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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團隊資源管理(TRM)的發展與內容 

 航安到醫安 

 團隊資源管理(TRM)的運用與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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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資源管理 

Team Resources Management 

有效運用所有人員、設備、資源等可用資

源，以達成最高水準的安全與效率 

由專業實務及人因工程專家共同開發 

與人員因素相關的異常/意外事件連結 

實證的最佳化(best practice)為基礎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TRM的發展與應用 
 航空界 

 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 (CRM) 

 組員資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Threat and error management (TEM) 

 醫療界 

 Medical Team Training (TTM)、TeamSTEPPS、
MedTeams、MTM… 

 Healthcare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HTRM) 

醫療團隊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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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團隊訓練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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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of ICU Stay After Team Training 

50% Reduction

(Pronovost, 2003) 
Johns Ho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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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施團隊資源管理的縁起 

 2007年間個別醫院與飛航合作,導入CRM 

 醫策會2008年初步導入美國AHRQ機構
所推廣之Team STEEP團隊訓練教材 

 培訓40多位種子教師 

 種子各自回機構內發揮 

  



Executive Briefing

TeamSTEPPS 
Strategies and Tool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Patient Safety  

Module 1: Introduction 

Module 6: Communication 

Module 5: Mutual Support 

Module 4: Situation Monitoring 

Module 3: Leadership 

Module 2: Team Structure 

Module 7: Summary 

改善效率與病人安全之策略與工具 

http://teamstepps.ahrq.gov/ 

http://dodpatientsafety.usuhs.mil/teamstepp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Patient Safety Program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1_Slides_Introduction_06.1.ppt#1. Strategies and Tool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and Patient Safety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6_Slides_Communication_06.1.ppt#1. Slide 1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5_Slides_Mutual_Support_06.1.ppt#1. Slide 1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4_Slides_Situation_Monitoring_06.1.ppt#1. Situation Monitoring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3_Slides_Leadership_06.1.ppt#1. Slide 1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2_Slides_Team_Structure_06.1.ppt#1. Team Structure  
../../../../CK data/CK data/PatientSafety/20090206 全院演講/Modules/TS_Module_7_Slides_Summary_06.1.ppt#1. Slide 1
http://teamstepps.ahrq.gov/
http://dodpatientsafety.usuhs.mil/teamste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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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中的團隊合作關係 

 Team ≠ Teamwork 

 

 團隊合作不良是造成醫療錯誤的原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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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團隊合作的絆腳石 

缺乏明確的領導者 

成員角色不明 

時間壓力 

訊息傳達不清 

溝通不良 

階級文化 

 

 

 

 

 

 
 

本位主義 

過度自信 

爭端處理 

缺乏照護延續性 

疲憊 

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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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 

表現 

知識 態度 

守
望 

溝
通 互助 

團隊能力的展現 

 知識(Knowledge) 
 心智共享模式 

 

 態度(Attitudes) 
 互信 
 團隊導向 

 

 表現(Performance) 
 調適力 
 正確性 
 生產力 
 效率 
 安全 

技能 

TRM飯糰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克服團隊合作障礙的策略/工具 

Leadership 
Brief/ huddle/debrief 

Situation Monitoring 
STEP/Cross monitor 

Mutual Support 
Two-challenge rule 

CUS/DESC 

Workload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Check back 

Call out/SBAR 

•缺乏明確的領導者 
•成員角色不明 

•時間壓力 
•訊息傳達不清 

•階級文化 
•本位主義 
•爭端處理 
•疲憊 
•工作壓力 

•溝通不良 
•缺乏照護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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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節省時間，不是浪費時間 

任務開始前，針對角色分配、 

建立期待、預期結果及可能 

發生的突發狀況作討論。 

領導: Brief 事前簡報 

Brief 任務說明查檢表 

□ 團隊成員有誰? 
□ 是否都瞭解與同意目標? 
□ 是否都瞭解角色與責任? 
□ 治療計劃? 
□ 有那些可以求助的人員? 
□ 成員的工作量如何? 
□ 有那些資源可運用? 



