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審議委員會 

109 年第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10月8日（星期四）  10：00~11：10 

地點：中正樓 4 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主席：李發耀院長                                 記錄：鄭喬安護理師 

 

應到 29 位，實到 22 位（代理 5 人），請假 7 位，出席率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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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虹均 住院醫師代 

骨科部 張明超 部主任 手術管理委員會 蔡昕霖 科主任代 

胸腔部 陳育民 部主任 家庭醫學部 陳曾基 部主任 

精神醫學部 徐如維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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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瀅如 醫檢師代 

醫務企管部 張志慶 副主任代 加護中心委員會 江東鴻 主治醫生代 

婦女醫學部 黃貞瑜 科主任 兒童醫學部 洪君儀 科主任 

民眾代表 柯淑娟 女士 感染管制委員會 王復德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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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中興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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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頭頸醫學 黃啟原 科主任 復健醫學部 周正亮 部主任 

新陳代謝科 請假 精神醫學部 蔡世仁 部主任 

神經外科 吳昭慶 科主任 胃腸肝膽科 黃怡翔 科主任 

眼科部 請假 兒童醫學部 牛道明 部主任 

    

請假人員：    

內科部 侯明志 部主任 工務室 黃世宏 室主任 

急診部 顏鴻章 部主任 放射線部  沈書慧 科主任 

腫瘤醫學部 楊慕華 科主任 病理檢驗部  周德盈 部主任 

民眾代表 蘇惠娟 女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記錄確認：內容無誤。 

參、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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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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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案由: 

品管中心辦理
確認全院侵入
性檢查/處置/治
療說明書暨同
意書更新，截至
目前尚缺放射
線部及健康管
理中心未完成。 

決議： 

請品質管理中
心持續列管，並
盡速協助放射
線部及健康管
理中心完成修
訂。 

品質管理中
心 

放射線部回覆:本部已於 9/14 完成更新，
送出辦理。 

健康管理中心回覆:目前本部同意書已更
新。 

品管中心補充說明: 

1.全院各項侵入性檢查說明書暨同意書
修訂後由 184 項，停用 35 項，新增 16

項，共計 16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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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掛網更新 44項 

資訊室掛網 79項 

病歷委員會審核 40項 

法專審核 0項 

品管中心審核 0項 

部科尚未修訂 2項 

3. 放射線部共 40項目前進度病歷委員會
審核中。 

4. 健康管理中心共 2 項，目前進度已進
行二次內容增修，後續品管中心盡速協
助完成。 

列管 

 

 

 

 

 

 

 

 

 

 

 

 

 

 

 

 

 

 

 

 

主席指示：尚未完成部科(放射線部及健康管理中心)請盡速完成，由品管中心持續 

協助部科。 

肆、 報告事項 

一、評鑑指標檢討-部科報告 

品管中心說明 

  依據評鑑重要指標-病危病人電子交班及檢查驗危險值回覆率執行狀況，各

部科應確實執行電子交班並完成執行率100%及檢查驗危險值回覆率80%，因應

陳適安副院長指示，此二項為評鑑重點項目，部分部科仍有很大進步空間，為

提高執行率，一季未達閾值部科列席、二季未達閾值者進行檢討報告，由統計

資料顯示109年6-8月耳鼻喉頭頸醫學部病危電子交班率為10%、109年1-8月檢查

驗危險值回覆率連續未達80%部科-復健醫學部，此次由耳鼻喉頭頸醫學部及復

健醫學部進行報告。 

(一)病危病人電子交班【報告單位：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1.病房配置說明，本部一般床位數共60床，分別於 B078、B077病房。108年08

月-109年08月耳鼻喉頭頸醫學部病危病人電子交班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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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如下: 

