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年度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一、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成果 

(一) 計畫摘要 

提供民眾健康照護的各項考慮因素中，以可近性為第一優先考

慮。在可近性中，基層健康照護更是扮演為民眾健康把關的重要角

色。基層健康照護主要是由衛生所與診所等基層醫療機構所提供，也

是民眾尋求醫療協助的第一線守門員。因此，民眾對基層健康照護品

質的信心及滿意度，將決定民眾對基層健康照護的使用程度，同時也

決定基層醫療對民眾健康的貢獻度。 

目前全國基層健康照護在醫療網計畫的努力下，已有相當規模的

基層健康照護供給與地理分布，然而在健康照護品質方面，仍有進步

空間。 

其次，基層健康照護品質是南區醫療區域中各縣市衛生局所共同

關心的重點，藉由南區醫療區域管理委員會的協商機制，提供一個合

作的平台，形成推展提升本區基層健康照護品質的推動模式；再經以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以下稱醫策會）發展之「社區

醫療群醫療品質訪查基準」及雲林縣與台南市經「96 年度南區醫療區

域管理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記錄第一項決議：同意可使用自訂之

訪查指標取代醫策會所建議之基層診所醫療品質訪查基準（28 項基

準）等共三種基準，分別至各社區醫療群及診所進行實地試行輔導評

量，作為全面推動基層健康照護品質的評估依據。 

過程中南區醫療網各衛生局共推薦了 39 位訪查委員，其中有 26
位委員出席「社區醫療群輔導暨醫療品質訪查委員共識營」。另於訪

查前分別於南區五縣市共舉辦五場「社區醫療品質訪查說明會」，以

增加診所對訪查基準的認識及自願參與之意願，同時也提供診所「社

區醫療群醫療訪查基準」各條基準的準備範本之「教戰手冊」，以輔

導參與訪查之醫療群診所達到合格或優良的水準。 

結果南區五縣市的訪查診所家數共 54 家，其中優等家數有 35 家

（佔 65％）。在雲林縣共訪查診所 19 家，優等家數有 13 家（佔 68％）。

在台南市共訪查診所 10 家，優等家數有 4 家（佔 40％）。在採用醫策

會所建議之 28 項指標進行實地訪查的嘉義縣、嘉義市及台南縣共訪

查診所 25 家，通過率為 100％，其中合格家數共 4 家（佔 16％），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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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家數共 21 家（佔 84％）。 

(二) 計畫目的 

基層健康照護是基本的健康照護，亦是構成國家健康體系的主要

部分之一，同時也是社區整體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一環（Alma Atz, 
1978）；高品質的基層醫療可以提升民眾對基層健康照護的信心，使

