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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 6969 急救小組 

109 年年度檢討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地點：醫務企管部會議室（舊資訊室地下一樓） 

主席：品質管理中心 周元華主任                        記錄：金禹萱專員 

出席人員： 

急診部 張浩明醫師 胸腔部 鄭天信醫師 

心臟內科 黃偉杰醫師 心臟內科 郭宜蘭護理師 

麻醉部 陳瑞宏醫師 護理部 曾院美督導長 

護理部 吳秀玲護理長 護理部 鄒瑜洳護理師 

總機房 林昱廷專員  藥學部 何沁沁藥師 

藥學部 方淑娟總藥師 藥學部 廖志峯總藥師 

傳統醫學部 盧禾潾醫師 傳統醫學部 蔡承宏醫師 

傳統醫學部 翁麗郁護理師 傳統醫學部 林勝慧護理師 

品管中心 丘中興專員   

請假人員：內科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指(裁)示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管制
情形 

案由：目前尚有六處未明確規範負責區域。 
決議：非常謝謝護理部大力協

助，解決了大部份問題。 

（一）臨床技術訓練中心部分：
上班時間由該單位護理師
協助急救，因涉及公務問
題，會後再與臨床技術訓
練中心進行協調。 

（二）科技大樓部分：協調醫科
大樓管理中心協助配合
辦理。另若此區呼叫
6969，急救小組到達時間
可不列入評值。 

（三）總機房接到報案後，同步
通知醫科大樓管委會，並
於側門（急診室對面）等待
急救小組集合，協助至案
發樓層。 

品 質
管 理
中心 
 
 
 
 
 
 
 
 
 
 
 
總 機
房 

品質管理中心回覆： 

經會辦相關單位彙整意見如下： 

（一）若於臨床技術訓練中心內
發生需急救個案，上班時
間由該單位護理同仁先行
初步處理，必要時呼叫院
內救護車協助，非上班時
間由急診護理同仁專責。 

（二）總機房接到報案後，同步
通知醫科大樓管理中心，
該中心同仁並於側門（急
診室對面）等待急救小組
集合，協助至案發樓層。 

（三）已於 109 年 3 月 20 日修訂
本院院內急救小組作業規
範。 

總機房回覆：配合辦理。 

 

 

 

 

 

 

 

 

結案 



2 

 

參、 報告事項 

【品質管理中心報告】 

一、 綜觀近五年（104 年-109 年）執行狀況： 

（ㄧ）呼叫 6969 總計 525 件；需急救之個案數為 103 件，佔比 20%；其餘 422 件

為急救小組到達後病人仍有生命徵象不需急救之狀況（即 False Calls），佔

比 80%。 

（二）104 年及 106 年發生總件數較多，分別為 120 件及 118 件；需急救案件數近

年約 15-20 件不等。 

（三）需急救個案： 

1. 發生月份：三月最多，計 14 件，其餘月份平均 8 件；另二月及六月也各有 12

及 11 件，佔總件數 11.7%及 10.7%。 

2. 發生時段：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為發生尖峰時間（超過五件），計 69 件，佔

比 67%，尤以 11-12 時最多，計 12 件，佔比 11.7%。 

二、 本年度（109 年）概況： 

（ㄧ）呼叫 6969 總計 58 件；需急救之個案數為 13 件，佔比 22%；其餘 45 件為急

救小組到達後病人仍有生命徵象不需急救之狀況（即 False Calls），佔比 78%。 

（二）發生月份：以九月最多，計 10 件，其餘月份平均約 5 件。 

（三）發生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為發生尖峰時間，尤以 10-11 時最多，計 10 件。 

（四）發生地點： 

1. 一般病房 4 件，佔比 7%；門診 7 件，佔比 12%；診斷及檢查室 9 件，佔比 15%；

其他地點 38 件，佔比 66%。 

2. 其他地點之 66 件中，以三門診一樓公共區域 8 件為最多，佔其他地點件數之

21%；中正樓一樓（含生活廣場、廁所等室內公共區域）及中正樓其他樓層公

共區域次之，分別有 7 件，各佔比 18%。 

（五） 需急救個案急救後結果：13 件需急救之案件中，曾經恢復自發性循環 12 件，

恢復自發性循環超過廿分鐘 7 件，死亡 0 件。（依評值紀錄，稍後由急診部

進行後續追蹤報告） 

（六）評值結果（5 分鐘內到達率）： 

1.所有案件：急救線醫師 65%、呼吸道處置醫師 55%、護理人員 91%。 

2.需要急救案件：急救線醫師 69%、呼吸道處置醫師 61%、護理人員 100%。 

3.與去年相比，三線醫護人員 10 分鐘以內到達速度皆提升。 

（七） 再次宣導：如到達時未發現病人，請務必回報總機確認位置，如位置無誤，

請總機協助紀錄已到達。 

【輪值單位報告（109 年輪值單位：急診部）】 

一、13 件需要急救之個案中，有 9 件是 IHCA 案例（其中 5 件是住院中病人）。有

7 件於急救後恢復自發性循環（ROSC）並超過 20 分鐘，最後有 3 位存活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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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Number (N=9) Percentage 

