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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審議委員會 

109 年第二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7月1日（星期三）  10：00~11：10 

地點：中正樓 4 樓行政第二會議室 

主席：張德明院長                                      記錄：丘中興專員 

 

應到 29 位，實到 20 位（代理 2 人），請假 9 位，出席率 69 % 

出席人員： 

副主任委員 陳適安 副院長 資訊室 陳怡文 組長 

外科部 馬  旭 部主任 傳統醫學部 陳方佩 部主任 

骨科部 張明超 部主任 病理檢驗部 周德盈 部主任 

胸腔部 彭殿王 科主任代 家庭醫學部 陳曾基 部主任 

急診部 顏鴻章 部主任 神經醫學中心 傅中玲 科主任 

麻醉部 鄒美勇 部主任 品質管理中心 周元華 中心主任 

護理部 明金蓮 部主任 職業安全衛生室 許志宏 室主任 

藥學部 王斯郁 科主任 輸血委員會 劉峻宇 科主任 

工務室 黃世宏 室主任 加護病房委員會 黃柏勳 科主任 

民眾代表 蘇惠娟 女士 感染管制委員會 黃萬翠 感管師代 

品質管理中心 羅宇成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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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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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單位：  

放射線部 余書逸 總醫師 復健醫學部 郭家瑜 總醫師 

眼科部 羅康榮 總醫師 重症醫學部 吳承學 主治醫師 

藥學部 張豫立 部主任 藥學部 余聲隆 藥師 

病理檢驗部 李萬芳 醫檢師 護理部 吳秀玲 護理長 

輸血醫學科 陳瀅如 醫檢師   

請假人員：    

內科部 侯明志 部主任 精神醫學部 徐如維 科主任 

醫務企管部 李偉強 部主任 放射線部  沈書慧 科主任 

腫瘤醫學部 楊慕華 科主任 婦女醫學部  黃貞瑜 科主任 

手術管理委員會 劉君恕 科主任 兒童醫學部  洪君儀 科主任 

民眾代表 柯淑娟 女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記錄確認：內容無誤。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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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示 事 項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管制情形 

案由一：請品質管理中心協助確認全院侵入性檢查/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意書是否
更新。 

決議：  

持續列管，並請
品質管理中心
協助確認各部
科修訂進度及
各流程單位審
查進度。 

品質管理中
心 

品管中心於 109 年 1 月 19 號發文請相關
部科針對現行 186 項侵入性檢查/處置/治
療說明書暨同意書進行更新修訂，截至 6

月 30 日為止，修訂進度： 

1. 共計 25 個部科進行修訂，刪除 33 項，
新增 13 項。 

2. 共彙整各部科各項侵入性檢查說明書
暨同意書 122 項送病歷委員會審查。 

3. 放射線部、健康管理中心等 2 個部科
尚未修訂。 

4.依據侵入性檢查/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
意書修訂流程，各流程步驟目前處理項
目如下: 

完成掛網更新 35 項 

資訊室掛網 47 項 

病歷委員會審核 38 項 

法專審核 2 項 

品管中心審核 0 項 

部科尚未修訂 37 項 
 

列管 

主席指示：請放射線部及健康管理中心盡速修訂，下次會議前如未完成則請該科部
主任於會議中提出檢討報告。 

案由二：108 年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執行成效。 

決議： 

1.以上請於部務
會議加強宣導。 

2.依照陳副院長
建議，ㄧ季未達
標就要通知部
科 並 列 席 會
議，二季未達標
要在委員會報
告。 

各醫療部科 

 

各醫療部科：於部務會議宣導。 

 

品質管理中心補充：TCPI 執行成效於第
一季委員會檢討，並依照指示通知各部科
列席或檢討報告。 

 

結案 

肆、 報告事項 

一、 評鑑指標檢討 

(一) 病危病人電子交班【報告單位：放射線部】 

1. 本部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較低，檢討原因如下： 

(1). 病房的 primary care 一般多為來放射線部輪替學習的 PGY 擔任，

雖然有宣導但可能因為不熟悉系統或疏忽而導致未完成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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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部於 ICU 之病床不固定，多為向其他單位借床，有時候病人檢

