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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 照 護 事 業 服 務 之 變 革 學 習長 期 照 護 事 業 服 務 之 變 革 學 習長 期 照 護 事 業 服 務 之 變 革 學 習長 期 照 護 事 業 服 務 之 變 革 學 習 ----    

運轉變革學習循環邁向卓越運轉變革學習循環邁向卓越運轉變革學習循環邁向卓越運轉變革學習循環邁向卓越 

壹、計劃： 

 95 年變革學習-行動計劃 

一、長期照護總營收成長計劃（財務） 

二、提升慢性病個案管理服務人數（顧客） 

三、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顧客） 

四、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計劃（顧客） 

五、長期照護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流程） 

六、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流程） 

七、提升呼吸器脫離行動計劃（流程） 

八、病人安全品質提升計劃（流程） 

九、長期照護專業教育訓練行動計劃（學習） 

十、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學習） 

貳、目標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一、問題分析 

  （一）趨勢分析： 

                 慢性病增加；人口老化；本院病患高齡化之特性。 

  （二）自我分析： 

            優勢：堅強的醫療資源；交通便利。 

            弱勢：空間有限，床位不足。 

            威脅：鄰近醫院相繼發展長期照護事業。 

            機會：品質提升；開發新服務。 

二、目標設定 

（一）財務：1.獎前損益成長＞10% 

（二）顧客：1.慢性病個案管理收案量成長率＞10％ 

            2.顧客滿意度＞ 85% 

            3.出院準備收案人數＞50 人/月；轉介長期照護人次＞20 人/月 

（三）流程：1.樂活創新方案＞2件 

            2.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85% 

            3.呼吸器脫離率＞8％ 

            4.異常事件改善率＞98％；異常事件發生率＜ 0.2％ 

（四）學習：1.專業訓練時數＞ 25 小時/每年/每人 

            2.案例分析件數＞ 5 件/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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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策行動過程： 

 一、財務： 

♦ 落實長期照護個案轉介。 

♦ 促進社區長期照護機構關懷與互動並建立標準。 

♦ 培訓安寧居家護理師。 

二、顧客 

♦ 提升慢性病收案量與質，培訓人才。 

♦ 執行滿意度調查及結果分析，改善不滿意項目，提升品質。 

♦ 落實出院準備服務評估與轉介，藉由宣導、稽核、競賽活動提高服務。   

三、流程 

♦ 藉由樂活創新方案活動，帶動住民及家屬心理、環境及氣氛之活化。 

♦ 長期照護文件 E化及資料庫化，利用稽核落實說、寫、做之一致性。 

♦ 鎖定目標個案盡早實施肌肉耐力訓練。 

♦ 鼓勵異常通報，監測、追蹤是否落實問題分析與改善。 

四、學習 

♦ 安排各層級人員共通及專科教育訓練。 

♦ 以競賽活動鼓勵團隊參與案例分析。 

肆、成果表現： 

 95 年度績效 

一、財務：獎前損益成長 43.6%（達 39,566,124 元） 

二、顧客：個案管理收案量成長率 50.1％ 

        顧客滿意度 88.9% 

        出院準備收案人數＞ 50 人/月 

        轉介長期照護人次＞20 人/月 

三、流程：樂活創新方案 4件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90.3% 

        呼吸器脫離率 11％ 

        異常事件改善率 100％ 

        異常事件發生率 0.11％ 

四、學習：專業訓練時數 25.6 小時/每年/每人 

          案例分析件數 8 件/每季 

伍、檢討： 

 一、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主管之支持與團隊合作，使得長期照護轉介窗口單一

化、服務多元化，延續門診、急診及住院更完善之醫療照護。 

二、以變革學習為循環：持續以提升品質之變革作為學習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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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計劃緣起計劃緣起計劃緣起計劃緣起    

一、團隊介紹 

（一）團隊組織成員： 

北海菁英北海菁英北海菁英北海菁英    ----    長期照護核心事業團隊長期照護核心事業團隊長期照護核心事業團隊長期照護核心事業團隊    

內 部 顧 問 ： 李 懋 華 院 長、林 宮 美 秘 書 

執   行   長： 姚 文 真 主 任                      

執 行 幹 事 ： 呂 芬 顉 督 導 

專科別 團隊成員 職稱 團隊成員 職稱 

蔡富順 胸腔科主任 王慧珺 復健科主任 

賴俊隆 家醫科主任 王昭閔 復健科醫師 醫 療 科 

蕭永薰 家醫科醫師 陳柏璋 家醫科醫師 

曾月盃 督   導 梁淑倩 護 理 長 

蔡孟君 護  理  長 何玉絲 副 護 理 長 護 理 科 

彭群惠 居家護理師 陳雅君 個 管 師 

社 服 室 林玉雯 主 任 陳怡君 社 服 員 

藥 劑 科 龍美雲 主 任 吳君豪 藥 師 

營 養 室 張皇瑜 主 任 許秋萍 營 養 師 

病服員協會 徐彩姿 理 事 長 鄭彩玉 幹 事 

（二）所屬單位：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 

（三）核心業務：護理之家、呼吸照護病房、長期照護機構醫療照護支援。 

      服務範圍：延續門、急、住診醫療服務之相關服務，包括出院 

                準備服務、護理之家、呼吸照護病房、居家護理、轉介

就醫、醫師迴診、慢性疾病管理等服務。 

（四）活動主題：長期照護事業服務之變革學習-運轉變革學習循環邁向卓

越 

    （五）關鍵字定義： 

    1.1.1.1.變革學習循環變革學習循環變革學習循環變革學習循環：以實踐能力為基礎之組織學習系統，運用『學習→

改變→建立新標準→學習→改變』循環，發展流程

導向之管理制度。(李政修，91) 

    2.2.2.2.邁向邁向邁向邁向卓越卓越卓越卓越：團隊以「自我超越」自許，追尋共同願景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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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說明 

（一）本院簡介： 

本院自前身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基隆醫院】創立迄今已 110

週年，光復後正名為【台灣省立基隆醫院】， 88 年 7 月 1 日配合精

省作業改隸行政院衛生署更名為【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服務地

區涵蓋基隆、金山、萬里、瑞芳、雙溪、貢寮、平溪等七個鄉鎮市

近 70 萬人口，是目前這些鄉鎮市中唯一的公立區域級以上之醫院。

目前開設病床數為 783 床，總面積：4.547 公頃，總建坪：8,643.18

坪。員工計有 780 位，在公立醫院改革政策下目前僅有約 30％公務

人員，其他為約聘用人員。其中醫師 93 位，組成 29 科完整的專科

服務，並通過家庭醫學科、內科、復健科、外科、兒科等五科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89 年、92 年、95 年評鑑通過為區域乙類教學醫院。 

本院為百年老店之公立醫院曾歷經興盛輝煌與黯淡衰退的起

伏。於 86 年起，歷經黃焜璋院長及陳進堂院長積極整修硬體及落實

管理，並於 91 年積極導入北海精英變革學習，92 年李懋華院長就

任，對於本院經營首重「顧客導向、品質優先」之管理理念，以尊

重生命，信任專業及顧客導向為經營理念，用心塑造「臉笑、嘴甜、

腰軟、手腳快」的文化，期許全院同仁實踐「提供具醫學中心水準

的全方位醫療服務，成為大基隆鄉親最信賴的醫院，成為公立醫院

之典範。」之願景。 

（二）全院品質提升活動： 

本院自 91 年導入【變革學習組織專案計劃】至今，持續運用 PDCA

循環貫徹全面品管及學習型組織，【變革學習】是本院品質提升推動

應用之策略。在推行品質提升的過程本院通過考核與認證如下：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 91919191 年年年年----96969696 年通過考核年通過考核年通過考核年通過考核、、、、認證與標準化成果認證與標準化成果認證與標準化成果認證與標準化成果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91 年 洗腎室 ISO 認證、營養室 HACCP 認證 

92 年 急診室 ISO 認證、檢驗科 CNLA 認證 

全院榮獲行政院服務品質獎-整體類獎 

93 年 總務室 ISO 認證、全院流程再造行政院法制再造金斧獎 

94 年 完成院內標準作業程序書及工作指導書計 400 餘種 

95 年 通過新制區域教學醫院評鑑、檢驗科 TAF 延展認證 

96 年 資訊室 ISMS ISO 27001 認證、HACCP 認證複查通過、 

院內標準作業程序書及工作指導書發行 95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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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革學習循環： 

學習從「體驗改變」、「深化改變」、「內化改變」三階段的變革

學習後，讓「改變」成為習以為常的工作價值，藉此將品質提升貫

徹在日常作業的規劃與推動過程中，建構本院『學習→改變→建立

新標準→學習→改變』循環發展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本院【變革

學習】三階段歷程說明如【表一】。 

【表一、署立基隆醫院 91 至 96 年變革學習歷程】 

階段時間階段時間階段時間階段時間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    歷歷歷歷                    程程程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第一階段 

91-92 年 
【體驗改變】 

藉由變革學習推動學習型組織，導入以平衡計分卡為手法的

策略管理，經由腦力激盪及集體反思與學習。 

第二階段 

93 年 
【深化改變】 

變革學習進入深化策略目標，加強各團隊策略構面的深度發

展，強化跨部門團隊運作，各流程及核心事業團隊發展出服

務規格白皮書，藉由各流程團隊之服務規格達到深化改變。 

第三階段 

94-96 年 
【內化改變】 

變革學習進入各流程及核心團隊持續運作，並導入新開發服

務項目，擴大至全院參與、重組策略管理團隊，部分團隊更

改為功能部門，並設計出激勵措施，提振各參與團隊之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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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

深化變革學習之 構深化變革學習之 構深化變革學習之 構深化變革學習之 構發展 導向之變革基 構發展 導向之變革基 構發展 導向之變革基 構發展 導向之變革基 構發

展

架

構

三三三三 改變 化階段改變 化階段改變 化階段改變 化階段

持續改變以 動新制度結構
之建立，以制度結構
新 動 。

二二二二 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結構 成階段結構 成階段結構 成階段結構 成階段

進一 改變，進 動組織
導力與團隊的學習，並發

展組織之 核、
結構。

一一一一 習習習習、、、、體 改變階段體 改變階段體 改變階段體 改變階段

從改變過程中學習 改變
之價值、設 改變之策略與
目標、設計改變之組織，進

學習如 面 與團隊
運作。

變

革

三

階

段

變革學習三部變革學習三部變革學習三部變革學習三部
Trilogy of Change for Learning to Change Program

體驗改變體驗改變體驗改變體驗改變 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 內化改變內化改變內化改變內化改變

： 管理 經理之「變革學習手 」資料來源:汎奇國際管理顧問公司李政修總經理之「變革學習手冊」 

((((一一一一))))練習練習練習練習、、、、體會改變階段體會改變階段體會改變階段體會改變階段    

從改變過程中學習認識改變之

價值、設定改變之策略與目

標、設計改變之組織，進而學

習如何面對挑戰與團隊運作。 

願景 

((((二二二二))))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深化改變，，，，結構形成階段結構形成階段結構形成階段結構形成階段    

進一步改變，進而帶動組織領

導力與團隊的學習，並發展組

織之績效評核、預算等相關結

構。 

((((三三三三))))改變系統化階段改變系統化階段改變系統化階段改變系統化階段    

持續改變以驅動新制度結構

之建立，以制度結構滋養創

新行動。 

發展績效導向之變革基礎架發展績效導向之變革基礎架發展績效導向之變革基礎架發展績效導向之變革基礎架

 

深化變革學習之架構深化變革學習之架構深化變革學習之架構深化變革學習之架構 發展能滋養改變的制度結構發展能滋養改變的制度結構發展能滋養改變的制度結構發展能滋養改變的制度結構    
－－－－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流程導向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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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革組織之運作： 

本院 91 年導入變革學習，並成立北海菁英提升績效委員會。最

初先以各科室來推動變革學習之運轉，於 92 年開始成立跨部門專案

小組；93 年北海菁英提升績效委員會更名為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

隊，包含三組核心流程團隊、十個核心事業團隊、九項專案計劃。

至 95 年初，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共發展三組核心流程團隊、二十

三個核心事業團隊及十ㄧ項專案計劃。 

本院於 92 年成立長期照護服務品質提升計劃組，隨著北海菁英

組織之調整，於 93 年正式成立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發展團隊。 

 

 

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架構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架構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架構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架構 

 

 

 

 

 

 

 

 

 

 

 

 

 

 

 

【圖一、署立基隆醫院 95 年北海菁英策略變革團隊組織圖】 

 

 

 

 
 

