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年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推動計畫」 

 

「優質醫院」-加護病房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得獎醫院 

醫學中心 

彰化縣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桃園縣 1232010024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臺中市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臺南市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 1105040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臺北市 130117001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桃園縣 063201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臺北市 0701160518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高雄市 1202080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桃園縣 1532040066 怡仁綜合醫院 



「優質醫院」-全院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得獎醫院 

醫學中心 

臺北市 110115001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區域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經營) 

桃園縣 1232010024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臺中市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宜蘭縣 043401051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屏東縣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新北市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地區醫院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臺北市 0701160518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台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高雄市 1502040021 健仁醫院 

高雄市 1542050056 建佑醫院 

 

 

 

 



「團體卓越獎」得獎名單 

區域 縣市別 特約類型 機構代碼 得獎醫院 

團體卓越獎第一名 

中區 臺中市 
醫學中心 

(示範醫院)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區 彰化縣 醫學中心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 

中區 臺中市 區域醫院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中區 彰化縣 區域醫院 093701001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中區 臺中市 區域醫院 151706103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中區 臺中市 區域醫院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中區 南投縣 地區醫院 0938030016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中區 彰化縣 地區醫院 1537010111 漢銘醫院 

中區 南投縣 地區醫院 0638020014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中區 彰化縣 地區醫院 0937050014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團體卓越獎第二名 

南區 臺南市 
醫學中心

(示範醫院)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南區 臺南市 區域醫院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南區 嘉義縣 區域醫院 11400105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

院 

南區 臺南市 區域醫院 0221010019 台南市立醫院 

南區 臺南市 區域醫院 11210100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

人台南新樓醫院 

南區 臺南市 區域醫院 1105040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

人麻豆新樓醫院 

南區 嘉義市 地區醫院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南區 臺南市 地區醫院 11050500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南區 臺南市 地區醫院 064131001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區域 縣市別 特約類型 機構代碼 得獎醫院 

南區 嘉義市 地區醫院 0122020517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團體卓越獎第三名 

臺北

(二)區 
新北市 

醫學中心 

（示範醫院） 
1131100010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

院淡水分院 

臺北

(二)區 
新北市 區域醫院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

學大學興建經營) 

臺北

(二)區 
宜蘭縣 區域醫院 043401051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

(二)區 
宜蘭縣 區域醫院 1434020015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臺北

(二)區 
新北市 區域醫院 1231050017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臺北

(二)區 
宜蘭縣 地區醫院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臺北

(二)區 
宜蘭縣 地區醫院 0634070018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臺北

(二)區 
新北市 地區醫院 1231030015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創意卓越及佳作醫院-推廣標章獎」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得獎醫院 作品名稱 獲得獎項 

標識(Logo) 

屏東縣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

建醫院 

邁向零感染~有 bundle真

好 
卓越獎 

臺北市 130117001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CVC Bundle,We Care 佳作獎 

臺南市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 
組合路 堅定行 佳作獎 

高雄市 1202080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

醫院 
醫護出奇招 專業零感染 佳作獎 

吉祥物 

高雄市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胖豆(Bundle) 卓越獎 

臺中市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孔雀開屏 佳作獎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

分院 
CVC 小精靈 佳作獎 

臺南市 11410905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

營奇美醫院 

組合式照護 你我一起面

面俱到 
佳作獎 

短文徵稿 

高雄市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名中心靜脈導管的生

命記事 
卓越獎 

臺南市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措

施初體驗：不管，我就是

要『管管相護』 

佳作獎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推

動過程之心路歷程 
佳作獎 

臺北市 050111051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

bundle幫的好 
佳作獎 

新北市 1131100010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

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

分院 

在推動品質提升計畫的

日子 
佳作獎 

屏東縣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

建醫院 
五圈成棒 感控最讚 佳作獎 

宜蘭縣 1434020015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羅東博愛醫院 

中心導管自我照護五部

曲-洗、看、認、消、殺 
佳作獎 

 

 

