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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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月4日（星期一）  10：00~11：15 

地點：中正樓 4 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主席：李發耀院長                                 記錄：黃文薰護理師 

 

應到 29 位，實到 23 位（代理 7 人），請假 6 位，出席率 79 % 

出席人員： 

副主任委員 陳適安 副院長 醫務企管部 李偉強 部主任 

外科部 馬  旭 部主任 傳統醫學部 龔彥穎 部主任代 

內科部 侯明志 部主任 家庭醫學部 陳曾基 部主任 

胸腔部 陳育民 部主任 腫瘤醫學部 楊慕華 科主任 

急診部 顏鴻章 部主任 婦女醫學部 鄭乃銘 總醫師代 

麻醉部 呂志成 科主任代 神經醫學中心 傅中玲 科主任 

放射線部 郭萬祐 部主任代 兒童醫學部 牛道明 部主任代 

護理部 明金蓮 部主任 資訊室 陳怡文 組長 

藥學部 王斯郁 科主任 輸血委員會 陳瀅如 醫檢師代 

工務室 黃世宏 室主任 加護中心委員會 周睿信 主治醫師代 

民眾代表 柯淑娟 女士 民眾代表 蘇惠娟 女士 

品質管理中心 曹嘉珞 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周元華 中心主任 

品質管理中心 陳美珠 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羅宇成 主治醫師 

品質管理中心 金禹萱 專員 品質管理中心 鄭喬安 護理師 

品質管理中心 歐陽欣宜 組員 品質管理中心 丘中興 專員 

    

列席單位：  

醫療事務組 簡淑芬 組長  病理檢驗部 楊麗婉 組長 

醫療事務組 張庭瑀 組員 核醫部 丁建鑫 主治醫師 

放射線部 施智翔 放射師   

    

請假人員：    

骨科部       張明超 部主任 手術管理委員會 劉君恕 室主任 

職業安全衛生室 許志宏 室主任  精神醫學部   徐如維 科主任 

感染管制委員會 王復德 科主任 病理檢驗部  周德盈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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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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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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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管理中心 

品管中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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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健康管理中心未完成修訂。 

3.資訊室尚未完成文件更新，待
更新文件 100 項。 

 

列管 

 

 

 

 

 

 

 

 

 

主席指示：請確認健康管理中心完成修訂，以及資訊室完成線上文件更新。  

案二：重症醫學部交班系統資料匯入本院電子交班系統。 

案由說明： 

108年 2月始重症醫學部
電子交班率陸續偏低，經
檢討改進過程，發現該部
獨 立 使 用 交 班 系 統
(ICCA)異常，無法正常
完整匯入本院電子交班
系統。 

決議： 

由資訊室協助重症醫學
部修正交班系統。 

 

資訊室 

重症醫學部 

 

資訊部回覆： 

109 年 11 月 19 日回覆，重症醫
學部專用系統已完成資料匯入
本院電子交班系統之驗證，待該
部功能切換使用即可完整交班
紀錄資料。 

 

重症醫學部回覆: 

109 年 ICCA 系統升級並改善病
歷傳輸問題，自 109 年 12 月恢
覆 ICCA 執行電子交班。 

列管 

 

主席指示：請持續列管至重症醫學部電子交班率達 100%。 

案三：運送交班單資訊化後針對各項欄位是否開放回填功能。 

案由說明： 

109年 3月本院病人運送
交班單資訊線上系統啟
用，於 5 月進行第一次執
行後回溯性查核，發現表
單欄位填寫未完整(完整
率 52-70%)，是否開放回
填功能，提升表單完整。 

決議： 

由品管中心與護理部進
行討論，開放運送表單回
填功能適切性。 

 

品質管理中心 

 

品管中心回覆： 

已於 10/14 和護理部開會討論，
開放回填時間限制為隔日 23:59

止，此項功能已於 11/7 上線。 

 

列管 

 

主席指示：請品質管理中心追蹤查核回填功能上線後，運送交班單表單填寫完整率
是否提升，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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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一、109年各項等候時間分析報告 

(一) 門診掛號計價及住院等候時間分析報告【報告單位：醫療事務組】  

1.等候時間定義： 

(1) 掛號計價櫃檯等候時間： 

 開始：病人至取號機取號 

 結束：病人被櫃檯叫號 

(2) 門診候診等候時間： 

 開始：病人至櫃檯完成掛號 

 結束：病人看診完成 

     (3)門診病人等候住院時間 

         開始：病人登錄候床系統 

         結束：病人實際入院日 

2.掛號計價櫃檯等候時間： 

  (1)取號量高峰時段：上午9時至12時，下午2時至4時。 

 