Sex   

Male 7 77% 

Female 2 22% 

Co-morbidity   

Diabetes mellitus 4 44.4% 

Arterial hypertension 4 44.4% 

Cancer 6 66.6% 

Renal disease 2 22.2% 

呼叫地點  

一般病房 2 

公共區域 7 

起始心律  

Shockable 
VT 1 

VF 0 

Non-shockable 
PEA 4 

Asystole 4 

急救結果  

ROSC 8（88.8%） 

ROSC>20 min. 8（77.7%） 

Discharged alive 3（33.3%） 

Neurologic outcome at discharge  

CPC 1 or 2 3 

CPC 3 or 4 0 

CPC 5 0 

三、 主席裁示：謝謝本次輪值單位急診部報告。年度檢討就是要確認急救的品質及效

果，建議日後報告時可與去年的急救個案做比較。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醫院評鑑院外委員指導意見【提案單位：品質管理中心】 
案由一：急救車內效期將屆物品如何進行更新？ 

一、委員意見：藥師查核急救車藥物若效期不到六個月，應主動更換。多數醫
學中心急救車藥物均以整盤更換方式處理，建議責院急救車能以「盤對盤」
方式更換。 

二、本議題已於評鑑會議討論並決議：為符合評鑑優良要求，已設計將屆效期
藥品更換需求調查平台，供受核單位依需求提出申請，藥師於查核時依受
核單位需求主動進行備藥更換。 

三、單位反應：非藥物物品(如 nasal airway)效期已屆，但使用率不高，應如
何申領？ 



4 

 

護理部：本院現行做法，藥品部分依照藥學部制定作業規範辦理，非藥物
物品部分則直接購買新品替換以符合管理規範。 

四、決議： 

(一) 急救車以「盤對盤」方式更換：本議題已於評鑑會議討論並由院部長官
裁示，本會議不另行討論，請依循評鑑會議決議辦理。 

(二) 非藥物物品更換：依護理部建議，以現行做法為之。 

案由二：急救車規格應統一 

一、說明：本院急救車係由各單位各自採購，並依作業規範建置內部所需藥物
及物品，品管中心及護理部亦定期查核。 

二、決議：各單位請確依作業規範建置車內物品，如已符合急救作業規定則維
持原狀毋須統一車體規格。 

案由三：放置藥品點班圖示表，以利新人正確迅速進行點班 

一、說明：本院急救車作業規範中已制定藥品對應欄位之簡易圖示，未加入圖
片說明。 

品管中心：若藥品更新或更換包裝時，圖片說明須隨之更新。 

護理部：預評時委員看到某病房自行製作各藥品相片貼於牆上，供新進同
仁參閱，覺得不錯，建議可考慮推廣全院實施。若由各單位自行製作，恐
有色差等不一致及辨識之問題。另外藥品若更換包裝未即時更新，也易造
成混淆。本部討論後，目前品管中心制定的作業規範中，已明確規範藥物
相對位置，本部除加強新人教育訓練外，可協助規劃及製作圖片說明，供
品管中心推廣使用。 

主席：為避免影響病人安全，日後可規劃用資訊化方式同步更新，以免各
單位使用有時差。 

二、決議：請護理部協助製作圖片說明並隨時更新，以供品管中心公告全院。 

案由四：使用頻率低之急救車以封條管制 

一、委員意見：部分單位急救車使用頻率不高，為維護藥品層藥品置放安全，
宜以封條管制開啟。 

二、說明：品管中心制定之「全院急救車作業規範」尚無統一貼封條之規定。
但護理部制定之「急救車基本設備」中有封條使用相關規範。 

護理部：依護理部規範，各護理站因急救車使用頻率低可選擇使用封條，
至少每月點班一次，但須每月固定點班日期，若拆封使用後則當日須點班，
但固定點班日仍須點班；未使用封條之單位，則至少每日點班一次。（使
用率高低由單位自行評估）。 