查完後須在恢復室等待到有病床才能入 ICU，常常已是晚上或隔日，

致未能確實執行交班。 

(3). 放射線部的病人相對穩定，病人術後大多在加護病房待一天隔天

即轉一般病房。 

(4). 本部病人基數低，以三至五月為例僅有1位，嚴重影響完成率。 

2. 改善作為：持續加強宣導本科醫師及 PGY 確實執行電子交班。 

(二) 檢查驗異常值回覆率檢討 

1. 109年1-5月檢查驗異常值回覆率統計報告【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1). 109年1-5月檢驗查異常值回覆率分別為71%、72%、73%、77%、
79%，均未達閾值80%。 

(2). 109年1-5月回覆率均達標之單位 

i. 內科部血液科( 93%、89%、85%、90%、89% ) 

ii. 外科部 

� 一般外科( 86%、86%、91%、82%、81%) 

� 胸腔外科( 100%、93%、90%、83%、93%) 

� 兒童外科( 88%、100%、100%、100%、91%) 

� 移植外科( 98%、94%、85%、81%、94%) 

iii. 骨科部( 95%、89%、88%、86%、83%) 

iv. 胸腔部( 0%、82%、83%、81%、83%) 

v. 家庭醫學部( 98%、93%、89%、94%、91%) 

(3). 109年1月-109年5月進步幅度最大之單位：皮膚部，由13%提升至
100%。 

(4). 109年1月-109年5月連續五個月回覆率未達標單位： 

i. 復健醫學部( 20%、41%、23%、31%、67%) 

ii. 眼科部( 53%、63%、50%、58%、57%) 

iii. 重症醫學部( - - 33%、38%、59%)(1、2 月無簡訊) 

iv. 內科部胃腸肝膽科( 67%、76%、71%、72%、75%) 

v. 兒童醫學部( 72%、64%、78%、67%、72%) 

vi. 泌尿部( 68%、64%、63%、67%、52%) 

vii.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53%、65%、60%、73%、62%) 

viii. 婦女醫學部( 77%、65%、70%、72%、66%) 

(5). 109年1月-109年5月  簡訊數少，影響大之單位： 

i. 麻醉部( 100% (4/4)、0 % (0/3)、100% (4/4)、75%(3/4)、- ) 

ii. 放射線部( 0%(0/1)、0%(0/1)、100%(1/1)、0%(0/3)、-) 

iii. 核醫部(- - -、0%(0/1)、 0% (0/1)) 

(- 表當月份無簡訊) 

2. 單位檢討報告(一)【報告單位：復健醫學部】 

(1). 原因分析 

i. 本部病人相對穩定，需回覆危險值的頻率較低。在個案數較少的
情況下，有時因特殊狀況疏忽遺漏未回覆。 

ii. 本部常出現需要回覆危險值的情況為：需注意之危險菌種。此種
細菌培養檢驗結果常於假日發出報告，因其非醫師上班時間而造成
遺漏未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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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近期因本部第四年住院醫師有支援發燒篩檢門診，CoronaVirus 

PCR 檢驗結果通常在晚間11點或凌晨時發出，有時會跨假日，造
成本部醫師接到通知時因下班或未值班而未注意簡訊並即時回覆
之情況。 

iv. 有時因本部醫師接到簡訊時非上班時間而未即時回覆之情況，因
此造成某幾個月份回覆率偏低。 

v. 本部醫師因開通院內手機對外通話功能，擔心回覆時產生額外費
用。已告知可使用院內系統 SMSOT「危險值通知與處置之回覆功
能」或手機 APP 回覆，如有額外費用產生也可依照之前會議公布，
請相關單位協助銷帳。 

(2). 改進情況：經近期部內會議多次宣導，5月份回覆率已由31%提升
至67%，進步一倍。唯5月份有一位醫師因當日未當班而未即時回
覆；另一位醫師係因門診業務量大而未及時察看手機並回覆。 

