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08 年度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執行成效一覽表 

項

次 
實施要項 具體作法 

辦理單

位 
執行成效 

一 完備基礎

服 務 項

目，注重服

務特性差

異化 

一、建立作業標準及工作

手冊，提升服務品

質。 

各單位 一、病歷管理工作手冊。 

二、急診作業手冊。 

三、營養科業務手冊。 

四、復健科業務手冊、醫療安全手

冊、新進醫師及醫事技術人員職

前訓練總論、治療作業規範。 

五、藥劑科門診住院藥局作業手冊

、用藥安全管理機制等25項作業

標準。 

六、感染管制手冊。 

七、護理部訂定有各項臨床作業標

準作業流程9篇270項、護理行政

作業手冊、病室工作常規、疾病

自學手冊且定期修檢視。 

八、病理檢驗科依ISO 15189規範，

訂定品質程序共26章及各項檢驗

標準程序SOP共計197項。依品質

程序及各項標準操作程序提供良

好檢驗品質之檢驗報告。 

二、持續改善服務櫃台、

服務標示、申辦須

知、等候設施、申辦

動線、停車空間、宣

導資料及服務設施、

環境規劃、綠（美）

化工作等。 

各單位 一、完成醫療大樓大廳整修(含批價

掛號、領藥及聯合服務櫃台)，提

供民眾優質服務品質。 

二、各門診診間及檢驗科引進多媒

體電子叫號系統，進行掛號、批

價、博愛服務、住院、出院及綜

合服務等六項分流，減少民眾等

待時間，紓解排隊人潮。各診間

改為插卡報到系統，民眾一目瞭

然看診進度以及過號情形，以利

民眾就醫。 

三、復健科服務櫃檯備有手寫板，

遇有重聽或無法言語溝通的病患



，可手寫資訊溝通。 

四、新進人員報到流程包含感管室

，感控室備有『新進人員感染管

制教育手冊』及專人服務說明。 

五、完成院內樹木修剪工程，使醫

院換然一新。 

六、更新醫療大廳候診區增設電視

牆，隨時更新看診進度，強化

醫療政令、政策及衛教宣導影

片，有效提升服務品質。 

七、更新急診留觀區櫃台，提供內

部顧客良好工作環境，隨時觀察

留觀病人動態，及時防範異常事

件發生。 

三、賡續強化人員服務態

度及電話禮貌作法相

關規定，並確實執行

與管考。 

各單位 一、訂定「服務之星票選活動」，以

利持續提升櫃台人員服務品質。 

二、每月辦理「電話禮貌評比」，提

升員工服務品質。 

四、辦理相關專題研究或

心得報告，研討創新

服務措施，提升服務

品質。 

各單位 一、營養室：108年醫療品質改善活動自

費護理之家均衡配方粉灌食工作簡化

期末報告。 

二、藥劑科：108執行品質改善─降低藥

局藥品盤點錯誤率，以減少複盤所花的

時間及人力，改善後藥品盤點錯誤率由

17%下降至8.17% 

三：感控室：108年共舉辦7場次感染管

制教育訓練(含外包廠商同仁)。 

四、製作護理衛教指導動畫影片36部，

提供病人、家屬及社區民眾免費下載學

習，深獲好評。 

五、復健科：「復能多元服務試辦計

畫」，並於每月 1次舉辦跨團隊會

議，討論服務個案，提升居家復

能服務品質。 

六、洗腎室以『全方位一站式透析

服務』參加 108年國家品質標章

認證(SNQ)-護理特色專科組，運

用八大特色五大創新，提供血液



透析全方位一站式及優質透析照

護。 

五、彙整編印「為民服務

手冊」等文宣資料，

並善用傳播媒體及公

眾場所宣導。 

醫企室 

社工室 

相關單

位 

一、利用網路新聞、社群媒體如

FB、LINE、榮光週刊、本院醫

訊等，宣導及聯繫效果。 

二、108年計刊登各大媒體 256件。 

六、依本會「安養機構失

智榮民服務照顧作法

要點」，做好護理之家

失智（能）榮民之服

務照顧。 

護理部 一、參與 108年桃園衛生局失智症

非藥物療法計畫，計有 11人參與

計畫，在Moca蒙特利爾認知評估整

體上升 4%。參與住民於活動期

間未再發生過跌倒。 

二、活動辦理： 

活動內容 場次 

認知、感官活

動、復健運動 
37 

慶生會 4 

家屬座談會及

團體指導 
4 

 

