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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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辦法 

一、 活動說明： 

    台灣官方及各團體的品質指標發展，至今已逾 20年，政府機構、

各方團體有數種類型品質指標，包括 THIS、TCPI、持續性監測品質

指標系統、P4P 計畫指標、地區醫院品質指標系統等，各醫療及長

照機構品質管理亦隨著時間日積月累下，有豐富經驗及顯著成效，

為進一步增進各醫院及長照機構間品質指標管理成效之交流、共同

成長，本會自 2019 年來開辦「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提供

優質的品質指標運用經驗交流平台，開辦以來獲全國各大醫院及長

照機構踴躍參與，實為感謝！ 

   為持續促進各醫院及長照機構全面品質提升，今年度「2021 年台

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除邀請資深專家重新檢視修正競賽評分

標準外，特將「機構組」分為【病人流】及【部門別】兩大主軸，

期望藉由機構角度的分門別類，除各醫院及長照機構整體品質監控

外，鼓勵每一單位、部門都能推展其品質管理成效，促進機構整體

品質管理深化，並透過跨部門的病人流合作，落實「以病人為中心」

的理念，持續精進醫療照護品質，為台灣營造更優質、安全的健康

照護環境。 

二、 目的： 

(一) 營造醫療及長照機構間良性競爭環境 

(二) 促進醫療及長照機構間經驗交流、共同學習成長 

(三) 樹立健康照護品質提升活動之標竿 

附件一 



4 
 

(四) 激勵醫療及長照機構提升醫療照護品質 

(五) 提升台灣整體健康照護水準 

三、 競賽資格及組別（摘要表詳見附件二）： 

(一) 參賽資格：凡全國醫療、長照機構、公私立大學院校及研究機

構等皆可報名參賽。 

(二) 參賽主題及手法：凡於 2018-2021 年間以台灣各大醫療品質指

標或醫療及長照機構自創品質指標，運用指標資料分析結果，

選擇改善或精進之指標，並落實執行改善分析之主題皆可，使

用改善手法不限。 

(三) 參賽組別：  

1. 機構組 

(1) 機構組-病人流：以醫療或長照機構跨部門或單一 

部門為參賽單位皆可。 

(2) 機構組-部門別：以醫療或長照機構之部門或單位 

為參賽單位。 

2. 專題組：以醫療或長照機構之部門形式組隊參賽。 

3. 海報組：以各類型品質指標運用範疇報名參賽皆可。 

四、 競賽流程及評分標準： 

    「2021 年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分二種競賽方式，「機構

組」 及「專題組」為兩階段競賽；「海報組」則為書面評核，詳細說

明如下： 

(一) 機構組 

1. 機構組-病人流： 

(1) 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將進入第二階段

總決賽發表，每團隊以 15 分鐘為上限，12 分鐘進行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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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響鈴提醒，15 分鐘則進行第二次響鈴並停止發表。 

(2) 書面審查占總成績 60%，總決賽發表占總成績 40%，最

終依總成績排名進行頒獎。 

2. 機構組-部門別： 

(1) 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將進入第二階段

總決賽發表，每團隊以 15 分鐘為上限，12 分鐘進行第一

次響鈴提醒，15 分鐘則進行第二次響鈴並停止發表。 

(2) 書面審查占總成績 60%，總決賽發表占總成績 40%，最

終依總成績排名進行頒獎。 

(二) 專題組： 

1. 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將進入第二階段

總決賽發表，每團隊以 12 分鐘為上限，10 分鐘進行第一次

響鈴提醒，12 分鐘則進行第二次響鈴並停止發表。 

2. 書面審查占總成績 60%，總決賽發表占總成績 40%，最終

依總成績排名進行頒獎。 

(三) 海報組： 

二位委員分數各佔 50%，皆給予 80 分以上者為錄取稿件，並以

總平均分數排名進行頒獎。 

(四) 委員遴選及保密原則： 

1. 專業原則：遴聘醫療品質及醫管領域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

委員，並建立審查委員之資料庫以確保品質。 

2. 保密原則：審稿委員及相關行政人員針對審查之成績評核

結果，均負有保密之責。 

(五) 為求競賽嚴謹及達到公正客觀之立場，本競賽活動之成績評定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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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審委員迴避原則：評審委員一年內曾任職或輔導過之機