(3). 檢討及期許未來：已多次在部務會議及科內會議中加強宣導，並參
考其他單位寶貴意見(例如：皮膚部作法)，於部務會議中公布未回
覆之名單，以達提醒效果，期許往後能更加改善進步。 

3. 單位檢討報告(二)【報告單位：眼科部】 

(1). 原因分析： 

i. 眼科部須回覆之危險值總量較低，故只要有一筆疏於回覆，會大
大反映在回覆率上。 

ii. 經統計，未能回覆之檢查項目多為前房液病毒 PCR，其結果約莫
一週後呈現，發現簡訊當下，醫師或許不在院區，且該封簡訊可能
已被其他簡訊蓋過，導致無法直接簡訊回復。 

iii. 四月份主因其中兩位支援發燒篩檢站醫師，採篩共13名患者，
COVID-19皆為陰性，因兩位醫師不清楚陰性仍須回覆，故該月回
覆率偏低。 

(2). 改善措施： 

i. 科部加強宣導，尤其針對特定幾位回覆率偏低的醫師。 

ii. 鼓勵加裝回覆功能 App。 

4. 單位檢討報告(三)【報告單位：重症醫學部】 

(1). 原因分析： 

i. 本部主治醫師人數不多，過往危險值通知亦不多，容易因為單一
主治醫師之回覆率影響本部總回覆率。 

ii. 2020年1~5月本部共接收100通危險值通知，其中96通為同一主治
醫師，此96通內容皆為 COVID-19：Negative 結果報告，該主治
醫師誤認 Negative 之結果不需回覆。 

iii. 該主治醫師並未安裝危險值通知 APP 協助回覆作業。 

(2). 改善措施： 

i. 已於6月29日部務會議宣導回覆方式，並要求對於特殊關鍵字開頭
之檢驗查異常值簡訊必需及時回覆。 

ii. 要求部內所有主治醫師學習相關回覆系統之使用教學。 

iii. 要求部內所有醫師於院內手機加裝回覆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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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請資訊室協助提供名單，本部定期每周稽核回覆情形並公佈未回覆
名單。 

(3). 結論：本部預計2020年6月後回覆率可達100%。 

二、 108年醫療異常事件改善情形報告 

(一) 108 年醫療異常事件統計報告【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1. 本院新版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於 108 年 8 月上線，通報項目維持 13

項通報。 

2. 108 年通報計 3747 件，以藥物事件 3115 件最多，佔總體通報數之 83%；

非藥物相關事件計 632 件，其中跌倒事件 418 件，佔比 11%；管路異

常事件 113 件，佔比 3%。 

3. 扣除跡近錯誤事件後，傷害程度有 80%為無傷害及輕度傷害。死亡個

案有 3 件，佔比 0.5%，均為不預期急救或心跳停止事件。 

4. 108 年共召開 2 次跨部科根本原因分析(RCA)會議： 

(1). 事件類型：其他事件 

i. 案由：工作人員暴觸燒傷病人 HIV 病毒血液。 

ii. 問題：原入住燒燙傷加護病房之大面積燒燙傷病人會進行 HIV

等傳染性疾病之血液檢驗，唯自民國 97 年公布施行「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後即取消是項檢驗，

因而增加工作人員血、體液暴觸風險。 

iii. 改善： 

①大面積燒燙傷病人入住燒燙傷加護病房，由主治醫師向病人及

家屬說明，取得同意後進行肝炎、梅毒及 HIV 等血液檢驗。如

病人或家屬拒絕，則一律視同血體液暴觸高風險病人採取防護措

施。 

②當 Anti-HIV combo 檢驗陽性，由燒傷病房相關工作人員造冊，

經由院內信封交由各單位轉告，同時知會感管室及勞安室。 

(2). 事件類型：藥物異常事件 

i. 案由：病人因心臟疾病使用 Endoxaban(Lixiana；抗凝血藥物)，

醫師誤開成 Cyclophosphamide(Endoxan;抗癌藥)。 

ii. 問題：106 年發生 2 起 Lixiana 誤開成 Endoxan 事件，藥學部進

行分析及改善，當開立 Endoxan 時醫囑系統會出現警示畫面，108

年 4 月再次發生誤開事件。 

iii. 改善： 

① 醫師處方選藥畫面之 Endoxan 藥名前加註「癌」標記，該程式

已於 108 年 7 月 31 日上線。 

② 藥學部 108年 6月 26日已修改上線之 Endoxan處方警示畫面，

以雙重機制提醒醫師正確開立藥品。 

iv. 成效檢討：迄 109 年 6 月 30 日止，未再有誤開 Endoxan 之異常

事件發生。 

                 