二 重視全程

意見回饋

及參與，力

求服務切

合民眾需

求 

一、參加榮民懇（座）談

會（首長與民有約）

及服務區座談會。 

社工室 

護理部 

醫企室 

108年度參加桃園地區榮民懇談及

服務區座談會共五場次，宣導榮民

眷就醫權益及本院推動長照2.0具

體措施計畫等。 

二、設置「首長民意電子

信箱」，即時、有效之

處理，落實服務成

效。 

院辦室 

 
對外網頁建置有「首長民意電子信

箱」，108年度計接收239件信件，均

有專人處理，分辦相關單位，並追

蹤管控時效。 

三、辦理顧客滿意度調

查，藉以改進服務缺

失，建立民眾抱怨處

理機制。 

社工室 

護理部 

醫品中

心 

一、本院訂有「病人滿意度問卷調

查實施辦法」，於每年3月及8月進

行上下半年度門、急、住診滿意

度調查，外部顧客滿意度年平均

達86.7%以上，108年平均滿意度

達87.22%，相關結果回饋各單位

，並於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議討

論及追蹤。 

 

 



  10803 10808 平均 

住院 85.14% 85.27% 85.21% 

門診 88.30% 88.10% 88.20% 

急診 86.60% 89.90% 88.25% 

平均 86.68% 87.76% 87.22% 

 