原本越級就醫的民眾進而回流至基層醫療。對於民眾就醫行為、醫療

資源的耗用、甚至醫療體系的運作都會有相當程度的貢獻。 

同時在計畫運作的過程中，期望透過南區各縣市衛生局間的合

作，發展區內跨縣市間醫療資源的相互觀摩與支援，創造基層醫療間

自發性標竿學習的機會，提供民眾更具品質的照護，鼓勵基層診所接

受品質認證，使診所更具競爭力，增加民眾信賴感，進而提升整體基

層醫療的品質。 

(三) 執行方法 

本計畫配合醫策會「96 年度基層醫療品質精進計畫」執行，辦理

階段如下： 
一)、 訪查協調會：對於區域醫療網訪查作業之執行方法與內容，配合

事項與時間表共同討論。 
二)、 配合醫策會參與承辦人共識營：為使衛生局及醫療網責任醫院訪

查計畫承辦人熟悉社區醫療品質訪查作業流程。 
三)、 配合醫策會參與訪查委員共識營：基於訪查委員對訪查基準應有

所共識，避免於實地訪查出現落差，南區醫療網與衛生局推薦之

訪查委員將配合參與此共識營。 
四)、 舉辦五場社區醫療群醫療訪查說明會：因訪查採醫療群診所自願

參加方式，為使各診所及合作醫院等欲參與機構能更熟悉訪查基

準、後續之作業流程及獎勵措施，由南區醫療網暨衛生局於南區

五縣市各舉辦一場共五場的「社區醫療品質訪查說明會」，以增

加診所自願參與之意願。 
五)、 編輯「社區醫療群醫療訪查作業手冊（含光碟）」：針對「社區醫

療群醫療訪查基準」提供欲參與之醫療群達成符合指標的相關資

料之範本（教戰手冊），再由各診所依據所需自行修正。  
六)、 彙整參與之南區各縣市社區醫療群名單：經說明會後，由各衛生

局調查欲參與之社區醫療群名單，再寄送「社區醫療群醫療訪查

基準」自評表及訪查作業手冊，並安排訪查行程及邀請訪查委員。 
七)、 實地訪查：於 8 月-11 月進行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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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訪查結果統一彙整至醫策會進行成績統計與訪查回饋報告作業。 
九)、 獎勵措施：由醫策會及各衛生局共同頒發合格或優良獎狀。 

(四) 整體成果與效益(例如技術面、經濟面、社會面、整合綜效等..) 

一)、 南區醫療網聯絡人及推薦之委員：參與醫策會 3 月 9 日舉辦之

「96 年基層醫療品質訪查協調會」，會議中確認南區醫療網五縣

市衛生局及責任醫院聯絡人名單，以利後續訪查作業之各項聯

絡。另推薦社區醫療群輔導暨醫療品質訪查委員共 39 名，參加

醫策會於 5 月 26 日為加強凝聚委員對於訪查基準之共識所辦理

之「社區醫療群輔導暨醫療品質訪查委員共識營」，結果委員共

出席 26 位，後因參加訪查之基層診所數未如預期，故實地參與

訪查之委員僅有 7 位（如表一）。 

表一、南區醫療網各縣市衛生局推薦之社區醫療群訪查委員分布 
衛生局/醫院 推薦訪查委員 出席共識營 實地訪查 

雲林縣 6 位 5 位 0 位 

嘉義縣 6 位 4 位 1 位 

嘉義市 12 位 10 位 2 位 

台南縣 2 位 1 位 1 位 

台南市 10 位 5 位 2 位 

成大醫院 3 位 1 位 1 位 

合計 39 位 26 位 7 位 

    

二)、 說明會舉辦時間地點及參與人數統計：為使診所對於社區醫療

品質訪查基準與流程有充分瞭解，南區醫療網於 5 月份起於各

衛生局舉辦「社區醫療群醫療品質訪查說明會」，邀請各縣市醫

師公會與診所協會、社區醫療群合作醫院與基層診所等共 186
人參與討論，舉辦之時間地點及參與人數統計如表二及表三。 

表二、社區醫療群醫療品質訪查說明會在各縣市舉辦之時間及地點 

衛生局 辦理日期 時間 地點 

雲林縣 96/5/22 12:00～14:30 衛生局禮堂 

嘉義縣 96/5/24 12:00～14:30 衛生局圖書室 

嘉義市 96/5/23 12:00～14:30 嘉義基督教醫院 

台南縣 96/5/25 12:00～14:30 衛生局階梯教室 

台南市 96/5/29 12:00～14:30 衛生局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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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96 年度基層醫療品質訪查說明會各場之參與人數統計 

衛生局 
醫師公會 

(人) 

診所協會

(人) 

合作醫院

(人) 

基層診所

(人) 

其他 

(人) 

與會人數

小計 

雲林縣 2 1 4 8 8 23 

嘉義縣 1 0 2 11 15 29 

嘉義市 1 0 7 14 14 36 

台南縣 2 0 5 32 10 49 

台南市 1 1 7 30 10 49 

合計 7 2 25 95 57 186 

 

