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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部宗旨：
以病人為中心
以優質護理服務回饋社會
培育優秀護理人才
創新護理研究

優質護理：
以病人為中心，運用主護護理
的精神，提供專業化、人性化、
本土化優值護理服務，符合病
人身、心、靈需要完整照護

◎發行人：陳淑娟主任 ◎主編：賴寶琴副主任 ◎編輯委員：張明真、宋翠葉、楊佩靜 (本期) 、吳秀娟、張敏、許淑盆

恭賀 陳淑娟主任
連任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第十八屆常務監事
當選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

宋翠葉督導
當選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第十八屆候補理事

候補理事

積極參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
公會各項會務活動之推展
賴寶琴副主任
福利委員會委員
宋翠葉督導
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楊佩靜督導

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成立70週年於108年

護理法制委員會委員

3月16日舉辦「70璀璨傳承創新」 感恩茶會
本院第一任護理部主任杜敏世女士(右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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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與會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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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9日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會員代表大會
黃惠玲副護理長榮獲績優護理人員獎
績優事蹟

文．圖: 護理部黃惠玲副護理長

 2006年起協助醫護資訊系統，參與「門
診診間醫令系統」、「門診護理指導資
訊系統」、「門診化療排程系統」、「
手術紀錄系統」、「急診五級檢傷分類
系統」、「透析系統」、「值班護理長
排班系統」、「電子白板」及與臨床護
理相關之「護理資訊系統(NIS) 」之開發
。2010年專研決策支援輔助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建置門診
護理指導資訊系統，透過資料收集，建
置護理指導知識庫，提供門診護理師於
醫師開立醫囑後，由系統主動提供護理
指導資訊，提升護理師指導執行率及門
診病人的滿意度。因成效彰顯，故複製
模式運用於臨床護理資訊系統，透過護
黃惠玲副護理長與陳淑娟主任合影
理師完成護理評估後，由系統建議護理
感謝~有機會能在職場上發展及學習，
問題，提供護理師決策。並透過運用國
並豐富了我的工作經驗
際護理標準詞彙Clinical Care
Classification (CCC)進行護理計畫之編碼、資料化結構化及語法之設定，使得護理
師能依護理工作排程時間執行護理活動完成紀錄。2012年完成護理計畫之編碼及資
料結構化整理，於2013年護理計畫、護理執行、護理紀錄及護理指標全面資訊化，
並獲得NI2016大會「Best Scientific Poster Award Honorable Mention」獎項，
2017年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Joint Commission of Taiwan邀稿，將
「IRON MAN鋼鐵合而為e護理資訊系統」，出刊於「智慧醫療科技產業應用」，
讓產學界能看到本院護理部臨床護理資訊系統創新應用成功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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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12年HIS系統

2013-2019年NIS系統

2018年開始進行WEB
系統轉置

榮耀~急診室護理團隊榮獲
2018年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提升急性缺血性腦中風60分鐘注射血栓溶解劑達成率
文．圖: 急診室劉玉香護理長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有極高的死亡率
若能於3小時內施打IV-tPA(靜脈注射
血栓溶解劑)，1/3患者能恢復大部分
生活機能增加33%康復機會。即刻救
援腦中風護理團隊由急診護理同仁組
成，檢傷護理師為啟動搶救的首要位
置；將檢傷2~3級之腦中風病人以1
級流程加速處理，有效提昇急性腦中
風病人發病三小時內黃金時效篩選率。

「首護者」聯盟即刻救援腦中風護理
團隊，經現場實地訪察作業流程，榮
獲「2018年SNQ國家品質標章」認
證肯定。
精實到院後腦中風病人處置流程創新:
1. 製作「3小時TPA；6小時IA」徽章
及TPA標示牌。
2. 10分鐘完成病人體重測量。
3. 製作傳送員專用背心。
4. 檢體傳送袋視覺化及設置TPA包，
提昇給藥時效。
5. 簡訊輔助25分鐘完成檢驗科報告。
6. 運用微翻轉遊戲教學結合中風處置
能力訓練。
7. 運用「高效能領導團隊能力管理訓
練」，結合「擬真訓練」，以精進
急診室護理師培訓。

急診室榮獲2018年SNQ國家品質標章證，護理
長於頒獎典禮與全聯會盧美秀監事長(左一)合影
以大腦的
形狀為徽
誌連結腦
中風TPA
黃金3小時
治療時間

徽章標誌

而外環繞的時鐘及漏斗，象徵急診室是守護生命安全的
一道強而有力的屏障，及搶救時間分秒必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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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專用顏色檢體盒

3小時TPA

製作tPA 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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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TRM角色分配

