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地區醫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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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

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報告者：：：：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陳亭汝感管師



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中心導管照護之經驗分享大綱

• 醫院簡介

• 100~102年 Bundle care 推行沿革

• 102年Bundle care 組織架構及推動團隊

• 推動小組檢討會議大綱及執行

•• 本院推行本院推行「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介紹「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介紹

• 心得分享



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建院歷史沿革

��8787878787878787年年年年年年年年44444444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0303030床骨科專門醫院床骨科專門醫院床骨科專門醫院床骨科專門醫院

�謝景祥謝景祥謝景祥謝景祥((((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44444444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626262626262626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46346346346床綜合醫院床綜合醫院床綜合醫院床綜合醫院



醫療科別醫療科別醫療科別醫療科別

其他專科其他專科其他專科其他專科
� 眼科
� 復健科
� 精神科
� 婦產科
� 泌尿科
� 麻醉科
� 家庭醫學科
� 放射診斷科
� 急診醫學科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

� 骨科
� 一般外科
� 神經外科
� 心臟血管外科
� 大腸直腸肛門

外科

� 心臟內科
� 胸腔內科
� 神經內科
� 腎臟內科
� 肝膽腸胃科

內科內科內科內科



積極推展BSI care bundle

◆◆◆◆中心導管置入查檢表中心導管置入查檢表中心導管置入查檢表中心導管置入查檢表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9191919日制定日制定日制定日制定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28282828日一修日一修日一修日一修

中心導管置放查檢表中心導管置放查檢表中心導管置放查檢表中心導管置放查檢表



積極推展BSI care bundle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計劃獎補助案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7272727日參加計劃說明會日參加計劃說明會日參加計劃說明會日參加計劃說明會

◇◇◇◇於會後面報院長，採SWTO分析說明計

劃內容

─102年1月3日申請

─102年2月8日核定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8888日核定日核定日核定日核定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3333日申請日申請日申請日申請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參與BSI bundle care BSI bundle care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7777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

••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開刀房

••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110110110110110110110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



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推動小組
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檢討會議大綱

♣♣ 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

♣♣ 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手部衛生落實

♣♣ 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中心導管操作查核

♣♣ 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最大無菌面的修訂

♣♣ CVCCVC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專用車（（（（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 CVCCVC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專用包（（（（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本院共識（（（（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Bundle care Bundle care 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

台南奇美醫院

陳郁慧感管師

何長權主任

馮雅莉護理長

3M 廠商

劉貞沂護理長

院 長

感管師

講 師

參與單位8樓會議室102.04.08

參與單位5樓病房102.03.29

參與單位加護病房102.03.20

醫師、NSP 及
參與單位

8樓會議室102.07.04

NSP 、參與單位

全院同仁及實習生

8樓會議室102.07.25

醫師及NSP8樓會議室102.03.08

全院8樓會議室102.02.26

對象地 點日 期



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33月月月月月月月月2828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Bundle careBundle care 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醫師在職教育

院長向全院醫師講解中心導管照護相關措施院長向全院醫師講解中心導管照護相關措施院長向全院醫師講解中心導管照護相關措施院長向全院醫師講解中心導管照護相關措施

出席率出席率出席率出席率:92.3%:92.3%:92.3%:92.3%



Bundle care Bundle care -- TRMTRM

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示範教學及討論
內科內科內科內科內科內科內科內科 VS VS VS VS VS VS VS VS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外科



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中心導管照護 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在職教育

102.07.25102.07.25102.07.25102.07.25奇美醫院感染管制專奇美醫院感染管制專奇美醫院感染管制專奇美醫院感染管制專
員陳郁慧感管師中心導管專題演員陳郁慧感管師中心導管專題演員陳郁慧感管師中心導管專題演員陳郁慧感管師中心導管專題演
講講講講

不斷時不斷時不斷時不斷時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 稽核稽核稽核稽核稽核稽核稽核稽核

隱匿稽核感管稽核感管稽核



中心導管外稽訪查~完成率



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102.04.03102.04.03102.04.03102.04.03第一次修訂第一次修訂第一次修訂第一次修訂

102.06.13102.06.13102.06.13102.06.13第二次修訂第二次修訂第二次修訂第二次修訂

102.07.08102.07.08102.07.08102.07.08第三次修訂第三次修訂第三次修訂第三次修訂



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 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 –– 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遵從率



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中心導管查核表 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內部稽核 –– 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正確率