策略幕僚室(管理中心) 開源節流專案計畫 

財務績效策略幕僚 健保制度因應專案計畫 

顧客績效策略幕僚 社區行銷專案計畫 

流程績效策略幕僚 爲民服務專案計畫 

北
海
菁
英

北
海
菁
英

北
海
菁
英

北
海
菁
英    

變
革
學
習
委
員

變
革
學
習
委
員

變
革
學
習
委
員

變
革
學
習
委
員
會會會會 學習績效策略幕僚 環境清潔專案計畫 

藥劑科專案計畫 

檢驗科專案計畫 

放射科專案計畫 

標竿學習專案計畫 

提案制度專案計畫 

EBM推動專案計畫 

一般內科 一般外科 復健科 

腸胃內科 骨科 中醫科 

神經內科 神經外科 耳鼻喉科 

腎臟內科 泌尿科 眼科 

胸腔內科 胸腔外科 長期照護 

心臟內科 整形美容 精神科 

家醫科 婦產科 皮膚科 

小兒科 牙科 

門診服務流程團隊 

急診服務流程團隊 

住院服務流程團隊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專案計專案計專案計專案計     

核心流程團隊核心流程團隊核心流程團隊核心流程團隊    

核心事業團隊核心事業團隊核心事業團隊核心事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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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變革學習歷程 

（一）變革團隊之願景形成：  

台灣於 82 年已邁入「老人國」，92 年 8月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已達 9%。內政部 91 年「老人健康狀況」所做的調查發現 58％老人

健康狀況不太好，本院就醫病患中 60 歲以上老人佔 37.17%。雖然長

期照護產業已進入成長及競爭時代，（92 年內政部調查基隆市每萬

老人照護機構數為 5.5 所／萬人，僅次於台北市 7.46 所／萬人；

學者林進財等人於 93 年發表台灣地區長期照護資源供需報告中，評

估基隆市機構式長期照護資源相對較為充足。）但在服務品質參差

不齊及需求增多之趨勢（人口老化、本院高齡病患多），仍顯示長

期照護顧客之需求與重要性。 

本院長期照護床位礙於百年老店之硬體空間及大量急性照護需

求，在有限的床位及資源下，仍須秉持顧客的需求發揮最大的角色

功能，以早期早期早期早期發現發現發現發現長期照護需求長期照護需求長期照護需求長期照護需求之之之之新顧客新顧客新顧客新顧客((((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減少合減少合減少合減少合併症併症併症併症))))、

穩定醫院舊顧客穩定醫院舊顧客穩定醫院舊顧客穩定醫院舊顧客((((預防合併症預防合併症預防合併症預防合併症、、、、穏定身心健康狀態穏定身心健康狀態穏定身心健康狀態穏定身心健康狀態))))，建立「舊顧客」

之滿意與信任，擴大長期照護服務之範疇，穩定急性照護核心業務

的來源，而有別於一般長期照護服務事業。 

93 年團隊成立之初，團隊成員應用 SWOT 分析現況並找出自我定

位，共同確認願景：『結合社區及醫療團隊資源，提供長期照護個

案及家屬高品質高品質高品質高品質、多元性多元性多元性多元性、連續性連續性連續性連續性之照護，獲得顧客之信賴與肯定。』

並期望與其他團隊協調合作，共同支持醫院願景之實踐。 

（二）團隊變革學習之改變 

本院長期照護於 93 年最初定位於護理之家、居家護理及呼吸照

護病房 (不包含日間照護病房 175 床，歸屬於精神科事業單位)。長

期照護核心事業團隊在變革學習歷程中，歷經「體驗」改變、「深

化」改變、「內化」改變三階段。在不同階段學習中，團隊成員與

核心業務也隨著擴大整合。93 年納入出院準備服務；94 年納入社區

醫療支援拓展；95 年納入慢性病個案管理，逐步進行團隊之上下游

整合與服務功能提升。以期提供長期照護顧客高品質、多元性、連

續性之照護，追尋願景之達成。長期照護事業團隊變革學習歷程如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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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長期照護事業團隊變革學習歷程一覽表】 

時

間 

變革學

習階段 
團隊名稱 專業人員 核心業務範圍 背景說明 

91

年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最初先以各科室來推

動變革學習之運轉，學

習對話與目標之設定。 

92

年 

 

長期照護服

務品質提升

計劃組 

醫師、護理師、

居家護理師、復

健師、營養師、

照顧服務員 

居家護理、護理

之家、呼吸照護

病房 

以專案方式成立小組 

，因 SARS 影響及體驗

改變初期因素以維持

日常營運為主，介入改

變措施較少。但團隊運

作模式已慢慢形成。 

93

年 

 長期照護核

心事業發展

團隊 

醫師、護理師、

居家護理師、復

健師、營養師、

照顧服務員 

 

 

居家護理、護理

之家、呼吸照護

病房、出院準備

服務 

1.以事業團隊方式成

立，開始討論願景及

事業發展策略進行

改變。 

2.事業服務加入出院

準備服務作為銜接

急性醫療之窗口。 

94

年 

 長期照護核

心事業發展

團隊 

醫師、護理師、

居家護理師、復

健師、營養師、

出出出出院準備院準備院準備院準備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個個個個

管師管師管師管師、、、、社服員社服員社服員社服員 

居家護理、護理

之家、呼吸照護

病房、出院準備

服務、社區長期社區長期社區長期社區長期

照護機構醫療支照護機構醫療支照護機構醫療支照護機構醫療支

援援援援 

1.建立流程標準化，藉

由宣導及稽核來提

升品質改善之落實。 

2.社工人員參與長期

照護住民活動安排。 

3.拜訪其他養護機

構，延伸服務至社區

長期照護機構。 

95

年 

至 

96

年 

 長期照護核

心事業發展

團隊 

醫師、護理師、

居家護理師、復

健師、營養師、

出出出出院準院準院準院準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個管個管個管個管

師師師師、、、、社服員社服員社服員社服員、、、、疾疾疾疾

病個管師病個管師病個管師病個管師、、、、轉診轉診轉診轉診

護理師護理師護理師護理師 

居家護理、護理

之家、呼吸照護

病房、出院準備

服務、社區長期

照護機構醫療支

援、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慢性疾病個個個個

案案案案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1.落實改變內、外合作

及轉介服務，持續提

升質與量。 

2.將慢性病管理納入

服務項目，以提升慢

性病健康維護與促

進管理。  

3. 96 年院方實施獎勵

金激勵措施，長期照

護團隊表現優異，激

勵團隊行動力及學

習力提升。 

    

 

 

內內內內 

化化化化 

改改改改 

變變變變 

 

體體體體

驗驗驗驗 

改改改改

變變變變 

深深深深

化化化化 

改改改改

 



 10 

    

貳貳貳貳、、、、策略目標策略目標策略目標策略目標與對策措施探討與對策措施探討與對策措施探討與對策措施探討       

本院91年變革學習(李政修，91)導入後，採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來進行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規劃管理發展模

式，帶動醫院全面品質持續之改善。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是結合策略策略策略策略、願景願景願景願景方向與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的一項策略性管理制度。在願景及分析

中找出財務財務財務財務、顧客顧客顧客顧客、流程流程流程流程及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四個構面策略性關鍵指標，表達無形的資

產比有形的資產更重要，整體目標產生長期經濟價值之觀念。藉由策略地

圖找出指標之關聯性，訂定策略具體化衡量目標，以成為一個整體性的績

效指標。（Kaplan＆Norton，1996） 

團隊透過多次願景與策略溝通，應用 PDCA 之觀念進行分析現況、制定

工作目標、行動計劃並執行績效管理，以下是我們在 95 年展開之目標規劃

與改善對策之說明。 

一、策略目標之擬定 

（一）醫院願景、策略與目標 

在 95 年北海菁英團隊共識會中凝聚形成，並確認醫院願景、 

策略主題(如附件一、95-97 年醫院願景、策略主題)、策略地圖（如

附件二）及總體策略目標(如附件三、95-97 年醫院總體策略目標)。 

（二）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策略形成 

         1. 1. 1. 1.願景及策略主題願景及策略主題願景及策略主題願景及策略主題：：：：以 SWOT 分析、願景及策略主題【表三】，做為

事業發展相關指標與計劃之方針。 

【表三、長期照護事業服務 95-97 願景及策略主題】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結合社區及醫療團隊資源結合社區及醫療團隊資源結合社區及醫療團隊資源結合社區及醫療團隊資源，，，，提供長期照護個案及家屬高品質提供長期照護個案及家屬高品質提供長期照護個案及家屬高品質提供長期照護個案及家屬高品質、、、、多元性多元性多元性多元性、、、、連續性之連續性之連續性之連續性之

照護照護照護照護，，，，獲得顧客之信賴與肯定獲得顧客之信賴與肯定獲得顧客之信賴與肯定獲得顧客之信賴與肯定。』。』。』。』    

S   1.醫療專科齊全及設施充足 

    2.位居市中心，交通便利 

    3.照護品質優良口碑佳(p4) 

 4.照護人員態度佳(P4) 

    

    

O  1.人口老化慢性病增加(P1) 

 2.慢性病個案照護服務(p3) 

 3.增加長期照護機構醫療合作機會  

   (p1) 

    4.轉介資源整合維持個案來源(p5)  

    5.居家護理/安寧/呼吸照護 (p1)  

 6.長期照護對象的心理需求(p2)  

 7.不斷提升長期照護品質及安全環

境(P7/p8/p10) 

 8.居家網路視訊照護服務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W  1.整合照護人力尚待培訓(p9/p10) 

    2.照護標準學習平台尚未建立(P6) 

 3.醫院空間有限，床位不足(p1) 

    4.成本及法規使收費受限 

T   1.鄰近醫院相繼發展長期照護事業  

      (p5) 

    2.私人機構削價競爭(P8) 

    3.健保給付影響(P8) 

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深耕深耕深耕深耕社區社區社區社區、、、、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註註註註：：：：P1P1P1P1----P10P10P10P10 代表本活動之行動計劃代表本活動之行動計劃代表本活動之行動計劃代表本活動之行動計劃 1111----10101010，，，，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表六表六表六表六】、【】、【】、【】、【表七表七表七表七】】】】及及及及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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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顧客價值分析顧客價值分析顧客價值分析顧客價值分析：：：：    

    長期照護體系已處於激烈競爭市場，經營理念理念理念理念與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將影響整

體服務之重要關鍵因素（李美玉，1998）。故建立顧客為中心之觀念

是影響照護結果之重要開始。衛生署定義「「「「長期照護係指針對需要

長期照護者提供綜合性綜合性綜合性綜合性與連續性連續性連續性連續性之服務，內容可從預防、診斷、治

療、復健、支持性、維護性、社會性之服務，服務對象不僅須包含

病患本身，更應考慮照護者的需要」。」。」。」。 

    經由團隊觀察及共同探討長期服務流程，檢討連續性、方便性、

可近性之醫療服務需求，提出長期照護流程服務顧客價值之項目，

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發展決策之參考，如【表四】。 

【表四、長期照護事業服務顧客價值分析】 

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長期照護顧客價值長期照護顧客價值長期照護顧客價值長期照護顧客價值    

 

 

篩 選 評

估 收 案 

 

 

執行篩

選評估 

 

 

 

急性病房 

出院準備服務 

 

1.入院24小時內或病情變化時即獲得優質的護

理評估。 

2.早期獲得預防、診斷、治療、復健、支持性

等醫療需求優質服務。 

3.確保出院後獲得個別性之後續照護。 

4.獲得相關指導與協助健康照護、健康維護、

健康促進之知識、技能與調適。 

轉入本

院長期

照護單

位 

護理之家 

呼吸照護病房 

1.安全照護，防範意外。 

2.身體功能及健康之促進。 

3.營造溫馨家的感覺。 

4.提升生活品質與尊嚴。 

5.居家個案家屬獲得喘息照護服務，減輕照顧

者之壓力。 

 

 

 

安 置 與

轉 介 

 

轉出 社區長期照護機構 
1.便捷機構駐診及就醫服務。 

2.優質優質優質優質護理評估與服務。 

居家護理 

1.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在宅診療及健康照護。 

2.單一窗口單一窗口單一窗口單一窗口提供諮詢或服務。 

3.在宅日常生活之照護服務。 

4.獲得相關指導與協助健康照護、健康維 

  護、健康促進之知識、技能與調適。 

返家 

照護 

 

個案管理 

1.慢性病健康維護追蹤，定時返診之安排。 

2.獲得相關指導與協助健康照護、健康維護、

健康促進之知識、技能與調適。 

3.健康維護與生活保健之諮詢 

持續關

懷措施 

提供就

醫診療

服務 

門診 

急診 

1.長期照護顧客便捷溫馨門診、急診就診服務 

 ，完整之資料查詢系統。 

2.獲得持續關懷追蹤與照護。 

 

 



     3.3.3.3.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策略地圖論述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策略地圖論述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策略地圖論述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策略地圖論述：：：：依據院方總體及長期照護願景、策略主題、SWOT 分析、顧客價 

                                     值分析共同擬訂策略指標及關聯圖，如【圖二】。 

 
【圖二、北海菁英-長期照護事業 95-97 年策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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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照護事業服務階段目標設定 

    依策略主題、顧客價值分析與策略地圖及團隊評估，擬定階段策略目標【表五】 

【表五、北海菁英-長期照護事業服務 95-97 年策略目標】 

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穩定長期照護核心事業、、、、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背景值背景值背景值背景值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    

MeasuresMeasuresMeasuresMeasures    93939393 年年年年    94949494 年年年年    95959595 年年年年    96969696 年年年年    97979797 年年年年    
團隊整合性行動計劃團隊整合性行動計劃團隊整合性行動計劃團隊整合性行動計劃    計劃負責人計劃負責人計劃負責人計劃負責人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獎前損益成長率 2479 萬 2754 萬 ＞10% ＞10% ＞10% 1.長期照護事業總營收提升計劃 
蔡富順主任 

