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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030027 持續改善照護品質—以TCPI指標的5年運用為例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林永芳

A2 030110 以整合性流程分層管理醫療品質指標提升照護品質成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思潔

A3 030071 運用明智選擇提升骨鬆性骨折病人用藥照護與用藥前口腔評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劉宣志

A4 030088 建立醫療品質指標管理流程機制-以新北市立某醫院為例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興建經營) 詹芳絮

A5 030111 運用提升內部復原力促進外部顧客健康與安全之醫療品質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思潔

A6 050002 運用品質指標稽核提升指標數據正確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季志尚

B1 030028 透過周全性防跌措施降低神經內外科住院病人跌倒發生率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林奕彤

B2 030030 降低口腔腫瘤切除合併皮瓣移植手術病人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康純華

B3 030076 降低加護病房醫療器材相關壓力性損傷之發生率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誼柔

B4 030095
運用皮膚照護群組降低高危險壓傷發生病房住院病人壓力性損傷發生

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高惠美

B5 030101 降低內科病房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翁櫻心

B6 030109
運用多元化策略降低一般病房病人約束發生率及約束時間>24小時發

生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淑芳

品質改善

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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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030021 降低新生兒中心導管相關之血流感染率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李明芳

C2 030051 降低外科加護病房腦傷病人拒絕氣切比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曾珮瑜

C3 030057 精進組合式照護降低感染科病房留置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之成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李姿月

C4 030066 藉由組合式照護模式降低加護病房病人留置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李光貿

C5 030094 運用跨團隊合作降低創傷醫學部病人氣管內管滑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嚴筱晴

C6 030102 運用PDCA手法降低外科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黃郁宸

D1 030004 應用急性中風照護指標提升神經科病房病人鼻胃管移除率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李依鴻

D2 030026 以個案管理模式提升心臟衰竭急性後期整合照護病人之照護成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彣芷

D3 030098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pre-hospital electrocardiogram triage

with tele- cardiology support on median D2B time  and other

AMI TCPI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陳郁志

D4 030108 透過精實醫療手法提升住院病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再灌流治療效能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林冠宏

D5 030112 以資訊建構出血性中風病人結構性嚴重度評估工具並提升評估執行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妤昤

D6 040003 以病人流的概念提升腦中風治療照護品質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

醫院
葉柏延

感染

AMI、S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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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050003 運用資訊化收集提升精神科指標資料正確性及效率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薛佩寧

E2 060001 智能化分析在「壓力性損傷」指標的運用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賴淑媚

E3 060002
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陳欽明

E4 060007 運用可視化儀錶板系統輔以人因工程翻轉提升住院給藥效能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黃鏡樺

E5 060011 建置早期警示系統降低外科住院病人死亡率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林威凱

E6 060014 運用機器人流程自動化及資料視覺化分析提升臨床成效指標管理效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洪宜帆

F1 030008 以流程再造提升某外科病房腹部手術後病人疼痛照護品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黃璇如

F2 030020 提升手術病人預防性抗生素指標運用之成效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雷宜芳

F3 030022 藉由急救品質指標分析提升急救照護之成效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李惠珍

F4 030055 運用組合式照護降低「腰椎後位內固定骨融合術」手術部位感染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劉怡婷

F5 030074 改善急診就醫品質提升STEMI病人接受ECG小於10分鐘之效率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施奕瑄

F6 060003
藉由品質管理資訊化鞏固麻醉相關自費醫材使用之臨床效益—以麻醉

體溫維持系統為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梁贏心

指標資訊化

/智能化

急診、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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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 010005 降低精神科急性病房自傷發生率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黃淑吟

P1-02 010009 以組合式照護降低精神科急性病房跌倒發生率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曾怡樺

P1-03 010013 某精神專科醫院慢性住院病人促進健康方案之成效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林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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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 020001 提升高齡病房衰弱照護完整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鄭玉伶

P2-02 020007 運用多元策略降低一般病房之跌倒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侯欣彣

