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菁英組、社區醫療照護組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0月 31日（星期一） 

⚫ 競賽場次：第 1場 主題改善菁英組、社區醫療照護組 
時間 序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40~10:10 報到 

10:10~10:20 致詞及競賽說明 

10:20~10:35 1 2022A2017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同心圈 

降低氧氣醫療裝置造成顏面壓傷

發生率 

10:35~10:50 2 2022A202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好孕圈 
縮短初產婦初次產前衛教平均

時間 

10:50~11:05 3 2022A2036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藥使圈 
用藥不中斷-降低病房處方藥品

交付異常事件發生率 

11:05~11:25 中場休息 

11:25~11:40 4 2022A202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ICG圈 縮短肝移植術前評估住院時間 

11:40~11:55 5 2022A201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標竿圈 減少門診診間個資紙張回收量 

11:55~12:10 6 2022A2030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舒麻圈 
提升住院病人常規手術前麻醉

照會之效能 

12:10~12:25 交流時間 

12:25~13:25 午餐時間 

13:25~13:40 1 2022A3001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

醫院 
護心圈 

降低住院病人潮濕相關皮膚損

傷發生率 

13:40~13:55 2 2022A3007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附

設聖功護理之家 
家庭圈 降低護理之家住民多重用藥比率 

13:55~14:10 3 2022A3006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銀髮圈 

提升照顧服務員鼻胃管灌食作

業正確率 

14:10~14:25 4 2022A300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

慈濟醫院 
朝腎圈 

降低血液透析工作人員上肢肌

肉疼痛發生率 

14:25~14:45 中場休息 

14:45~15:00 5 2022A300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

台中慈濟護理之家 
幸福圈 提升護理之家住民就地善終率 

15:00~15:15 6 2022A3009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附設大寮

精神護理之家 
團結圈 

跌到心坎裡、防跌大作戰-降低

精神護理之家跌倒發生率 

15:15~15:30 7 2022A300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陽明

護理之家 

心手護

家園圈 

提升照顧服務員移位擺位技巧

正確率 

15:30~15:45 8 2022A3002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 
銀芽圈 

降低護家住民留置導尿管相關

泌尿道感染率 

15:45~16:00 9 2022A3004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附設護

理之家 
葵花圈 

運用 ISBAR提升護理之家照服

員與護理師共同交班完整率 

16:00~16:1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菁英組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1日（星期二） 

⚫ 競賽場次：第 2場 主題改善菁英組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1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及競賽說明 

09:40~09:55 1 2022A2038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輕鬆圈 提升住院長者之延緩失能之友善照護 

09:55~10:10 2 2022A2009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 
精品圈 

病安在我心，通報可放心-提升院內異

常事件通報率 

10:10~10:25 3 2022A201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 
優質圈 

提升下肢骨折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涵蓋

率 

10:25~10:40 4 2022A202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提升 B 肝癌症化療病人抗病毒藥物使

用率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5 5 2022A2033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吾亦良品

圈 
改善離島代檢檢體品質不良率 

11:15~11:30 6 2022A201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 

Bone 

Bone圈 
提升髖部骨折病人生活品質 

11:30~11:45 7 2022A20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

長庚紀念醫院 
 

建構智慧 e 網提升員工疫苗接種安全

管理 

11:45~12:00 8 2022A2031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提升日間照護病人對防疫措施的遵從

率 

12:00~12:15 交流時間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9 2022A202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達 Lung
圈 

建構敗血症組合式照護提升加護病房

臨床照護成效 

13:45~14:00 10 2022A2002 高雄榮民總醫院 寶貝樂圈 提昇兒童病房環境安靜品質改善方案 

14:00~14:15 11 2022A201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圓圈圈 

提升頭頸癌病人顯微皮瓣術後 ERAS

照顧成效 

14:15~14:30 12 2022A2037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

大學經營） 

感心圈 降低內科病房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3 2022A2020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寶貝呼呼

圈 
降低新生兒尿布性皮膚炎發生率 

15:05~15:20 14 2022A200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營養圈 

煮出軟質地 吞嚥好食力-改善質地調

整飲食的品質 

15:20~15:35 15 2022A202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寶貝圈 

降低一般內科暨老年醫學科(11A)病

房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15:35~15:50 16 2022A200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通樂圈 
提升 60分鐘(含)內接受靜脈血栓溶解