姚文真主任 

慢性病個案管理收

案量成長率 
1227 人 2371 人 ＞10％ ＞10％ ＞10％ 2.提升慢性病個案管理服務計劃 

蔡孟君護理長 

姚文真主任 

顧客滿意度 85％ 86.2％ ＞ 85% ＞ 86% ＞ 87% 3.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 
梁淑倩護理長 

曾月盃護理長 

轉介長期照護人次 6 人/月 18 人/月 ＞20 人/月 ＞25 人/月 ＞30 人/月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出院準備收案人數 28.4 人/月 46.3 人/月 ＞50 人/月 ＞60 人/月 ＞70 人/月 
4.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計劃 

呂芬顉督導 

蔡孟君護理長 

樂活創新方案 1 件 2 件 ＞2 件 ＞2件 ＞2件 5.長期照護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 
曾月盃護理長 

林玉雯主任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

率 
--- 75％ ＞ 85% ＞ 88% ＞ 90% 6.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 

姚文真主任 

呂芬顉督導 

呼吸器脫離率 2％ 8％ ＞8％ ＞8％ ＞8％ 7.提升呼吸器成功脫離行動計劃 
蔡富順主任 

梁淑倩護理長 

異常事件改善率 ---- 100％ ＞98％ ＞99％ 100％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異常事件發生率 0.08％ 0.19％ <0.2％ <0.2％ <0.2％ 
8.病患安全品質提升計劃  

曾月盃護理長 

梁淑倩護理長 

專業訓練時數 
20 

小時/每年/人 

20 
小時/每年/人 

＞ 25 
小時/每年/人 

＞ 25 
小時/每年/人 

＞ 25 
小時/每年/人 

9.長期照護專業教育訓練行動計劃 
曾月盃護理長 

梁淑倩護理長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案例分析件數 4 件/季 5 件/季 ＞ 5 件/季 ＞ 7 件/季 ＞ 8 件/季 10.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 
蔡孟君護理長 

呂芬顉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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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略目標之定義與公式 

策略目標績效值衡量之定義與計算公式、蒐集方式如【表六】。 

【表六、北海菁英-長期照護事業服務 95-97 年策略目標之定義與公式】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    定義與公式定義與公式定義與公式定義與公式    數據蒐集方式數據蒐集方式數據蒐集方式數據蒐集方式    
數據蒐集負責數據蒐集負責數據蒐集負責數據蒐集負責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獎前損益成長率 
(護理之家+呼吸照護+居家護理+醫療支援之獎前損

益)-去年同期獎前損益/去年同期獎前損益×100% 
會計月報 會計室 

慢性病個案管理收案

量成長率 
（慢性病收案人數-去年同期人數/去年人數）×100％ 月統計 門診 

顧客滿意度 滿意度調查之滿意度百分比 顧客滿意度調查 

護理之家 

呼吸照護病房 

出院準備服務 

轉介長期照護人次 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中轉介長期照護之服務人數/月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出院準備收案人數 出院準備服務收案總人數/月 

每月評核統計分析

月統計 
出院準備服務 

樂活創新方案件數 創新活動或服務件數/年 年統計 
護理之家 

呼吸照護病房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稽核正確項目/稽核總項目)×100％ 半年統計 護理科呂督導 

呼吸器脫離率 當月脫離呼吸器之人數/當月使用呼吸器人數×100％ 月統計 呼吸照護病房 

異常事件改善率 異常事件改善件數/通報件數×100％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異常事件發生率 當月異常事件發生次數/當月總人日 
每月監測統計分析 

護理之家 

呼吸照護病房 

專業訓練時數 每年每人平均上課時數 年統計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案例分析件數 案例分析報告件數/每季 季統計 

護理之家 

呼吸照護病房 

居家護理 

出院準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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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分析與改善對策方針 

依據財務、顧客、流程、學習四大構面之策略目標，我們利用

5W1H5W1H5W1H5W1H 展開現況調查及資料收集，也應用腦力激盪腦力激盪腦力激盪腦力激盪及 PDCAPDCAPDCAPDCA 循環觀念

擬定改善對策方向如【表七】，並發展 10 項變革學習-行動計劃。 計

劃內容如【表八、變革學習-行動計劃 1-長期照護事業總營收提升

計劃】，及附件四，因篇幅限制無法檢附全部計劃，尚請見諒。 

【表七、95 年長期照護事業服務問題分析及改善對策摘要】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目 標 值目 標 值目 標 值目 標 值    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    改 善 對 策改 善 對 策改 善 對 策改 善 對 策    
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    

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獎前損益獎前損益獎前損益獎前損益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10%10%10%10%    

1111.94年長期照護總收入7,545

萬元；獎前盈餘 2,754 萬元。 

2222.長期照護機構佔床率高，但

擴床計劃礙於空間故暫緩，

院方發展重症醫療優先。 

3333.機構醫療及居家業務面臨

削價競爭，但仍有開發空間。 

1111....宣導並追蹤長期照護服

務轉介。 

2222....建立機構友好關係穩定  

  門、急、住之醫療來源。 

3333.制定機構個案就醫連絡  

 單及就醫關懷流程。 

4444....培訓安寧居家護理師。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1111】】】】-長期

照護事業總營收

提升計劃 

慢性病個慢性病個慢性病個慢性病個

案管理收案管理收案管理收案管理收

案量成長案量成長案量成長案量成長

率率率率    

＞＞＞＞10101010％％％％    

1111.94 年國人主要十大死因其

中慢性病佔 2/3，可見慢性

病照護需求日益增加。 

2222.配合健保局政策。 

3333.94 年 DM 及肝炎收案量已達

2371 人次，逐漸成長中。 

1111.提升目前個案管理收案

量。（加強衛教及追蹤關

懷、定期舉辦病友會）。 

2222.培育腎病個案管理師。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2222】】】】-提升

慢性病個案管理

服務計劃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滿意滿意滿意滿意

度度度度    

＞＞＞＞ 85% 85% 85% 85%    

1111.94 年滿意度調查達 85％。 

2222.不滿意項目包括人員態

度、入住接待說明不足等。 

 

1111.依計劃調查長期照護單

位滿意度。 

2222.分析檢討並執行不滿意

項目之改善措施。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3333】】】】-提升

顧客滿意行動計

劃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轉介長期轉介長期轉介長期轉介長期

照護服務照護服務照護服務照護服務

＞＞＞＞20202020 人人人人////

月月月月    

出院準備出院準備出院準備出院準備

服務人數服務人數服務人數服務人數    

＞＞＞＞ 50 50 50 50 人人人人////

月月月月    

1111.轉介流程整合發展已逐漸

成形仍需持續監督與宣導 

2222.病房針對病情變化個案仍

有漏篩情形之發生 

3333.返家個案家屬照護知能、技

術指導不足。 

4444.社區護理職務調動新任個

管師業務熟悉中。 

1111.舉辦競賽活動將漏篩率

與轉介成效列入競賽評

分。 

2222....培訓新任個管師。 

3333.個管師主動至病房宣導 

4444.發展出院準備服務衛教

紀錄單，儘早評估出院個

案照護能力，提升品質。 

5555.定期檢討轉介人次及利

用會議檢討異常狀況。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4444】】】】-長期

照護轉介流程整

合計劃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樂活創新樂活創新樂活創新樂活創新

方案件數方案件數方案件數方案件數

＞＞＞＞2222 件件件件    

1111....住民平均年齡在 85歲左

右，80％有失能情形，20％有

失智，併有失能及失智者也佔

有 15％以上，長期住在機構

內，多數有憂鬱情形。 

2222.長期照護開業已 5-6 年，目 

1111.藉由創新活動提升住民

家屬心理需求、照護環境與

氣氛的活化(樂活)。 

2222....懷舊活動設計：增加自

尊，鼓勵再社會化，及培養

老人參與重要認知及肯定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5555】】】】-長期

照護機構創新方

案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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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95 年長期照護事業服務問題分析及改善對策摘要】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目 標 值目 標 值目 標 值目 標 值    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現 況 分 析    執 行 策 略執 行 策 略執 行 策 略執 行 策 略    
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變 革 學 習    

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前活動雖然定期辦理活動，但

缺乏創意及功能設計。 

人生的意義。 

3333.寵物治療：對於失智及憂

鬱具有改善之療效。 

 

流程規格流程規格流程規格流程規格

正確執行正確執行正確執行正確執行

率率率率    

＞＞＞＞ 85% 85% 85% 85%    

1111.94 年陸續建置完整長期照護

文件，稽核流程正確率為

75%，尚有改善空間。 

2222....未建立系統化及資訊化知識

庫，同仁取得知識不易。 

3333.新進人員學習成長時間較

長。 

4444.長期照護特殊個案經驗僅累

積在個人身上。  

1111....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

準化檢閱與增修訂。 

2222.特殊長期照護個案分析

與學習。 

3333....文件 E 化及資料庫化。 

4444.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

測、分析、改善與回饋， 

確保及提升長期照護服

務流程之品質。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6666】】】】-知識

管理整合暨執

行計劃 

呼吸器脫呼吸器脫呼吸器脫呼吸器脫

離率離率離率離率    

＞＞＞＞8888％％％％    

1111....呼吸器使用患者，每人每年

住院經費約需 80 萬元，社會

及家庭都是一筆相當大的支

出。 

2222.提升呼吸器成功脫離率將有

助於醫療資源的有效運用 

3333.病患因呼吸器限制，影響生

活品質。 

1111.分析及鎖定目標個案訂

定肺部復原計劃，提供個

案化照護服務。 

2222.每月偵測呼吸器脫離指 

標。 

3333.增強病友心肺功能及肌

肉耐力、呼吸肌力訓練及

上肢擴胸訓練等。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7777】】】】-提升

呼吸器成功脫

離行動計劃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異常事件異常事件異常事件異常事件

改善率改善率改善率改善率    

＞＞＞＞98989898％％％％    

異常事件異常事件異常事件異常事件

發生率發生率發生率發生率    

<0.2<0.2<0.2<0.2％％％％    

1111.94 年呼吸照護病房發生氣切

套管管路滑脫 5 件、骨折 1

件；護理之家跌倒發生件數

1.9 件/月。 

2222.未能落實異常事件之改善， 

3333.同仁應變處理能力不足。 

4444.照顧服務員素質不一。 

1111.每月監測異常事件並追

蹤是否落實問題分析改

善。 

2222.宣導免責與減責制度鼓

勵通報。異常列入案例及

製作改善標準。 

3333.建立危機處理機制，降低

異常事件之發生率。 

4444.依特性加強教育訓練。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8888】】】】-病患

安全品質提升

計劃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

訓練時數訓練時數訓練時數訓練時數    

＞＞＞＞ 25 25 25 25 小小小小

時時時時////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人人人人    

1111.護理人員能力進階層級分

析，目前 N3 佔 8％、N2 佔 42

％、N1 佔 25％、N 佔 25％。 

2222....照顧服務員流動率高，無職

前訓練制度。 

1111 安排各層級人員專科及共

通在職教育訓練、及利用

交班時間床邊教學。 

2222.建立外包商派任照顧服

務員職前訓練制度。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9999】】】】-長期

照護專業教育

訓練行動計劃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 5 5 5 5 件件件件////

每季每季每季每季    

1111.業務繁忙團隊交流不足。 

2222.94 年已逐漸增加案例分析件

數 5 件/季，但案例討論會中成

員仍以護士居多。 

1111.以競賽活動，激勵團隊照

護人員參與個案分析。 

2222.作為未來建立內部知識

網路之基礎。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10101010】】】】-長

期照護案例分

析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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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變革學習-行動計劃 1-長期照護服務事業總營收提升計劃內容】 

1.計劃團隊 
姚文真主任、蔡富順主任、賴俊隆主任、呂芬顉督導、曾月盃督導、何玉絲副護理

長 

2.現況問題

檢討分析 

長照核心業務包括服務居家護理、護理之家 50 床、呼吸照護病房 32 床、出院

準備服務、社區長照機構醫療支援。現況調查如下： 

1.94 年提出護理之家及呼吸照護中心擴床計劃，係因醫院空間有限，院方評估

以住院醫療發展之優先，暫不考慮長照擴床。  

2.94 年長期照護事業總收入 7,545 萬元；獎前盈餘 2,754 萬元。 

3.94 年佔床率：護理之家、呼吸照護病房佔床率約 90%，成長空間有限，但仍可藉

由早期評估及維護高品質口碑來維持

競爭力。  

4.居家護理服務市場已進入削價競爭（私

人不收自付額及免費提供衛材等服

務）。 

5.目前機構個案仍有很大開發市場，尚可

開發安寧居家照護、呼吸器居家照護。 

6.本院居家護理訪視個案分布於基隆市

及台北縣（瑞芳）等，往返交通時間長，

平均半天僅可訪視 2~3 個案家。

 

