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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 

109 年第四次醫品病安負責人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 13：00 

地點：中正四樓行政第二會議室 

主席：周元華主任                                  記錄：鄭喬安護理師 

出席單位暨人員： 

心臟內科 張俊欽主治醫師 大腸直腸外科 王煥昇主治醫師 

一般內科 黃惠君醫師代 皮膚部 丁彙矩住院醫師 

血液科 許德麟醫師代 重建整形外科 陳梅君主治醫師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陳涵栩科主任 兒童外科 蔡昕霖主治醫師 

過敏免疫風濕科 曹彥博主治醫師 眼科部 林伯剛科主任 

腎臟科 楊智宇主治醫師 急診部 張志禎總醫師代 

感染科 黃祥芬主治醫師 胸腔部 楊善堯總醫師代 

輸血醫學科 林烱熙主治醫師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葉建甫主治醫師 

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 吳明玲主治醫師 神經內科 陳韋達主治醫師 

麻醉部 郭怡敏主治醫師 藥學部 林家潔藥師 

口腔醫學部 施文宇科主任 重症醫學部 王鑑瀛主治醫師 

護理部 桑穎穎督導長 高齡醫學中心 黃安君主治醫師 

身障重建中心 林佩欣科主任 傳統醫學部 蔡承宏總醫師代 

放射線部 吳嘉紘主治醫師 腫瘤醫學部 陳一瑋主治醫師 

婦女醫學部 屠乃方科主任 品質管理中心 羅宇成主治醫師 

品質管理中心 丘中興專員 品質管理中心 黃文薰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曹嘉珞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陳美珠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歐陽欣宜組員 品質管理中心 金禹萱專員 

 

請假單位暨人員： 
 

 
 

胃腸肝膽科 李沛璋主治醫師 心臟血管外科 陳柏霖主治醫師 

健康管理中心 林崇棋主治醫師 乳醫中心 林燕淑主治醫師 

專責主治醫師病房 劉至民主治醫師 移植外科 陳正彥主治醫師 

兒童醫學部 許庭榕主治醫師 胸腔外科 洪榮志主治醫師 

精神醫學部 劉英杰主治醫師 骨科部 王建順主治醫師 

核醫部 丁建鑫主治醫師 家庭醫學部 劉瑞瑤主治醫師 

內視鏡診斷暨治療中心 王彥博主治醫師 病理檢驗部 潘競成科主任 

神經外科 吳昭慶科主任 一般外科 王心儀主治醫生 

泌尿部 林子平科主任 復健醫學部 蔡泊意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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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前來參與每季一次病安負責人會議，透過這個會議討論各項醫

安問題，提升大家對醫安重視，會中提供部科指標相關資訊，煩各位協助帶

回科內進行宣導及改善，若對於醫安有任何疑問或建議都可透過任何管道提

出，本中心也極力力求各項指標可信度及確實性，讓全院可取得相關更準確

指標資料，今日會議開始。 

貳、報告事項： 

一、檢驗(查)異常值簡訊回覆情形 

109 年 1-11 月異常值簡訊回覆率(如下圖)，圖表顯示全院仍未達到閾值 80%，

但已較上季成長，請各位負責人持續加強宣導。 

1.109年9-11月，連續三個月回覆率均達標單位如下，且較上季明顯改善。 

●內科部                         

 一般內科 95% 88% 85%      心臟內科 98% 85% 85% 

 肝膽腸胃科 84% 94% 94%    腎臟科 97% 93% 86% 

 感染科 83% 85% 82%        血液科 93% 93% 90% 

●外科部 

 一般外科 95% 96% 96%      直腸外科 95% 90% 93% 

 兒童外科 100% 100% 100%   整形外科 97% 97% 89% 

●皮膚部 100% 100% 100% 

●耳鼻喉頭頸部 89% 92% 87% 

●兒童醫學部 94% 88% 91% 

●泌尿部 93% 93% 91% 

●急診部 85% 81% 84% 

●家庭醫學部 81% 97% 88% 

●胸腔部 81% 84% 82% 

●高齡醫學中心 90% 96% 94% 

●婦女醫學部 95% 100% 83% 

●腫瘤醫學部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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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科 97% 92% 93% 

2.109年9-11月，連續三個月回覆率未達標單位如下 

●外科部  

 心血管外科 34% 62% 53% 

●神經外科 79% 65% 59% 

      3.109年9-11月，簡訊數量少影響大的單位(* 表示當月無收到簡訊)： 

●麻醉部* 0 % (0/1)*。 

●放射線部 *、0%(0/1) * 。 

●核醫部 0%(0/1) *、0% (0/1)。 

●以上部科因簡訊數量少，若未及時回覆易造成回覆率偏低，請會後協

助宣導，另發現傳統醫學部於11份某位醫師共有12封簡訊未回覆，煩傳統

醫學部會後協助了解情況。  

      4.109年1-11月，每月回覆率均達閾值之單位如下。 

        ●內科部-血液科 
        ●外科部-兒童外科 
        ●腫瘤醫學部-藥物治療科 
      5.109年1-8月每月回覆率未達閾值，於9-11月已有提升之單位。 