(1)8月交班率較低主因為8/8-14日同一位病人無交班資料。 

(2)RCC 轉出後病情穩定未取消病危醫囑。 

2.改善作為：  

(1)109年09月30日科務會議已宣導，藉以提高病危電子交班率。 

(2)每週科務會議宣導以落實電子交班。 

(3)加強住院醫生落實執行並確認病危電子交班，後續總醫師進行確認。 

(4)假日期間針對所有病危病人進行交班單使用(如下圖)，確實執行督促  

  值班醫師完成病危病人電子交班。 

 

 

 

 

 

 

 

 

 

 

3.追蹤考核方式: 

(1)定期(每周、每月)監測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及時改善。 

(2)對於沒有改善的醫師給予提醒，並要求落實病危病人電子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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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查驗危險值回覆率檢討【報告單位：復健醫學部】 

1.復健醫學部109年1-8月危險值簡訊回覆率如下: 

 

 

 

 

 

 

 

 

 

 

2.回覆率偏低原因分析: 

(1)復健部病人相對穩定，需回覆危險值頻率相對偏低。 

(2)個案數較少情況下，因特殊情況疏忽遺漏未回覆，容易產生較大波動。 

(3)復健醫學部較常需回覆危險值情況為須注意之菌種，但此檢驗結果告知常於假

日發出醫師上班時間而導致遺漏未回覆。 

(4)接獲異常危險值時，為該醫師非上班時間顧無法及時回覆。 

(5)醫師身分科別判定歸屬，如二位醫師應為神經醫學中心、一位實則身障重建中

心，非復健醫學部醫師。 

3.改善作為: 

(1)加強科內宣導，由下列三種方式擇一進行回覆:手機簡訊回覆、安裝手機 APP、

應用系統 SMSOT「危險值通知與處置之回覆功能」。 

(2)各醫師於收到簡訊後，於8小時內回覆。 

4.追蹤改進情況 

(1)於各周 seminar 中加強宣導「異常值/危急值」，且須立即回覆，針對未回覆採

個別聯絡提醒醫師。 

(2)分析109.01-08月未回覆原因分析: 

月份 原因 

1月 CR支援老醫，同位病人有3封簡訊 

2月 未回簡訊多為培養菌種為隔離菌種 

3月 未回簡訊多為非上班時間傳送，有看到未回 

4月 CR支援發燒篩檢站，多筆 COVID negative以為不用回 

5.6月 數筆 data於下班後傳到，或是培養出隔離菌種 

7月 Valproic acid level 連續數天監測，該醫師收簡訊後未回 

8月 有位醫師連續5封隔離細菌的報告未回覆，拉高未回覆率 

(3)針對本部回覆率偏低問題，於部務會議及科內會議加強宣導頻率。 

(4)未回覆名單，定期檢視必要時並公布，以達提醒效果。 

(5)將簡訊回覆率列入考績評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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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院長適安指示: 

  針對重症加護病房獨立交班系統(ICCA)，避免重症醫學部病危病人電子交班

重複執行；另檢查驗危險值回覆，執行多年仍以單一方式傳輸，回覆方式仍以透

過簡訊或 WEB 方式，以現今資訊系統技術，應研議以更多元化方式傳遞資訊，

以上事件請資訊室協助處理。  

品質管理中心補充報告: 

  現行檢查驗危險值回覆受限於手機系統及電話廠商提供之功能，簡訊無法進

行閱讀後顯示已讀或一鍵回覆方式處理，故仍以 APP 方式回覆；另本院 APP 限

Android 系統使用，Apple iOS 系統手機無法使用，建議透過 WEB 系統進行回覆。 

主席指示: 

1.檢查驗危險值回覆請資訊室協助研議是否可有更多元的回覆方式(如：LINE

訊息開啟即已讀或手機簡訊一鍵回覆)增加使用便利性，同時提高部科回覆率；若

現行無法克服系統上設定，請各科部加強宣導電腦系統上回覆方式，提升回覆率。 

2.加護病房(ICU)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近期偏低，與加護病房使用 ICCA 病歷交