單位 佔床率 94年財務/元

護理之家 94％ 18,638,041

呼吸照護 88.5％ 55,435,870

居家護理  1,379,735

醫療支援 ---

事業總收入合計 75,453,646

獎前盈餘合計 27,545,062

3.計劃目標 獎前損益成長率＞10％ 

 

 

 

 

 

 

長

期

照

護

總

營

收

成

長

受

限 

人 為 因 素 

環境因素 作業因素 

人員未落

實轉介 

新進人員 

醫師 

人力有限 

疏忽 
居家護理師 

呼吸照護居家人才不足 

安寧居家人才不足 

空間有限

無法擴床 

路徑分散耗時 

機構合作數少 

業者削價競

爭 
佔床率高 

成長有限 

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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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策擬定 對策 作法 

1.提升轉介流程正確 護理長會議中宣導與溝通流程轉介執行狀況 

每月追蹤轉介人數，利用出院準備服務會議檢討

轉介異常案例。 

2. 強化本院服務品質

建立與機構良好互動

關係 

安排機構拜訪並建立機構就醫關懷服務，設計機

構個案就醫連絡單。 

建立友好互動關係增加與機構之合作機會。 

3.召募醫師，培訓人才 建請院方及家醫科主任召募醫師 

培訓安寧居家護理師  
5.計劃進度

與分工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資料收集計劃

及對策擬定 

蔡富順 

賴俊隆 

姚文真   

          

拜訪機構 曾月盃 

何玉絲 

  

 

          

向各護理長宣

導及檢討長期

照護轉介流程 

姚文真 

呂芬顉 

  

 

          

製作機構個案

就醫連絡單 

姚文真 

何玉絲 

  

 

          

訂定機構個案

就醫關懷流程 

姚文真 

何玉絲 

  

 

          

培訓安寧居家 曾月盃             

追蹤事業收入

及獎前盈餘 

姚文真   

 

          

 

6.資源需求評

估 

1.人員： 

♦ 社區機構迴診及居家護理業務： 

（1）醫師：新進家醫科醫師，已約用聘任結合績效考核制度。 

（2）安寧居家護理師：培訓護理師，尚未開發業務前先派班護理之

家支援，避免人力之閒置。 

♦ 就醫關懷人力業務：由目前轉診櫃台 2 名同仁兼任，再評估其業務

負荷情形 

2.經費：  

項目 單價（元） 金額（元） 合計（元） 說明 

報名費用 16,000 16,000 16,000 安寧初階及進階 

交通費 300*10 3,000 3,000 拜訪機構 

總計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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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對策行動過程對策行動過程對策行動過程對策行動過程    

ㄧ、行動計劃進度管制：如【表九】。 

【表九、長期照護事業 95 年改善行動計劃及預定進度】 

預計進度 95 年/月份 行動計劃名稱 
計劃 

負責人 
計劃目標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長期照護事業總

營收提升計劃 

蔡富順 

姚文真 

獎前損益成長率＞10% 

            

            2.提升慢性病個案

管理服務計劃 

蔡孟君 

姚文真 

慢性病個案管理收案量成長

率＞10％             
       3.提升顧客滿意行

動計劃 

梁淑倩 

曾月盃 

顧客滿意度＞85%   

   

  

    

 

            4.長期照護轉介流

程整合計劃 

呂芬顉 

蔡孟君 

轉介長期照護服務人次＞20 

出院準備服務人數＞50 人/

月 
            

      5.長期照護機構創

新方案服務計劃 

曾月盃 

林玉雯 

樂活創新方案服務＞2 件     

      

  

            7.提升呼吸器成功

脫離行動計劃 

蔡富順 

梁淑倩 

呼吸器脫離率＞8％ 

            

            8.病患安全品質提

升計劃  

曾月盃 

梁淑倩 

異常事件改善率＞95％ 

異常事件發生率<0.2％             
          9.長期照護專業教

育訓練行動計劃 

曾月盃 

梁淑倩 

團隊成員在職教育訓練時數 

＞25 小時/每年/人 
  

          
          10.長期照護案例

分析實施計劃 

蔡孟君 

呂芬顉 

案例分析件數＞5 件/每季   

          

二、對策行動過程管理 

（一）行動計劃追蹤管理 

      1.定期召開會議 

（1）全院性會議：每月每月每月每月第四週星期二第四週星期二第四週星期二第四週星期二召開北海菁英變革策略團隊

研討會議，進行醫院總體及各策略核心團隊之行動與策略績

效檢討，向全院同仁分享績效檢討與追蹤。議程如附件五。 

（2）團隊會議：每月每月每月每月第三週星期三下午第三週星期三下午第三週星期三下午第三週星期三下午 2222 點點點點定期召開長期照護事

業團隊內部進度追蹤會議，聽取跨科室團隊同仁寶貴意見，

適度修正各項計劃實施細項，讓各項行動計劃實施更順暢，

長期照護團隊進度追蹤例行會議記錄，如附件六。 

     2.績效衡量與差異分析： 
 考量對策效果、目標達成狀態及問題、目標結構之變化等因

素，而持續進行對策行動(包含目標)之調整，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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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激勵與內化學習 

1.透過共識營及定期內部會議學習分享、績效整理回饋、問題解決，

凝聚團隊共識、持續運作。 

2.護理之家榮獲評鑑績優獎項及病人安全競賽「交班完整性」第一

名，鼓舞團隊信心。 

3.96 年院方月績效檢討報告結合評分及獎勵金措施，激勵士氣。 

肆肆肆肆、、、、成果表現成果表現成果表現成果表現    

  一、有形與無形效益 

   （一）有形效益 

1.1.1.1.策略目標績效成果策略目標績效成果策略目標績效成果策略目標績效成果：：：：    

     策略目標績效成果總表請參閱【表十一】。 

     績效卓著部份請見【表十】，重點說明如下： 

（（（（1111））））獎前損益獎前損益獎前損益獎前損益：95 年度獎前損益金額達到新台幣 3,956 萬元，成

長率 43.6%，詳細財務分析請見【表十二】。 

（（（（2222））））慢性病個案管理慢性病個案管理慢性病個案管理慢性病個案管理：95 年度達 2,371 人，成長率 50.1%，每位

個管師(目前有 3位個管師)平均每人收案

處理量自 94 年度的 790 人次提升為 95 年

的 1,193 人次，成長率高達 51%。 

（（（（3333））））轉介長期照護服務轉介長期照護服務轉介長期照護服務轉介長期照護服務：95 年度每月達 33.2 人次，比 94 年成長

率 84.4%。 

（（（（4444））））長期照護流程規格正確率長期照護流程規格正確率長期照護流程規格正確率長期照護流程規格正確率：由 94 年之 75%成長為 95 年 90%。 

（（（（5555））））呼吸器脫離率呼吸器脫離率呼吸器脫離率呼吸器脫離率：由 94 年之 8%提升為 95 年度之 11 %。 

【表十、長期照護事業 93-95 策略目標績效成果統計表】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衡量項目    93939393 年年年年    99994444 年年年年    95959595 年年年年    
96969696 年年年年    
1~61~61~61~6 月月月月    

獎前損益成長率(萬元) 3,024 2,754 3,956 2,064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獎前損益成長率(%) NA -8.93% 43.60%43.60%43.60%43.60%    12.90% 

慢性病個案管理(人) 1,227 2,371 3,580 4,070 

慢性病個案管理成長率(%) NA 93.24% 50.10%50.10%50.10%50.10%    13.70% 

顧客滿意度 85% 86.20% 88.9% 88% 

轉介長期照護服務人次 6 18 33.233.233.233.2    56.4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出院準備服務人數 28.4 46.3 62 73.2 

樂活創新方案件數 1 2 4 4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 75% 90.3%90.3%90.3%90.3%    --- 

呼吸器脫離率 2% 8% 11%11%11%11%    7.5% 

異常事件改善率 ---- 100% 100% 100%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異常事件發生率 0.08% 0.19% 0.11%% 0.05% 

專業訓練時數 20 25.2 25.6 19.7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個案分析件數 4 5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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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95-96 年北海菁英-長期照護事業策略目標執行成果總表】 

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策略主題：：：：自費聚焦自費聚焦自費聚焦自費聚焦、、、、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深耕社區、、、、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目標值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構構構構
面面面面    

衡衡衡衡量項目量項目量項目量項目 MeasuresMeasuresMeasuresMeasures    95959595 年年年年    96969696 年年年年    93939393 年年年年 94949494 年年年年 95959595 年年年年    96969696 年年年年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財財財財
務務務務    

獎前損益成長率 ＞10% ＞10% 3024 萬/年 2754 萬/年 
39,566,124 
(↑43.6%) 

20,640,120 
(↑12.9％) 

目標總收入成長 14.9%，獎前盈餘成
長 43.6%，96 年仍持續達成目標。 

慢性病個案管理收案量
成長率 

＞10％ ＞10％ 1227 2371 
50.1％ 

（3580 人） 
13.7％ 

（4070 人） 
肝炎及糖尿病收案量持續成長，培育
一名腎病個管師目前運作績效良好。 

顧客滿意度 ＞ 85% ＞ 85% 86％ 86.2％ 88.9％ 88％ 
護理之家達 85％、呼吸照護病房達
90.7%、出院準備服務達 91%。 

轉介長期照護服務人次 ＞20 人/月 ＞20 人/月 6 人/月 18 人/月 33.2 人/月 56.4 人/月 

顧顧顧顧
客客客客    

出院準備服務人數 ＞50 人/月 ＞50 人/月 28.4 人/月 46.3 人/月 62 人/月 73.2 人/月 

出院準備服務量明顯持續提升比去
年增加 17 人/月轉介長期照護提升
15 人/月 

樂活創新方案 ＞2件 ＞2件 1 件 2 件 4 件 4 件 
銀髮寫真集、寵物治療、懷舊治療-
逛夜市、心靈季刊發行，皆受好評。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 85% ＞ 88% ---- 75％ 90.3％ --- 
知識文件 E化整合程序書共 4件；作
業標準共 72 件，稽核線上作業達 90% 

呼吸器脫離率 ＞8％ ＞8％ 2％ 8％ 11％ 7.5％ 
建立完善計劃流程積極評估及訓練
個案維持適切之呼吸器脫離率。 

異常事件改善率 ＞98％ ＞99％ ---- 100％ 100％ 100％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異常事件發生率 <0.2％ <0.2％ 0.08％ 0.19％ 0.11% 0.05％ 

分析異常事件以跌倒居多，改善護理
之家住民送檢流程及增購離床報知
器。 

專業訓練時數 
＞25 時/年

/人 
＞25 時/年

/人 
20 時/年/人 

25.2 時/年/
人 

25.6 時/年/
人 

19.7 時/年/
人(累計中) 

針對照顧服務員及護理人員提供訓
練課程，並與考核連結，均達受訓時
數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個案分析與學習 ＞5件/季 ＞7件/季 4 件/季 5 件/季 8 件/季 5 件/季 
案例分析競賽活動由 2B 病房獲得第
一名，醫師、社工、營養師出席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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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長期照護事業財務績效分析：如【表十二】 

（二）無形成果 

    1.學習：以平衡計分卡推動改善，讓組織與個人同步成長，建構學習 E

化平台。亦學習彼此尊重、關懷與信賴對話，增進彼此了解。 

2.安心：以顧客（病患及家屬）為導向，提供早期診療、預防、復健，

以安全照護、心靈關懷，提升顧客滿意與安心。獲得顧客的肯

定及讚美。 

3.信心：團隊藉由自我定位找到長期照護價值，雖然不是醫院主要收

入來源，卻能為顧客帶來貼心的服務，帶動週邊效益之價值（門

診、急診、住院）。 

4.榮譽：護理之家榮獲 95 年度基隆市衛生局護理之家考核優等之佳

績，也榮獲院內 95 年病人安全提升改善競賽活動之「交班作

業完整性」第一名；呼吸照護病房經台北分局健保局 95 年「長

期依賴呼吸器照護」品質審查考核成績優良；長期照護核心事

【表十二、長期照護事業財務績效分析表】      

事業總收入事業總收入事業總收入事業總收入    94949494 年年年年    95959595 年年年年    96969696年年年年1111----6666月月月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全院醫療收入(萬元) 1,641,101,641,101,641,101,641,10 1,651,741,651,741,651,741,651,74 838,14838,14838,14838,14    

全院醫療收入成長率(%) 4%4%4%4% 1%1%1%1% 1%1%1%1%    

院方財務維持穩定及微

成長。 

護理之家（萬元） 1,8631,8631,8631,863 1,7311,7311,7311,731 917917917917    

呼吸照護（萬元） 5,5435,5435,5435,543 6,7506,7506,7506,750 3,3123,3123,3123,312    

居家護理（萬元） 1,371,371,371,37 1,241,241,241,24 684684684684    

醫療支援（萬元） ---------------- 64646464 1,191,191,191,19    

長期照護總收入合計（萬元） 7,5457,5457,5457,545    8,6698,6698,6698,669 4,4154,4154,4154,415    

長期照護總收入成長率（％）     14.914.914.914.9％％％％ 18.618.618.618.6％％％％    

長期照護獎前盈餘（萬元） 2,7542,7542,7542,754    3,9563,9563,9563,956 2,0642,0642,0642,064    

長期照護獎前盈餘成長率（％） ----8.938.938.938.93％％％％    43.643.643.643.6％％％％ 12.912.912.912.9％％％％    