構、團隊，則不參與評分。 

2. 以評審委員成績 Z 值標準化方式計算成績，排除因評審委

員不同而造成的分數差異。 

註：評審過程中若發現有數據不實、專業層面有重大缺失者，     

    將提評審團會議討論處理。 

五、 競賽時程： 

(一) 機構組-病人流、機構組-部門別、專題組： 

1. 報名資料收件截止：2021 年 5 月 7 日(五) 

2. 書面審查：2021 年 5 月 20 日(四)至 2021 年 6 月 20 日(日) 

3. 書面審查結果公告：2021 年 6 月 30 日(三) 

4. 總決賽發表簡報檔收件截止：2021 年 7 月 29 日(四) 

5. 總決賽發表：2021 年 8 月 5 日(四)至 2021 年 8 月 6 日(五) 

6. 得獎名單公告：2021 年 8 月 20 日(五) 

7. 頒奬典禮：擇日另行公告 

(二) 海報組： 

1. 報名資料及收件截止：2021 年 5 月 21 日(五) 

2. 海報評核：2021 年 6 月 1 日(二)至 2021 年 6 月 30 日(三) 

3. 得獎名單公告：2021 年 8 月 19 日(四) 

4. 頒奬典禮：擇日另行公告 

註：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學會保留隨時修改、變更或終止本活動

之權利，以本學會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六、 競賽書面資料繳交及撰寫規定： 

(一) 機構組-病人流、機構組-部門別、專題組 

1. 採書面報名，機構組暨專題組活動報名表（如附件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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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繳費確認表（如附件五）及書面審查資料（紙本資料一

式三份、電子檔案光碟一份），請於 2021 年 5 月 7 日（五）

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寄送本學會（地址：臺北市大安

區羅斯福路三段 95 號 9 樓）。 

2. 書面審查資料請以標楷體「12 號字」（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繕寫，行距為「單行間距」，打字繕印並裝訂

（左側）成冊（A4 格式、雙面列印），依「封面、目錄、

摘要、本文、附件」排序合併為 1 個 PDF 檔案繳交。 

3. 書面審查資料主內文頁數限制 25 頁，附件頁數限制 25 頁

（正反面合計為 2 頁），共計 50 頁（不含封面及目錄頁），

附件須設有目錄頁，並請於目錄頁上詳細標明對應之附件

檔案及頁數。 

4. 資料繳交前，請務必確認準備齊全，報名截止後，不再接

受更換報名表及審查資料，以上規則，如有違反，則不予

計分。 

(二) 海報組 

1. 採書面報名及線上投稿。 

(1) 海報組活動報名表（如附件四）、報名繳費確認表（如

附件五）請於 2021 年 5 月 21 日（五）前（以寄件日期

為憑）以 E-mail 寄送至：cc01240124@tche.org.tw 或傳

真： (02)23649354，寄送後請致電本學會確認已確實收

件，以免造成擋信、漏信或傳真失敗等情況發生。 

(2) 線上投稿(PDF 檔小於 3MB)請至本學會網站-活動訊息-

本會活動-2021 台灣健康照護品質管理競賽「海報組」

活動報名，進行線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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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稿資料採摘要格式含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

研究結論、關鍵字，中英文皆可，內文以純文字為主，不

接受圖檔及表格，中文以 1,000 字、英文 2,000 字為限，格

式不符規定者，不予計分。 

3. 若有投稿海報有下列情況，本會得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

回已領取獎項，如造成第三人權益損失，由作者負完全法

律責任： 

(1) 文稿曾於其他刊物或活動上發表；或 

(2) 文稿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4. 資料繳交前，請務必確認準備齊全，報名截止後，不再接