二、每季分別做住院、急診病人滿

意度分析，108年度滿意度： 

(一)住院：第一季：97.0% 

         第二季：96.7% 

         第三季：96.6% 

         第四季：97.3% 

(二)急診：第一季：95.1% 

         第二季：91.6% 

         第三季：96.4% 

         第四季：96.7% 

四、針對民眾需求，規劃

調整為民服務工作廣

度、深度及範圍，策

訂年度提升政府服務

品質執行計畫。 

社工室 

醫企室 

秘書室 

相關單

位 

一、針對人口高齡化開辦榮民行動

輔具申領發放作業，108度共計受

理127人申請發放183件。 

二、配合辦理二手輔具免費外借服

務，108年全院內外共借用各式輔

具7,806人次。 

五、加強與地方民意代表

聯繫、建立新聞媒體

及報章輿論快速回應

機制。 

社工室 

秘書室 
一、與地方各大平面媒體、有線電

視及網路新聞網均建立聯繫管道

，遇重大新聞主動發佈新聞稿或

邀請採訪，合作關係良好。 

二、108年計刊登各大媒體256件。 

三 便捷服務

遞送過程

與方式，提

升民眾生

活便利度 

一、設置全功能櫃台，賡

續推動「單一窗口」

服務作業。 

醫企室 

社工室 
一、大廳設置綜合服務櫃檯，由專

人值勤及志工人員輪值協助查詢

、掛號、初診資料填寫、借用輪

椅、影印等服務108全年共服務

42,593人次。 

二、設有80歲以上(含榮民)敬老窗

口，由專人提供掛號、批價免抽

號服務，減少等候時間。 

二、建置「病患資訊查詢」

系統，服務就診病患

資訊室 一、於本院官網設置有「病患資訊

查詢」系統，供民眾查詢就醫資



便利資訊查詢。 訊。 

二、建置有預約掛號暨門診資訊查

詢APP系統，供民眾使用行動裝

置掛號及查詢就診進度。 

三、政府服務資源整合及

共享，規劃跨機關水

平整合服務或業務體

系垂直整合服務。 

醫企室 

秘書室 

社工室 

一、107年度推動雁行計畫，與基層

診所共同簽訂契約，落實分級醫

療、加強雙向轉診。 

二、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

學生健康檢查優惠每人次180元

、掛號費減免為80元。 

三、派醫師支援法務部矯正署桃園

少年輔育院院生看診服務。 

四、訂定明確作業程序及

量化服務指標，建立

標準作業規範；推動

「 ISO 國際品質認

證」制度。 

各單位 一、資訊室：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27001:2013 

二、營養室：HACCP衛生評鑑。 

三、病理檢驗科：ISO15189 

四、社醫部健檢中心檢驗室：

ISO15189 

五、非上班時間設置專人

輪值服務（服務不打

烊），全年無休 24小

時服務。 

各單位 一、掛號室負責全院掛號、收費、

住院及出（轉）院等，因業務係

屬連續性或緊急性，採24小時輪

班制，隨時提供最優質服務。 

二、藥劑科、病理檢驗科：排定全

日三班制班表，全年無休24小時

服務。於門診時段增添藥師、醫

檢師排班，降低病患等候時間。 

六、經營本院 FB粉絲團，

張貼本院活動訊息，

提供退除役官兵、眷

屬及民眾友善網路溝

通環境。 

圖書館 

各單位 
一、本院建立FB粉絲團，隨時更新

醫院最新活動訊息及醫療新知等

資料供民眾瀏覽。 

二、每周定期張貼疫情訊息外，且

視需要增加提供感管訊息例如張

貼海報、跑馬燈、FB等供民眾或

家屬宣導衛教須知。 

三、每日更新急慢性病房運用表。 

四 關懷多元

對象及城

鄉差距，促

進社會資

一、普設服務據點，加強

走動服務，落實「榮

民(病患)在那裡，服

務到那裡」及「傾聽

社工室 

家醫科 

 

一、除服務檯外，各病房均設專責

社工，協助住院病患(含榮民)處

理各項問題及瞭解榮民需求及困

難，對初次住院榮民眷另進行訪



源公平使

用 

榮（人）民(病患)聲

音」之服務理念。 
視贈送慰問卡，108度共訪視慰問

1,538人次。 

二、與各榮家、榮民服處建立密切

聯繫，協助榮民解決、就醫、財

務、出院、安置及急難救助等問

題，108年度協助就醫聯繫見證

1,297人次、財務協處304人次、

安置榮家7人，急難救助583人次

、金額計1,755,242元。 

二、實施護理之家及病房

榮民與病患晤談，瞭

解個別實際需求，並

即時協助處理。 

社工室 個案反映問題即予訪談回覆或開案

輔導協助解決問題，108年公務護

理之家每一個案均予開案平均維

持60-70案。自費護理之家每一個

案均予開案，平均維持75-80案。 

三、落實外住榮民暨遺眷

訪查服務照顧工作，

發揮服務功能，爭取

榮民(眷)對本會之認

同。 

社工室 

 

一、配合居家護理及居家安寧護理

人員每月訪視，108年度完成378

案訪視。 

二、公務床年終圍爐，邀請醫院附

近獨居榮民及遺眷6員共同參與

會餐，爭取對醫院及本會之認同

凝聚力。 

四、充實更新網頁（包含

無障礙）提供最新且

完整的服務資訊。 

資訊室 

各單位 
一、本院網站隨時更新最新訊息，

讓民眾充分掌握醫院資訊。 

二、本院網站通過無障礙認證。 

三、本院建有感控網頁提供最新疫

情公告。 

四、完成本院網站換版更新作業，

提供便捷網頁服務民眾。 

五、提供藥品外觀及藥物資訊查詢

並隨時新增新進藥品資訊。 

五、加強榮家榮民及社區

民眾預防保健及醫療

衛生教育，指派醫

師、心理師等至安養

機構擔任「社區關懷

據點健康促進」講座

及關懷服務。 

家醫科 一、眷村或退除役官兵及眷屬聚居的社

區：4個社區據點（陸光里、精忠里、

新興里、中成里） 

二、社區團體：4個社區據點（北區老人

活動中心、三聖宮、大檜溪、汴洲里）

(圖一) 

三、進行義診服務-108年1-12月提供免

費血壓及血糖檢測共計87場、12,315



人次。 

四、指派醫療相關人員進行健康促進講

座，108年1-12月講座共計58場、9,385

人次。(圖二)  