1. 呼吸照護病房於 94

年因醫院空間不

足，健保局審核後縮

減 4 床。95 年品質提

升整體收入成長，未

降反升； 

2. 居家護理及護理之

家雖受私人削價競

爭，目前持穩， 

3. 3.醫療支援收入逐

步成長。 

94年

94年

95年

95年

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總收入 獎前盈餘

94年

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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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隊，榮獲 96 年 5 月北海菁英月績效檢討全院第二名。我

們努力追求品質提升的同時，提昇醫院的形象與口碑，團隊獲

得了肯定與榮耀，也是我們繼續努力之動力。 

二、相關制度發展 

建立標準在變革學習循環中『學習→改變→建立新標準→學習→

改變』，是連結學習與改變的重要步驟。透過團隊學習與體驗，我們

將努力改善執行過程的精華與成效加以延續，以原有的文件為基礎，

新增文件與修訂制度與標準，與本次計劃相關共 10 項（請詳見【表十

二】），以作為持續改善之基礎。  

      【表十二、長期照護事業服務相關制度標準修制定】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計劃名稱計劃名稱計劃名稱計劃名稱    
文件制度文件制度文件制度文件制度    

調整摘要調整摘要調整摘要調整摘要    
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文件名稱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111】】】】-長期照護事業總營

收提升計劃 

新增標準-建立

良好互動模式 

S-W-031-轉診-005 社區長期

照護機構關懷作業指導書 
95.08.10 

S-O-P-008 社服室長期照護

社會個案服務作業程序書 
96.04.10 

 

【【【【5555】】】】-長期照護機構創新

方案服務計劃 

新增標準-建立

每年定期評估

及規劃事項 S-O-W-016 

社服室長期照護樂活方案設

計作業指導書 

95.09.28 

 

【【【【7777】】】】-提升呼吸器成功脫

離行動計劃 

新增標準-建立

早期評估早期

復健機制 

N-W-025-016 呼吸照護病房

呼吸器脫離作業指導書 
95.12.01 

N-W-024-012 

運送住民至急診作業指導書 
95.06.17 新增標準-提升

病人轉送之安

全作業標準 N-W-024-009 

運送住民至門診作業指導書 

95.06.17 

【【【【8888】】】】-病患安全品質提升

計劃 

 

新增標準-提升

長照個案交班

完整性 

N-W-024-002 

新接案指引作業指導書 

95.06.17 

960614 【【【【9999】】】】-長期照護專業教育

訓練行動計劃 

修訂標準-建立

護理人員專科

教育訓練與層

級審核之標準 

N-P-010 護理人員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流程程序書 

N-W-030-002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

進階進階制度實施細則作業

指導書 

960614 

【【【【10101010】】】】----長期照護案例分析

實施計劃 

新增標準-建立

報告之一致性 

N-W-031-出-012 

案例分析標準作業指導書 
9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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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一、我們的特色： 

（1）以變革學習為循環：持續以提升品質之變革作為學習之基礎，

運用『學習→改變→建立新標準→學習→

改變』循環，達成組織與個人成長。  

（2）以顧客需求為導向：長期照護轉介窗口單一化、服務多元化，

延續門診、急診、住院更完善之醫療照護。 

（3）以團隊合作為主體：透過院長、長官支持與團隊合作整合資源

克服單位間的衝突，提供顧客連續性、方

便性、可近性之服務。 

（4）以共同願景為目標：以醫院願景及長期照護團隊之願景為最高

信念，集中團隊的能量，達成一致性目標。 

二、檢討與展望： 

（1）增加成員學習構面多樣化如創意開發學習、體驗學習。 

（2）團隊發展成形後系統化發展，可考量與現有委員會作整併內化。 

三、心得與結語： 

在知識經濟時代，組織的改變將會越來越頻繁，我們應視其為

工作的一部份，而將剛陽的變革手段融合陰柔的組織學習，是組織

發展進步的重要工作。促使團隊能依據組織的競爭環境及任務使命 

，追求有意義的改變並建立組織的核心能力，透過組織行動力達成

策略性之差異化特色，我讓我們的醫療服務角色更具價值與意義。 

我們秉持珍惜「「「「自我經驗資產」」」」並且抱持「「「「追求自我超越」」」」的

精神，在團隊成員內在心境上，學習彼此真誠相對以達到相互信賴，

進而接納、彼此信任，在主體相互尊重下開放合作，以正向的飛輪

迴路效應（1999,Mithya Wheel）進而提升團隊合作與默契。在變革

與學習的衝擊下，我們有了新的了解、新的闡釋。前瞻未來的行動，

盼望在不斷運轉變革學習循環之下，邁向邁向邁向邁向心中的夢想與心中的夢想與心中的夢想與心中的夢想與卓越卓越卓越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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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一、2006-2008 年暑立基隆醫院願景、策略主題】 

 

 
願景 

『提供具醫學中心水準的全方位醫療服務，成為大基隆鄉親最信賴的醫院，並成為公立醫院

的典範。』 

SSSS    

●有部分公費補助 

●急重症品質提升 

●地點方便價格低 

●社區回饋認同高  

OOOO    

●本市無醫學中心 

●部分資源仍不足 

●競爭醫院兩極化  
重要環 

 

境因素 
WWWW    

●無空間可供擴充                             

●次專醫療不完全                             

●組織轉型變數多 

●百年醫院包袱重  

TTTT    

●基隆長庚擴充中 

●國醫中心在內湖 

●顧客消費意識高 

●同儕醫院重品質  

策略主題 
自費聚焦、深耕社區、提升品質、成本控制 

 

自費聚焦 1. 自費服務發展、核心事業團隊之推動集中資源在具潛力、可行性高的服務開發與創新。 

深耕社區 
2. 目前醫院的口碑及形象都不錯，可加強社區組織化的經營（如結合社區發展協會或鄰里

長），有系統的規劃貫徹社區行銷活動，逐步的深耕社區醫療。 

提升品質 3. 提升服務品質，包括加強服務態度、提升診療專業水準、改善硬體設備、加強環境清潔。 

策略

主題

內涵

說明 

成本控制 4. 成本管控重點在人事成本與水電費，健保部分在於單價費用降低及爭取申覆補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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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06-2008 年暑立基隆醫院策略績效關聯圖】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總營收成長率 

成本管控 

個人生產力 

初診量 轉入之 

個案量 

病人安全 

作業疏失案件 

各類作業 

等候時間縮短率 

策略行動方案 

活動參與率 
被採納之 

提案件數 

EBM 

使用率 

論文發 

表篇數 

毛利率 

門診量 
急診量 住院量 抱怨案件 

處理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 

醫院策略績效關聯圖醫院策略績效關聯圖醫院策略績效關聯圖醫院策略績效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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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06-2008 年暑立基隆醫院總體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主題 自費聚焦、深耕社區、提升品質、成本控制 

目標值 Targets 
構面 

策略目標 

Strategic 

Objective 

策略績效衡量項目 Measures 2006 2007 2008 

醫療收入總額 1 億 4000 萬/月 1 億 4000 萬/月 1 億 4000 萬/月 

獎前成本 70％ 70％ 70％ 

每位醫師勞務生產力 120 萬 120 萬 120 萬 
財務 

提升效益 

減少浪費 

每位員工勞務生產力 14 萬 14 萬 14 萬 

門診人次 45,000 人次/月 45,000 人次/月 45,000 人次/月 

急診人次 6000 人次/月 6000 人次/月 6000 人次/月 

住院人日 

(不含護理之家及精神科日間照護) 
10,000 日/月 10,000 日/月 10,000 日/月 

初診率 8％ 8％ 8％ 

轉入人次 300 人次/月 300 人次/月 300 人次/月 

顧客 

留住舊顧客 

招攬新顧客 

顧客滿意度 85％ 85％ 85％ 

核心流程等候時間相關規格達成率 95％ 95％ 95％ 

病人安全作業通報案件改善件數 95％ 95％ 95％ 流程 

藥到病除 

服務親切 

窗明几淨 
院長信箱(電子與書面)抱怨案件數 10 10 10 

電子圖書館使用率 >1 次/人月 >1 次/人月 >1 次/人月 
學習 

落實組織學習 

創造優質員工 論文發表篇數 20 篇/年 20 篇/年 20 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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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3333----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提升顧客滿意行動計劃    
1.計劃團隊 姚文真主任、呂芬顉督導、梁淑倩護理長 

2.現況問題 

檢討分析 

為確認長期照護總體發展計劃與成效是否符合總體策略及目標(提

供一個舒適、安全、親切、溫馨的照護品質)，透過問卷調查瞭解長

照個案及其家屬對本院長期照護服務的滿程度，作為長期照護事業

外部績效衡量及後續持續創新改善之依據。 

調查範圍包括本院設立置之門、急、住診及長期照護單位(含呼吸照

護病房、護理之家、出院準備服務等)。 

1.護理之家 

94 年長照個案及其家屬反應問題如下： 

(1)人力服務品質-護理人員之服務態度、照顧服務員之服務態度 

(2)環境設施品質-入住之環境介紹 

(3)醫療風險管理-病情突然變化護理人員之處置、安全照護方面 

(4)餐飲服務品質-點心供應、三餐菜餚、用餐餐具、聯誼會餐點 

(5)醫療收費認同-收費標準 

2.呼吸照護病房 

94 年度顧客滿意度調查結果無不滿意事項。 

3.出院準備服務 

94 年長照個案及其家屬反應問題如下： 

(1)醫療團隊其他人員所提供服務之整體滿意程度。 

(2)透過醫護人員與您共同設計居家自我照護計劃方式之滿意程

度。 

(3)對於醫護人員提供充足照護資訊(如返診資訊)之滿意程度。 

3.計劃目標 滿意度閾值≧85％ 

4.對策擬定 1.1.1.1.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    

問卷調查作業成效有賴下列原因： 

(1)長照個案及其家屬真實反應現況�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可性度 

(2)調查問卷回收狀況�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可靠度 

(3)問卷設計內容與問題關聯性�問卷設計符合調查需求 

2222....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    

(1)前次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及不滿意事項納入問卷設計 

(2)不記名調查、兼具開放式與封閉式問題、調查時機考量 

(3)問卷設計內容與問題關聯性 

(4)顧客滿意度調查結果分析 

(5)本次結果回饋及改善措施 

5.計劃進度與

分工 

1.計劃進度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成立調查小組 姚文真 

            
            現況問題分析 呂芬金頃/梁淑倩 

            
            調查問卷設計 姚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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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滿意度調查 呂芬金頃/梁淑倩 
HN             

            調查結果統計分
析 

呂芬金頃/梁淑倩 
HN             

            改善措施與後續
計劃 

呂芬金頃/梁淑倩 
HN             

2.工作分配與權責人員 
單  位 頻  率 問  卷  對  象 負責人 

NHNHNHNH    1 次/年 住民本人或家屬 NH 護理長 
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    1 次/年 服務個案 門診護理長  

6.資源需求 

評估 

1.1.1.1.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    

2.2.2.2.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A4 紙 70 2 140 （100 張/包）調查表 
原子筆 3 150 450 填寫問卷 
總  計 590 元     

7.績效分析 1111....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    

(1)94 年度護理之家整體滿意度達 87﹪。 

(2)最滿意前五項： 

� 護理人員之服務態度（93.2％） 

� 入住之環境介紹（90.8％） 

� 照顧服務員之服務態度（90.2％） 

� 病情突然變化護理人員之處置（90.2％） 

� 安全照護方面（90.2％） 

(3)最不滿意前五項： 

� 點心供應（74.8％） 

� 三餐菜餚（75.4％） 

� 用餐之餐具（79.4％） 

� 聯誼會之餐點（81.8％ 

� 收費之標準（81.8％） 

2.2.2.2.各單位調查結果說明各單位調查結果說明各單位調查結果說明各單位調查結果說明    

(1)護理之家：發出數：35 份；回收問卷數/有效問卷數：25 份。 

項目 內容 

95 年整體滿意

度 

85％ 

單項未達閾值 1.交誼廳硬體設備：80％ 

2.回診醫師的服務態度：78％ 

調查原因與分

析 

1.針對交誼廳硬體設備方面：因單位空間較

小，住民活動範圍狹窄，無法再增硬體設。 

2.回診醫師的服務態度，因人力不足。 

改善措施 1.針對交誼廳硬體設備方面：全體同仁集思廣

益，增設水族箱美化環境，營造家的感覺。 

2.回診醫師的服務態度方面：院方增聘 2 位家

醫科醫師，改善回診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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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吸照護病房：發出問卷數：40、回收數/有效數：34/33 