三)、 手冊的編輯：為輔導參與訪查之醫療群診所，由南區醫療網計

畫主持人及專任助理共同編寫「社區醫療群醫療訪查作業手冊

（含光碟）」即所謂的「教戰手冊」（如圖一及圖二），提供給衛

生署、醫策會、專家學者與南區醫師公會、診所協會、衛生局

及參加訪查之診所與訪查委員參考，除參考醫策會及宜蘭縣衛

生局所提供之資料，另外增編符合「社區醫療群醫療訪查基準」

之各類範本，並與自評表同時寄送至參與訪查之診所。 
 
    

 圖一、「社區醫療群基層醫療品質      圖二、「社區醫療群基層醫療品質 
訪查教戰手冊」封面                 訪查教戰手冊」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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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查診所及訪查時間排程：經過各縣市衛生局說明會與社區醫

療群診所、醫師公會及合作醫院溝通討論後，雲林縣與台南市

經「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管理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記錄第

一項決議：同意可使用自訂之訪查指標取代醫策會所建議之基

層診所醫療品質訪查基準（28 項基準），結果共計有雲林縣醫療

群 4 群（19 家診所）、台南市醫療群 5 群（10 家診所）採用。

至於採用醫策會所建議之 28項指標進行實地訪查者共計有嘉義

縣醫療群 1 群（5 家診所）、嘉義市醫療群 3 群（12 家診所）及

台南縣醫療群 7 群（8 家衛生所）共同參與。且為能使未來計畫

更完善，訪查結束後請訪查委員填寫「96 年度社區醫療群醫療

品質訪查意見表」以作為改善計畫及訪查工作的依據。 

五)、 訪查成績：雲林縣參加基層訪查的診所家數共 19 家，其中優等

家數共 13 家（佔 68％）。台南市參加基層訪查的診所家數共 10
家，其中優等家數共 4 家（佔 40％）（評核結果僅供衛生局內部

參考及後續追蹤輔導，不對外公開）。採用醫策會所建議之 28
項指標進行實地訪查的診所家數共 25 家，通過率為 100％：其

中合格家數共 4 家（佔 16％），優等家數共 21 家（佔 84％）。

南區五縣市訪查診所家數共 54 家，優等家數共 35 家（佔 65％）

（如表四）。 

 
表四：96 年度南區醫療網各縣市基層醫療品質訪查成績統計結果 

縣縣市市  訪訪查查診診所所家家數數  優優等等家家數數  合合格格家家數數  使使用用基基準準  

嘉嘉義義縣縣 55 55 -- 

嘉嘉義義市市 1122 1111 11 

台台南南縣縣 88 55 33 
小小計計  2255  2211((8844%%))  44((1166%%))  

醫醫策策會會  
2288 項項基基準準  

雲雲林林縣縣  1199  1133((6688%%))  --  
自自訂訂基基準準  

分分十十八八大大項項  
共共 7799 小小項項  

台台南南市市  1100  44((4400%%))  66((6600%%))  
自自訂訂基基準準  
共共 5566 項項  

總總計計  5544  3355((6655%%))  --  --  



 

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雲林縣社區醫療群訪查說明會 
日  期：96.05.22 時間：12:00~14:30 
地  點：雲林縣衛生局   
主辦單位：雲林縣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承辦單位：雲林縣衛生局 
協辦單位：醫策會 主席：曾春美技正 
參與對象：社區醫療群診所及合作醫院等 參與人數：23 人 
活動照片： 

  

  

備註：透過此說明會讓雲林縣之社區醫療群會員對於訪查流程及基準更瞭

解，增加其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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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嘉義市社區醫療群訪查說明會 
日  期：96.05.23 時間：12:00~14:30 
地  點：嘉基 D 棟 12 樓第四會議室 
主辦單位：嘉義市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協辦單位：醫策會 主席：莊美如課長 
參與對象：社區醫療群診所及合作醫院等 參與人數：36 人 
活動照片： 