劑(IV-tPA)治療比率 

15:50~16:0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菁英組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2日（星期三） 

⚫ 競賽場次：第 3場 主題改善菁英組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20~09:50 報到 

09:50~10:00 致詞及競賽說明 

10:00~10:15 1 2022A201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

紀念醫院 
守護圈 

降低新生兒失禁性皮膚炎發生

率 

10:15~10:30 2 2022A2032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五行五

全圈 

提升安寧緩和照顧品質監測

(PCOC)執行完整率 

10:30~10:45 3 2022A201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GPS 
降低內科加護病房中心靜脈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率 

10:45~11:05 中場休息 

11:05~11:20 4 2022A2035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處方圈 

跨團隊合作提升住院病人

PRN藥囑之用藥安全 

11:20~11:35 5 2022A2027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勝 E圈 

聰明手護-SMART 照護-提升

急診創傷性殘肢保存正確率 

11:35~11:50 6 2022A2019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念醫院 
安全圈 

提升居家醫療個案用藥整合率 

11:50~12:05 7 2022A200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綠螞蟻

圈 

運用資訊整合提升手術團隊訊

息傳遞完整率 

12:05~12:20 交流時間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8 2022A201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念醫院 
BB圈 

降低脆弱家庭通報兒少保護案

件之發生率 

13:45~14:00 9 2022A2034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照得住

圈 

導入組合式照護提升慢性住院

病人防疫識能 

14:00~14:15 10 2022A2001 高雄榮民總醫院 持續圈 提升頭頸癌病人照護品質 

14:15~14:30 11 2022A200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向日葵

圈 

提升腦動脈瘤栓塞手術病人就

醫照護品質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2 2022A200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杏蘊圈 
以整合性預警系統提升外科重

症病人營養治療品質 

15:05~15:20 13 2022A202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CEOs
圈 

提升內科加護病房緩和照護品

質 

15:20~15:35 14 2022A2024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泌圈 
降低當日手術當日入院病人等

候手術時間 

15:35~15:50 15 2022A2023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新鮮圈 
降 低 全 院 門 診 糖 尿 病 人

HbA1C>9%比率 

15:50~16:0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組第二階段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3日（星期四） 

⚫ 競賽場次：第 4場 主題改善組【用藥安全、透析、糖尿病、FMEA】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及競賽說明 

09:40~09:55 1 2022A1112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五 福 藥

師圈 

運用預先防範型降低抗血栓藥物造成

之手術照護風險 

09:55~10:10 2 2022A112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化圈圈 

優化化療藥局審核系統減少化療審核

時間 

10:10~10:25 3 2022A100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藥安圈 降低管制藥品管理錯誤率 

10:25~10:40 4 2022A107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北極圈 提升門診化療處方 30分鐘內完成率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5 5 2022A105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小 天 使

圈 

降低學齡期病童執行核磁共振檢查

之恐懼程度 

11:15~11:30 6 2022A112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手 腦 活

用圈 

降低成人加護病房失禁性皮膚炎發

生率 

11:30~11:45 7 2022A1023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 
洋蔥圈 

提升精神科慢性復健病房工作訓練

參與率 

11:45~12:00 8 2022A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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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圈 

提升門診末期腎臟病前期 (Pre-

ESRD)病人使用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NSAIDs)之安全性 

12:00-~12:15 9 2022A1026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

念醫院 

聖(腎)筊

圈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高血磷發生率 

12:15~12:30 交流時間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10 2022A1047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 
掌心圈 

提升高風險家庭收案病童返家照護

安全達成率 

13:45~14:00 11 2022A108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

念醫院 
救腎圈 降低透析廔管疼痛率 

14:00~14:15 12 2022A103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雲林分院 
沙奇圈 降低精神科日間病患體重過重率 

14:15~14:30 13 2022A1040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

博愛醫院 
龍骨圈 

降低脊椎微創融合(MIS-TLIF)術後

病人大於 24小時下床比率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4 2022A105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院 
樂健圈 運用 SDM提升子宮頸抹片之檢查率 

