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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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病歷管理工作手冊。 

2.復健科業務手冊 

3.放射科訂定各項臨床作

業標準7篇38項、護理

作業標準1篇38項 

4.藥劑科修定門診住院藥

局作業手冊、用藥安全

管理機制等26項作業標

準 

5.新進人員報到流程包含

感管室，感管室備有

『新進人員感染管制教

育手冊』及專人服務說

明。 

6.護理部訂定有各項臨床

作業標準作業流程9篇

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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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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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增戶外防疫通道工程，

有效隔離感控動線。 

2.完成附設護理之家消防設

施改善工程，增進環境消

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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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藥劑科於科務會議持續宣

導注意服務態度及電話禮

節，並列入考績。 

2.各單位規定電話響3聲內需

接聽電話並說〝員工本人

名字+您好〞 

3.秘書室持續宣導電話禮節



測試，並將執行成效於院

部會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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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醫品病安組辦理109年

提升醫療品質方案活

動 

2.復健科為落實防疫規

定，實施住院病患和

門診分流，達到服務

與防疫雙贏 

3.109年執行品質改善-

「提升院內藥物不良

反應通報率」，減少藥

物不良反應發生，確

保病人用藥安全，改

善後院內藥物不良反

應通報率增加38.9%。 

4.感管室：109年舉辦8場次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含外

包廠商同仁)。 

5.護理部: 

(1).製作護理衛教指導動畫

影片39部，提升護理

指導效能，更提供病

人、家屬及社區民眾

免費下載學習，深獲

好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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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透析照護有效期



至109年12月。為了

維 持 SNQ 透 析 品

質，持續創新，於

109年12月通過書面

審查及續證，有效

期為110年12月。 

(3).洗腎室於109年參加

全國「提升腎臟病

健康促進機構照護

品質計畫」本單位

榮獲「佳作」。 

(4).彩虹居失智日照中心

以『許一個榮耀的

晚年』參加108年國

家 品 質 標 章 認 證

(SNQ)-長照類服務

組，提供七大特色

服務，讓長者延緩

失智、維持日常生

活品質，盼其晚年

生活如彩虹般，璀

璨而耀眼，有效期

至109年12月。 

  為了維持 SNQ 透析品

質，持續創新，於

109年12月通過書面

審查及續證，有效

期為110年12月。 

(5).精神科病房於109年

參加臺北榮民總醫

院「醫療品質改善

案」，本單位榮獲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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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醫療大樓一樓大廳

跑馬燈及電視牆，宣導

各項服務新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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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年計刊登各大媒體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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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為延緩住民失能及

增進社交能力辦理活動如

下： 

活動內容 場次 

認知、感官

活動、復健

運動 

39 

慶生會 4 

家屬座談會

及團體指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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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參加榮民分區座

談會4場次、金字塔計畫

協調會4場次、地區首長

聯繫會報1場次，自辦與

榮家健保聯繫會議12場

次，有效宣達服務政策及

溝通協調解決榮民眷就醫

及長期照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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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已設置院長信箱，

109年度總計收案151件，

處理及完成回復共計15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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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年度受理民眾陳情

案271件，依標準程序

處理答覆民眾。 

2.護理部每季分別做住

院、急診病人滿意度分

析 ， 3.109 年 度 滿 意

度： 

(1)住院：第一季：97.1% 

         第二季：96.5% 

         第三季：97.8% 

         第四季：97.8% 

(2)急診：第一季：89.9% 



         第二季：91.8% 

         第三季：98.4% 

         第四季：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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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民眾建議事項進行改

善，提增民眾就醫服務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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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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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年計刊登各大媒體

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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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有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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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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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全年共服務47,113

人次。 
二、建置「病患資訊查詢」系

統，服務就診病患便利資

訊查詢。 

醫療資訊

組 
1.於本院官網設置有「病

患資訊查詢」系統，供

民眾查詢就醫資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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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續推動雁行計畫，與

基層診所共同簽訂契

約，落實分級醫療、加

強雙向轉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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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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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醫療資訊組：資訊安全

管 理 系 統

ISO27001:2013 

2.訂頒本院「採購作業程

序」，完備採購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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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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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放射科：排定全日三班

制班表，全年無休24小

時服務。 

3.藥劑科：排定全日三班

制班表，全年無休24小

時服務 

4.感管室設有值班人員，

全年無休24小時服務。 

5.秘書室：總機及廢棄物

處理場均採全年無休

制，提供完善環境幅度

到院服眾及電話諮詢服

務，安排警衛人力維護

院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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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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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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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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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資源公平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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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榮（人）民(病患)

聲音」之服務理念。 

社工室 

家醫科 

 

除原有大廳服務檯外，

109年新設桃園慈護宮及

壽山巖觀音寺二處社區據

點，拓展醫療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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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內對公務護理之家榮

民(眷)晤談共375人次，

有效溝通、解決其各項長

期照顧問題，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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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內共執行院區週

邊獨居榮民(遺)眷45人

次，成效良好。 

四、充實更新網頁（包含無障

礙）提供最新且完整的服

務資訊。 

醫療資訊

組 

各單位 

1.新增本院藥品查詢系統

連結健保局網站，提供

完整之藥品資訊。 

2.本室設有感染管制網頁

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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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眷村或退除役官兵及眷

屬聚居的社區：5個社

區據點（陸光、精忠、

新興、中成、龜山) 。 

2.社區團體：6個社區據

點（朝陽、汴洲、北

區、慈護宮、泰山 、

大檜溪)  

3.進行義診服務-109年1-

12月提供免費血壓及血

糖檢測共計84場，共計

14,205人 

4.指派醫療相關人員進行

健康促進講座，109年



1-12月講座共計56場、

817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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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道設文化走廊，供民間

藝文團體展出書畫作

品，全年共佈展6次展

出各式作品190件。 

2.因應新冠疫情影響，會

議場地配合防疫政策執

行，減少外借。 
二、建置雙語環境，提供快

速、明確的瀏覽機制。 

醫療資訊

組 

醫企室 

院內各路標、樓層指示牌

皆設計為中英文並列，導

覽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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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資訊

組 

醫企室 

本院於109年11月完成導

入中榮系統，已與12所榮

總分院共同建置有醫療資

訊系統(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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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接受全聯社、義

美吉勝食品民間公益社團

組織、台南藝術大學等贊

助活動5場次、宗教團體

及廟宇5家合作辦理社服

務5 場次、民間企業行號

捐贈各項醫療照護及防疫

物 資 59 項 ， 價 值 達

3,262,8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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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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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與醫療機構、長照服

務機構簽立醫療合作契約

書，處理突發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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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部 

人事室 

醫教會 

1.醫企室、職安室與病安

組共同辦理職場健康與

安全相關持續課程 



員專業水準。 相關單位 2.本院志工隊現有 103

人，年度新招募加入成

員7員。每年度辦理二

次教育訓。 

3. 人 事 室 以 「 終 身 學

習」，鼓勵員工每年配

合政策推動政策性數位

學習：(包括其課程內

涵為「當前政府重大政

策」、「環境教育」及

「 民 主 治 理 價 值 課

程）」，其中民主治理價

值課程包含性別主流

化、廉政與服務倫理、

人權教育、行政中立、

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

與等課程）等數位學

習。 

4.感管室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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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共辦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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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秘書室辦理「採購教育

訓練」1次，統合桃園

地區會屬機構派員參加

計68人次，精進各單位

採購作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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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員訓練班 

(五)長照高齡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