受更換報名表及審查資料，以上規則，如有違反，則不予

計分。 

七、 繳費資訊：  

(一) 報名費用： 

參賽組別 機構組 
(病人流、部門別) 

專題組 海報組 

書面審查費用/ 

海報評核費用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新台幣 3,000 元）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新台幣 3,000 元） 

新台幣 1,500 元

總決賽費用 
（入選者另行通知繳費）

 

新台幣 15,000 元 
（地區醫院：新台幣 10,000 元）

新台幣 12,000 元 
（地區醫院：新台幣 10,000 元） 

 

(二) 繳費方式： 

1. 臨櫃繳款（免手續費） 

戶  名：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理學會 

銀行別：玉山商業銀行古亭分行（銀行代號：808） 

帳  號：0989-940-0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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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TM 轉帳匯款（需自行負擔手續費） 

代收銀行：玉山商業銀行古亭分行 

輸入銀行代號：808 

填寫或輸入您的帳號，號碼如下（共計 14 碼）： 

玉山銀行固定代碼 活動代碼 編碼（共 6 碼） 

9 4 4 1 2 3 2 6 報名聯絡人身分證字號後六碼

【註：匯款後請填寫報名繳費確認表，連同報名表及書面審查資料寄至

本學會】 

八、 獎勵方式： 

(一) 機構組─病人流、部門別： 

1. 金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2. 銀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3. 銅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4. 佳作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及學習禮券。 

5. 入選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 

(二) 專題組： 

1. 金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2. 銀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3. 銅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座乙只。 

4. 佳作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及學習禮券。 

5. 入選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 

(三) 海報組： 

1. 金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狀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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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狀乙只。 

3. 銅  獎：數名，授予獎金及獎狀乙只。 

4. 佳作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及學習禮券。 

5. 入選獎：數名，授予獎狀乙只。 

註：得獎組數視競賽報名組數調整比例，本學會保有最終修改活動

辦法之權利。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申請報名文件無論入選與否皆不予退還。 

(二) 報名單位應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說明會及研討會上公開其指

標改善推行之優秀做法，主辦單位可使用報名申請之相關文件

作為表揚用途。 

(三) 相關活動訊息以本學會網站(http://www.tche.org.tw/)公告為主。 

十、 聯絡方式： 

本活動聯絡人：王珮乙專員 

電話：02-23693081 分機 15 

E-Mail：cc01240124@tche.org.tw 

地址：106 台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三段 95 號 9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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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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表 

組別 
機構組 

專題組  海報組 
病人流  部門別 

參賽資格  凡全國醫療、長照機構、公私立大學院校及研究機構等皆可報名參賽。 

參賽形式 

以病人流管理為

範疇 

(多項指標串聯) 

以部門形式

參賽 

著重於指標系統運

用與品質指標選擇 
以品質管理為範疇

報名參賽 

主題手法 

凡於 2018-2021 年間以台灣各大健康照護品質指標或醫療及長照機構自創

品質指標，運用指標資料分析結果，選擇欲改善或精進之指標，並落實執

行改善分析之主題，使用改善手法不限。 

競賽流程 

 

 

 

 

 

 

 

報

名 

費

用 

書面審查/

海報評核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及長照機構： 

新台幣 3,000 元）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及長照機構： 

新台幣 3,000 元） 
新台幣 1,500 元 

總決賽 

發表 

新台幣 15,000 元 
（地區醫院及長照機構： 

新台幣 10,000 元） 

新台幣 12,000 元 
（地區醫院及長照機構： 

新台幣 10,000 元） 
 

資料繳交 

1.活動報名表(附件三) 

2.報名繳費確認表(附件五) 

3.書面審查資料(紙本資料一式三份、電子檔案光碟一

份) 

1.活動報名表(附件四)
2.報名繳費確認表(附
件五) 

3.投稿資料(以 PDF 檔

格式於學會官網線上

投稿) 