 

 

 

 

 

 

 

          

   (2)掛號計價櫃檯取號數：109年櫃檯取號人數微幅減少，係因鼓勵民

眾使用 APP 或自助繳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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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掛號計價櫃檯平均服務秒數：42%的民眾可在60秒內辦理完畢；    

     59%的民眾可在90秒內辦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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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掛號計價櫃檯平均等候時間：平均等候時間為5分45秒，與前期      

     (109年9月)相較增加61秒(21%)。 

 

 

 

 

 

 

 

 

   (5)原因分析：人員退休、長期病假、新人等人力因素。 

   (6)改善方案： 

     A.櫃檯管理： 

      a.主管端監控系統掌握現場等候情形，即時發送重要資訊予同仁。 

b.持續於第三門診五樓開設櫃檯分流。 

c.適時加開掛號快速窗口。 

            B.硬體改善： 

             a.推動以手機 APP 診間繳費，提高民眾繳費便捷性。 

             b.鼓勵民眾多加利用「自助繳費機」。 

             c.視民眾等候情況增設行動櫃檯，協助分流。 

             d.請資訊室協助計價系統整合改版，提升行政效率。 

C.志工服務 

             a.協調社工室於「慢箋批價自助服務機」及「自助繳費機」附 

近增加走動式志工，引導民眾使用。 

             b.協助指引民眾診間位置資訊，提升民眾就診流暢性。 

 3.門診看診等候時間 

   (1)平均看診等候時間：109年第3季、第4季的等候時間較第1季、第2

季增加，係因疫情趨緩病人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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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精進作為： 

     A.持續宣導民眾多加查詢看診進度，以減少民眾因過號而延遲看診。 

            B.提升行動 APP 下載可近性，於院內各計價掛號櫃檯廣設 QR  

Code。 

C.於本院門診大廳、生活廣場等處公告診間看診進度，以減少民 

眾因過號而延遲看診。 

4.門診病人等候住院時間 

   (1)109年第4季較108年同期相較減少等候0.43日(縮短10%)。 

 

  

 

 

 

 

 

 

    

          (2)精進作為： 

     A.持續監測各部科佔床率，佔床率以低於85%之部科優先檢討，   

       床位撥交高佔床率之部科使用。                         

     B.各部科床位不足使用時，由醫務企管部醫療事務組輔助協調其 

       他部科借床。 

院長指示：掛號計價櫃檯平均等候時間5分45秒，等待時間仍然有點長，醫療

事務組提出多項改善措施後，是否已有改善?建議應蒐集資料以做為醫院

評鑑時佐證之用。 

(二) 門診抽血檢驗等候時間分析報告 【報告單位：病理檢驗部】 

 1.105-109年本院門診抽血人次分析數據如下圖，由趨勢圖可看出每年差

異不大，但109年前半年因疫情關係人次減少，而下半年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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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近二年門診抽血人次及等候時間分析(如下圖)，在抽血人次方面，109

年平均月抽血人次較108年下降5%。108年的全天平均及尖峰時間等候

時間，分別為33.1分鐘及42分鐘﹔而109年在全天平均及尖峰時間等候

時間皆在9分鐘內完成，等候時間大幅下降近80%。          

                  

 

 

 

 

 

 

 

 

 

 

 

3.109年與108年連假過後抽血等候時間比較(如下圖)，108年連假過後約

2700人次至3000人次，平均抽血等候時間約60分鐘，尖峰時間甚至將進

2小時。而109年連假過後，雖然前半年因疫情關係抽血人次減少，但下

半年已回復約3000人次。為將等候時間控制在30分鐘內，採取連假後限

縮同仁休假，於07:00增加1台抽血台。109年連假過後抽血等候時間相

較108年大幅降低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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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門診環境暨空間規劃： 