（3）出院準備服務達 91％ 

項目 內容 

95 年 整體滿意度：90.72％ 

單項未達閾

值 

1.整體環境清潔，如床旁桌、地板、浴廁等之清

潔：60％ 

2.身體清潔，且皮膚無破損、壓瘡、紅疹：83％ 

調查原因與

分析 

1.針對環境清潔方面，而地板與浴廁之清潔較

差，係因清潔外包商人員經常更換，對於清潔

工作不熟練。 

2.單位病患之身體清潔，每 2 天擦澡 1 次，且每

月洗沐浴床一次。但因夏季氣溫悶熱，空調溫

度時常過高，雖已請空調人員調整溫度且加用

電風扇，但仍未改善，平均年齡 75 歲，體溫調

節能力降低，遇氣溫過熱時經常發燒與流汗，

導致皮膚濕疹，雖減少被蓋、會診皮膚科醫師

用藥治療，仍無法改善。 

改善措施 1.針對環境清潔方面：請工作同仁工作完畢隨手

整理桌面，並於巡房時加強稽核。地板及浴廁

則加強監督指導外包清潔工友，並要求達清潔

之標準。 

2.身體清潔方面與皮膚濕疹問題：請空調人員安

排濾網清潔，並請洗衣房縫製棉質衣服加強吸

汗效果。同時亦請同仁加強檢查與即時反應病

患皮膚狀況。 

8.檢討與後續

計劃 

1.1.1.1.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問卷調查內容部分無法反應實際狀況、內容的一貫性等。 

2.2.2.2.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問卷設計測試：計劃於問卷設計完成後調查前進行試

測作業，以增加問卷之可信度。問題整合處理納入主管控管。 

 

 

 

 

 

 

 

 

 

 

 

 

 

 

 

 



 31 

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4444----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計劃合計劃合計劃合計劃 

1.計劃團隊 姚文真、呂芬金頃、曾月盃、蔡孟君、陳雅君 

2.現況問題檢討

分析 

早期發現長照病患需求，以提升病患及家屬認知、知識、技能及調適，

降低病患、家庭及社會照護成本。 

1.長期照護資源的現況 

(1)本院長期照護服務核心：護理之家、居家護理、呼吸照護中心。 

(2)轉入的管道：門診、急診、住院、轉診櫃檯、出院準備服務。 

(3)延續性醫療服務：門診、急診、住院。 

 

 

 

 

 

 

2.轉介資源問題與分析 

(1)轉介制度無法落實 

醫護人員及長照個案及其家屬不知道有轉介資源，亦缺乏各式宣

導單張。 

(2)長照人力投入不足 

� 各類長照人力嚴重不足：如居家個管師、出院準備服務個管

師。 

� 跨專業合作模式模糊未定，長期照護就業環境亦不穩定，影響

社會人力投入意願。 

(3)長照資源尚待整合 

� 權責業務分屬不同部門，資源整合不易。 

� 長期照護財務制度尚未健全，長期照護費用逐漸成為家庭重大

負擔，亦造成長期病患不當使用急性醫療資源。 

3.顧客價值分析 

項目 價    值    分    析 

實質 

意義 

醫療照護與生活照顧二大層面的結合，關注長照個案

生理與心理需求，提供完整的長期照護服務方案。 

照護 

需求 

長期照護是一種跨專業的團隊服務，提供縱向住民轉

介、個案分析(P)、長照服務(D)、成效監測(C)、出院

追蹤(A)等整合服務；橫向醫療人力、住民家屬、長照

資訊、長照設施等資源整合與分享。 

運作 

方式 

運用目前長期照護資源，提供顧客門診、急診、住院 

的病人或家屬健康服務，滿足顧客的需求，建立有效 

之雙向轉介整合模式，有效協調與溝通，將是長期照 

護服務要努力的目標。  
3.計劃目標 1.每月轉介長期照護服務人次≧25 人次 

2.制訂轉介照護標準流程 

 

護理之家護理之家護理之家護理之家    

居家護理居家護理居家護理居家護理    

呼吸照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呼吸照護病房    

長期照護單位長期照護單位長期照護單位長期照護單位 
門門門門、、、、急急急急、、、、住診住診住診住診    

轉診櫃檯轉診櫃檯轉診櫃檯轉診櫃檯、、、、    

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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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策擬定 1.1.1.1.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    

(1)轉介流程標準化�轉介制度無法落實 

(2)長照知識推廣與人才培訓�長照人力投入不足 

(3)長照流程整合�長照資源尚待整合    

2.2.2.2.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    

(1)長期照護流程宣導 

� 每三個月定期召開長期照護委員會，凝聚團隊人員共識。 

� 定期召開病服員會議，加強病服員及社服室團隊支持之溝通

與共識凝聚。 

� 張貼海報、發放文宣資料、網路公告等方式，向醫護人員、

相關專業團隊、住居及其家屬、就診民眾等宣達長期照護整

合流程觀念、實際作法。 

� 制訂宣導簡介、宣導海報，置於各診間，提供門診民眾及家

屬獲得符合個別需求之服務，整合順暢的長照轉介流程，協

調單一轉介窗口。 

� 進行長期照護(護理之家、居家護理、出院準備服務、呼吸照

護)收案條件宣導。 

� 進行門診護士、醫師指導如何填寫出院準備服務照會單、長

期照護轉介單、居家護理醫囑單應填寫的欄位。   

(2)長照護理人力培訓 

� 辦理認識長期照護轉介機制。 

� 辦理強化照顧服務員專業訓練。 

� 辦理強化工作人員禮儀訓練與壓力紓解技巧。 

� 辦理長期照護工作人員成長營。 

(3)製訂長期照護轉介標準作業流程 

5. 計劃進度與 

  分工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小組成立 姚文真 

            
            現況分析 呂芬金頃  

            
            目標設定 姚文真/呂芬金頃 

單位 HN              
            張貼海報、發

放文宣資料、
網路公告 

曾月盃/呂芬金頃 
單位 HN             

            制 訂 宣 導 簡
介、宣導海報 

姚文真/呂芬金頃 
             

            舉辦系列訓活
動 

曾月盃/呂芬金頃 
             

 
            轉介績效檢討 姚文真/呂芬金頃 

             
            後續發展計劃 姚文真/呂芬金頃 

各單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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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源需求評估 1.1.1.1.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居家護理師居家護理師居家護理師居家護理師 2222 名名名名    

2.2.2.2.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海報、文宣資料 5 400 份 2,000 進行宣導活動使用 

人力培訓 10,000 2 20,000 院外培訓 2 名居家護理師 

講師費 800 12 9,600 課程講師費 

總計 31,600 元 
 

7.績效分析  
項次 策略項目 績效 
1 長期照護

流程宣導 
� 辦理約 3 個月之院內、長照個案及其家屬宣

導，印製彩色單張約 400 張進行宣導活動。 
� 協調設立單一轉介窗口，由出院準備服務個管

師負責。 
� 至淡水馬偕社區護理參與標竿學習活動。 

2 長照護理
人力培訓 

� 辦理長期照護轉介機制研討會共 3 場次 48 人
次。 

� 辦理照顧服務員專業訓練，共 3 場次 137 人次。 
� 辦理工作人員禮儀訓練與壓力紓解技巧課程共

3 場次 124 人次。 
� 辦理長期照護工作人員成長營共 1 梯次 20 人

次。 
� 院外培訓完成 2 名居家護理師。 

3 製訂長期
照護轉介
標準作業
流程 

� 建置完成轉介照護標準流程轉介照護標準流程轉介照護標準流程轉介照護標準流程 1 份。 

4 提升轉介
長期照護
服務人數
每月 25 人
以上 

� 95 年提升轉介人數 398 人，成長率 64.29 %，
平均每月成長 33.1 人。 

轉介人數 
項   目 

94 年 95 年 新轉 
居家護理 84 218 134 
護理之家 37 99 62 
呼吸照護病房 5 19 14 
院外安養中心 95 283 188 

合計 221 619 398 
� 96 年至 6 月止提升轉介人數 395 人，成長：

37.83 %，平均每月成長 32.9 人。 
轉介人數 

項   目 
95 年 96 年 新轉 

居家護理 218 137 137 
護理之家 99 98 98 
呼吸照護病房 19 7 7 
院外安養中心 283 153 153 

合計 619 101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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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檢討與後續 

計劃 

1.檢討 

(1)院內長照轉介效益評估 

長期照護初步架構已經完成，但急性病房與長照單位之間對於轉介

時機與需求的認知差異，尚待建立內部轉介作業的效益，以建立內

部共識。 

(2)院外資源整合及導入 

院外轉介單位的配合流程、資訊交流、雙向回饋等，以提升長照整

體流程效益。 

(3)收案前置溝通的困難 

長照個案與家屬的長照知識與心理調適經常不足，造成醫護人員服

務過程的困擾且不利照護作業的執行。 

2.後續計劃 

(1)定期內部效益溝通機制 

辦理院內第二階段長照資源整合計劃，定期辦理內部溝通及評估效

益機制，提升長照資源使用效益。 

(2)定期院外長照資源交流機制 

透過辦理院外交流活動及資訊流通，擴大大台北地區長照資源使用

效益。 

(3)長照個案與家屬溝通機制 

考量辦理入住協談、透過錄製宣導影音計劃(DVD)、書面宣導資料、

入住合約、個案情境前置宣導、家屬配合事項等，以促進長照事前

溝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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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5555----長照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長照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長照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長照機構創新方案服務計劃 

1.計劃團隊 曾月盃護理長、林玉雯主任 

2.現況問題 

檢討分析 

1.住民平均年齡在 85 歲左右，80％有失能情形，20％有失智，併有失能

及失智者也佔有 15％以上，長期住在機構內，多數有憂鬱情形。 

2.機構雖然定期辦理活動，但較缺乏創意。 

3.工作人員反覆操作日常生活功能得照護業務，難免有瓶頸難以突破，

如何提振團隊士氣? 

4.機構開業 6 年，陸續有住民因功能改善或老化死亡等結案，當家屬意

圖向機構索取照片作為紀念，卻很少有意義的照片可提供。 

5.老人進住機構後，機構的特質使得長住家中生活的老人無法獲得滿

足。長期照護機構常見老人身體活動功能降低，產生失落感、自尊及

生活滿意度降低、退縮、對他人不信任等，透過有計劃活動安排，可

增加老人與他人互動，提升老人自我價值感及生活內涵，滿足老人心

靈上的安適（陳、湯、黃，2002）。 

6.目前本院護理之家住民自我照顧功能評估（巴氏量表）： 

巴氏量表 80-90 分 61-80 分 40404040----60606060 分分分分    21212121----40404040 分分分分    20 分以下 

住民比例 0﹪ 4﹪ 30 30 30 30 ﹪﹪﹪﹪    58 58 58 58 ﹪﹪﹪﹪    8﹪ 

因此，長期照護機構不僅僅只是提供充足的硬體以滿足生理治療需求，

同時應能提供軟體的活動及環境，以滿足住民的心理需求滿足住民的心理需求滿足住民的心理需求滿足住民的心理需求、照護環境與照護環境與照護環境與照護環境與

氣氛的活化氣氛的活化氣氛的活化氣氛的活化(樂活創新方案樂活創新方案樂活創新方案樂活創新方案)。 

3.計劃目標 1.樂活創新方案件數≧2 件/年 

4.對策擬定 1.1.1.1.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    

Maslow,1970 指出人類有 5 大基本需求，依序有生理需要、安全及保

護、愛與歸屬感、自尊及自我實現，這些需求支配著人類行為直到獲

得滿足。長期照護機構住民因長期生理疾病所造成對心理的不良影

響，多數有憂鬱情形，再加上行動不易、生理功能老化等因素造成人

際互動的減少及生疏，直接間接降低住民對生存的渴望與動因。    

2222....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    

(1)銀髮寫真集 

� 結合長期照護懷舊治療，勾起住民往日情懷。 

� 紀錄阿公、阿嬤美好的生命回憶。 

� 讓住民及家屬共同擁有一份值得懷念的收藏。 

(2)狗醫師動物輔助療法   

藉著動物成為病患與專業人員間的溝通橋樑，是一種以目標為導向的

介入措施，常用來改善人類生理的、社會的、情緒的或認知的功能。 

(3)來「逛夜市」活動 

運用懷舊治療的手法，把長輩過去的生活經驗，邀請傳統夜市攤販進

住護理之家，營造夜市效果，讓長輩自由選擇吃喝玩樂，達到自尊、

自我實現的果效。 

(4)發表呼吸照護季刊 

呼吸照護單位藉由書面傳達正確的照護技巧，當季的活動預告及成果

分享，作為單位及家屬書面溝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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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計劃進度與 

分工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資料收集、情境
推演 

曾月盃/梁淑倩 
            
            

計劃規劃討論 曾月盃/梁淑倩 
            
            

對策擬定 曾月盃/梁淑倩 
            
            辦理工作檢討

會說明 
曾月盃/梁淑倩 
彭群惠             

            樣品製作修改
後實施 

曾月盃/梁淑倩 
張建明             

            
檢討修正 

曾月盃/梁淑倩 
張建明             

            將樣品創新計
劃製成花絮 

曾月盃/梁淑倩 
張建明              

6.資源需求評

估 

1.人員：護理人員 7 名依單位任務編組、辦事員一名、社工一名 

2.經費：申請院內社服基金支付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銀髮寫真集 30,000 元 1 30,000 元 
服裝費、化妝費、寫真照片、
VCD 

