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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縮短病房及住院藥局藥品退藥時間 

壹、計畫： 

臨床上因病人病情更動醫囑或出院，會有需由病房退回藥局之藥品，

台北院區針劑退藥率約為 12.18%，期待藉流程改善，能夠簡化退藥流程，

降低退藥作業時間。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經由退藥流程的解析，了解到影響原因包括病房護理師於退藥時，流

程步驟繁複、同種藥品多筆時不易點選並耗時，藥局藥師退藥時，退藥單

列印時間長，需要紙張、印表機耗材、保養等成本，另外，人工核銷退藥

單耗時且無紀錄。期待得院方系統規劃師支持，能針對原因進行退藥流程

系統改善。 

參、對策行動過程： 

以簡化及合併流程為出發，對策為規劃於護理急住醫令開發條碼退

藥，目的在減少流程步驟數，將原退藥畫面增加天數，可以減少操作次數，

新增藥局退藥系統，以改善原需耗時撕分退藥單及無紀錄的問題。考量圈

會進行時間，以可達成、務實為原則訂出目標，提出軟體需求，期待總流

程可以下降 23%的退藥時間。 

肆、成果表現： 

系統改善後，「護理師退藥」流程由原本 11個步驟，下降為 5 個步驟，

合併的步驟時間減少 93%，病房總退藥時間減少 13.18%，目標達成率

98.16%；藥局「整理、核銷退藥單」步驟資訊化，時間減少 58.19%，藥局

總退藥時間減少 32.23%，目標達成率為 72.08%。另外在附加效益方面，因

改善流程時間，提升工作人員滿意度，以及節省耗材成本。 

伍、檢討： 

病房條碼退藥程式已全面上線，列入常規使用；為維持北淡院區一致

性的標準作業，藥局條碼退藥系統目前開放於台北院區 UD 藥局使用，預

計 2018年第一季改版，追蹤功能完備後，將平行推行至淡水 UD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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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降低新生兒低體溫發生率 

壹、計畫： 

為降低入住嬰兒室新生兒低體溫發生率，透過跨單位合作進行資料收

集，以腦力激盪並運用品管圈手法，分析造成新生兒低體溫之原因，進而

擬訂可行對策方案，以降低新生兒體溫發生率。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一、問題點：陰道分娩新生兒於肌膚接觸後體溫低 

真因：1.不知體溫恆定對新生兒的重要 

2.媽媽與新生兒未有直接的肌膚接觸 

3.新生兒保暖措施不足 

4.環境溫度過低 

5.缺乏新生兒保暖規範 

對策一：提升陰道分娩新生兒肌膚接觸後體溫 

二、問題點：剖腹產新生兒於沐浴後體溫低 

真因：1.不知體溫恆定對新生兒的重要 

2.新生兒沐浴後未立即更換濕的衣物及包布 

3.輻射加溫處理台溫度不足 

4.缺乏新生兒保暖規範 

對策二：提升剖腹產新生兒沐浴後體溫 

參、對策行動過程： 

對策編號一：1.製作提醒標語 

2.舉辦在職教育 

3.確實執行肌膚接觸時，讓媽媽及新生兒有直接肌膚的接觸
4.製作執行肌膚接觸時的宣導照片 

5.新增新生兒帽子，於肌膚接觸時戴上帽子，以避免體溫流
失 

6.肌膚接觸時，提供烤燈使用及暖被使用 

7.設定接生室內環境溫度為 24-25℃ 

8.制定新生兒保暖之照護規範 

9.制定查檢表，查核保暖措施執行狀況 

對策編號二：1.舉辦在職教育 

2.新生沐浴區增設烤燈 

3.新生兒沐浴前，先備妥新生兒包巾、衣服，並依序舖好置
於輻射加溫處理台預熱 

4.沐浴前，預備二條大毛巾於嬰兒洗澡處(擦乾及包覆用) 

5.輻射加溫處台與烤燈一起使用，提供足夠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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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訂製 L形壓克力板，以減少熱能散失 