         ●胃腸膽肝科 

            ●耳鼻喉頭頸部 

            ●兒童醫學部 

      6.109年1-8月每月回覆率未達閾值，9-11月仍未連續達閾值需加強單位。 

        ●眼科部 
        ●復健醫學部 
 二、檢驗(查)異常/危急值精進作業 

     對於檢驗(查)通知，品管中心近期進行多次討論，希望朝精進方向改善，今日簡 

     單進行說明執行狀況。 

1. 新增監測檢驗(查)項目:由資訊室提供簡訊發送RAW DATA 過濾後，發現不

屬於病理檢驗部及放射線部簡訊通知，經調查現部科:血液科、心臟內科、胸

腔科、泌尿部、過敏免疫風濕科等自行進行檢驗並發送簡訊通知，故本

中心未來均列入監測範圍。 

2. 接收通知人員依病人狀況變動:現行發送簡訊通知以開單醫師及主治醫生為

主，為符合臨床實際狀況，品管中心與資訊室共同修正發送流程，以病人

現況(所屬科別及所在病房)發送適當人員，以迅速確實傳達通知。 

3. 回覆時間將可精準稽核:調整發送通知流程，未來可精確紀錄收到通知、讀取 

通知時間。依據作業規範簡訊回覆需於8小時內完成，請於收到通知後於手機

簡訊介面或使用APP 盡快回覆。 

4. 不合宜之通知項目:血液氣體分析之 pO2檢驗無法區分是靜脈血還是動脈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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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大量 false alarm；本案俟會辦各相關單位提供意見後再做決定。 

主席補充說明： 

1. 此次檢驗(查)異常值通知精進改善案，透過各科簡訊回覆率上升，但整體

回覆率卻仍未達到閾值，檢視簡訊回覆率計算方式及系統設定問題等精

進作業。 

2. 另外依陳適安副院長指示，連續二季未達閾值單位，需至醫療品質暨病人安

全委員會進行報告改善說明，也請各部科持續宣導加強提升回覆率。 

三、病危病人電子交班執行情形 

（ㄧ）108 年 11 月-109 年 11 月加護室及一般病房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如下圖： 

  本季(9到11月) 僅11月份一般病房交班率未達到閾值(87%)，其餘皆達成90%。 

  另一般病房病危病人 9-11 月病危電子交班率未達標(90%)單位如下表，其中落 

  後且小於 80%部科為 NS、ORTH、GS。 

科部 
應交班

天數 

 已交班

天數 
交班率 

ps 9 8 89% 

NEUR 202 179 89% 

GERM 228 198 87% 

DENT 41 35 85% 

PEDD 67 57 85% 

CTC 534 454 85% 

CMD 1983 1678 85% 

NEPH 138 116 84% 

DERM 11 9 82% 

META 101 81 80% 

CTOM 15 12 80% 

NS 18 14 78% 

ORTH 28 21 75% 

GS 2 1 50% 

 

9-11 月加護病房病危病人病危電子交班率未達標單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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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部 應交班天數 已交班天數 交班率 

EICU 461 399 87% 

主席補充說明：此季整體病危病人電子交班明顯進步，也感謝大家配合。 

各類指標填報繳交情形 

（ㄧ）部科別指標填報情形(截至 109 年 11 月)。 

精神醫學部:3-11 月未填。 

口腔醫學部、身障重建中心、核醫部:9-11 月未填。 

急診部(外科)、內分泌新陳代謝科:6-11 月未填。 

健康管理中心:8-11 月未填。 

整形外科、移植外科、整合醫學科、急診部(內科):10-11 月未填。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泌尿部、兒童醫學部:11 月未填。 

（二）高風險高技術醫療技術操作查核表填報情形。 

內視鏡中心: 109 年 9-10 月未繳交。 

     腎臟科: 109 年 4-5、9-10 月未繳交。 

     核醫部、口腔醫學部:10 月未繳交。 

   ▓請各負責人協助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資料繳交。 

四、「高風險、高技術性醫療技術操作查核表」線上填報方式說明 

現行「高風險、高技術性醫療技術操作查核表」採紙本填報後主管核章後送 

回方式，自 110 年 1 月數據(2 月填報)改線上填報，首先進入品管中心網 

頁，點選右下-常用服務「高風險、高技術性醫療技術操作資格」後，填報   

操作步驟如下:  

(一)線上填報操作步驟-1 

      

     

 

 

 

 

 

 

 

 

 

 

     (二)線上填報操作步驟-2 

 

 

品質管理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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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線上填報操作步驟-3 

 (四)線上填報操作步驟-4.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語：以上指標項目需每月持續進行填報，現階段為人工進行填報，

未來計畫以資訊上線進行填報為目標。同時各位負責人對於任何醫安問

題，歡迎提出討論，希望透過各位讓本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能越來越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