「創意卓越及佳作醫院-E學績優獎」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 獲得獎項 

參與計畫之人數總和 400人(含)以上 

新北市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

興建經營) 
卓越醫院 

彰化縣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

院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人數總和 101-399 人 

屏東縣 1143010012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卓越醫院 

新北市 1231050017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佳作醫院 

桃園縣 1232010024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

祿醫院 
佳作醫院 

臺中市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佳作醫院 

臺南市 110504001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

豆新樓醫院 
佳作醫院 

高雄市 1202080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人數總和 100人(含)以下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卓越醫院 

臺北市 110101002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

院 
佳作醫院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佳作醫院 

宜蘭縣 0634070018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佳作醫院 

桃園縣 063201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佳作醫院 

彰化縣 1537010111 漢銘醫院 佳作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佳作醫院 

高雄市 1542050056 建佑醫院 佳作醫院 

 

 

 

 



創意卓越及佳作醫院-特色傑出獎『工具改善類』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 得獎名稱 獲得獎項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200床以上 

新北市 1131100010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

念醫院淡水分院 
變形金剛~~分離式子母工作車 卓越醫院 

臺北市 050111051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中心導管置放相關 SOP卡 佳作醫院 

彰化縣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洞巾支撐架，本院的名稱是「不

鏽鋼 L型蛇管架」 
佳作醫院 

臺中市 1517061032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工作車 佳作醫院 

臺南市 114131001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床頭提示牌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199-110床 

臺北市 0401180014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最大無菌面之一體成型洞巾 卓越醫院 

高雄市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安心架 佳作醫院 

臺北市 110115001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

紀念醫院 
全方面工作車 佳作醫院 

新北市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

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工作車 佳作醫院 

臺北市 130117001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滑鼠墊、衛教單張、筆筒或筆

袋、電腦桌布 
佳作醫院 

高雄市 1202080010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洞巾支撐架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109床以下 

屏東縣 094301001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洞巾支撐架（足感心架） 卓越醫院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CVC Bundle Kit 佳作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

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經營) 

超輕薄無負擔最大無菌面 佳作醫院 

高雄市 050208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工作提醒版 佳作醫院 

高雄市 1542050056 建佑醫院 中心導管置入專用床 佳作醫院 

 



 

創意卓越及佳作醫院-特色傑出獎『實務作業類』得獎名單 

縣市別 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 得獎名稱 獲得獎項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200床（含）以上 

臺中市 0617060018 臺中榮民總醫院 
數位攜帶型行動裝置作業流

程 
卓越醫院 

新北市 1131100010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

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CVC bundle care表單資訊化 佳作醫院 

臺北市 0501110514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查

核簽章列表 
佳作醫院 

臺中市 0936050029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 
中心導管置入數教學影片 佳作醫院 

彰化縣 113701002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OSCE，本院稱為臨床技能訓

練中心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199-110床 

高雄市 0602030026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中心靜脈導管照護套組鋪單

技術評估 
卓越醫院 

新北市 1331040513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

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OSCE 

中心導管競賽 
佳作醫院 

宜蘭縣 0434010518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作業流程教學影片 佳作醫院 

臺中市 1517011112 澄清綜合醫院 
「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表

單資訊化 
佳作醫院 

新北市 1231050017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置放中心導管流程及單一無

菌洞巾鋪單流程 
佳作醫院 

臺北市 0401180014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中心導管照護教學影片 佳作醫院 

參與計畫之床數總和 109床（含）以下 

宜蘭縣 0634030014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中心導管照護與置放認證制

度 
卓越醫院 

宜蘭縣 0634070018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中心導管置入及照護流程圖 佳作醫院 

高雄市 0102070020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中心導管照護走動式教學 佳作醫院 

高雄市 0502080015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住院醫師 OSCE訓練 佳作醫院 

嘉義市 1522011115 陽明醫院(嘉義市) 
組合式醫療照護中心導管雙

人鋪單操作流程 教學影片 
佳作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