7.輻射加溫處理台上放置電子溫度計，以隨時監測溫度 

8.制定新生兒保暖之照護規範 

9.制定查檢表，查核新生兒沐浴執行狀況 

肆、成果表現： 

陰道分娩新生兒低體溫發生率由改善前 25%下降至改善後 4.6%；而剖腹產

新生兒低體溫發生率由 16.2%下降至 3.0%。 

伍、檢討： 

一、 組圈時雖有跨單位合作，但未將新生兒科病房及醫師納入，可改善範

圍較小。未來組圈或擬訂活動主題時，宜擴大思考範圍。 

二、 此次多數圈員皆為第一次參加圈隊活動，對 QCC 手法、步驟及工具

生疏，亦缺乏電腦繪圖的能力，因此，在活動期間資料收集、數據統

計及圖表的繪製耗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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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

升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主題：降低外科病房護理人員逾時下班率 
壹、計畫： 

  為降低外科病房護理人員逾時下班率，運用品管圈手法，分析延遲下班

原因，進而擬定可行之對策方案，以提升護理人員準時下班。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延遲下班原因分為：  

一、院層面： 病人出入異動、夜班護病比。 

二、單位層面：交班時間過長、文書處理、等大交班、雜事多、突發狀況。 

本圈就各項可能原因進行分析，提出可行對策來降低外科病房護理人員逾時

下班率。 

參、對策行動過程： 

一、於病房會議及群組宣導護理部單位內交班規範。 

    內容涵蓋： 

1. 病人交班內容：由交班者依 Kardex 或輔以交班單，與接班者逐一交班，

交接 24 小時內的異常內容及處置。 

2. 病人基本資料：生命徵象、意識狀態、攝入及輸出量、管路及引流如：

飲食、傷口及換藥、檢驗、檢查、處置及儀器設備的使用、會診、藥物、

氧療、呼吸藥物治療、照護計劃、突發狀況及其他特殊交班事項。 

3. 交班者與接班者於交班後，立即共同至床旁探視特殊病人。 

二、製作 Kardex 快速鍵。 

肆、成果表現： 

一、有形成果：改善前本單位逾時下班率為 93.22%，改善後本單位延遲下

班率已降為 61.76%，而效果維持更達至 55.37%。 

二、無形成果：以成就感及暸解成本效益進步最多 

伍、檢討： 

本單位在改善前常有護理人員延遲下班情形，逾時下班率高達 93.22%，

由圈員討論及分析後得知主要要因為交班時間過長及文書處理，藉由重新宣

導 24 小時交班之重要性及製作 Kardex 快速鍵後，目前的逾時下班率降低為

55.37%，但仍有其他無法由圈員改善之細項原因導致逾時下班，希望就目前

現有改善方式能持續維持準時下班，為日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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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提升門診 e化繳費使用率 

壹、計畫： 

提昇門診 e化繳費使用率，同步提升診間寫卡率，達未來之多方支付作準

備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病人服務滿意度調查中，等候批價、掛號的時間合理題項中為行政單