班系統銜接上問題有關，請資訊室盡速協助處理，尚未處理完畢前，應於加護病

房病危病人電子交班率資料上註明，避免評鑑時因錯誤資料誤導委員。 

 

 二、品管中心109年7月至9月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一)業務報告 

內容 場次 

參與會議 

(門住診協調會、氣喘疾病認證準備會議、職業安全委員會議、全院

評鑑會議、中榮創新智慧糖尿病照護先導服務平台成果發表、行政

業務協調會、智慧醫療委員會、疼痛管理委員會等) 

9 場次 

召開會議 

(109 年第二次委員會、戰鬥屏幕計畫案討論會議、2020 醫療科技展

需求訪談、SNQ 口頭報告院內預審(2 場)、中心業務會議(3 次)、109

年第三次醫品病安負責人任務會議等) 

9 場次 

參與院外教育訓練 

（TCPI 運用及病安發表會、內部控制、醫策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病安文化調查研討會、109-110 年病安目標課程） 

5 場次 

品管活動 

(先鋒發表會、QCC 輔導、先鋒基金會全國品管競賽實地審查、醫

策會國家醫療品質獎第一階段面談(4 次)、中衛發展中心台灣持續改

善競賽現場評審) 

9 場 

 

 (二)重要業務- 

 1. 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協助胸腔部參與氣喘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已於8/14完成實地訪查。 

 2.舉辨109年病人安全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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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14日至9月20日為期一週，全院性活動如下： 

I. 於本院中正一樓大廳舞台上顯示 LED 跑馬燈標語，加深往來民眾印象。

（社工室協助辦理） 

II. 於中正樓及第三門診電視牆撥放宣導短片及海報，並特於 9 月 17 日中

午舉辦大型活動之時，強力放送。（醫企部協助辦理） 

III. 中午 12 時於住院病房定時放送宣導短片及海報，讓行動不便及臥床病

人一打開電視即能觀賞影片。（總務室協助辦理） 

IV. 於本院網站首頁及 Facebook 專頁宣導活動內容及目的，增加曝光參閱及

宣導機會。（資訊室協助辦理） 

V. 於各病房及檢查室、藥局等多處，紙本海報張貼或電子形式播送，加強

宣導，加深民眾印象。（護理部、放射線部等協助辦理） 

(2)9 月 17 日於中正樓一樓大廳舉辦「為病安發聲」活動，現場邀集當日住院

與門診病人、家屬、志工及本院同仁，同時由同仁扮演心寶角色玩偶裝扮與

現場民眾共同參與及互動。 

I. 病人安全週大使-心寶之人偶扮演，活動當天全程參與並和現場民眾互

動，同時結合文宣宣導為病安發聲之觀念及重要性。 

II. 邀請本院院長到場致詞，開啟病人安全週活動序幕，副院長等部科長官也

到場支持活動，鼓勵民眾與醫療人員、醫療人員間、單位主管等，主動

提出病安的顧慮。 

III. 藉由大型活動現場播放宣導影片「為病安發聲（Speak up）」增加宣導

機會。 

IV. 「用藥安全-藥凝安全」宣導，由藥師專題演講，並藉由現場有獎徵答，

互動過程讓現場民眾實際參與感，過程中民眾認真參與並筆記，同時並

確實獲得正確資訊。（藥學部協助辦理） 

V. 現場民眾正確回答 Bingo 卡的問題後，可兌換精美贈品，現場互動踴躍。

（藥學部、護理部協助辦理） 

VI. 為響應國際世界病人安全日，晚間於本院健康之門噴水池投射橙燈，以

橙色點亮以代表世界各國全民健康覆蓋的努力。 

(三)病人運送交班紀錄查核結果-【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1.因應資訊化趨勢，建構病人運送交班單電子化，108 年 12 月建置資訊系統       