來「逛夜市」
活動 

30,000 元 1 30,000 元 
租借攤販、食材、紀念品、
燈具 

狗醫師活動 0 24 0 
狗醫師及狗爸爸（媽媽）均
屬志工回饋性質 

呼吸照護季刊 0 4 0 
由護理站供應彩色墨水及印
刷張貼 

總計   6,0000  
    

7.績效分析 1.1.1.1.達成達成達成達成目標值共目標值共目標值共目標值共 4444 件件件件（如圖示） 

創新方案 具體成果 住民反應 
銀髮寫真集 1.住民寫真整合手冊乙本 

2.住民個人寫真（A4 大小）兩張， 
 分別致贈住民家屬作為紀念 
3.住民寫真合集 VCD 乙只 
4.製成住民寫真集海報，護理之家評鑑
有加分及行銷的效果。    

1.展示自己
的藝術照 
2.欣賞別人
的成果 

來「逛夜市」
活動 

1. 刺激長輩談論過去夜市的生活經驗
（連續一周） 

2. 自己推輪椅主動探索每個攤位並 

1.很期待回
到過去的生
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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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績效分析  3. 挑戰參與該活動 

活動的戰利品（瓷器玩偶）展示在床旁

桌    

2.希望再

辦該活動 

狗醫師活動 

（95 年持續每

2 周一次） 

1. 治療目標在「生活自理」及「社會互

動」平均達成率較高 

2.老人常做出自發性撫摸的動作，主動

移向狗醫師，注視時間加長 

3.主動運動，肌肉伸展及關節活動度增

加達復健效果（15-45 度） 

4.增加專注力。    

1.撫摸的

動作得到

愛與歸屬

感 

2.對著狗

唱歌及說

話 

呼吸照護季刊 

（每 3 個月發

表一次） 

1.呼吸照護季刊成果乙本 

2.家屬閱讀後能詢問並參加活動 

3.改善照護工具的發表，肯定工作人員

最具體的方式 

1.「我出名

了，照片刊

在報紙上」

真是高

興！ 

創新一創新一創新一創新一：：：：銀髮寫真集銀髮寫真集銀髮寫真集銀髮寫真集    

  
 創新二創新二創新二創新二：：：：來來來來「「「「逛夜市逛夜市逛夜市逛夜市」」」」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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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三創新三創新三創新三：：：：狗醫師活動狗醫師活動狗醫師活動狗醫師活動    

    
    

    

創新四創新四創新四創新四：：：：呼吸照護季刊呼吸照護季刊呼吸照護季刊呼吸照護季刊    

  
8.檢討與後續

計劃     

 

1.1.1.1.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住民對於懷舊系列活動-銀髮寫真集、來「逛夜市」活動深獲好評，

但礙於人力及財務限制，活動未能持續辦理。 

(2)創新活動的需求評估及執行，應有多專業介入，增加創新的多元化及

實用性。 

(3)創新方案應能考量住民心理憂鬱的心理層面需求。 

2.2.2.2.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    

(1)結合學校及社區資源，建立老師志工、學生志工、社區志工等人力資

料庫。 

(2)開創自費營收方案，開創財務來源以維持創新方案的持續。 

(3)辦理創新方案的學習營，培訓創新種子兵。 

(4)心理輔導個案管理師制度導入。 

(5)後續樂活創新方案規劃如下表： 

年度 96 97 98 

樂活方案 音樂治療 懷舊治療 藝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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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行動行動行動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6666----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知識管理整合暨執行計劃 

1.計劃團隊 姚文真、呂芬金頃、各單位護理長 

2.現況問題檢討

分析 

本院長期照護現況存在下列問題： 

(1)醫護人對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之認知及執行有落差； 

(2)長期照護特殊個案經驗僅累積在個人身上； 

(3)失敗案例經驗、矯正預防措施等無法有效保存； 

(4)長期照護知識保存方式不利個人學習； 

(6)新進醫護人員學習成長時間較長； 

(5)長期照護教育訓練教材不完整及師資差異。 

長期照護的工作繁瑣且多面向(涉及醫師、護理師、個案管理師、

服務人員等醫護人員)，為使醫護人員在長期照護方面的變革學習

系統化、效率化及實務化，必須運用知識管理概念，建立長期照護

知識系統，作為醫護人員變革學習的基石。 

3.計劃目標 流程規格正確執行率 85% 

4.對策擬定 1.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準化 

透過召開「長照核心流程訓練與監測計劃」推展小組會議，定期

檢討及制訂長期照護標準流程及技術，並經由護理科護理服務發

展委員會討論後實施，作為醫護人員訓練及執行日常工作依據。 

辦理步驟如下： 

(1)召集各單位ＨＮ對核心流程規格內容取的共識； 

(2)由ＨＮ在各單位宣導核心流程規格內容，及監測的內容、步

驟與目的； 

(3)分梯進行各核心流程規格內容宣導及監測之目的； 

(4)協調本院各相關單位共同推展「落實流程重要作業規格及相

關表單」之執行。 

2.特殊長照個案分析與學習； 

透過定期辦理長照特殊個案分析與學習，體驗、深化及內化長照

經驗與分享知識，詳細內容如行動計劃 10。 

3.文件 E 化及資料庫化。 

(1)建立 E 化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文件，並置放於本院網路上供

醫護人員可隨時調閱； 

(2)醫護人員可 24 小時隨時上網學習最新的長期照護知識； 

(3)將特殊個案資料整理並建立資料庫，醫護人員可隨時上網調

閱與學習。 

4.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測、分析、改善與回饋 

(1)監測長期照護服務流程執行狀況； 

(2)統計流程執行之正率； 

(3)超出規格標準值部分進行資料分析並研擬改善對策； 

(4)回饋統計分析及改善對策資訊給醫護人員，以確保正確與執

行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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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劃進度與 

分工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召開推展小組會

議 

姚文真 

            

            推動流程及表單

標準化 

姚文真/呂芬金頃 
各單位 HN             

            辦理在職教育 姚文真/呂芬金頃 
各單位 HN             

            指派各流程負責

人及維護流程 

姚文真/呂芬金頃 
各單位 HN             

            各單位推動及實

施流程 

各單位 HN 

            

            監測各服務流程

執行成效 

稽核委員 

            

成效檢討與後續 姚文真/呂芬金頃             

6.資源需求評估 1.1.1.1.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    
2.2.2.2.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0 0 0 0  
總計 0 元     

7.績效分析 1.1.1.1.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準化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準化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準化長期照護流程及技術標準化    

已建置發展 15 項核心服務流程((((服務程序書服務程序書服務程序書服務程序書 15151515 冊冊冊冊、、、、作業指導書作業指導書作業指導書作業指導書

彙編彙編彙編彙編 28282828 冊冊冊冊，，，，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666687878787 種子項目種子項目種子項目種子項目))))，藉由服務規格的標準化與一

致性，減少醫護人員長照服務落差，同時深化學習。 

2.2.2.2.特殊長照個案分析與學習特殊長照個案分析與學習特殊長照個案分析與學習特殊長照個案分析與學習    

實施成效詳行動計劃 10。 

3.3.3.3.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EEEE 化及資料庫化化及資料庫化化及資料庫化化及資料庫化((((內部知識網站內部知識網站內部知識網站內部知識網站))))    

將文件集中置放於院內網站知識管理系統，以便醫護人員隨 24

小時調閱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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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測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測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測長期照護服務作業之監測、、、、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改善與回饋改善與回饋改善與回饋改善與回饋    

95 年度長期照護服務流程執行正確率為 90.3%，比 94 年度 75%

提升了 15%    

單 位 
宣導

日期 

宣 導

時 間 
參 與 成 員 

稽 核 

時 間 

稽 核 

結 果 

呼吸照護

病房 
5/18 8:20 

呂督導、曾月盃、程素足、 

護理長及護理人員 

10/18 

9:00 
89％ 

社區護理 
5/20 8:00 

呂督導、曾月盃、程素足、 

護理長及護理人員 

7/21 

9:00 
90％ 

護理之家 
5/23 8:00 

呂督導、曾月盃、程素足、 

護理長及護理人員 

8/23 

9:00 
92％ 

    
8.檢討及後續計

劃 

1.1.1.1.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組織及環境知識學習尚未形成 

(2)長照知識學習方式較為傳統 

2.2.2.2.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    

(1)E 化組織及環境氣候 

透過長期照護學習評量(含實作)以瞭解學習成效，同時考量結

合績效考核以激勵學習動機。 

(2)長照知識活化學習 

運用如文件圖像化及影音化(DVD)、長期照護 E-learning 系

統、話劇/角色扮演等方法，以活化長照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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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8888----病患病患病患病患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品質提升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1.計劃團隊 姚文真主任、呂芬金頃督導、曾月盃督導、梁淑倩護理長 

2.現況問題檢

討分析 

本院呼吸照護病房成立於 91 年，現況存在下列問題： 

(1)照顧服務員人力採外包制，素質參差不齊，流動率高、應變能力差異

性高； 

(2)異常事件發生率較高，如 94 年發生氣切套管管路滑脫 5 件、骨折 1

件，導致 2 名病患死亡； 

(3)護理之家主要安全問題以跌倒為主且傷害風險值較高(94年跌倒發生

件數 1.9 件/月)； 

(4)新進護理人員因臨床經驗不足，單獨值班發生危機事件時可能無法及

時處理與應變。 

3.計劃目標 長照個案異常事件改善率≧98％ 

長照異常事件通報發生率<0.2％        

4.對策擬定 1.1.1.1.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    

(1)長照人員專業資格�工作勝任能力 

(2)長照人員專業技術�異常事件之事前預防及發生率 

(3)危機應變�異常事件發生之嚴重度控制 

(4)環境設施管理�不安全的環境 

(5)長照流程及技術�住民及其家屬、照護人員等不安全的行為 

2.2.2.2.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    

(1)強化工作人員意外事件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 

(2)意外事件分析與具體改善措施 

(3)訓練課程或案例分享(行動計劃 10) 

(4)審查及更新意外事件預防處理之標準流程及技術 

5.計劃進度與

分工 

95959595 年年年年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現況調查 曾月盃/梁淑倩 

            
            問題確立 曾月盃/梁淑倩 

            
            對策擬定 曾月盃/梁淑倩 

            
            建立照護標準模

式 
曾月盃/梁淑倩 

            
            強化身體狀況評

估機制 
曾月盃/梁淑倩 

            
            儲備長期照護護

理人力 
曾月盃/梁淑倩 

            
            異常事件分析與

具體改善措施 
曾月盃/梁淑倩 

            
            意外事件預防及

處理標準 

曾月盃/梁淑倩 

            
            訓練課程或案例

分享 
曾月盃/梁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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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設備、功
能定期檢查評估 

曾月盃/梁淑倩 

            
            績效分析及持續

改善 
曾月盃/梁淑倩 

                
6.資源需求 

評估 

1.1.1.1.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依各單位現有人力任務編組    

2.2.2.2.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在職教育 1600 元/小時 6 9600 聘請講師 

總  計 9600 元 
    

7.績效分析 1.951.951.951.95 年長照個年長照個年長照個年長照個案異常事件改善率案異常事件改善率案異常事件改善率案異常事件改善率 100100100100％％％％。。。。    

2.952.952.952.95 年年年年異常事件發生件數異常事件發生件數異常事件發生件數異常事件發生件數    

(1)護理之家病人安全疏失案件每月平均 1.6 件，發生率 0.11％。  

(2) RCW 病人安全疏失案件每月平均 0.9 件，發生率 0.11％  

3.953.953.953.95 年異常事件問題分析及改善措施年異常事件問題分析及改善措施年異常事件問題分析及改善措施年異常事件問題分析及改善措施    

(1)護理之家異常事件 

類別 件數 原          因 

跌倒 20 

跌倒主因為長照個案無法事先預防的不安全

行為、約束爭脫等。【製作輪椅固定帶及離床

報知器】 

(2)呼吸照護病房異常事件 

類別 件數 原          因 

管路

滑脫 
5 

1.翻身卡到床欄。【加強在職教育】 

2.自拔【提供適當約束】 

3.床尾床欄未拉起致病患下床拉扯【加強在職

教育】 

4.約束袋固定於床緣而滑動，病患身體往下滑

時拉扯呼吸器管路，導致氣管滑脫。【加強在

職教育】 

5.某女士意外咳出 Teflon(no cuff)。 

受傷 2 
1.翻身撞倒置物櫃。【加強在職教育】 

2.用力擦眼屎所致。【加強在職教育】 

給藥

錯誤 
3 

1.護理人員將 Glucophage1 顆看成 2 顆。【加強

在職教育】 

2.照顧服務員將 211-3 的藥灌給 212-1。【更改

給藥流程】 

3.照顧服務員將 201-2 的藥灌給 201-1。【更改

給藥流程】 

總計 10 件     
8.檢討與後續計

劃 

1.1.1.1.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尚未建立長期照護環境及設施定期審查機制 

尚未明確定期執行長期照護環境、設備、功能之定期審查並保留相

關紀錄。 

2.2.2.2.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定期審查照護環境及設施早期預防異常事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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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變革學習----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行動計劃 10101010----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 

