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22 年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理競賽－ 海報組 

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病房導入高齡友善照護模式於

轉銜後續照護資源之成效 
金獎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

癌中心醫院 

運用 ERAS 指引建構麻醉低溫

防護規範 
金獎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

醫院 

利用資訊提示導航癌症哨兵提

昇疑癌個案診斷率 
金獎 

天成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某護理之家探討組合式照護壓

力性損傷發生率之成效 
銀獎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運用遠距 APP建置疫情暫停會

客措施以提升衛教完整率 
銀獎 

國泰綜合醫院 
降低極低體重早產兒入住新生

兒加護病房低體溫發生率 
銀獎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精進出院準備風險評估與團隊

合作模式強化轉銜照護成效 
銀獎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提升60分鐘內接受靜脈血栓溶

解劑治療比率 
銅獎 

手術器械包盤不正確率之改善

方案 
銅獎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譫妄組合式照護降低加護病房

病人譫妄發生率之成效探討 
銅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運用團隊多元策略改善內科系

加護病房約束發生率 
銅獎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 

應用條碼資訊系統於手術病理

檢體作業流程之成效探討 
銅獎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運用多元智能化模組-提升住

院病區門禁管理效能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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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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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到院前心跳停止復甦後病

人目標溫控之照護成效 
佳作 

跨專業智能管理提升末期腎臟

病前期照護成效 
佳作 

應用預應式失效模式與效應分

析提升化療給藥作業安全性 
佳作 

提升內科病房自備藥管理完整

率 
佳作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

醫院 

提升出院準備收案病人用藥品

質照護成效 
佳作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安康院區 
提升臨床護理人員警訊通報率 佳作 

天成醫院附設護理之家 
某護理之家持續多元性運動介

入對延緩失能照護的初探 
佳作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提升新進護理人員留任改善專

案 
佳作 

運用預先防範型品質改善程序

提升照顧服務員照護品質 
佳作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探討急診護理人員血液培養採

檢污染率之相關研究 
佳作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新冠疫情期間以資訊力整合急

性後期照護居家復健之執行 
佳作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運用 QCC 手法降低住院兒童

跌倒發生率 
佳作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降低神經外科加護病房醫療照

護相關血流感染密度之專案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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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提升病人與同仁對家庭牙醫科

的滿意度 
佳作 

高雄佳醫護理之家 降低護理之家住民肺炎發生率 佳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降低同日健保重複檢驗檢查之

成效 
佳作 

提供多元化護理指導降低綜合

科病房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佳作 

以多元改善策略降低肝膽腸胃

內科病房給藥異常之成效 
佳作 

國泰綜合醫院 
降低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病人

壓力性損傷發生率改善方案 
佳作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 

運用精實管理改善高警訊藥品

獨立雙人覆核流程之成效 
佳作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新生兒14天再入院率品質指標

分析 
佳作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運用 HFMEA 於新冠病毒核酸

檢驗之生物風險評估 
佳作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附設護理

之家 

以複合式運動提升某日間照顧

中心長者肌力及肌耐力 
佳作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透析中低血

壓發生率 
佳作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附設護理

之家 

運用高齡友善照護模式提升住

民活動參與率 
佳作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加護病房降低呼吸器相關

肺炎之成效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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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提升婦科病人手術前後期全人

照護品質成效 
佳作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

諾醫院 

提升東部某區域醫院出院轉銜

長照 2.0 資源服務量能 
佳作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降低家醫科住院病人管路滑脫

率 
佳作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療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協助癌症病

人選擇放射線治療對位方式 
佳作 

大千綜合醫院 
運用根本原因分析落實精神專

科醫院預防病人走失改善方案 
入選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運用跨團隊合作模式提升心臟

科病人醫病共享決策完成率 
入選 

提升心臟內科加護病房目標溫

控治療照護成效 
入選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提升住院病人出院前診斷確認

完成率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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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治療飲食模式於住院糖尿

病患之成效探討 
入選 

末期腎臟病人導入醫病共享決

策之成效探討 
入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

醫院 

運用門診病人滿意度調查結果

優化掛號/批價、領藥流程 
入選 

運用 Care Bundles 改善降低加

護病房留置導尿管相關尿路感

染率 

入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降低血液培養汙染率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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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改善居家服務照顧計畫執行之

確實性 
入選 

降低內科加護病房病人失禁性

皮膚炎發生率 
入選 

降低心臟加護病房醫源性壓傷

發生率 
入選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安康院區 

降低加護病房中心靜脈導管血

流感染率 
入選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提升疫情時代視訊診療門診就

醫之流暢度 
入選 

提升急診檢傷處理率指標數值

來源正確性 
入選 

運用資訊整合提升稀少指標數

據收集正確性 
入選 

提升加護病房呼吸器使用病人

運送之完整率 
入選 

降低兒科病房跌倒率 入選 

運用表單電子化優化護理單位

排班作業流程 
入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執行呼吸器管路清潔消毒作業

流程改善 
入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

院 

降低一般內科暨老年醫學科

(11A)病房跌倒發生率 
入選 

運用 HFMEA 預防親子同室時

嬰兒發生窒息危機 
入選 

運用 HFMEA 手法降低兒科疫

苗預防接種異常事件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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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提升病人對藥袋資訊滿意度 入選 

財團法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 

運用雲端科技及流程改善以提

升文件資料管理效率 
入選 

運用多元策略提升護理人員研

究發表率 
入選 

降低病房床邊呼叫鈴損壞率之

改善專案 
入選 

運用團隊合作模式於嬰兒室管

理之成效 
入選 

降低新進人員試用期考核之逾

期率 
入選 

新冠肺炎社區傳播前後急診病

患就醫經驗調查之差異分析 
入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降低外科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

泌尿道感染密度 
入選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 

應用物聯網科技管理醫院之醫

療衛材儲存空間溫濕度 
入選 

新北市私立衡安護理之家 降低護理之家跌倒發生率 入選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護理

之家 

以 6s 管理改善衛材庫存量-以

南部某護理之家為例 
入選 

改善機構住民跌倒發生率-以

南部某護理之家為例 
入選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提升麻醉科護理人員計價單完

整率 
入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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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組 

得獎名單 

參賽機構 參賽主題 獎項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降低手術室人員醫療廢棄物分

類錯誤率 
入選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提升復健治療環境舒適度 入選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提升護理之家住民活動參與率 入選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為腫瘤控制率做一件簡單的事 入選 

優化產房高危險性新生兒待命

流程 
入選 

運用 HFMEA 降低外科病房給

藥錯誤率 
入選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

諾醫院 

降低東部某區域醫院之出院後

病人 3日內再急診率 
入選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

諾醫院壽豐分院 

降低精神科慢性病房異物哽塞

事件 
入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 

降低住院病患的鼻胃管留置率 入選 

肺復原在地深耕計劃：交通軌

跡圖探討 
入選 

降低透析中心生物醫療廢棄物

之重量 
入選 

輔英科技大學 
探討正念減壓呼吸法於巴金森

氏症病人在憂鬱症狀之改善 
入選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運用品管圈改善藥品缺藥率-

以南部某地區教學醫院為例 
入選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

癌中心醫院 

提升臨時採購藥品審核正確與

時效 
入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