      完成並試行 109 年 1 月 9 日召開說明會 3 月 9 日經核可後正式啟用。 

    2.目的:為瞭解病人運送交班紀錄實際執行情形。 

    3.查核時間:109.5.4-109.5.10。 

    4.查核方法:回溯性查閱勤務作業暨病人運送交班系統(HHKS)，共 77 個病房， 

      不穩定病人運送交班紀錄，共 353 人次。 

    5.評鑑影響:  

    (1)依據 109.2.3 運送交班資訊系統整合會議決議:為了病人安全考量，不開放 

      運送交班紀錄回填功能。 

    (2)運送交班紀錄已資訊化，臨床執行數據會真實呈現，請各部科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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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運送交班紀錄填寫完整率。 

    品管中心補充說明: 

    1.資訊上線後執行第一次查核，查核結果與紙本執行上無明顯差異。 

    2.另需進一步討論部分現行病人運送前，欄位填寫未完整因考量臨床緊急狀     

      況並未阻攔。事後進行回填卻易造成遺漏，陳適安副院長也於運送交班資 

訊系統整合會議決議指示不開放回填，因考量實際操作面需求，是否開放

回填部分將與護理部瞭解討論，盡量減少回填。 

    主席指示: 

     臨床上常面對急救或緊急事件，當下無法立即填寫，事後回填功能有必

要存在性，可朝限制回填時間，請護理部進行了解並討論。 

    護理部明金蓮主任說明: 

     查核時間為 5 月份資訊系統上線時間，當時執行過程及內容尚有需改進

空間，會後協助各病房及詢問護理長瞭解執行狀況。 

 

    (四)醫院評鑑「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事項宣導-【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1.宣導醫院評鑑條文-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相關條文共計 10 項如下表，其中   

    1.1.4、2.2.1、2.2.2、2.2.4 共 4 項，需各部科清楚了解指標項目內容。     

項目 條文 

1.1.2 醫院之監督或治理團隊與經營團隊應積極主動提升醫療品質、病人安全及經營管

理成效，並營造重視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之文化 

1.1.4 訂定醫療業務指標、內部作業指標，定期分析及檢討改善 

1.1.5 如期提報醫院評鑑持續性監測系統之量性指標及質性文件 

1.6.7 定期實行病人就醫經驗調查 

2.2.1 醫院應訂定及推動全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計畫，並定期檢討改善 

2.2.2 應訂有醫療照護品質相關會議，應用實證會議佐證，檢討改善實務運作，以提升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2.2.4 定期舉行醫療照護品質相關會議，應用實證醫學佐證，檢討改善實務運作，以提

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2.2.5 對於各種可能發生醫療不良事件之情境，訂定預防措施，並建立預警偵測的通報

處理機制 

2.2.6 各項檢驗、檢查異常結果報告有完整傳送與接收機制 

2.3.8 依病情之需要，適照會相關醫療照護團隊 

    2.本院醫療品質指標共計 665 項，可分四大類-分別為 TCPI 外部指標平台、 

      醫院全院性指標、持續性監測指標、部科自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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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設有醫療執行各類標準作業規範，2-3 年依據部科建議並進行更新後，      

置放品管中心網頁提供參考。 

  4.評鑑相關五大重要醫安項目 

(1)醫療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2)侵入性檢查/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意書(165項) 

(3)檢驗異常數值 

(4)病危病人交班率 

(5)病人運送交班 

5.評鑑委員常見提問 

(1)執行侵入性檢查/治療/處置時，同意書上醫師簽名欄處應由說明醫師或執行

醫師簽名? 

A：本院訂侵入性檢查/治療/處置知情同意作業規範中明訂侵入性檢查/治療/處

置分為一般風險及高風險二類，若為一般風險則僅需開單醫師說明後簽名，

若為高風險則需由開單醫師說明後簽名，再由施行檢查醫師於執行前說明後

簽名。 

(2)本院於病房執行中心靜脈導管、導尿管、鼻胃管置入時，需填寫同意書嗎? 