努力與肯定~
第18期品管圈(QCC)活動院內競賽成果
恭喜本部各得獎單位，再接再勵，預祝代表
本院參與院外競賽再創佳績

外部評審委員台北醫院吳宛庭副主任 左(三) 、醫策會廖薰香副執行長(左四)
侯勝茂院長(左六)及陳淑娟主任(左二) 與全院參賽團隊合影
獲獎單位

主題

獎金

名次

HD6

降低血液透析病人新瘻管穿刺失敗率

20,000元

第一名

9A

減少髖、膝術後病人延遲下床發生率

15,000元

第二名

9A

提升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後復建執行率

10,000元

第三名

OR

提升手術室預約跳台效率

4,000元

佳作

10B

降低日間照護中心病人異常BMI

4,000元

佳作

SICU

降低外科加護病房呼吸器相關肺炎發生率

3,000元

潛力獎

BR

提升出院初產婦對母乳哺餵姿勢技能正確率

3,000元

潛力獎

7A

降低某外科病房乳癌病人焦慮程度

3,000元

潛力獎

新寧病房

提升安寧病房護理人員協助病人行舒適護理技術
完整率

3,000元

4
潛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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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區 靜脈注射小組簡介
文． 圖: 9B 盧佳穗護理長
靜脈注射小組成立於1992年9月2日，
注射小組共四位專責成員，執行全院住院
病房區的靜脈留置針注射，提供靜脈輸液、
輸血、化學治療等處置，協助常規抽血、
備血及特殊抽血品項採檢，執行業務時間
06:00-14:30。成員皆具備靜脈注射相關

賴秀芳~
樂觀學習成長，提升自我能力
盧翠玉~
減少注射、抽血時的疼痛是我
們的目標！

知識和技能。為提高專業知識及技能熟悉

度，小組成員於每二個月定期舉辦靜脈注

白靜 ~

射技能及專業新知之在職教育相關課程。

相信專業 ， 提升穿刺成功率

靜脈注射及抽血技術規範，每三年進行製
定及檢視標準化作業程序，每季進行靜脈
注射小組成員服務滿意度監測，以提升靜
脈注射小組服務品質。

尤文伶~
發揮所長及專業，提升靜脈
注射小組的存在價值
病房區注射小組成員

病人安全把關:正確執行病人辨識-手圈條碼及小組業務權責

1.執行住院區

2.採取專業、

3.提供專責、

4.定期評估臨

注射靜脈留置

專責方式，以

專業、高質量

床使用的靜脈

針及抽血臨床

分擔及減輕病

靜脈注射及抽

注射、抽血相

相關業務，縮

房區護理師業

血技術，以提

關醫療產品，

短靜脈注射之

務，減少病人
高靜脈注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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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時數。

疼痛次數。

刺的成功率。

提升病人安全。

2019年度(第18期)品質改善成果-9A
提升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後復建執行率
圈名

圈徽

文． 圖: 9A病房N3劉美伶

 樂服(LOVE)圈名設計理念：
L:代表Loveliness 魅力。
O:代表Overcome 戰勝。
V:代表Valorous 勇敢。
E:代表Exercise 運動。
翅膀，象徵9A病房天使般的醫護團隊

QCC手法
10

專業涵養悉心治療，獲得康復及力量。

8

對策

責任榮譽

設計多媒體教學增強記憶。
製作衛教手冊及新增QR
code手機掃描。
設計復健口訣及病人回覆示
教。
修訂衛教手冊及單張，及在
職教育，使得標準一致。
與物理治療師跨團隊討論，
及修訂護理常規標準。
製定復健表單，每日由物理
治療師及護理師追蹤進度並
記錄，並列入追蹤交班事項。
視覺化編排衛教手冊及單張，
內容包含：增加圖示及字體
放大。
新增關節可活動式小木人，
用以示範復健動作，讓病人
及家屬了解衛教及單張內容。

6

團隊精神

4
2
0

活動信心

腦力激盪
改善前
溝通協調

改善後

QCC手法無形成果-改善前後成效
98%

100%

100%

86%

90%
80%
70%
60%

58%

50%
40%
30%
20%

創新設計關節可活
10%
0%
動式小木人，提升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效果維持
病人及家屬學習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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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趣及參與度。
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後復健執行率改善圖

2019上海手術煙霧與因應措施研習會
心得分享
文． 圖:手術室葉千慧、張慧瑛
 2019年1月18日 至1月20日美敦力公司

於上海創新中心，針對全台醫學中心手
術室護理師舉辦手術煙霧與因應措施研
習會。此課程由前AORN理事長
Dr .Donna Watson講師進行電燒安全
操作及手術煙霧國際觀點與處理方式分
享經驗，並藉由全台醫學中心手術實務
分享討論，彼此提出手術過程中預防手
術煙霧設施所面臨之困境之因應。手術
煙霧(Surgical smoke)是因手術中使用
雷射(Laser)、手 術中使用雷射(Laser)、
手術電燒刀(electrocautery)、電頻設
施、超音波刀、電鑽或氣動工具及其他
手術儀器等，瓦解組織或破壞細胞時所
產生，長期以來造成手術醫護人員健康
之潛在危害。未來可汰舊更新電燒刀煙
霧抽吸器，以降低醫護人員暴露於手術
煙霧危害之風險。醫療院所因醫療上之
作業需求，不同於一般工作場所，人員
易受到室內不良空氣品質之影響，尤其
是外科開刀手術中使用雷射或電刀等所
產生之煙霧，針對醫院環境空調維護應
持續再優化。

Dr. Donna Watson (中)與本院手術室
張慧瑛(左一)葉千慧護理師(右一)合影

動物實驗實際操作電燒刀切割組
織(左一張慧瑛護理師)
研討會中藉由動物實驗，
實際操作內視鏡電燒刀設
備及講述注意事項，提升
學員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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