  

  

備註：透過此說明會讓嘉義市之社區醫療群會員對於訪查流程及基準更瞭解，

增加其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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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嘉義縣社區醫療群訪查說明會 
日  期：96.05.24 時間：12:00~14:30 
地  點：嘉義縣衛生局圖書室 
主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承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 
協辦單位：醫策會 主席：趙紋華課長 
參與對象：社區醫療群診所及合作醫院等 參與人數：29 人 
活動照片： 

  

  

備註：透過此說明會讓嘉義縣之社區醫療群會員對於訪查流程及基準更瞭解，

增加其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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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 台南縣社區醫療群訪查說明會 

日  期：96.5.25 時間：12：00～14：00 
地  點：台南縣衛生局五樓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台南縣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承辦單位：台南縣衛生局 
協辦單位：醫策會 主席：陳耀德局長 
參與對象：社區醫療群診所及合作醫院等 參與人數：49 人 
活動照片： 

  

 

備註：透過此說明會讓台南縣之社區醫療群會員對於訪查流程及基準更瞭解，

增加其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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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台南市社區醫療群訪查說明會 

日  期：96.5.29 時間：12：30～14：30 
地  點：台南市衛生局五樓禮堂 

主辦單位：台南市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承辦單位：台南市衛生局 
協辦單位：醫策會 主席：蘇俊仁局長 
參與對象：社區醫療群診所及合作醫院等 參與人數：49 人 
活動照片： 

  

  

備註：透過此說明會讓台南市之社區醫療群會員對於訪查流程及基準更瞭解，

增加其參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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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嘉義縣社區醫療群實地訪查 
日  期：96.10.3 
地  點：嘉義基督教醫院、林恆文診所、賴政友診所 
主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活動照片： 

 

嘉義基督教醫院書面資料查閱 

 

林恆文診所實地訪查 

 

林恆文診所書面資料查閱 

 

賴政友診所實地訪查 

備註：透過此實地訪查使診所更具競爭力，提供民眾更具品質的照護增加民

眾信賴感，進而提升整體基層醫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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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嘉義市社區醫療群實地訪查 
日  期：96.9.26 
地  點：嘉義基督教醫院、長鴻診所、吳耳鼻喉科診所 
主辦單位：嘉義市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活動照片： 

 

嘉佳社區醫療群簡報 

 

嘉義基督教醫院書面資料查閱 

 

長鴻診所書面資料查閱 

 

吳耳鼻喉科診所實地訪查 

備註：透過實地訪查使診所更具競爭力，提供民眾更具品質的照護以增加民

眾信賴感，進而提升整體基層醫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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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嘉義市社區醫療群實地訪查 
日  期：96.10.9 
地  點：嘉義基督教醫院、黃銘模診所、黃彬聯合診所 

主辦單位：嘉義市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活動照片： 

 

嘉義基督教醫院陳誠仁院長致詞 

 

會員診所 28 項基準書面資料 

 

訪查委員與診所員工訪談 

 

委員回饋意見與討論 

備註：透過實地訪查使診所更具競爭力，提供民眾更具品質的照護以增加民

眾信賴感，進而提升整體基層醫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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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南區醫療區域輔導與醫療資源整合計畫 

基層健康照護品質試辦計畫 

活動名稱：台南縣社區醫療群實地訪查 
日  期：96.9.27 
地  點：玉井鄉衛生所、南化鄉衛生所 
主辦單位：台南縣衛生局、南區醫療網 
活動照片： 

 

玉井鄉衛生所資料查閱 

 

玉井鄉衛生所實地訪查 

 

南化鄉衛生所資料查閱 

 

南化鄉衛生所綜合討論 

備註：透過此實地訪查使診所更具競爭力，提供民眾更具品質的照護增加民

眾信賴感，進而提升整體基層醫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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