書面審查/海報評核 

機構組、專題組資料請於 2021 年 5 月 7 日(五)前繳交 

       海報組資料請於 2021 年 5 月 21 日(五)前繳交 

總決賽發表 

2021 年 8 月 5 日(四)-2021 年 8 月 6 日(五) 

頒獎典禮 

擇日另行公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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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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暨專題組 

活動報名表 

一、報名資訊  

參賽組別 1. □機構組 - 病人流/ 部門別  2. □ 專 題 組 

參賽主題  

改善區間  自＿＿＿年＿＿＿月＿＿＿日至＿＿＿年＿＿＿月＿＿＿日 

二、機構基本資料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 

機構負責人  
層級類別 

□醫學中心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 □長照機構 
□其他                機構電話  

三、參賽單位暨聯絡人資料 

參賽單位  隊長/職稱  

聯絡人姓名  聯絡人/職稱  

聯絡人電話

及 Email 

電話： 

Email： 

四、配合及承諾事項 

1.報名單位所提送資料均屬實，如與事實不符願負一切責任並放棄資格。 
2.報名單位應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說明會及研討會中公開優秀作法，主辦單位

並得使用報名單位申請之相關資料，作為表揚用途。 

機構印章欄位 機構負責人簽章欄位 

        年        月        日 

【註：每組參賽團隊皆須填寫此張活動報名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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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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組 

活動報名表 

一、報名資訊  

參賽主題  

改善區間  自＿＿＿年＿＿＿月＿＿＿日至＿＿＿年＿＿＿月＿＿＿日 

三、參賽資料 

參賽機構  

參賽者單位  

作者姓名 (請按作者順序排列)

聯絡人資料 

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地址  

四、配合及承諾事項 

1. 報名單位所提送資料均屬實，如與事實不符願負一切責任並放棄資格。 
2. 投稿資料不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如造成第三人權益損失，撤銷獲獎資格並由作者負

完全法律責任。 
3. 報名單位應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說明會及研討會中公開優秀作法，主辦單位並得使

用報名單位申請之相關資料，作為表揚用途。 
以上事項皆同意及願意配合，請於空白處簽章並填寫日期。 
 
立書同意人 
 
 
 
 
 

   年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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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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繳費確認表 

敬請機構組、專題組於 2021 年 5 月 7 日(五)前、海報組於 2021 年 5 月 21 日(五)

前繳納報名費，並連同本收據回執單寄至本學會（地址：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

路三段 95 號 9 樓）。 

一、 報名費金額： 

依所報名參賽之組別勾選並繳交報名費，詳細如下： 

 

 

二、 聯絡資訊：(敬請填寫收據寄送之聯絡人員資訊) 

收據寄送 

聯絡人姓名 
 單位/職稱  

收據寄送 

聯絡人電話 
 

收據抬頭  

收據寄送地址  

 

參賽組別 
（請勾選） 

□ 機構組 
□ 專題組 □ 海報組 

部門別 病人流 

參賽組數          組         組             組             組 

書面審查/ 

海報評選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 3,000 元) 

新台幣 5,000 元 
(地區醫院 3,000 元) 

新台幣 1,500 元 

 

 

繳費收據/證明 黏貼處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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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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評分表》 

參賽 
單位 

 
NO.**

參賽 
主題  

構面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指標管理 
系統規劃 

1. 以病人流建立主題式品質指標管理 
2. 病人流指標管理機制與權責分工 
3. 病人流指標選取之適當性 
4. 結合資訊系統進行指標管理 
5. 指標管理系統性整合與運用具創新性與實用性 

30 

 

二、 
病人流 
指標監控 
與管理 

1. 品質指標定期監控管理機制之適當性 
2. 品質指標資料驗證機制及其正確性 
3. 病人流指標數據分析之適當性 
4. 定期品質指標之檢討改善及追蹤機制 

40 

 