位最不滿意的項次。為疏解病人臨櫃批價之等候時間，建置自助繳費機提供

病人自行繳費之選項及開發行動支付，透過行動裝置及帳戶之設定，減少臨

櫃批價之機率，以提昇服務滿意度。 

針對不使用自助繳費機之民眾分析以不知道、不會使用及不知道可以

使用進行對策；而對於行動繳費以沒有下載 APP及不知道有行動繳費透過

海報宣傳、免手續費及提高 APP繳費之曝光率。 

參、對策行動過程： 

自助繳費機實施對策包括：1志工引導降低及減少害怕使用機器之恐懼

及排斥；2自助繳費機操作步驟：看板輪播及海報宣導。；3醫令單可呈現

繳費方式。就醫民眾於離開診間時，手持醫令單即可提供可繳費之資訊。 

行動繳費則以 1.設置行動繳費諮詢處並製作小宣傳單供臨櫃民眾使用。

2於候診區、電梯張貼宣導海報。3馬偕掛號 APP點入後，先廣告推播行動

繳費，宣傳免手續費。 

肆、成果表現： 

一、自助繳費機使用率，改善前台北 16.2%、淡水 12.6%，改善後淡水目標

逹成率 45%，進步率淡水為 26%。 

二、行動繳費使用人次率，改善前每月台北 24人次、改善後 424人次，目

標達成率進步 909%、進步率 909%；改善前淡水 4人次，改善後 24人

次，目標逹成率 500%，進步率 500%。 

三、團隊運作過程中以 QC手法運用為本次活動成長最多。 

伍、檢討： 

對策實施過程中，淡水之自助繳費機使用比率有逐步提升至 7月 16.8%，未

達目標但有提升，台北院區因機器因素未能達目標，已提出預算進行機器汰

換；因應臨櫃病人增加，推展行動繳費及 7月開始增加悠遊卡收費方式，減

少現金之使用，縮短服務時間，以維持相同的批掛等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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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運用醫療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提升腸胃科護理人員酒精戒斷

症候群照護之能力 

壹、計畫： 

本單位為腸胃肝膽專科病房，住院期間發生酒精戒斷症候群及護理人員遭受暴

力案件日益增多，針對飲酒病人，本病房於入院時詢問喝酒史進行飲酒量及時

間評估，並未注意或發現病人於入住病房後，因數日未飲酒導致發生酒精戒斷

症候群的情形，針對精戒斷症候群高風險攻擊者，提供護理人員及早辨識與評

估潛在暴力情境，進一步採取預防措施，以利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暴力情境，

故檢視本病房因腸胃疾病入住而有飲酒之病人照護流程中潛在的風險與問題。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經過小組人員腦力激盪及多次開會討論飲酒病人酒精戒斷症候群照護相關流

程之分析檢視後，針對「詢問飲酒史」、「酒精斷症候群發生」流程分別以進行

危害分析。 

參、對策行動過程： 

1.制定評估飲酒史高危險戒斷篩選工具，舉辦跨團隊團隊教育訓練，提升酒精

戒斷症候群評估工具能力的一致性。 

2.制定正確酒精戒斷通報警衛支援之流程，舉辦酒精戒斷物理性約束前之評估

教育訓練及約束技術教育訓練與示範正確約束技術。 

3. 完成治療室氧氣鋼瓶加鍊固定，每日由助理員進行檢查 

肆、成果表現： 

統計 5月 16日至 10月 19日，防範酒精戒斷症候群事件之敏感度 54%提升 92 %，

而於改善中 9月 2日發生酒精戒斷症候群暴力事件 1件，工作人員傷害共有 2

人次主要原因為因約束中被病人抓傷及襲胸，經 9月 5針對約束相關照護進行

改善對策及宣導，經實施 3週酒精戒斷症候群暴力事件 0件，工作人員傷害共

有 2人次已下降至 0件。 

經過「酒精戒斷症群照護流程標準書」宣導，藉由圈的執行與運作，進行改善

後危險評量指數下降至 2分至 8分。 

附加效益: 

由於單位護理人員對酒精戒斷症候群發生敏感度提升，使用 AUDIT及 CIWA-Ar.

為酒精戒斷症候群之評估工具，於單位推廣後，對於單位專科在職教育，獲得

兩年期交叉訓練及護專實習生滿意度於實習心得正向回饋 

伍、檢討： 

建立酒精戒斷症候群照護標準流程，持續落實並推廣至其他有收入住屬性病人

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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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降低兒癌病童非計畫性再住院率 

壹、計畫： 

    非計畫性再住院率被認為是醫療機構重要的醫療品質指標，為確保病

人醫療照護的品質，醫療團隊執行出院準備服務過程，加強病人評估、        

增強衛教病人及照顧者的照護技巧，可降低非計畫再住院，因此本次活動

以出院準備服務為改善重點，以降低兒癌病童非計畫性再住院率。活動期

間自 2017年 3月至~10月。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依據 QC STORY 判定表判定問題型態為問題解決型。改善前病房 14

