全自動化

�高效能 – 11科(約700病人)全部完成計算僅需兩分鐘

�高可用性 – 系統自六月初上線至今，功能均正常
(簡訊僅發送至開發人員手機)

slide@兒醫部羅宇成



Statistics (人數統計資料)

6/16(W7)

n=626

Low risk = 575

Medium risk = 49

High risk = 3
slide@兒醫部羅宇成

6/17(W1)

n=705

Low risk = 650

Medium risk = 53

High risk = 2



未來工作方向及進度:

一、驗證:包含了回顧驗證及進行中驗證。

二、將於年底之前，納入全院科部，進行全院病患之警示。

三、計劃經費申請，協助各科，進行各個單一指標警示。

四、未來希望加入七個分院，將北區榮院系統之病患全面納入警示。

五、最近的研究，已將此警示系統建置於社區照護安養機構，值得進一步

的分析及探討，未來是否納入榮家？

本院病危警示系統



貳、報告事項

二、新版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介紹



新版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品質管理中心
2019.06.19



前言

• 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原由品管中心委外
建置，但因廠商轉換方向經營，導致舊系
統已無法維護及擴充功能

• 為使系統得以繼續順利運行，特委由資訊
室重新開發系統



醫療異常事件通報流程

通報者
醫療品質
管理中心

一、二級
主管

送出
通報

審核 審核

• 通報者：全院員工皆可使用此系統通報醫療異常事件。

• 主管(審核者)：為單位主管，如單位有分一級、二級，
審核順序則依單位主管順序審核。

• 當單位主管審核結束後，由品管中心做最後的審核及結案，
並將結案資料整理傳送至醫策會。

結案 醫策會

會簽



系統架構

異
常
事
件
通
報
系
統

待辦
項目

異常
通報

審查
人員
維護

統計
報表

未完成通報表單、主管審核中表單、
品管中心審核表單列表。

13項異常通報表單項目：自殺自傷、跌倒、
治安、不預期急救、檢查、輸血、醫療、
手術、運送、檢驗、管路、藥物、其他。

品管中心案例管理、通報者資料管理、
護理部審核者維護、其他部門審核者維護、
會簽窗口維護、藥學部審核者維護

異常事件分類統計、異常事件部門分類統計、
異常事件通報部門件數統計、
異常事件月份統計、各項事件當月通報數、
病房通報各項事件、科別通報各項事件



系統登入方式

• 由應用系統入口進入「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TPRS)。

• 也可由護理資訊系統(NIS)的每日評估-異常
事件通報進入(系統會將病人資訊自動帶入
通報表單內)



系統登入畫面

點擊按鈕會導到異常
事件通報畫面，並將
病人資訊帶入

通報方式可經由
應用系統入口或由NIS
進入通報系統



系統登入畫面(續)

由NIS進入異常事件
通報系統會自動帶入
下列選項



通報功能

• 點選異常通報按鈕進入13項異常通報選單。

• 選擇通報單張後開始進行通報

• 進行通報項目確認、選擇審核者及送出通報



通報選單

異
常
事
件
通
報
項
目
共
13
項



通報單張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發現啟動

填寫病人相關資料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發現地點

點選事件發生區域及地點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事件評估

點選評估內容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相關因素

選擇相關因素填寫下列的內容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事件處理

點選新增 新增病人受傷狀況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影響程度

病人的身體傷害跟再發生機率
會影響SAC程度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單張 事件描述

補充說明發生狀況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通報項目確認

檢查內容是否有誤

選擇審核者

以跌倒異常事件通報為例



審核功能

• 審核者點選「待辦事項」上意見填寫內的
通報編號，即可進行審核

• 審核者需確認通報內容、是否向上呈報及
選擇審核者，確認後即可送出審核結果



審核功能畫面

點選通報編號進入審核畫面



審核功能畫面(續)

填寫意見
及選擇會簽單位、
審核人員

通報內容

審核歷程



會簽審核功能

• 會簽審核者點選「待辦事項」上會簽審核
內的通報編號，即可進行審核

• 會簽審核者需確認通報內容、是否向上呈
報及選擇審核者，確認及點選完後即可送
出審核結果



會簽審核功能畫面

點選通報編號進入審核畫面



會簽審核功能畫面(續)

填寫意見
及選擇審核人員

通報內容

會簽歷程



未來展望

• 持續開發「報表」功能，進一步提供分析資訊，
以利醫療品質改進，提升病人安全

• 提供「新增通報項目」功能，以因應政策調整
或單位需求(例：管路外滲通報、管路外濺通
報)，全方位提升病人異常事件通報功能

• 研議「自動化通報醫策會」之機制，每月系統
自動產生通報資訊，線上傳送醫策會「台灣病
人安全通報系統」，以簡化整體通報流程



感謝聆聽



貳、報告事項

三、部科別指標填報情形

高風險高技術醫療技術查核表繳交情形

檢驗(查)危險值簡訊回覆情形

電子交班現行執行情形



部科別指標填報情形

105年

• 心臟血管外科:5-11月未填報

106年

• 血液科:12月未填報

• 神經外科:12月未填報

107年

• 心臟血管外科:02-11月部分填報、12月未填報

• 口腔醫學部:06-12月未填報

• 核醫部:07-12月未填報

• 急診部2:11-12月部分填報

• 身障重建中心:12月未填報

• 胃腸肝膽科:12月未填報

評鑑條文2.2.2



部科別指標填報情形
108年

• 1月未填報

胸腔部(部分)、婦女醫學部(部分)

• 2-4月未填報:

泌尿部

• 3-4月未填報:

血液科、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 3月未填報:

骨科部

• 4月未填報:

重症醫學部、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復健醫學部、整合醫學科

• 1-4月未填報:

心臟血管外科、口腔醫學部、精神部、移植外科、急診部(部分)、核醫部(部分)



部科別醫療指標填報

路徑：品管中心>首頁>常用服務>部科別醫療指標線上填報



高風險高技術醫療技術操作查核表繳交情形

107年

• 核醫部:02、04-12月未繳交

• 口腔醫學部:03-05月、7月、09-12未繳交

• 心臟外科、腎臟科:07-12月未繳交

• 心臟內科:05-06月未繳交

• 大腸直腸外科、泌尿部、放射線部:12月未繳交

108年

• 01-04月未繳交:

骨科部、精神部、心臟外科、大腸直腸外科、

泌尿部、 放射線部、 核醫部、口腔醫學部

• 03-04月未繳交:

婦女醫學部

評鑑條文1.3.2



請協助於06月30日前繳交資料

檔案下載路徑：
品管中心>作業規範 > 各類作業規範>高風險、高技術性醫療技術相關



檢驗(查)危險值簡訊回覆

108年3月至108年5月連續三個月未達閾值之單位：

眼科部(68%、47%、62%)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57%、78%、62%)

泌尿部(58%、65%、77%)

精神醫學部(43%、58%、25%)

神經內科(43%、60%、76%)

健康管理中心(50%、29%、0%)

內科部
心臟內科(59%、56%、58%)

外科部
整形外科(63%、59%、78%)

移植外科(73%、69%、70%)

45/76 70/124 62/106

26/41 17/29 25/32

30/41 33/48 23/33

13/19 20/43 16/26

24/42 29/37 28/45

43/74 79/121 44/57

3/7 7/12 4/16

34/80 41/68 61/80

2/4 2/7 0/2

評鑑條文2.2.6



108年1-4月加護病房交班率電子交班現行執行情形 評鑑條文2.3.4



108年1-4月各部科交班率



叁、提案討論



肆、臨時動議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