三、決議：品管中心制定之全院急救車作業規範暫不更新，各單位急救車設備
請確依品管中心（檢查室）及護理部（病房）制定之作業規範辦理。 

無附鎖 附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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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急救小組成員應分區域派遣 

一、委員意見：因貴院院區廣大，建議需於各區域（如：中正、思源等大樓）
分區設置急救輪值人員以便就近出勤。 

二、說明：本院急救小組由急診部、麻醉部、內科部、心臟內科、胸腔部及護
理部等單位派員輪值，區分為急救線、呼吸道處理線及護理線。其中護理
線依區域劃分出勤單位，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到達並進行處置。 

三、決議：本院已設立急救小組並制定作業規範，本案維持現狀，初期由鄰近
單位醫護人員先進行急救，俟急救小組到達後再行接手。 

提案二、導管室增設急救用藥及常備急需用藥（非急救車）【提案單位：心臟內科】 

一、 委員意見：心導管室六間皆放置急救及常備用藥，應置放於急救車內，不應
直接置放於工作檯。 

二、 說明：導管室因空間有限，除手術用機具外，為使動線順暢，無法置放急救
車於手術間內，故置存於公共區域。但因檢查室屬性及病人病況，常需要急
救及常備用藥，若病人在手術中需要急救，同仁需至公共區域將急救車推入
導管室，除中斷醫師手術執行外，同仁穿著鉛衣奔跑推車亦容易發生意外。 

三、 增設目的：為不延遲病人急救並配合空間實況，遂於導管室內設置藥物格櫃
供急救所需，俾便快速且精準完成急救程序。 

藥學部：目前心導管室有一臺急救車，除急救用藥外，亦已申請 10 項常備
用藥列管在案（依評鑑規範，常備用藥設置不可超過 10 項），並依本部制
定之「管制藥品管理作業規範」稽核。每項藥品置存數量經過正常手續申請
調整並核可後，即可納入本部查核常規，惟須釐清存放方式是否符合法規。 

護理部：請導管室先釐清是否有規定每間心導管室皆需一臺急救車。若無規
範，建議每間心導管室以申請常備用藥的方式，以利急救任務進行並符合評
鑑要求。 

導管室：依法規規定，一檢查室僅需一臺急救車即可，但現行制定之急救車
藥品，不全適合本檢查室實務需求。 

四、 決議：請導管室提供需置放的急救（常備）藥物清單，並了解存放方式是否
符合法規（亦可參考其他醫院做法），於醫品病安委員會陳核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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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提案單位：傳統醫學部】 
一、因本部急救車使用率不高，車內品項如透過補給室申領恐造成超量之情形，現

行作法係由護理師至各單位蒐集取得。是否可協助本部急救車內品項設置。 

主席裁示：上次查核時，發現貴部急救空間不足，車內品項也零零落落，醫院
評鑑已針對中醫部門制訂獨立條文，故所有規格須按照評鑑要求設置。品管中
心將協助貴部提案至醫品病安負責人會議或委員會，綜整需求專案報告，協助
貴部符合評鑑需求。 

二、本部地處邊陲且無適當搬運動線，先前雖已購置履帶式搬運椅，惟急重症不穩
定病患不適宜乘坐，呼叫院內救護車又因本部周邊環境限制（停車場出入口高
度限制）實務上恐有難度。 

護理部：傳醫部受限於周邊環境，急救病患之運送十分困難，目前尚無適合之
解決方案。此狀況已於其他會議中多次討論，並已協調總務室，若聽到 6969 地
下連通道報案時，同步啟動院內救護車出勤，並協助周邊環境進行交通管制，
以利救護車迅速抵達現場。該區域因地理環境之故，目前僅能先請醫護人員急
救俟病患穩定後送急診。 

主席裁示：地下連通道不僅有貴部病患，尚有總務室、合庫、郵局等單位，除
院內同仁外，來往民眾亦多，近幾年皆有零星案例發生，但涉及醫院整體規劃，
硬體環境目前無法改變，請依護理部意見辦理。 

陸、 主席結語 
一、本次提案議題為評鑑委員所提出之意見，因與急救車、病安等議題相關，故於

本會議進行討論，非常感謝各位的寶貴意見。 
二、有關急救小組近年資料，如果有同仁需要撰寫相關議題的論文，歡迎多加利用。 
三、傳統醫學部需協助案件，請傳統醫學部提供簡報資料，品管中心將綜整後提報

院級相關會議裁示。 

柒、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