天非計畫性再住院率為 5.03%。經由真因驗證，兒癌病童非計畫再住院率高

之原因：無出院準備規範、無指導項目核對工具、居家指導工具不完整、

指導內容制式化缺乏個別性及一致性、病人不配合及疾病治療的後續問

題。目標值設定為 4%，依據問題擬定對策方案，對策名稱為：改善及訂定

政策相關之措施、工具改善/教育指引、追蹤機制。 

參、 對策行動過程： 

    1.對策群組一：於 2017/6/1~6/15 修訂出院準備流程、制定出院準備規

範、新增「出院準備服務評估」、增訂「兒癌病童出院護理指導查檢表」

及啟動跨團隊機制。2.對策群組二：於 2017/6/1~6/18 更新護理指導手冊、

製作居家照顧常見問題照顧 Q & A、製作居家照護多媒體教具、製作兒童

版本指導工具及訂定監測機制。3. 對策群組三：於 2017/6/8~6/18訂定出院

後電話追蹤機制及兒癌病童出院電話追蹤項目。 

肆、成果表現： 

    十四天非計畫性再住院率降至3.55 %，效果維持2.04%，達本圈設定目

標值。附加效益：護理服務滿意度由78%升到100%，電話詢問率由33.7%降

到11.6%，兒癌病童出院護理指導完整率(出院準備完整率)由71.8%提升至

97.3%。目標達成率100%，進步率29.4%，故將對策納入病房常規。 

伍、檢討： 

    兒癌族群的同儕標竿學習對象少，且影響問題的可能原因多元且複

雜，需耗費較多時間深入探查，但激發圈員之創意及潛能，設計實用之物

品及對策，對策實施切合實際，對病房及病童助益大。本次主題發展多元

化護理指導工具，但外籍照顧者的多種語言，未列入此次的對策，臨床仍

有此需求，電話追蹤無法看到實際自我照顧情形，未來朝此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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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

升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降低病理染片的出片錯誤率 

壹、計畫： 

    病理科醫師憑藉著細胞染色的結果，分析與判讀細胞型態的種類與狀

況，提供最準確的診斷，更提供治療方向的指南。所以，正確無誤地將病

理染片送到病理科醫師手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避免病理報告受到延

遲，而延誤治療；另一方面則確保病理報告的正確性，提供給臨床醫師使

病人獲得適當的處置。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一、現況：圈員們擬訂「病理染片的出片錯誤查檢表」收集 106.03.13 ~ 

106.04.23 期間出片錯誤的情況。數據收集期間病理檢體的總件數為

5747件，共發生 16件出片錯誤，病理染片的出片錯誤率為 0.28%。 

二、對策措施探討：透過查檢表得到四個問題點：(1)多片缺片、(2)給錯醫

師、(3)切錯蠟塊、(4)有單沒片/有片沒單。針對這四個問題點進行要因

分析及對策擬訂。 

三、目標值：參考國外文獻，並且以自我挑戰及圈能力設定目標值為 0.10%。 

參、對策行動過程： 

    圈員積極多次討論，對策擬定具有創新力同時兼顧現實面，藉由「增

設出片核對機制」、「設計染片分類機制」、「調整醫令單的收件時間並增添

醫師代碼」、「工作環境再造」、「調整工作職掌與人力分配」等對策，降低

出片錯誤的情況。 

肆、成果表現： 

成果一：病理染片的出片錯誤率，由改善前的 0.28%降低為 0.08%。 

成果二：病理報告的延遲率，由改善前的 4.85%降低為 1.99%。 

伍、檢討： 

一、由於切片組的同仁大多是資深員工，不易在短時間內接受太多改變。

因此本圈採用分段實施對策，循序漸進的方式改變同仁的習慣，減少

排斥感。 

二、雖然整體出片錯誤率有顯著下降，但是在出片錯誤項目中的「加切」，

改善前 1件，改善後仍出現 1件；出片錯誤類別中的「分錯醫師」，由

改善前 4件降為改善後 2件，顯示仍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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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

