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度臺中民總醫院暨分院 
第十八屆醫療品質活動競賽議程 

 
 日期：民國 107 年 1 月 09 日（星期二） 上午 08：00 ~下午 17：00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第一會場 
 承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時間  順序 發表程序 主講人 
08：00-08：30 報到 

  第一場次(主題進階組)  
08：30-08：35 院長致詞及介紹評審委員 院本部 許惠恒院長 
08：35-08：40 競賽規則說明 品管中心 賴苑惠副技師 
08：40-08：55 1 ~提供敗血症病人輸液最佳化~降低呼吸器使用天數 RICU 達 LUNG圈 

08：55-09：10 2 降低病房藥物異常率    W55 心心圈 

09：10-09：25 3 降低新生兒加護病房呼吸器相關感染密度   NICU 游泳圈 

09：25-09：40 4 建置侵入性檢查之全程照護跟隨系統 放射線部 協力圈 

09：40-09：55 5 降低使用安全針具之藥劑滲漏    核醫科 核心圈 

09：55-10：10 *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0：10-10：20 休    息 

  第二場次(主題改善組) 
10：20-10：35 6 降低領血流程缺失率 輸血醫學科 蜜蜂圈 

10：35-10：50 7 提升基層醫療轉診率 醫企室 易成圈 

10：50-11：05 8 家住民衰弱介入專案計劃 高齡醫學中心/中彰榮家 健美圈 

11：05-11：20 9 降低內科病房檢體異常件率 嘉義分院 21.22病房 團結圈 

11：20-11：35 10 提升住院病患血糖管控 新陳代謝科 糖適圈 

11：35-11：50 11 提升糖尿病住院病童出院後血糖控制率 W66 童話圈 

11 : 50-12 : 00 交流時間(6 圈代表上台) 
午   休(12:00~13:30) 

  第三場次(主題改善組) 
13：30-13：45 12 降低慢性精神科住院病人的口腔清潔執行率 嘉義分院精 5、6病房  向陽圈 

13：45-14：00 13 提升護理之家住民鼻胃管移除率 嘉義分院護理之家  銀髮 GOGO圈 

14：00-14：15 14 提升住院高齡患者口腔衛生促進 口腔醫學部/高齡醫學 幾霸圈 

14：15-14：30 15 提升第一線工作人員洗手遵從率 雲林榮家 樂活圈 

14 : 30- 14 : 45 16 提升手部衛生遵從行為~中彰榮家 高齡醫學/中彰榮家 攜手圈 

14 : 45-15 : 00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4：45-15：00 休    息 

第三場次(主題改善組) 
15：00-15：15 17 降低兒童加護病房非計畫氣管內管滑脫率 PICU 妞妞寶貝圈 

15：15-15：30 18 縮短早產兒達到由全口進食的時間 SBR 奶瓶圈 

15：30-15：45 19 提升乳汁處置前後作業成效 婦女醫學部 威力圈 

15：45-16：00 20 降低執行週邊造血幹細胞移植病人三個月之再入院率 W96 奇摩圈 

16：00-16：15 21 降低急診生化報告 40 分鐘逾時率  埔里分院病檢科  

16：15-16：30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6：30-16：40 休息 

16：40-17：30 *(綜合講評暨頒獎及合影) 

 



106 度臺中民總醫院暨分院 
第十八屆醫療品質活動競賽議程 

 
 日期：民國 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 08：00 ~下午 17：00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第一會場 
 承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時間  順序 發表程序 主講人 
08：00-08：30 報到 

  第一場次(精實醫療及多元手法組)  
08：30-08：35 院長致詞及介紹評審委員 院本部 許惠恒院長 
08：35-08：40 競賽規則說明 品管中心 賴苑惠副技師 
08：40-08：55 1 改善門急診住院流程(內)    免疫風濕科 住福圈 

08：55-09：10 2 改善門急診住院流程(外)  泌尿外科 精泌圈 

09：10-09：25 3 提升口腔醫學部門診看診效能 口腔醫學部 OB圈 

09：25-09：40 4 運用精實醫療提升急診給藥服務品質 藥學部 快樂圈 

09：40-09：55 5 運用預先防範型品管改善程序提升護理人員對警報風險管理能力 SICU 橡皮圈 

09：55-10：10 *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0：10-10：30 休    息 