15:05~15:20 15 2022A112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 
 

以根本原因分析改善急救時給藥錯

誤發生 

15:20~15:45 16 2022A102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躍動圈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化療給藥作業安

全 

15:45~16:00 17 2022A106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本草圈 

改善住院中藥處方作業流程— 使調

劑流程零失誤 

16:00~16:1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組第二階段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4日（星期五） 

⚫ 競賽場次：第 5場 主題改善組【病人照顧、檢驗檢查】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及競賽說明 

09:40~09:55 1 2022A107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橡皮圈 降低住院病人吸入性肺炎發生率 

09:55~10:10 2 2022A1060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

獅紀念醫院 
多多圈 降低急診 Troponin I報告逾時率 

10:10~10:25 3 2022A1091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幸福轉運

圈 

翻轉未來 幸福下一站：應用公車運轉

概念創新精神職能復健 

10:25~10:40 4 2022A1094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醫院 
即時通圈 提升血品出庫 4小時內完成輸注率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5 5 2022A107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

醫院 

呼吸守護

圈 
提升門診肺阻塞病人照護成效 

11:15~11:30 6 2022A100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慈濟醫院 
三口組 

病人出院轉銜長期照護之遠距傷口照

護諮詢優化方策 

11:30~11:45 7 2022A108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 

急戰特攻

圈 
改善急性中毒病人處理品質 

11:45~12:00 8 2022A106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口碑圈 改善急診護理交班品質 

12:00~12:15 交流時間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9 2022A107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圍圈圈 

改善護理師執行泌尿科病人手術前準

備流程 

13:45~14:00 10 2022A109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PERFEC

T圈 

應用醫療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降

低關節置換術後靜脈血栓發生風險 

14:00~14:15 11 2022A110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癌醫中心分院 
 

提升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病人之用血

安全 

14:15~14:30 12 2022A101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S0S圈 降低急診檢體異常發生率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3 2022A110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

院區 
TACO圈 提升加護病房善終準備完整率 

15:05~15:20 14 2022A1017 聯新國際醫院 電光圈 
提升疫情下影像檢查科 自費服務量

能的復原力 

15:20~15:45 15 2022A1132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五心圈 降低病人欠款率 

15:45~16:00 16 2022A1044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推特圈 
建立全院醫品人才培訓制度以提升單

位病安文化風氣 

16:00~16:15 17 2022A107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驚奇超人

圈 
優化交通車服務，降低客訴率 

16:15~16:30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組第二階段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8日（星期二） 

⚫ 競賽場次：第 6場 主題改善組【病人照顧、管路安全、安全環境】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致詞及競賽說明 

09:40~09:55 1 2022A112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南極圈 

提升心跳停止經復甦後病人使用目標

溫度管理之時效性 

09:55~10:10 2 2022A11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 
卓越圈 

降低加護病房失禁性皮膚炎發生率 

10:10~10:25 3 2022A104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中慈濟醫院 
救生圈 

提升護理人員口咽氣管內管留置病人

口腔黏膜照護能力 

10:25~10:40 4 2022A1107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 
3C圈 

提升加護病房目標溫控治療之照護成

效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5 5 2022A101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

合醫院 
天使圈 

降低住院手術取消率 

11:15~11:30 6 2022A110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 
強心圈 

運用精準醫療提升 COVID-19疫情下

心臟衰竭照護成效 

11:30~11:45 7 2022A109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

庚紀念醫院 
紅心圈 

降低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死

亡率 

11:45~12:00 8 2022A1001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提升重症病人睡眠照護品質 

12:00~12:15 交流時間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9 2022A106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

火獅紀念醫院 

不要管

圈 

預防控制做得好，感染風險無煩惱-降

低神經內科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泌尿

道感染率 

13:45~14:00 10 2022A107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綠緣圈 

提升手術室 30 分鐘內接一級刀之達

成率 

14:00~14:15 11 2022A1080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 
 

手術病人使用抗凝血劑/抗血小板藥

物之評估系統智慧化 

14:15~14:30 12 2022A1043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三心圈 
降低急重症病房之院內機構住民因肺