三、 
指標 

整體成效

與推廣 

1. 運用病人流指標後對品質改善之有形與無形效益 
2. 具有持續性運用病人流指標改善品質之績效 
3. 運用指標進行同儕標竿學習 
4. 積極推廣病人流指標管理及努力朝向智慧化指標

管理 

25 

 

四、 資料呈現 

1. 整體周延性 
2. 文字流暢性 
3. 內容邏輯性 
4. 圖表文字清晰簡明之情形 
5. 摘要書寫品質 

5  

五、 加分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總分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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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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決賽評分表》 

參賽 
單位 

 
NO.**

參賽 
主題  

構面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指標管理 
系統規劃 

1. 以病人流建立主題式品質指標管理 
2. 病人流指標管理機制與權責分工 
3. 病人流指標選取之適當性 
4. 結合資訊系統進行指標管理 
5. 指標管理系統性整合與運用具創新性與實用性 

30 

 

二、 
病人流 
指標監控 
與管理 

1. 品質指標定期監控管理機制之適當性 
2. 品質指標資料驗證機制及其正確性 
3. 病人流指標數據分析之適當性 
4. 定期品質指標之檢討改善及追蹤機制 

35 

 

三、 
指標 

整體成效

與推廣 

1. 運用病人流指標後對品質改善之有形與無形效益 
2. 具有持續性運用病人流指標改善品質之績效 
3. 運用病人流指標進行同儕標竿學習 
4. 積極推廣病人流指標管理及努力朝向智慧化指標

管理 

25 

 

四、 現場發表 

1. 主題、目標明確 
2. 報告內容邏輯完整，前後連貫 
3. 簡報圖表文字表達清楚 
4. 報告流暢度、時間控制、台風 

10 

 

五、 加分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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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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評分表》 

參賽 
單位 

 
NO. 

參賽 
主題  

構面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組織及制

度建立 

1. 部門角色定位清晰、明確 
2. 部門管理制度完善及清楚之權責分工 
3. 定期人員訓練及適當激勵機制 
4. 部門領導者支持及投入品質改善程度 
5. 建立完整標準化流程，並定期檢視、更新 

25  

二、 
指標管理

監控與應

用 

1. 品質管理推動策略及規劃完整性 
2. 品質指標選用及蒐集驗證機制 
3. 品質指標監控之日常管理機制 
4. 品質管理指標異常管理機制 
5. 品質指標之創新改善機制 

40  

三、 整體成效 
1. 品質管理成果之有形、無形效益 
2. 具有持續性運用指標管理改善品質之績效 
3. 進行國內外同儕標竿比較 

30  

四、 資料呈現 

1. 整體周延性 
2. 文字流暢性 
3. 內容邏輯性 
4. 圖表文字清晰簡明之情形 

4. 摘要書寫品質 

5  

五、 加分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3. 全面資訊化應用與創新，提升工作效率減輕工

作負擔 
0.5-1  

總分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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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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決賽評分表》 

參賽 
單位 

 
NO. 

參賽 
主題  

構面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組織及制

度建立 

1. 部門角色定位清晰、明確 
2. 部門管理制度完善及清楚之權責分工 
3. 定期人員訓練及適當激勵機制 
4. 部門領導者支持及投入品質改善程度 
5. 建立完整標準化流程，並定期檢視、更新 

25  

二、 
指標管理

監控與應

用 

1. 品質管理推動策略及規劃完整性 
2. 品質指標選用及蒐集驗證機制 
3. 品質指標監控之日常管理機制 
4. 品質管理指標異常管理機制 
5. 品質指標之創新改善機制 

35  

三、 整體成效 
1. 品質管理成果之有形、無形效益 
2. 具有持續性運用指標管理改善品質之績效 
3. 進行國內外同儕標竿比較 

30  

四、 現場發表 

1. 主題、目標明確 
2. 報告內容邏輯完整，前後連貫 
3. 簡報圖表文字表達清楚 
4. 報告流暢度、時間控制、台風 

10  

五、 加分項目 
1.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運用後疫情時代之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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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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審查評分表》 