   (1)病人僅需插卡或掃 QR Code 即可領取尿管及抽取號碼牌。 

   (2)感謝院方提供寬敞優質等候空間。 

   (3)智能化分流派號分為 A、B、C、D、人工及友善。 

   (4)嶄新抽血空間。  

   (5)嬰幼兒友善抽血櫃檯。 

   (6)獨立的輪椅抽血空間，抽血台可升降，可依輪椅高度調整。 

 5.未來努力方向 

  爭取原「二門診一樓病理檢驗室轉圜空間」設置第二抽血區。 

(三) 門診領藥等候時間分析報告【報告單位：藥學部】 

1.候藥時間定義：處方開立時間至發藥燈號按出時間。 

2.108年門診病人就醫經驗調查報告等候領藥時間正向反應為86.5%。 

3.門診候藥時間及滿意度分析如下圖，109年平均日處方7051張，較108年 

下降8.7%，平均候藥時間為10.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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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因應尖峰時間處方數多以及藥師流動率高(107-109年契約藥師離職率 

20-27%)，提出以下改善方案： 

   (1)定期監測候藥時間異常之個案數。 

   (2)幹部於尖峰時段主動監控候藥時間，並加強走動式管理。 

   (3)管控適當人力、彈性調整工作，加強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4)自109年11月1日起新人訓練期間由3.5天調增為4.5天。 

5.藉由上述改善方案，達到全日平均候藥時間10.6分鐘以及自100年起等候

領藥滿意度皆>80%，108年為86.5%。 

6.努力方向﹕ 

   (1)持續監測候藥時間。 

   (2)要求藥師發藥時落實重點用藥指導，以確保用藥安全及增進滿意度。 

   (3)研擬提升藥師留任率之方案。 

(四) 放射線門診受檢者等候時間分析報告【報告單位：放射線部】 

1.門診現場等候時間 

 (1)資料收集時間：109年1月1日至109年11月30日。 

(2) CT 及 MR：  

A.利用「放射線部資訊管理系統」中之櫃檯報到功能記錄受檢者 CT

及 MR 的「報到時間」。 

B.利用「醫療影像系統」記錄影像產生時間，做為「檢查時間」。 

C.以「檢查時間」減去「報到時間」即為「病人等候時間」。 

(2) SONO： 

A.受檢者至自助報到機報到取號，由系統記錄超音波的「報到時 

間」。 

B.檢查室依序叫號，記錄為「叫號時間」。 

C.以「叫號時間」減去「報到時間」即為「病人等候時間」。 

       2.門診排檢天數：資料由資訊室提供，計算方式為： 

「各類自動排檢人次」乘以「各類平均排檢天數」除以「總排檢人次」。 

       3.綜合結果： 

(1)平均排檢天數與去年同期相較，109年 CT 排檢時間較去年同期縮短， 

MR 及 SONO 排檢時間則與去年同期相當。 

(2)平均現場等候時間與去年同期相較，CT、SONO 與 MR 較去年皆無 

  太大差異。 

(3)各項檢查之報告量與去年同期相較，109年初因疫情關係檢查量略有

減少，疫情趨緩後則略有增加，月平均檢查量與往年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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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因分析與改善(CT)： 

        (1)持續每周排程監控。 

        (2)109年下半年因開單量增加，排檢天數控制於7天內。 

       5.原因分析與改善(MR)： 

        (1)協調榮科協助。 

        (2)目前 MR 是每天7:30~23:00提供服務，幾乎全年無休。 

        (3)每周持續監控排程。 

       6.原因分析與改善(SONO)： 

        (1)住院＆急診病人優先且依病情所需，檢查時間長短不一。 

        (2)技術需求較高：訓練一名放射師至少需六個月。 

        (3)以縮短排檢為優先。 

        (4)每周監控排程情形，週六機動加班消化待檢。 

       7.結論： 

            持續觀注並努力協調改善「病人現場等候時間及排檢天數」的議題，

仍以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為優先，並期可再提升服務品質。 

(五) 核醫檢查等候時間分析報告【報告單位：核醫部】 

1.資料收集時間：109年1月至109年11月。 

2.資料收集方式： 

(1)利用醫院新建置之 web 門診排程系統分析。 

(2)今年度上半年及下半年比較統計。 

(3)數字以平均值+/-標準差呈現。 

(4)利用主計室統計檢查人次總量 

3.全身骨骼掃描、心肌灌注掃描、心室搏出分率掃描、總體腎功能造 

 影及全身正子掃描等，因疫情關係，於109年下半年的等候日數均較上 

 半年增加(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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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析原因： 