A shared mental model 

設定共同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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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 Huddle 叫暫停 

重新掌握最新的情境 

討論新浮現的問題 

預期事件的新發展 

再分配資源 

表達組員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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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後 

相互取暖 

在任務結束後的檢討， 

以改善團隊的表現與效率。 

Debrief 任務檢討查檢表 

□ 溝通是否清楚? 
□ 是否都瞭解角色與責任? 
□ 是否維持情境警覺? 
□ 工作分配是否均勻? 
□ 協助的提供與需求? 
□ 是否產生或避免失誤? 
□ 有那些資源可運用? 
□ 哪些做的不錯? 
□ 哪些需要改變? 
□ 哪些需要改善? 
 

領導: Debrief  解除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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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Illness (疾病) 

M = Medication (常規藥物)    
 Menstruation(月經) 

S = Stress (壓力) Sleep(睡眠) 

A = Alcohol and Drugs (酒精及特殊藥物) 

F = Fatigue (疲勞) 

E = Eating and Elimination (吃喝拉撒) 

每一個團員的責任 … 

自主管理 

I’M SAFE Checklist (自我安全查檢表) 

Situ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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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Monitoring 

多人聯防 

減少失誤的一種策略 

隨時注意其他成員的動靜 

在團隊中提供一個安全網 

確保疏失或遺漏可以輕易 

及快速的被發現 

 

“看緊他人的背後” 

Situ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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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同仁 

環境 

進展 

守望四方 STEP 

病人狀態 
團隊同仁 
周遭環境 
前進目標的進展 

Situ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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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ion 堅持對的事 

Two-Challenge Rule 重申問題點 

當初次的表述被忽略時: 
您有責任必須再次的以更堅定的語氣表 
達一次以上，直到清楚被聽見為止． 
被告知的一方必須表達接受到訊息，且 
有合理的回應． 
若結果仍不理想，應採取更強烈的手段 
或往上呈報 

Advocacy 為病人代言 

Mutu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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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產婦，產後出血，掛急診 

急診R1聯絡婦產科醫師之後，囑開立Pitocin 

急診R1開立Pitressin 

護士: 婦產科醫師一般都是開Pitocin 

急診R1: 我聽到的是Pitressin耶，我上個月   

          在GI他們也是用Pitressin來止血的啊! 

護士: … … (心想：好像不是吧?) 

Two-Challenge Rule重申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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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rtion 堅持對的事 

CUS 再三關切 

Advocacy為病人代言 

我很關切 這是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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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Out 大聲通報 

溝通重要或關鍵資訊的策略 

在危急時，同時通知所有的團員 

幫忙團員預期準備下一個步驟 

I5 CPR 

有OCHA病人 

失火了 

小心，I9要拔管 

要照了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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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Call Out 的結果 

轉院來的病人,使用pump升壓劑 

在照Ｘ光時,插頭拉掉了 

Monitor 螢幕暗下來 

有人看到了，小聲的說。。。 

照完後，就上去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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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溝通迴路 

一項要求對訊息作確認的溝通策
略。發出資訊者，啟動訊息後，
接受者在接受訊息後，必須複頌
訊息，然後，發出訊息者，必須
確認複頌回來的訊息，與原始訊
息是一致的，若不一致，則需要
再修正。 

溝通: Check-Back 回覆確認 

Source 

Receiver 

例子: 
醫師: Bosmine 1amp IV push 
護士: Bosmine 1amp IV push 
醫師: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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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會使用 Check Back? 

核血 

口頭醫囑 

核對檢體 

核藥 

核對身份 

核對手術部位 

急救給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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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結構性 

有條理的傳達訊息 

溝通: SBAR 報告四要素 

Situation – 病人發生什麼事? 

                  5CI-19 李小明他突然很喘.  

        RR30  BP120/70  HR120 

Background – 臨床背影資料 

                       他60歲，昨天開PPU． 

                       以前沒有心肺疾病 

Assessment – 我認是什麼問題? 

                        他右側呼吸音減少， 

                       且吸氣會痛，我擔心他是氣胸 

Recommedation – 我需要做什麼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病人必須接受評估， 

                              你現在可以過來嗎 ?   