1.計劃團隊 蘇治原副院長、姚文真主任、林玉雯主任、呂芬金頃督、蔡孟君護理長、

歐玉慧護理長、陳雅君個管師、練淑梅個管師。 

2.現況問題

檢討分析 

院於 92 年全面實施出院準備服務，從原本的內科系病房擴大至外科

系病房、復健科病房、耳鼻喉科、病房護理之家……。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除了宣導之外，更結合社工師、復健治療師、主治醫師及設立各病房種子

人員組成出院準備服務小組，全面宣導，但執行上仍無法突顯出院準備服

務在長期照護上的重要性及各單位的一致性。 

為了促進出院準備服務小組之運作之順暢，提昇長期照護之品質，特

擬定案例分析競賽活動，讓各單位定期在會議上對特殊個案或流程上提出

討論，並結合獎勵方案，讓長期照護運作模式能更順暢落實。 

3.計劃目標 每季辦理個案分析件數≧ 5 件 

4.對策擬訂 1.1.1.1.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重要因果關連    

(1)長照理論與實際個案分析運用�學習動力不足 

(2)長照團隊學習�個人學習成效有限 

(3)個案分析競賽活動�學習方法、資源及時間不足 

(4)個案分析納入知識管理之運用�學習深化程度不足 

2.2.2.2.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對策組合構想    

(1)實施階段 

分期 項目 

計劃期 1. 評估需求：針對出院準備服務運作狀況 

2. 擬定計劃 

3. 宣導計劃內容 

4. 建立案例分析標準範例及格式 

執行期 1. 執行計劃，並與相關人員商討。 

2. 檢討與修正內容、收案流程。 

3. 各單位輪序表 

評值期 1. 結果評值 

2. 完成報告 

3. 成果檢討分析、統計 

4. 獎勵方案 

(2)預期效益 

1 落實出院準備服務，提升病患滿意度。 

2 促進出院準備服務小組之運作順暢。 

3 提升護理人員書寫案例分析之能力。 

4 表揚發表案例分析程果優良之單位。 

5 提升出院準備服務照護品質，減少病人滯院天數、病人再入院；增進院

內急性床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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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劃進度

及分工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任務項目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01010101    02020202    03030303    04040404    05050505    06060606    07070707    08080808    0909090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擬訂各病房案例

分析競賽活動 

陳雅君 

練淑梅             

            統計成績、表揚

優良病房 

陳雅君

練淑梅             

現況收集 黃昭菁             

6.資源需求

評估 

 

 

 

 

 

 

1.1.1.1.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單位內人力任務編組單位內人力任務編組單位內人力任務編組單位內人力任務編組    

2.2.2.2.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合計（元） 說明 

第一名獎項 1500 1 1500 第一名獎品費用 

第二名獎項 1000 1 1000 第二名獎品費用 

第三名獎項 500 1 500 第三名獎品費用 

總計 3000 元 
 

7.績效分析 1. 95 年各病房出院準備服務競賽活動 

病房 2B 3A 5A 6A 5C 7C 

合計 97.89 94.95 94.86 94.62 76.46 94.47 

排名 1 2 3 4 6 5 

2. 95 年 4 月 25 日病房案例分析競賽活動 
  

        
3.全院長照單位案例分析分析 

年度 95 年 96 年 1-6 月 

場次 37 17 

人次 339 216  
8.檢討與後

續計劃 

1.1.1.1.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個案知識分享 

現階個案分析知識大多累積在單位及個人身上，受限於現有個案分析活

動型態及時限，可考量應用網路技術，以擴大照護人員學習領域及經驗

分享成效。 

2.2.2.2.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後續計劃    

個案分析與知識管理結合(變革內化) 

同時為深化及內化個案學習成效，提供照護人員互相學習與不限時成長

的管道，將結合知識管理案，將個案分析資料網路化管理。(行動計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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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全院性北海菁英變革策略團隊研討會議議程】 

時間：95 年 9月 29 日專案計劃、核心事業、核心流程－策略績效月檢討 
時   間 主     題 參加成員 地點 

09:00~09:10 開源節流專案計劃(會計) 

09:10~09:20 健保制度因應專案計劃(病歷) 

09:20~09:30 社區行銷專案計劃(社服) 

09:30~09:40 爲民服務專案計劃(管理中心) 

09:40~09:50 環境清潔專案計劃(總務) 

09:50~10:00 提高門診病人用藥安全專案計劃(藥劑)  

10:00~10:10 醫學實驗室延展認證專案計劃(檢驗)  

10:10~10:20 自費拷貝數位化醫學影像專案計劃(放射)  

10:20~10:30 標竿學習專案計劃(人事) 

10:30~10:40 提案制度專案計劃(政風) 

10:40~10:50 EBM 推動專案計劃（醫教會） 

院長、副院長、秘書、行政科室

主管、專案計劃負責人及成員 

討論內容： 

專案計劃實踐情形分享與檢討 

 

七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10;50~11:00 一般外科事業發展團隊 

11:00~11:10 一般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1:10~11:20 心臟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1:20~11:30 腸胃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1:30~11:40 腎臟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1:40~11:50 婦產科事業發展團隊 

11:50~12:00 小兒科事業發展團隊 

院長、副院長、秘書、各行政科

室主管、各團隊負責人及成員 

七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12:00~13:30 休   息   時   間 

13:30~13:40 神經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3:40~13:50 胸腔內科事業發展團隊 

13:50~14:00 家醫科事業發展團隊 

14:00~14:10 中醫科事業發展團隊 

14:10~14:20 泌尿科事業發展團隊 

14:20~14:30 整形美容事業發展團隊 

14:30~14:40 復健科事業發展團隊 

14:40~14:50 耳鼻喉科事業發展團隊 

14:50~15:00 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 

15:00~15:10 皮膚科事業發展團隊 

15:10~15:20 精神科事業發展團隊 

15:20~15:30 牙科事業發展團隊 

15:30~15:40 眼科事業發展團隊 

院長、副院長、秘書、各行政科

室主管、各團隊負責人及成員 

15:40~15:50 骨科事業發展團隊 

15:50~16:00 胸腔外科事業發展團隊 

16:00~16:10 神經外科事業發展團隊 

16:10~16:20 門診服務流程團隊 

16:20~16:30 住院服務流程團隊 

16:30~16:40 急診服務流程團隊 

16:40~16:50 全院績效月檢討 

院長、副院長、秘書、各行政科

室主管、各團隊負責人及成員 

七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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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長期照護事業策略績效報告長期照護事業策略績效報告長期照護事業策略績效報告長期照護事業策略績效報告----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報告組別：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 

報告日期：95 年 6月 15 日 
報告者：呂芬金頃/練淑梅/陳雅君 

報告 

項目 
報告內容 

目標值：1.出院準備收案數 50 人次/月    

        2.轉介長期照護服務人數 20 人/月             

顧客 

構面 

1.1.1.1.相關行動計劃相關行動計劃相關行動計劃相關行動計劃：：：：長期照護轉介流程整合計劃 

2.2.2.2.任務進度說明任務進度說明任務進度說明任務進度說明：：：： 

   2.1 到病房（6A、5A、3A）宣導正確流程，反應良好，討論熱烈。 

   2.2 出院準備服務數 70 人次/5 月目標值達 52.2%↑。 

   2.3 個管師陳雅君適應中。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    管理目標管理目標管理目標管理目標    5555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目標達成值目標達成值目標達成值目標達成值    

1.轉介社工人數 7 

2.轉介營養師人數 5 

3.轉介長期照護中心人數 1 

4.申請外傭 21 

5.勞保補助 0 

6.居家護理 8 

7.租借氧氣製造機 0 

8.轉介護理機構人數 29 

9.收案數 70707070    

出院準備收

案數50人次/

月                

轉介長期照

護服務人數

20 人/月    

� 出院準備收案出院準備收案出院準備收案出院準備收案 7070707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52.2%52.2%52.2%52.2%））））    

� 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 39393939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143.8143.8143.8143.8％）％）％）％）    

 

    

3.3.3.3.績效差異分析績效差異分析績效差異分析績效差異分析：：：：    
� 在加強宣導改善及本院佔床率高情況下在加強宣導改善及本院佔床率高情況下在加強宣導改善及本院佔床率高情況下在加強宣導改善及本院佔床率高情況下，，，，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人次達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人次達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人次達出院準備服務收案人次達 70707070 人人人人

（（（（↑↑↑↑52.2%52.2%52.2%52.2%），），），），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轉介長期照護達 39393939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143.8143.8143.8143.8％）。％）。％）。％）。    

� 績效表現良好持續努力績效表現良好持續努力績效表現良好持續努力績效表現良好持續努力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4949494 收案人次收案人次收案人次收案人次    38383838    36363636    52525252    37373737    46464646    49494949    41414141    48484848    51515151    50505050    64646464    64646464    576576576576    

99995555 收案人次收案人次收案人次收案人次    46464646    42424242    54545454    60606060    70707070                                272272272272    

99995555 收案收案收案收案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21.1%21.1%21.1%21.1%    16.7%16.7%16.7%16.7%    3.8%3.8%3.8%3.8%    62.2%62.2%62.2%62.2%    52.2%52.2%52.2%52.2%                                31.2%31.2%31.2%31.2%    

94949494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

次次次次    

12121212    9999    17171717    23232323    16161616    14141414    22222222    37373737    21212121    18181818    18181818    31313131    
238 

95959595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轉長期照護人

次次次次    

41414141    26262626    31313131    20202020    39393939                                
157 

99995555 轉長期照護轉長期照護轉長期照護轉長期照護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241.7241.7241.7241.7

%%%%    

188.9188.9188.9188.9

%%%%    

82.4%82.4%82.4%82.4%    ----13.013.013.013.0

%%%%    

143.8143.8143.8143.8

%%%%    

                            128.7%128.7%128.7%128.7%    

4.4.4.4.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    

4.1 規劃各病房出院準備服務競賽稽核規則。 

4.2 持續到病房宣導，下月預訂到 C棟宣導。 

4.3 持續監測目標達成情形，並監測漏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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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長期照護團隊進度追蹤例行會議記錄】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北海菁英北海菁英北海菁英北海菁英----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長期照護事業發展團隊        九十五年第九十五年第九十五年第九十五年第    三三三三    次工作檢討會會議記錄次工作檢討會會議記錄次工作檢討會會議記錄次工作檢討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95 年 05 月 24 日 14：00 -15：30         開會地點：簡報室  

主    席：姚文真主任                            記    錄：呂芬督導 

出席人員：蔡富順主任、林玉雯主任、曾月盃護理長、梁淑倩護理長、蔡孟君護理長、

何玉絲副護理長、陳雅君個管師、彭群惠個管師 

1.上次會議追蹤事項及辦理情形： 

辦理事項 負責人 完成時間 未完成 決議 

95 年長期照護行動

計劃修訂後彙整 

 呂督導 95.05.24

. 

 已完成。提供紙本參考，電子

檔由護理科保存（附件）。 

2.工作檢討報告： 

發言人/工作小組 發言內容 決議 

長期照護總營收計

劃    

曾月盃/居家護理 

1. 約用人員離職，居家個案持續成長，目

前由彭群惠居家護理師擔任，為提升居

家護理服務，居家護理師之人力培訓。 

2. 呼吸照護與護理之家佔床率達 90％。 

考量業務成長，擬調

派黃鳳媚護理師先

調派至護理之家再

做安寧派訓安排。 

提升慢性病個案管

理服務計劃/孟君 

增加肝炎個管師，目前陸續制定流程標準中 無 

提升顧客滿意度/

梁淑倩 

1.護理之家已完成問卷調查及分析 

2.呼吸照護病房進行滿意度問卷修訂中， 

9-10 月進行調查。 

規劃有關不滿意事

項之改善，並提出呼

吸照護病房滿意度

問卷修訂之內容。 

長期照護轉介整合 

知識管理暨稽核計

畫/呂督導陳雅君 

轉介資料填寫不完整，常造成溝通上誤解。 

4 月分收案 60 人/月（↑62.2%）轉介長期

照護 20 人/月(-13%)；文件電子檔收集中。 

請出院準備個管師

安排宣導並追蹤不

完整之改善情形。 

長照機構創新服務

開發計劃/曾月

盃、林玉雯 

1.寵物輔助治療活動，住民反應良好，發展

為護理之家常規活動。 

2.護理之家銀髮寫真集計劃，住民與家屬反

應良好，頗受住民與家屬媒體好評。 

每週六持續運作寵

物輔助治療活動，並

安排適當上班人力。 

病人安全品質提升

計劃/曾月盃 

改善率達 100％制定護理之家住民送檢標

準流程。 

鼓勵通報，即使發生

能發揮危機處理機

制，得到改善 

呼吸器脫離計畫 訓練計畫持續執行 無 

長期照護專業教育

訓練計劃/曾月盃 

持續累計中。 依計劃實施 

案例分析個案數 

呂芬顉、曾月盃、 

、練淑梅 

長期照護案例分析實施計劃： 

預定辦理病患出院準備服務品質競賽活動 

出院準備服務案例

競賽評分表準及表

單需做修定 

3.下次會議追蹤事項：居家護理師培訓情形（曾月盃）、RCW 滿意度調查表（梁淑倩）、

出服轉介矯正報告及競賽辦法（練淑梅/蔡孟君）。 

4.散會：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