        (1)因本部於109年5月進行一台舊型伽馬攝影機汰舊，致候檢病患累積。 

 (2)新機器(心臟專用伽馬攝影機)於109年9月正式啟用服務病患，提供高   

品質心臟影像檢查；唯近期核醫藥品供貨不穩，造成排程困難。 

 (3)核醫部造影檢查總人次與去年(108年)相比稍微減少(26450→26083)。 

 (4)正子中心檢查總人次與去年(108年)相比明顯增加(3753→4488)。 

5.改善方式： 

        (1)因應候檢時間過長之檢查進行檢查排程調整。 

        (2)擬調整放射師排班方式，必要時假日加班，消化候檢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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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管理中心周主任：品質改善應進行三個面向的比較，前後期比較、同儕值比

較以及滿意度的提升，建議上述檢討報告可再加入這部分。 

  二、異常值通報系統優化案【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一)盤點全院異常值通報項目，依資料來源、簡訊發送及有無報表分為三類，已

與資訊室討論解決方案，部分功能已進行測試，如下表： 

 

 

 

 

 

 

 

 

 

 

 

(二)收件者判斷： 

   1.目前現況是主要寄送給開單者，但各檢驗單位邏輯略有不同。 

   2.全院整合，優化收件者，所有單位同一邏輯。為符合評鑑要求，報告結果應

送達主治醫師或醫療照護相關人員，收件者邏輯判斷如下圖，資訊室已完

成程式撰寫，目前已進入測試階段。 

 

 

 

 

 

 

 

 

(三)簡訊內容結構化： 

  1.目前異常值簡訊內容格式不一，造成接收簡訊者需孰悉各種介面以及不熟悉

何種簡訊該進行回覆。 

  2.未來將進行簡訊格式統一，並針對病人姓名半匿名以確保病人個資。 

 

 

 

 

 

(四)稽核即時化： 

  1.目前現況 

  (1)以個人使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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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MSOT 網站無法查詢個人已回覆的簡訊。 

   B.資料未結構化，無法針對單項危急值紀錄處置狀態。 

(2)以單位使用角度 

  無法查詢已發出的通知跟接收/回覆狀態。 

  2.目前資訊室正在就上面兩點需求進行更新，另透過智慧醫院管理中心平台呈

現全院即時異常值簡訊狀況。待本階段盤點更新完成，未來規劃結合醫療作

業系統、病程紀錄系統讓臨床醫師更容易掌握及回覆異常危急報告。 

品質管理中心周主任：本案進行優化係因現行每月進行異常值簡訊回覆率監測時

發現數據不一致，經過內部檢討，發現現行系統有優化之必要性。另外，整

合至戰情屏幕更能讓院方長官掌握本院病安情形。 

急診部顏主任：建議增加異常值後續處理情形回覆。 

  三、109年病人住院就醫經驗調查結果報告【報告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一) 因應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1.6.7定期實行病人就醫經驗調查，將病人

滿意度調查改為病人就醫經驗調查，二者構面差別如下表。 

病人滿意度調查 病人就醫經驗調查 

環境設施 (6題) 醫療人員表現 (10題) 

服務態度 (6題) 社會心理支持 (6題) 

等候時間 (9題) 尊重 (3題) 

醫療過程 (5題) 整體醫病互動 (5題) 

 醫院環境 (4題) 

 整體評估 (4題) 

(二) 調查時間：109年6月29日至7月5日（含週六、週日，共7天）。 

(三) 調查對象：經醫師允許(MBD)或自動出院(AAD)之病人。 

(四) 取樣方法：一般病房含小兒科及精神科（加護病房、體檢病房除外），共

69個單位，每單位發放20份，預計發出1380份，實際共發出925份問卷，回

收762份（其中有效問卷741份，無效問卷21份），問卷回收率82.4%。 

(五) 基本資料：78%的病人居住雙北市，55歲以上的病人佔58%，71%的病人

由門診安排住院。 

(六) 各構面表現 

  1.醫師、護理師及其他醫療人員表現構面：「您覺得主治醫師來探視您的停留時

間是否足夠」此項評價較低，為93.2%，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98.0%。 

2.整體醫病互動構面：「是否有醫療人員和您的家人溝通，回答他們的問題」 此

項評價較低，為96.3%，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98.0%。 

3.尊重構面：「您覺得在住院中是否保有自己的隱私」此項評價較低，為95.0%，

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98.0%。 

4.社會心理支持構面：「當您需要協助時，醫院是否有提供志工服務」此項評價

較低，為92.8%，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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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醫院環境構面：「您是否滿意病房陪病設施(例如﹕陪病床、廚房、洗衣間等等)」