炎 14天再入院率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3 2022A1021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甜甜圈 
提升全身麻醉病人經鼻快速加熱濕化

高氧氣道處理術(HFNC)使用率 

15:05~15:20 14 2022A1083 澄清綜合醫院 橡皮圈 
降低加護病房鼻胃管管灌合併症發生

率 

15:20~15:45 15 2022A111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鳳梨苦

瓜圈 

降低心血管加護病房住院病人再返率 

15:45~16:00 16 2022A1087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

合醫院 

小腳ㄚ

圈 

疫情期間重症新生兒的外接轉診 -

COVID-19：We are the Trustworthy 
Team 

16:00~16:1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主題改善組第二階段現場發表暨觀摩活動議程 
⚫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協辦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 競賽日期：111年 11月 9日（星期三） 

⚫ 競賽場次：第 7場 主題改善組【病人照顧、醫病間有效溝通、管路安全、時間效率】 
時間 序號 編號 機構名稱 圈名 主題 

09:25~09:45 報到 

09:45~09:55 致詞及競賽說明 

09:55~10:10 1 2022A1121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北慈濟醫院 
 預防手術室病理組織檢體送檢錯誤 

10:10~10:25 2 2022A1048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中慈濟醫院 
甜甜圈 

提升癌症病房護理人員中醫照護能

力 

10:25~10:40 3 2022A1057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經營） 

邱比特

天使圈 

運用精實思維提升手術前訪視作業

效能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1:15 4 2022A1052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

療社團法人經營） 

為您 (偉

琳 )俱樂

部 

運用預先防範型降低外科加護病房

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密度 

11:15~11:30 5 2022A1064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雷達圈 

降低腦中風吞嚥困難病人嗆咳發生

率 

11:30~11:45 6 2022A1025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 
守護圈 

提升急性病房新進護理人員訓練期

留任率 

11:45~12:00 7 2022A107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

美醫院 

LOVE
圈 

提高急性後期照護居家模式之收案

率 

12:00~12:15 交流時間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3:45 8 2022A111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

庚紀念醫院 
團隊圈 

縮短內科病房新病人住院作業流程

時間 

13:45~14:00 9 2022A103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雲林分院 

心 手 相

印圈 

降低學齡前期病童接受靜脈注射負

向情緒程度 

14:00~14:15 10 2022A113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忍 者 龜

圈 

五心(有心)，揪甘心-提升醫院公廁

清潔品質及滿意度 

14:15~14:30 11 2022A1100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 

零感圈 

運用預應式風險管理與精實醫療手

法防範專責病房發生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群聚感染事件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5:05 12 2022A110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

林慈濟醫院 
甜馨圈 

降低新陳代謝科門診糖尿病病人客

訴率 

15:05~15:20 13 2022A105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醫

院 

急救圈 

運用 TRM 手法結合急救 ACLS 站

位提升急救流程完整率 

15:20~15:35 14 2022A1030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翻轉圈 
提升NPGY學員執行入院精神衛生

護理評估之完整率 

15:35~15:50 15 2022A109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歡喜圈 長時間手術照護完整率 

15:50~16:05 交流時間 

※議程請以當日現場為主。 

 



 

 

 
2022 年(第二十三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NHQA 
主題類現場發表競賽活動會場交通資訊  

競賽日期：111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4日、11月 8日至 9日 

競賽地點：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南棟 14樓國際會議廳 

競賽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號 

 

➢ 搭乘捷運 

1. 臺北市及新北市搭捷運板南線往頂埔方向，於亞東醫院站下車 3號出口連通道。 

2. 土城及樹林民眾搭捷運土城線往南港展覽館方向，於亞東醫院站下車 3號出口連

通道。 

➢ 搭乘公車 

1. 亞東醫院站下車（南雅南路）：51號、99號、F501號、812號、805號、843號、

847號、848號、889號、藍 37號、藍 38號。 

2. 亞東科技大學站下車（四川路）：57號、796號、234號、265號、656號、705

號、810號、1070號(基隆-板橋) 

3. 桃園機場乘車：1962號(大有巴士)、 9103號(大溪-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