升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降低居家護理留置導尿管個案泌尿道感染發生率 

壹、計畫 

本單位為居家護理機構，居家護理師於居家訪視更換導尿管時，常發現

個案主要照顧者執行導尿管照護方式不正確；回溯 2016年 7月到 9月居

家留置導尿管個案因泌尿道感染而住院的感染發生率為 9.4%，因社團法

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制定的泌尿道感染發生率為 6%，故引發小組成

員動機，希望藉此提升居家護理個案主要照顧者執行導尿管照顧的完整

性，降低泌尿道感染風險，近而提高居家護理照護品質。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實施探討 

一、留置導尿管護理指導標準流程不足及護理師教的不一樣。 

二、導尿管照護步驟護理師沒有示範只有口述或是講太快。 

三、導尿管護理指導單張只有中文及印尼文、護理師與外籍看護溝通困

難，沒有輔助工具，在教導的時候主要照顧者容易聽不懂。 

參、對策行動過程 

對策一： 

修訂居家留置導尿管照顧護理指導作業標準流程，經後測後發現：護理

師教的不一樣由 14.9%下降至 11.3%。 

對策二： 

新增多媒體播放並設計留置導尿管照顧提醒工具（包含圖卡及固定工       

具）；經後測後發現：只有口頭說明沒有示範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對由 16.1%       

下降至 11.3%、步驟多記不住由 15.3%下降至 10%、講太快記不 12.9%下

降至 7.5%。 

對策三： 

修訂英文、印尼文並新增越南文版留置導尿管照顧護理指導單張及使用        

翻譯工具；經後測後發現：現存的護理指導單張僅有中文及印尼文不敷

使用由 90.9%下降至 9.1%、與外籍看護語言不通由 90.9%下降至 9.1%、

沒有輔助工具，在教導的時候主要照顧者容易聽不懂由 81.8%下降至

18.2%。 

肆、成果表現 

一、有形成果 

居家護理留置導尿管個案泌尿道感染發生率由 9.4%下降到 5.7%；目標達

成率為 108.82%；進步率為 39.36%。 

二、附加效益 

(一)提升主要照顧者對個案留置導尿管的照護能力，2017 年 9 月 14 到 9

月 22 日對居家主要照顧者進行導尿管照顧不正確率統計由 13.9%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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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比較 2016年 7-9月及 2017年 7-9月導尿管的臨訪率，由 40人次下降

至 28人次，減少了護理師臨訪次數。 

(三)2017 年 9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個案及家屬對於整體滿意度從 90%提

升到 95%。 

伍、檢討 

及早拔除導尿管以減少不必要的泌尿道感染，但因居家健保給付訪視次

數受限，且受限現階段缺乏工具能攜帶至案家評估餘尿量及專科醫師參

與居家訪視評估拔除導尿管的可行性，期待未來能有攜帶便利的評估工

具及專科醫師的參與，能協助居家個案及早拔除導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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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

升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提升門診病患尖峰時段等候抽血時間達成率 

壹、計畫： 

一、 檢驗科是一個經常接觸病患的單位，來門診抽血的病人大多是慢

性病患，需每三個月來抽血，病患抽血需空腹，但常因為抽血等

候時間過長造成病患的不舒服及抱怨，如何使來醫院的病患感到

舒適、效率與品質是關鍵的影響因素，為了可以盡快幫助病患、

滿足病患的需求是這次討論的主旨，因此能夠降低門診病患等待

抽血時間是相當重要的。 

二、 門診抽血人數每日皆於 9：00-12：00為高峰時段，由於更換備管

系統後，效能指標皆合格，但門診病患滿意度調查結果仍然不如

預期(閾值 80%)，希望藉此機會找出原因，並有效降低病患抽血

的等候時間，也可讓病患的看診時間更加縮短。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一、 針對抽血流程進行剖析，區分為「病患報到」、「叫號抽血」、「抽