5. 依通報部門統計：以藥學部最多，佔比 83%，護理部次之，佔比 16%。 

6. 依通報身分統計：以藥師最多，佔比 83%，護理師次之，佔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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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通報率為 0.73%。 

7. 108 年各月份醫師通報率以 5 月(1.5%)及 11 月(1.55%)為最多，如下圖： 

 

 

 

 

 

 

 

 

 

 

8. 本中心於各項會議多次宣導鼓勵醫師通報，自 102 年起經院方核准發

給醫師通報獎金，以期提升通報率。 

9. 品管中心每年舉辦根本原因分析(RCA)工作坊，鼓勵院內同仁學習，

同時於全院發行之醫安電子報中提供學習案例；並參加醫策會案例投

稿，進行院際交流。相關報表均置於品管中心網頁供院內同仁下載參

閱。 

委員意見：是否可以建立醫護協同通報機制？ 

品質管理中心回覆：醫護協同通報與評鑑要求通報之精神有所不符，建議

宜以醫師進行通報為佳。請各位委員協助鼓勵單位內醫師通報醫療異常事

件。 

(二) 藥物異常事件【報告單位：藥學部】 

1. 用藥疏失案件分析： 

(1). 本院已建置 50 餘項處方系統自動檢核防誤系統，可區分為攔截、

警示、查詢及提醒等四項功能，同時藥師亦會於線上進行處方判讀， 

(2). 自動檢核後由藥師發現之處方疏失原因包括： 

i. 劑量欠妥：病情變化醫師未即時調整劑量、劑量不足、頻次不足

等。 

ii. 重複用藥：處方時選取理由不確實。 

iii. 忽略過敏史：醫師未注意過敏註記、過敏註記未由全國藥檔選藥。 

(3). 用藥安全服務整體成效：108 年調劑量共 13,085,178 筆，除錯量共

40,279 件，其中處方除錯 40,241 件，佔 99.91%；調劑三重除錯量

38 件，佔 0.09%。整體藥品配發錯誤率 108 年為 0.3ppm，維持在 1 

ppm 以下。 

(4). 由 105 年至 108 年的除錯統計數字來看，錯誤率逐年下降，顯示

處方品質已有提升。 

(5). 用藥疏失案件分析，疏失已達病人端案件共 52 件： 

i. 處方疏失：47 件 ，其中 2 件對病人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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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輸錯藥物 

疏失

處方 

Humalog Mix50 #* Kwikpen 100 

U/ml 3 ml 

32/22 BIDAC SC 

Endoxan SC #* tab 50 mg 

(cyclophosphamide) 

1# QDCC PO 

正確

處方 

Novomix 30 FlexPen #* 100 u/ml 3 

ml 

32/22 BIDAC SC 

Lixiana FC #* tab 30 mg 

(edoxaban) 

1# QD PO 

後續

追蹤 

入院後欲續開門診用藥，但輸錯

藥品，導致空腹血糖降至 67 

mg/dL，進食後上升至 114 mg/dL，

發現後更正 

抗凝血劑 edoxaban 誤開成化

療藥 cyclophosphamide，導致

血球下降，發現後更正 

ii. 調劑疏失：4 件 

類別 夾帶他人藥袋 發錯病人 

疏失

藥品 

Xatral XL tab 

10 mg 

Convulex soft 

cap 300 mg 

牡丹皮等科學

中藥 

莪朮等科學中

藥 

正確

藥品 

Convulex soft 

cap 300 mg 

Xatral XL tab 10 

mg 

加味逍遙散等

科學中藥 

半枝蓮等科學

中藥 

疏失

原因 

調劑時誤將兩位病人之一個藥

袋對調 

因分包機功能異常，維修及調整

時仍同時執行發藥作業 

改善

措施 

1. 落實三讀五對 

2. 核對發藥系統外觀圖片 

3. 中藥分包機汰舊換新 (已於 109.5.1 完成更新) 

iii. 護理疏失：1 件 

類別 給錯病人 

疏失

藥品 
TPN-110 # 1 ml VGH (2000 ml/bag) 