此項評價較低，為88.1%，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92.0%。 

6.整體評估構面：「您覺得醫院自費金額是否適當」此項評價較低，為12.1%，

其餘子構面正向反應皆大於85.0%。 

7.總結：正向反應前三名為「護理人員是否有用您能了解的方式清楚回答您的

問題」99.5%、「您認為護理人員的技術是否足以處理您的狀況」及「您對醫

療人員的照護感到安全嗎」99.3%；正向反應較低項目依序為「您是否滿意病

房內的陪病設施」88.1%、「整體而言這次住院治療結果跟您預期中的情況相

比是」85.2%及「您覺得醫院自費金額是否適當」12.1%。  

8.開放式意見多人反應停車困難，總務室回覆：將改善停車管理系統提升現有

停位週轉率。三號門停車場（汽車停車位162個、機車停車位490個）完工驗收

中、新醫療大樓（汽車停車位163個），另於各入口處設有大型看板供來院民眾

參考目前停車場現況。 

院長指示：在整體評估構面之「您覺得醫院自費金額是否適當」正向反應只有

12.1%，其實本院自費項目金額已是全國醫學中心最低。建議可在問卷中加

以說明，讓民眾了解。 

品質管理中心周主任：病人經驗調查是透過結構式問卷，進行病人接受醫療

照護服務後經驗的調查。住院病人就醫經驗調查問卷為衛生福利部提供

之公版，而門診病人就醫經驗調查問卷則為本中心參考住院病人版本擬

訂並進行信效度檢定。 

民眾代表蘇委員：很感謝問卷調查的內容真正去了解病人的就醫經驗，從剛

剛的報告中可以看到病人對陪病設施的滿意度偏低，是否可以進一步了

解是對哪一部份的設施較不滿意，提供醫院改善。 

院長指示：因問卷並未針對各項陪病設施進行調查，建議可檢視下鑽資料，

了解滿意度較低的病房，提供護理部參考，並請品質管理中心於下次會

議中報告。 

 四、品質管理中心109年10月至12月工作執行情形報告 

內容 場次 

參加會議 

(門住診協調會、醫中任務一評鑑會議、健保局參訪、評鑑 PFM、

經管組院外預評、心衰、中風疾病認證討論會、醫中任務聯合會議

等) 

12 場次 

召開會議 

(109 年第三次委員會、病人運送交班系統討論會、心臟衰竭及病認

證院外預評、戰鬥屏幕計畫案 10 月會報會議、醫療科技展事宜討

論會、SNQ 實地審查-護理組、SNQ 實地審查-醫療組) 

7 場次 

輔導它院 3 場次 



 14 

員山蘇澳分院、屏東茂隆骨科、新竹分院 

教育訓練 

（TCPI 壓指標運用會、中階品管專班、FMEA 風險管理課程、RCA

根本原因分析基礎班、進階班） 

6 場次 

品管活動 

(先鋒金銀獎發表會、QCC 輔導、SDM 頒獎典禮、醫策會國家醫療

品質獎發表會、中衛發展中心台灣持續改善競賽現場評審) 

5 場 

 

伍、審議事項：此次會議無審議事項 

陸、提案討論： 

(一)、當醫師臨時請假無法及時看診時，醫院是否會主動通知預約患者? 

      (提案人：民眾代表柯淑娟委員) 

  說明：經查本院訂有門診醫師應診作業要點，其中作業規定(三) ﹕如關診時，

該門診醫師已有病人預約掛號，請各部科自行指派專人通知病患，並協助

安排其他時間就診。 

  擬辦：依此作業要點向柯委員進行說明。 

  決議：依品管中心辦理。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語： 

       今天進行各項等候時間檢討，謝謝各單位的努力，由其是病理檢驗部大

幅縮短抽血等候時間，請其他單位繼續努力，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今日會

議到此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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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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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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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確認健康管理中心完成修訂，

以及資訊室完成線上文件更新。 

品質管理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 

資訊室 

 

案二：重症醫學部交班系統資料匯入本

院電子交班系統。 

決議：請持續列管至重症醫學部電子交

班率達 100%。 

重症醫學部 

品質管理中心 
 

案三：運送交班單資訊化後，針對各項

欄位開放回填功能。 

決議：請品質管理中心追蹤查核回填功

能上線後，運送交班單表單填寫

完整率是否提升。 

品質管理中心  

案四：109 年病人住院就醫經驗調查結

果報告。 

院長指示：因問卷並未針對各項陪病設

施進行調查，建議可檢視下鑽資

料，了解滿意度較低的病房，並

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品質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