A：本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審議委員會於 104年第 3次委員會(104年 10月 13

日)決議，僅中心靜脈導管需填寫同意書，且當次住院，僅於第一次執行中心

靜脈導管置入時簽屬說明書暨同意書，住院期間只需在每次執行/處置/治療

時再次口頭解釋說明即可。 

(3)詢問指標示例圖 

 

(4)另 SASVA-T系統已建置病危警示系統，經每日生命徵象及生理數值進行計算

後分類風險等級，採色彩管理，藉此早期偵測病人不預期 CPR及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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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中心補充說明: 

後續執行方向串聯 NIS 系統提供臨床護理人員參考查閱；另由各部科加入提供

科別數值進行分析，如腎功能指數預測病人腎衰竭風險。 

主席指示: 

以上報告內容與評鑑相關，請與會人員會後科部自行加強宣導。 

 

伍、審議事項：109 年 1-6 月門診業務量-指標異常審議(報告單位：醫務企管部) 

總結:門診醫師診療品質評估 

109 年 1 月至 6 月醫師看診每診超過 100 人次共 34 位(未計算頻率) 

指標 1：遲診扣$紀錄:1 位      

指標 2：門診病歷抽審<60 分:0 位 

指標 3：門診服務被投訴(醫病溝通):1 位 

 

 

 

 

 

 

陸、提案討論： 

(一)、民眾代表柯淑娟委員醫療品質提案 

1.推行病人用藥整合，不同科別的醫師開的藥是否會有重複或互相衝突，醫院  

     如何避免? 

2.對於病患藥物過敏的訊息是否有確實建檔?(本人曾於台大填寫過藥物過敏 

 資料卻發現藥單上面顯示: 藥物過敏:不清楚的字樣，讓我覺得很錯愕，因我 

 的過敏曾導致休克，病人很在意而醫院卻輕率處理) 

3.急診的就醫訊息是否有詳細建檔，以便門診時可以清楚了解該病患之前於急 

 診就醫時的病痛狀況及診療情形。 

4.門診是否有設敬老號，方便年長患者可以提早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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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科門診是否有設午餐休診的時間，讓醫師能有充足的用餐及休息的時間， 

 也方便患者從容的去用餐後再繼續回來等待門診。 

6.病患的醫療紀錄如何清楚的顯示於螢幕上供醫師易於讀取 

  (以上建議已採書面內容回覆，會中說明回覆內容，提案及與會委員無異議) 

 

(二)、訂定本院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關鍵績效指標(KPI)(提案單位-品管中心) 

  案由:因應醫院評鑑基準1.1.2條文，訂定本院醫療品質安全關鍵績效指標 

(KPI)。 

  說明:評鑑1.1.2-醫院之監督或治理團隊與經營團隊應積極主動提升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及經營管理成效，並營造重視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之文化。    

經營團隊與監督或治理團隊能建立本院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關鍵績效指

標，定期收集資料，確實執行並有效達成目標。 

  建議:品管中心建議由持續性指標監測項目中選出具全院代表性指標，現行各 

  項持續性指標有清楚操作型定義，經由每月穩定提報數據也可即時分析進   

步或落後，因此建議其中指標項目如下(共三項)： 

   1.死亡率(結果面指標) 

   2.14天再入院率(結果面指標)  

    3.所有手術病人住院期間非計畫相關重返手術室(過程面指標) 。 

  決議:依品管中心建議。 

 

柒、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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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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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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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管理中心依指示確認全院侵

入性檢查/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

意書更新一案，尚有放射線部(40

項)及健康管理中心(2 項)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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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重症醫學部電子確認該部交班系

統與本院電子交班系統資料匯

入。 

重症醫學部 

資訊室 
 

案由:運送交班單資訊化後，針對各項欄

位是否開放回填功能。 品質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