  第二場次(多元手法主題改善組) 
10：30-10：45 6 降低重症病患高低血糖發生率(研究實證) ICU 葡萄圈 

10：45-11：00 7 提升急診後送病房病人壓傷傷口癒合率   W33 I HOLI圈 

11：00-11：15 8 降低新進人員報到時間 嘉義分院人事室 嘉人圈 

11：15-11：30 9 降低急診高齡病人住院大於 2 小時逾時率 埔里分院/急診  

11：30-11：45 10 降低精神科病房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 灣橋分院/精神病房 轉圈圈 

11：45-12：00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午   休(12:00-13:30) 
  第三場次(主題改善組) 

13：30-13：45 11 降低慢性腎臟病第五期病患未收案率 腎臟內科 腰子圈 

13：45-14：00 12 縮短重大外傷手術時間    急診部 閃電圈 

14：00-14：15 13 降低門診病人看診缺失率 埔里分院/門診  

14：15-14：30 14 骨科術後病人跌倒改善方案 W75 BONE-BONE圈 

14：30-14：45 15 提升超音波排程檢查準備完整率  埔里分院放射線科  

14：45-15：00 *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5：00-15：15 休    息 

 第四場次(主題改善組)  
15：15-15：30 16 提升安寧病房病人出院準備之完整性 埔里分院/安寧病房  

15：30-15：45 17 降低 CCU非計畫性氣管內管滑脫率 CCU CC圈 

15：45-16：00 18 提升重症腦中風復健率 神經醫學中心 破風圈 

16：00-16：15 19 提升慢性心衰竭病人自我管理效能 心血管中心/心臟衰竭科 R2圈 

16：15-16：30 20 降低手術傷口感染率    手管會/麻醉科 麻吉圈 

16：30-16：45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16：45-17：00 *休    息 

17：00-17：30 (綜合講評暨頒獎及合影) 
 

 



 
106 度臺中民總醫院暨分院 

第十八屆醫療品質活動競賽議程 

 
 
 日期：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 上午 08：00 ~下午 12：20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 研究大樓二樓 第一會場 
 承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 品質管理中心 

時間  順序 發表程序 主講人 
08：00-08：15 報到 

  第一場次 (精實行政) 
08：15 - 08：20 院長致詞及介紹評審委員 院本部 許惠恒院長 
08：20 - 08：25 競賽規則說明 品管中心 賴苑惠副技師 
08：25 - 08：40 1 優化供應商雲端平台 補給室 財滾圈 

08：40 - 08：55 2 教育訓練流程精實 教學部 樹人圈 

08:  55 - 09：10 3 強化健康促進方案 醫企室 易成圈 

09：10 - 09：25 4 技術移轉流程改造 研究部 速審圈 

09：205- 09：40 5 推動以病人為中心智慧化非核心醫療品質–以勞務傳送為例 總務室 微笑圈 

09：40 - 09：50 交流時間(5 圈代表上台) 

09：50-10：00 休    息 

  第二場次(病友會成果分享發表會) 
10:00 - 10:10 1 心臟血管中心 

10:10-10：20 2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10:20-10:30 3 腎贓科 

10:30-10:40 4 胸腔內科 

10:40-10:50 5 過敏免疫風濕科 

10:50-11:00  休    息 

11:00-11:10 6 感染科 

11:10-11:20 7 外科部 

11: 20 - 11: 30 8 口腔醫學部 

11 :30 - 11:40 9 神經醫學中心 

11 : 40 - 11:50 10 一般外科 

11：50 -12：20 (綜合講評暨頒獎及合影) 

 

 

 

 

 

 



 交通路線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台中方向)--> １２號省道(臺灣大道)-->臺中榮總 

 

 台中火車站下車  
1. 台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88 號【新民高中-沙鹿】、106 號【台中車

站-監理所】及 147 號【台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2. 巨業客運【大甲-鹿寮-台中】、【清水-梧棲-台中】 
3. 統聯客運-台中市捷運公車 75 號【臺中榮總-勤益科大】、83 號【沙鹿-新民高中】 
4. 台中市優化公車-【台中車站-靜宜大學】300-308 號  榮總/東海大學站 

 沙鹿火車站下車： 
    可搭巨業客運往台中市區的公車，【大甲-鹿寮-台中】、【清水-梧棲-台中】。 

公共汽車：在豐原、東勢可搭豐原客運 63 號【豐原－逢甲大學－臺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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