五 開放政府

透 明 治

理，優化機

關管理創

新 

一、開放公共設施，提供

民間社團辦理休閒、

公益活動使用。 

秘書室 

社工室 

一、醫療大樓中央通道設文化走廊

，供民間藝文團體展出書畫作品

，全年共佈展7次展出各式作品

185件。 

二、配合年節及公益活動，108年辦

理端午、中秋、慶生會、春節、

院慶、企業捐贈等共13場活動，

邀請民問公益社團或個人贊助表

演節目。 

二、建置雙語環境，提供

快速、明確的瀏覽機

制。 

資訊室 

醫企室 
一、院內各路標、樓層指示牌皆設

計為中英文並列，導覽民眾。 

二、本院網站建立英文簡介說明，

並通過無障礙認證。 

三、規劃建置榮民醫療體

系之共同醫療資訊系

統（HIS）整合服務。 

資訊室 

醫企室 
一、12所榮總分院共同建置有醫療

資訊系統(HIS)。 

二、105年配合輔導會政策推動台中

榮總醫療資訊系統(HIS)，本院預

計109年年底前上線。 

六 掌握社經

發 展 趨

勢，專案規

劃前瞻服

務 

一、與企業、社福團體結

盟，辦理各項公益活

動，以增進政府服務

功能。 

醫企室 

家醫科 

社工室 

一、108年拜會桃園地區公廟(景福

宮、慈護宮、三聖宮壽山巖觀音

寺及林口竹林山觀音寺等)、義美

食品、成功國際獅子會、蘆山園

社區大學等數十個公益財團法人

、地方社團、企業或熱心公益人

士、民意代表保持聯繫。 

二、108年募得福祉車復康巴士乙輛

、全頁式解析心電圖機、演奏型

鋼琴乙台 、微遠基金捐贈餐具一

批、體外震波治療儀(200萬元)、

急難救助款1,812,848元，其他物

資如中秋月餅450個、乳液組、伴

唱機、氣墊 床、電暖器、氧氣機



奶粉、尿布、紙巾等用品多批，

有效補足照護資源。 

二、鼓勵職訓、志工結訓

學員，參與各項技能

檢定及志工服務工

作。 

社工室 

志工隊 
本院志工隊現有116人，年度新招募

加入成員6員。每年度辦理二次教

育訓。 

三、結合民間、機關或團

體，建立合作機制，

處理突發意外事件。 

秘書室 

社工室 

醫企室 

配合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舉辦桃園地

區緊急災害標竿演練計142人參加

桃，桃園市衛生局發布新聞稿讚揚

演練成功。 

四、訂定年度員工在職訓

練計畫，辦理提升作

業知能相關研討會或

講習，提升人員專業

水準。 

護理部 

人事室 

醫教會 

相關單

位 

一、108年度辦理醫師暨醫事人員學

術研討會暨師資培育課程計21場

/次，3127人參與。 

二、依據『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

院感染管制課程學習計劃』辦理

教育，108年共辦理7 場次以期落

實感染管制措施、加強在職教育

、宣導國家衛生政策與防疫及傳

染病新知，提昇院內感管品質、

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三、人事室訂定「108年度新進人員

訓練計畫」，每季辦理新進人員講

習，促使新進人員到職時能充分

認知本分院願景、目標、經營理

念及所任職與業務概況，熟悉環

境、瞭解責任、義務與權益事項

，引導迅速融入工作，發揮團隊

效能，計辦理4場/次145人參與。 

四、護理部依年度工作重點辦理各

項教育訓練： 

(一)中央在職教育 

(二)N1N2進階教育 

(三)師培訓練課程 

(四)加護護理訓練 

(五)專科護理師訓練 

(六)長照高齡課程及長照視訊課程 

  



圖一、社區團體：4個

社區據點（北區老人活

動中心、三聖宮、大檜

溪、汴洲里）。 

 

 

 

 

 

 

圖二、指派醫療相關人
員進行健康促進講座，
108 年 1-12月講座共計
58 場、9,385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