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最大無菌面的改變

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

一條小洞巾一條小洞巾一條小洞巾一條小洞巾

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一條大洞巾::::
從頭鋪到腳從頭鋪到腳從頭鋪到腳從頭鋪到腳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CVCCVC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用物及工作車

ICU ICU ICU ICU 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外科病房

• 新式新式新式新式 CVC專用包用物專用包用物專用包用物專用包用物
• 無菌隔離衣無菌隔離衣無菌隔離衣無菌隔離衣 X 2
• 小方巾小方巾小方巾小方巾 X 4
• 大洞巾大洞巾大洞巾大洞巾 X1
• 中單中單中單中單X1



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CVCCVC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使用天數

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病人單位置放CVCCVCCVCCVC使用天數與洗手時機使用天數與洗手時機使用天數與洗手時機使用天數與洗手時機 提醒臨床工作人員提醒臨床工作人員提醒臨床工作人員提醒臨床工作人員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

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推廣品



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中心導管品質提升 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 -- 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三折頁

提供民眾索取提供民眾索取提供民眾索取提供民眾索取



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

一一一一.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
」」」」創意卓越徵選競賽創意卓越徵選競賽創意卓越徵選競賽創意卓越徵選競賽

1.標章標章標章標章：：：：ICU ×××× 4    5病房病房病房病房××××1   企劃室企劃室企劃室企劃室××××1   
2.吉祥物吉祥物吉祥物吉祥物：：：： ICU ×××× 2
3.短文徵選短文徵選短文徵選短文徵選 ：：：：感管室感管室感管室感管室××××1   AR××××1 

共投共投共投共投10項項項項
二二二二.陽明醫院院舉辦陽明醫院院舉辦陽明醫院院舉辦陽明醫院院舉辦『『『『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中心導管照護創意海報徵選』』』』

海報海報海報海報：：：：共共共共 有有有有12張張張張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創意卓越徵
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選活動標章（（（（LOGOLOGO））））））））

【C】代表著團隊共同努力的去層層把關著

代表中心導管的【V】。

【手】代表著兩個涵義 。

第一個涵意:代表著醫護人員對置入導

管的病患細心呵護

第二個涵意:手部衛生對進行任何醫

療行為都是不可遺漏的步驟。



• 陽陽陽陽光般的笑容光般的笑容光般的笑容光般的笑容

• 明明明明亮的照護品質亮的照護品質亮的照護品質亮的照護品質

• 醫醫醫醫院裏辛苦付出白衣天使院裏辛苦付出白衣天使院裏辛苦付出白衣天使院裏辛苦付出白衣天使

• 院院院院（（（（願願願願））））妳們幸福平安快樂妳們幸福平安快樂妳們幸福平安快樂妳們幸福平安快樂

• 辛苦一天記得洗乾淨妳雙手辛苦一天記得洗乾淨妳雙手辛苦一天記得洗乾淨妳雙手辛苦一天記得洗乾淨妳雙手

中心導管中心導管中心導管中心導管
照護照護照護照護

11
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中心導管照護海報競賽 得名得名得名得名得名得名得名得名

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
YAYAYAYAYAYAYAYA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
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海報競賽

表決盛況表決盛況表決盛況表決盛況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廣活動
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海報競賽結果



運用品管工具改善中心導照護品質
地區醫院協會TCHA海報競賽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中心導管照品質照護
標竿醫院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計劃

成果發表



103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
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成果發表102.12.17

優質醫院獎

績優特殊表現獎

今年我要排除萬
難，去台北領獎



103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年中心導管品質提升計劃
成果發表獎項成果發表獎項成果發表獎項成果發表獎項



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地區醫院執行Bundle careBundle care

• 降低病人的感染降低病人的感染降低病人的感染降低病人的感染，，，，減少死亡的風險減少死亡的風險減少死亡的風險減少死亡的風險

• 醫院成本增加醫院成本增加醫院成本增加醫院成本增加

• 以病人為中心以病人為中心以病人為中心以病人為中心，，，，把病人擺第一位把病人擺第一位把病人擺第一位把病人擺第一位

• 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結果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結果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結果病人獲得最佳醫療結果，，，，使病人及其家屬能使病人及其家屬能使病人及其家屬能使病人及其家屬能
夠滿意夠滿意夠滿意夠滿意，，，，並在健保的成本效益方面並在健保的成本效益方面並在健保的成本效益方面並在健保的成本效益方面，，，，得到合得到合得到合得到合
理化理化理化理化

• 對的事情要全力以赴對的事情要全力以赴對的事情要全力以赴對的事情要全力以赴

�� 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院長看法



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跨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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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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