正確

藥品 
TPN-100 # 1 ml VGH (2000 ml/bag) 

疏失

原因 

護理師給藥時未落實核對病人姓名及藥名，誤將 A 病人的 TPN 藥

品輸注到 B 病人。 

改善

措施 

1. 落實三讀五對。 

2. 加強 TPN 成品標示。 

2. 藥物不良反應案件分析 

(1). 108 年全院共通報 150 件 ADR 案件，其中 35 件送至用藥安全評

估小組複審評估；30 件通報至全國 ADR 中心。 

(2). 藥品類別以抗感染藥品(55.8%)、抗腫瘤藥品(19.5%)及中樞神經藥

品(10.9%)為最多。 

(3). 醫師於系統中註記「過敏/ADR」仍以文字註記較多，本部持續加

強宣導處方須以藥檔藥名註記過敏藥品，才能自動檢核。 

3. 用藥安全評估小組會議執行情形 

(1). 108 年共召開 3 次會議 

(2). 完成 HIV 用藥檢核診斷碼系統 

(3). Edoxaban 誤開成 Endoxan 之精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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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修改 Endoxan®警示畫面，提升警示效能(已於 108 年 6 月 26 完

成) 

ii. 於處方選藥畫面之 Endoxan®藥名前加註「癌」標記(已於 108 年

7 月 31 完成) 

4. 結論與展望 

(1). 持續強化更新處方開立自動防誤系統。 

(2). 持續建置調劑與傳送系統。 

(3). 建置智慧調劑作業-智慧化調劑台及管制藥管理系統。 

(4). 智慧藥事服務系統。 

(三) 檢驗異常事件【報告單位：病理檢驗部】 

1. 108 共通報 5 件檢驗異常事件，異常率 1.28/百萬。各事件分類如下表： 

 

 

 

 

 

 

2. 改善情形： 

  通報事件 改善措施 

(1) Stool Routine 檢體標籤

貼錯，錯發報告 
1. 惠請護理部同仁落實送檢作業規範，確

認檢驗單及檢體的正確性。 

2. 本部於 109 年 6 月推動住院檢體無紙化

作業，共計 223 項檢驗項目均不需附檢

驗單，請各送檢單位注意檢體正確性。 

(2) 三項糞便檢體標籤貼

錯 

(3) 糞便檢驗單及檢體不

符 

(4) 病患辨識錯誤，錯發報

告 

加強督導病患身分之核對，確認病人及檢體

的正確性。 

(5) 檢驗單(EGFR 染色檢

驗)未送出，查無報告 
經護理長協助，加強人員訓練。 

(四) 跌倒異常事件【報告單位：護理部】 

1. 108 年住院病人跌倒異常事件共 374 件，發生率 0.045%。經由長期監

測及持續改善下，發生率由 105 年 0.065%逐年下降。 

2. 傷害程度分析：以無傷害(43.8%)及輕度傷害(39.1%)為最多。 

3. 發生班別以大夜班(169 件，44.6%)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白班(108 件，

28.5%)及小夜班(102 件，26.9%)。 

4. 針對大夜班發生較多的情況，單位採行 4P 口訣定時巡房之改善方式，

定時評估病人疼痛情況(Pain)、協助翻身(Position)及如廁(Potty)、依病

人個別需求提供協助。 

5. 造成跌倒原因：以生理因素 243 件居多，佔 65.5%。據此本部近行跨

團隊合作，請物理治療師拍攝影片，教導病人增強下肢肌力，病人不

事件分類 本部通報 外部通報 檢體件數/年 異常率 

檢體辨識  3 

392 萬 

0.76 /百萬 

病患辨識 1  0.26 /百萬 

人為疏失  1 0.26 /百萬 

總計 5 1.28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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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於住院期間或出院，均可透過掃描 QR code 來觀看影片。 

