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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機構組-病人流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提昇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COPD)

照護完整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金獎 

自己的病歷自己填：平板電腦與

AI 智慧臨床決策系統在 COVID-

19檢疫站的場域驗證結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 
銀獎 

提升腦中風治療照護品質-打造小

而美腦中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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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COVID-19 疫情前後急診病人品

質管理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佳作 

運用病人流結合跨團隊合作模式

提升心肌梗塞照護品質之成效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

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入選 

運用醫療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

析(HFMEA)改善精神科住院病人

用藥安全作業流程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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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機構組-部門別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深耕品質管理，邁向卓越醫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 
金獎 

醫品走入臨床，「乳」獲美麗人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化基督教醫院 
銀獎 

運用指標管理權責設計提升系統

運作效能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銅獎 

致「腎」關鍵主動出擊-提供整合性

腎臟疾病照護服務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銅獎 

以始為終，持續精進護理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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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長期照護指標之成效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附

設護理之家 
佳作 

以品質指標系統驅動醫療品質持

續提升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

和耕莘醫院 
入選 

醫療品質管理全方位磐石根基再

深化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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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專題組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利用精實六標準差縮短病人辦理住

院程序時間-以骨科為例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金獎 

導 入 Automated Dispensing 

Cabinets(ADC)改善住院給藥流程及

提升工作效率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金獎 

運用醫療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提升

放射治療病人安全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 
金獎 

透過連續性藥物整合照護減少住院

病人的用藥疏失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銀獎 

降低臨時藥物醫囑執行逾時率 澄清綜合醫院 銀獎 

提升住院癌症病人化學治療作業效

能 
臺中榮民總醫院 銀獎 

提升急診疑似新冠肺炎看診效能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銀獎 

運用精實思維暨風險管理提升住院

病人化學治療作業效能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銅獎 

整合跨領域醫療資源改善心臟衰竭

個案照護品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銅獎 

鯨魚翻身-降低內科病房壓傷發生率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銅獎 

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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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獎 

縮短與"餓"的距離-降低抽血等候時

間逾時率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銅獎 

推動 ERAS 圍術期加速術後病人早

期復原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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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專題組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提升加護病房高營養風險個案營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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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運 用 醫 療 失 效 模 式 與 效 應 分 析

(HFMEA)降低胸管留置病人異常事件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佳作 

縮短科學中藥調劑作業時間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 
佳作 

提升生產支持滿意度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

醫院 
佳作 

提升嚴重心臟衰竭病人的生活品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佳作 

提升內科加護病房病人轉出準備作業

品質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佳作 

運用團隊整合性照護，優化早產兒出院

準備服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佳作 

縮短藥庫盤點日作業時間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經營) 

佳作 

運用 ERCS 手法縮短保險查件病歷處

理時間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經營) 

佳作 

降低護理站庫房管理缺失率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佳作 

運用品質管理降低內科加護病房給藥

異常發生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佳作 

降低血液透析室動靜瘻管照護之不完

整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佳作 

降低脊椎手術病人術中壓力性損傷發

生率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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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專題組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縮短神經內科病人導尿管留置天數 臺中榮民總醫院 佳作 

提升臨床相關指標回饋及分析效率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佳作 

優化慢性 C 型肝炎用藥流程，落實安

全有效的 C肝治療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佳作 

提升腹部手術後 3天下床達成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入選 

提升住院癌症病人化學治療照護的完

整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入選 

降低兒科病童跌床發生率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入選 

我們的防跌之路-以專案管理手法降

低住院病人跌倒發生率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

院安康院區 
入選 

降低新生兒鼻中柱皮膚發紅之發生率 
天主教醫靈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

聖母醫院 
入選 

縮短急診入外科加護病房等待時間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入選 

提升胸腔復健病人居家復健運動執行

率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

主公醫院 
入選 

運用 HFMEA降低透析瘻管全阻塞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

醫院 
入選 

降低腹部手術肺部合併症發生率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入選 

提升急性後期照護中風病人活動功能

進步率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

社團法人經營) 
入選 

 



4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1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專題組 

得獎名單 

參賽主題 參賽機構 獎項 

提升護理之家住民鼻胃管移除率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附設護

理之家 
入選 

顱內動脈取栓術逆轉缺血性腦中風-

流程、品質、改善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入選 

提升外科加護病房病人壓力性損傷

之癒合率 
國軍高雄總醫院 入選 

提升手術病人預防性抗生素指標運

用之成效 
國泰綜合醫院 入選 

提升急救品質 國泰綜合醫院 入選 

降低精神科慢性病房類流感感染密

度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入選 

【熱血圈】降低聖賢院區洗腎病人備

領血時間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入選 

【洋蔥圈】降低精密手術器械跨院區

運送耗損率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入選 

【有勇(游泳)圈】降低精神科病房跌

倒發生率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入選 

【空空圈】降低院內電器使用異常發

生次數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入選 

降低成人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密度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入選 

提升轉診住院病人照護品質 澄清綜合醫院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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