參賽 
團隊 

 

NO.**
參賽 
主題 

 

項次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計畫 

1. 應用各類指標監測管理系統進行分析，選擇改善主題 
2. 主題活動及指標選取之重要性、特殊性與具體明確程度 
3. 品質指標應用的價值及適當性（含日常管理、策略管理

及異常管理） 
4. 目標設定的適當性 

20  

二、 過程 

1. 指標問題分析或課題探討之深入程度 
2. 相關文獻探討與運用程度 
3. 充分收集並運用品質資料數據 
4. 改善對策之努力程度 
5. 對策創意的發揮程度 

35  

三、 效果 
1. 效果確認和改善目標之達成及進步程度 
2. 對於醫療臨床或管理之品質改善效益 
3. 標準化與效果維持 

15  

四、 檢討 
1. 品質指標之 PDCA 運用 
2. 本期活動之檢討(含餘留問題) 

10  

五、 
整體 
運作 

1. 品質指標改善具啟發性及特色 
2. 機構主管對品質指標及創新管理之支持程度 
3. 水平展開之推廣程度 

15  

六、 
資料

呈現 

1. 整體周延性 
2. 文字流暢性 
3. 內容邏輯性 
4. 圖表文字清晰簡明之情形 
5. 摘要書寫品質 

5  

七、 
加分 
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3. 全面資訊化應用與創新，提升工作效率減輕工作負擔 0.5-1  

總分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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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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決賽評分表》 

參賽 
團隊 

 

NO.**
參賽 
主題 

 

項次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計畫 

1. 應用各類指標監測管理系統進行分析，選擇改善主題 
2. 主題活動及指標選取之重要性、特殊性與具體明確程度 
3. 品質指標應用的價值及適當性（含日常管理、策略管理

及異常管理） 
4. 目標設定的適當性 

20  

二、 過程 

1. 指標問題分析或課題探討之深入程度 
2. 相關文獻探討與運用程度 
3. 充分收集並運用品質資料數據 
4. 改善對策之努力程度 
5. 對策創意的發揮程度 

35  

三、 效果 
1. 效果確認和改善目標之達成及進步程度 

2. 對於醫療臨床或管理之品質改善效益 

3. 標準化與效果維持 

15  

四、 檢討 
1. 品質指標之 PDCA 運用 

2. 本期活動之檢討(含餘留問題) 
10  

五、 
整體 
運作 

1. 品質指標改善具啟發性及特色 
2. 機構主管對品質指標及創新管理之支持程度 

3. 水平展開之推廣程度 
10  

六、 
現場

發表 

1. 主題、目標明確 
2. 報告內容邏輯完整，前後連貫 
3. 簡報圖表文字表達清楚 
4. 報告流暢度、時間控制及台風 

10  

七、 
加分 
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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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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組 

《審查評分表》 

參賽

機構  
NO.**

參賽 
主題  

項次 項目 評核要點 配分 得分

一、 
主題 
創新性 

1. 主題是否與投稿領域適切 

2. 預期成果在學術上或應用上之價值 

3. 目的、文獻引用、研究假說的敘述是否明確適當 

30  

二、 
研究方法 
之適切性 

1. 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手法）適切，並合乎邏輯 

2. 與研究有關的變項是否考慮周詳並適當加以控

制 

3. 研究過程和取樣方法是否適當 

4. 研究工具的信度和效度是否理想 

5. 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30  

三、 
研究結果

及推論 
之適當性 

1. 數據的統計分析、處理適切 

2. 結果的解釋是否合理適切，有無推論過度的情形 

3. 結論是否確實具臨床應用價值 

30  

四、 寫作結構 
1. 使用的專有名詞、術語是否適當 

2. 內文組織與結構是否嚴謹，具邏輯性 
10  

五、 加分項目 
1. 運用持續營運措施之相關元素確保品質 0.5-1  

2. 疫情中運用創新應變方法提升品質 0.5-1  

總分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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