6. 發生跌倒科別：以胃腸肝膽科 44 件最多。因此於病房中設置離床報知

機及智慧床墊，護理師透過資訊系統及手機監測可即時得知病人活動

狀況，必要時可提供協助，以減少跌倒之發生。 

7. 護理部品管委員會舉辦跌倒防治與照護研習會，透過課程講授與實

作，訓練種子教師 72 名，於完訓後返回單位後進行宣導。 

8. 請跌倒發生率較高的 8 個單位參加主題改善競賽，對於發生率均有明

顯改善  

(五) 輸血異常事件【報告單位：輸血醫學科】 

1. 108年輸血異常通報，僅發生4件「備血標本嚴重錯誤不符合」，未發生

輸血錯誤。 

錯誤類型 件數 

備血標本異常 

檢體標示與所抽病人不符

(Wrong blood in tube, WBIT) 

-血庫發血時 ,覆核病人血型

(檢體與病歷血型不同)而發現 

1 

備血單與檢體不符 

-簽收時發現 (打包錯誤) 
1 

備血檢體無任何標示 

-簽收時發現 (空管) 
2 

領血醫囑錯誤 0 

領發血程序異常 0 

2. 自護理部 99 年啟用 BCST(條碼輔助備血出血系統)後，備血錯誤及不

符合案例均有顯著降低。以 108 年為例，共備血 68,239 件，WBIT 僅

發生一件，比率為十萬分之 1.5，整體不符合比率為百分之 0.06。 

3. 分析造成原因，多為常規作業被打斷所導致。因此本科近年來配合院

方資訊再造計畫，更新領血/發血系統，優化資訊系統檢核及重要資訊

傳遞。以發血介面為例，將重要訊息(如：成分、血品、血型更動理由

等)列印出來提供予護理人員，明確傳遞資訊。系統亦提供特殊輸血紀

錄等提示予血庫醫檢師，減少錯誤發生。 

4. 目前正在進行與勤務管理作業相結合，將血品提領及運送紀錄全面電

子化，以完成資訊輸血化的完整拼圖，為全面供血管理提供最佳基礎。 

5. 感謝院方及護理部、資訊室、總務室及品管中心的協助，共同為輸血

安全而努力。 

三、 品管中心109年4月至6月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內容 場次 

參與會議 

(績效管理會、門住診協調會、外包會議、智慧醫療管

理委員會、無痛委員會等) 

6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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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 

(109 年第一次委員會、智慧醫院管理中心揭牌儀式、CU

警示系統精進會議、SNQ 說明會及遴選、戰鬥屏幕需求

訪談會議、醫品病安負責人會議等) 

11 場次 

辦理教育訓練 

（因應疫情，各項教育訓練均改為線上學習） 
6 場次 

 

伍、 審議事項：無 

陸、 提案討論：無 

柒、 臨時動議：  

民眾代表：在此感謝院長及所有醫療同仁，每一位都認真的在為就醫的民眾

服務。張院長是我遇到最有效率的院長，也很重視 9 樓病童們的

問題並及時為他們解決。這些年來我也能感受到您帶給榮總的改

變，非常感謝您。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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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審議委員會 

109 年第二次委員會會議記錄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 

註：會議決議（裁示）事項，請各承辦單位於 109 年 8 月 15 日前將「指（裁）

示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或於品質管理中心網站／文件下載／常用表單／近

期作業需要下載電子檔，填妥並經由主管核章後，擲回品質管理中心彙整，

電子檔請寄至 d-mq@vghtpe.gov.tw。 

填 表 人： 電話： 單位主管： 

 

 

 

 

 

 

 

指   示   事   項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案由： 請品質管理中心協助確認全院侵

入性檢查/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

意書是否更新。 

決議：請放射線部及健康管理中心盡速

修訂，下次會議前如未完成則請

該科部主任於會議中提出檢討報

告。 

放射線部 

健康管理中心 

品質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