交班 

報病況 

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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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的實踐例子 

 快速反應團隊 (rapid response team; RRT) 

 葉克膜處理(ECMO) 

 外傷小組流程(Trauma team) 

 中央靜脈導管感染(BSI)、手術部位感染(SSI) 

 心肌梗塞病人處理 (PCI) 

 管路照護(Tubing care) 

 手術安全把關(Surgical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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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文化與病安指標相關性分析 

 背景/目的 

 為了解病安文化調查的結果是否能與已知的病人醫療
品質及病人安全指標找出明確的相關性 

 病安文化的結果若能夠通過嚴謹的信效度檢測，未來
可以發展為病人安全的領先指標，比起其它事後追溯
的落後指標更具有前瞻性  

 資料來源 

 對象 ：84家區域級以上參與醫院，共82家回覆 

 方法 ：自填回覆97年1-6月各項指標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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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TRM 於BSI的例子 

 on CVP 時的Briefing/Huddle/Debriefing 

 Daily Goal/提醒拔管/Two challenge rule 再次提醒 

 照護團隊間的溝通及交接班 

營造團隊共識/正向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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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Goals Checklist—A Goal-Directed Method to 

Eliminate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J Healthc Qual. 2008 Nov-Dec;30(6):13-7. 

 The use of the “ventilator bundle,” “sepsis bundle,” 
and other evidence-based initiatives often results 
in improved quality of care and reduction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ICU 

 The daily goals checklist is a quality tool that 
incorporates several evidence-based quality 
parameters, and it is easy to use and cost-
effective 

 Its implementation is likely to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in ICU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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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Outcomes in a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by Implementing Daily Goals Tools.  
Crit Care Nurse December 2009 29(6) 58-69  

 
 Daily Goals Tool includes a focus on developing 

multidisciplinary patient-centered goals, improving 
and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and avoiding 
fragmentation of care. 

 Improvements all occurred in six parameters:  

 SICU length of stay 

 VAP bundle compliance rates 

 VAP rate 

 Bloodstream infection rate 

 Number of falls 

 Decubitus ulcer rat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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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Briefing Applications 

 

37 



38 

推行TRM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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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otter 

8 Steps of Change 
以變革管理的八大步驟為思維來推展 

1.危機意識  

2.形成領導團隊 

3.提出願景 

4.溝通變革願景 

5.授權員工參與 

6.創造近程戰果 

7.鞏固戰果並再接再厲 

8.新作法深植於企業文化 

SET THE 
STAGE  

DECIDE 
WHAT TO 

DO 

MAKE IT 
HAPPEN 

MAKE IT 
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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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TRM的評估工具 
 問卷收集單位內主觀想法 

 Safety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Team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直接觀察行為的改變 

 Team Performance Observation Tool 

 其他…臨床成效指標,單位/組織營運績效 

回答兩個問題: 

Does it work?    Does it 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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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TRM的重點原則 

與單位領導階層建立夥伴關係,獲得支持 

善用資料-文化調查/指標/異常事件 

推行團隊形成-確認重點及擬訂行動計畫 

提供資源協助訓練或是單位推行 

與現有教育訓練及日常實務結合 

   …staff team-related 
competencies…integrating TRM into dail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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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M實施概況 

 2010年5月間,以問卷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對象:已推行TRM之5家醫院(1,000床以上2家;500-999床3

家) 

 多採階段性導入:共識/種子培訓/單位試辦/全面實施 

 初步推行單位以急診、重症單位、手術室、產房等單位為主 

 以課堂型(Classroom based)訓練為主,開始發展模擬訓練

(Simul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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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 
 高階實質的支持 

 與院方目標與政策之連結 

 變革團隊的形成 

 教材在地化 

 時間及人力的負荷 

TRM實施概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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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方向 

 訓練擬真化:運用擬真訓練(simulation training),提升

知識運用的轉換力 

 實踐實務化:化知識為行動,發展多元與現行作業結合的實

踐模式 

 推行扎根化: 搭配教練(coaching)技能的協助,提高TRM

植入的存活率 

 量測具體化:除了主觀性態度的收集,應更積極發展客觀收

集團隊行為的量測工具 

 經驗知識化:我們應積極將我們學習及應用的歷程有系統

的研究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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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hospitals 

geared to preventing, 

detecting, and 

minimizing hazards 

and the likelihood of 

errors,  

Not finding and 

attaching blame to 

individuals 

TRM不是要改造個人,而是藉
由科學方法來強化團隊成員的
Non-Technical Skills,以提升
安全! 



The End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