血完成」三個進度，列出可能造成時間延長之因素，分類後再提

出解決方案。 

參、對策行動過程： 

一、 使報到機的資訊更完善更清楚，更便利使用。 

二、 落實資訊系統整合，讓不同科醫生不要重複開立相同檢驗項目，

避免浪費醫療資源。 

三、 加強義工的教育訓練來幫助病患服務報到。 

四、 動線指引及標示放大幫助病患在有限的空間內行動。 

五、 衛教說明電子化，縮短醫檢師衛教時間。 

肆、成果表現 

一、目標設定未達成，但整體而言達成率在各個時段皆有提高，對策實 

    施是有效的。 

二、透過圈會活動進行，本圈圈員在 QCC手法運用到責任榮譽各方面 

    都又進步與收穫，團隊合作使向心力更凝聚，製作簡報及專案技巧 

    也提升了。 

伍、檢討： 

一、整體檢討 

因硬體設備的限制下，在人力及櫃檯處都無法彈性增加或調整的狀 

況下，對於機動度施行時則有限，若大量病患湧入時，則依舊無法

消化。 

二、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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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採血是否可以導向「預約制」，限定固定時間固定名額，一來

減少醫檢師面對龐大的病患壓力，二來病患可以自主選擇時段，不

需耗費大量時間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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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第十五屆醫療品質提升

競賽活動摘要內容 
活動主題：提升寄售衛材管理效率 

壹、計畫： 

一、說明：醫院使用之衛材種類多達上萬種，無論在手術室、病房或門診間

使用衛材所處理的醫療行為，都是生死交關的救命事。然而，各

醫院在醫療衛材的管理上，大多數仍停留在非常原始時代，採用

「手記法」。又醫院衛材消耗成本高、庫房及醫療單位衛材屯積、

未建立衛材標準化、請購流程繁瑣等等，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醫

院營運成本及醫療服務品質。因此，醫院衛材管理採用「一物一

碼」，以條碼系統掃瞄，嗶嗶一聲，更能提高病患就醫安全性。 

二、對象：總倉保管課、心臟血管中心、台北心臟外科手術室、淡水骨科手

術室等單位領用管理之寄售衛材。 

三、目標：單位領用衛材時辨識條碼，於臨床耗用時透過廠商平台系統通知

廠商自動補貨，經總倉確認品質並由條碼辨識數量、批號及效期

驗收後交使用單位；後端經計價系統，依需要上傳健保署，採用

系統智慧辨識，減少人工作業可能產生的疏漏，以確保病患安全。 

貳、問題結構與對策措施探討： 

重新審視院內寄售衛材規範及流程，以腦力激盪進行流程作業修訂，以降低

過帳異常率及延遲交貨率，有效提升寄售衛材管理效率。 

參、 對策行動過程： 

1.建置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以一物一碼系統化管理作業。 

2.建置廠商供應商平台，降低寄售衛材成本，智慧型追蹤辨識，確保病患安

全。 

肆、成果表現： 

對策一: 建立醫療衛材單一識別系統 

改善過帳異常率執行成果為： 

改善前:2017/1-4,異常 76件,總數 3098件,佔 2.45%。 

改善中：2017/7/10-8/9異常 24件,總數 1370件,佔 1.75%。 

改善後：2017/8/10-10/11異常 10件,總數 2110件,佔 0.47%。 

達成率 107.03%，進步率 80.82%。 

 

對策二: 建立供應商平台系統 

自各廠商平台陸續建置完成後，執行後已有顯著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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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2017/1-4,577件,總數 3626件,佔 15.91% 

改善中：2017/7/10-8/9供應商逾 31天未交貨計 76件,總數 565

件,佔 13.45%。 

改善後：2017/8/10-10/11供應商逾 31天未交貨計 87件,總數

1095件,佔 7.95%。 

達成率 64.14%，進步率 50.03%。 

預期再持續推展，應可達成預期目標。 

伍、檢討： 

1. 建置醫療衛材單一識別系統條碼化及供應商平台上線後，明顯降低過帳

異常率及降低廠商逾 31天交貨延遲率，故依標準作業流程並以對策繼續

實施。 

2.其中，台北心臟外科手術室及淡水骨科手術室，於品項比對完成後，因須

配合手術室整體作業，於尚未刷用條碼中暫以紙本與廠商互相勾稽核對因

應，可能影響延遲交貨率改善程度，預期於手術室寄售衛材及後續持續推

廣，應能達成目標。 

3.殘留問題：待手術室整體上線，複製經驗，推展至藥品管理、非臨床科及

病房等全面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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