P2-03 030031
團隊資源管理模式介入住院病人跌倒發生率之改善專

案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何春玉

P2-04 030087
提升一般內科病房步態不穩病人預防跌倒介入措施執

行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梁詩欣

P2-05 030114 降低癌症住院病童跌倒發生率之專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芳如

P2-06 030011 降低感染科病房壓傷發生率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江雅芬

P2-07 030089
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降低高齡暨整合醫學病房病人壓

傷發生率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王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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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030002
降低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之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

度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溫宛虹

P3-02 030007
運用實證方法與臨床改善降低外科加護病房泌尿道感

染率之成效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鄭佩琪

P3-03 030017
運用團隊整合照護降低呼吸照護病房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率成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盧玉華

P3-04 030042
運用多元化策略降低內科病房暫時性血液透析導管血

流感染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劉麗玲

P3-05 030050 運用團隊合作策略提升病人大腸鏡腸道檢查清潔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黃瀞慧

P3-06 030054
運用跨團隊組合照護模式降低內科加護病房「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率(CLABSI)」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陳思州

P3-07 030078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心臟科加護病房呼吸器相關肺

炎發生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盧育汶

P3-08 030103
運用PDCA手法降低外科加護病房留置導尿管相關尿

路感染率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黃郁宸

P3-09 030084 降低肝膽腸胃內科病房中心靜脈導管血流感染密度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吳秋宜

P3-10 030013 運用團隊資源管理降低非計畫性管路滑脫發生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彭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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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1 030045 降低呼吸照護中心非計劃性氣管內管滑脫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劉孟怡

P3-12 030052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昇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氣切比率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李玉琴

P3-13 030070 降低兒童加護病房中心靜脈導管滑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士凡

P3-14 030086 降低嬰兒加護病房非計畫性氣管內管滑脫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潘佳琪

P3-15 030091 藉由指標管理應用，維護導尿管留置病人照護品質。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曾敏維

P3-16 030093 降低病嬰周邊靜脈導管留置部位浸潤發生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曾麗娟

P3-17 030113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昇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氣切執行

滿意度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蘇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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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1 030033 提升靜脈血栓溶解施打率及動脈血栓移除案例數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辦理
劉雅婷

P4-02 010012 PAD Bundle於成人外科加護病房執行之成效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林淑卿

P4-03 030010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醫療照護品質有效降低急診轉院

率
大千綜合醫院 解旻容

P4-04 030034 降低急診病人未完成治療即離院比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
卓一嫻

P4-05 030029
提升所有接受預防性抗生素的手術病人在劃刀前60分

鐘內接受預防性抗生素比率之經驗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康純華

P4-06 030040 提升術前準備完整率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盧曉貞

P4-07 030081
運用精實手法縮短緊急剖腹產送達手術室時間之成效

初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賴寶純

P4-08 030032
運用組合式照護模式於降低手術室壓力性損傷發生之

成效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林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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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01 030106 以多元改善策略降低給藥異常之成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陳秋萍

P5-02 040005 運用病人流程模式提升疾病醫療照護品質之成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思潔

P5-03 030068
運用人因工程建置化學治療給藥資訊系統提升化學治

療給藥安全-以台灣東部某教學醫院為例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吳美珠

P5-04 050004 提昇資訊e化壓力性損傷指標收集正確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
邢慧芬

P5-05 050008
運用指標流程圖蒐集模式提升醫療品質指標資料之正

確性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思潔

P5-06 060005 運用BI智能面板改善護理給藥結果監控成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張惠美

P5-07 060006 利用AI智慧E化流程縮短抽血等候時間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陳世祥

P5-08 060009
運用智慧化系統提升照護指標品質-以手術後48小時

內死亡率為例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張治瑤

P5-09 060010
導入自動化提升出院14天內因相同或相關病情非計畫

再住院率指標收集時效性與再入院原因判斷客觀性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鄭佳慧

P5-10 060013
快速掌握重症加護指標_運用Power-BI建構個別化單

位指標管理儀表板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陳依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