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一、前言： 

經濟部工業局為促使團結圈活動【泛指品管圈、小集團、自主管理、工作

圈、品質改善/創新團隊（QIT）、生產保養（PM）圈及六標準差(6σ)等

活動】能在全國各公民營企業機構（關）徹底推展，以發揮團隊改進精神，

強化組織體質，特公開舉辦「台灣持續改善競賽」，藉以相互觀摩與交流，

提升整體活動水準，強化國際競爭能力。 

二、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台灣持續改善活動推行總會 

三、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 

四、選拔日期： 

2021 年 8 月 9 日（一）~8 月 10 日（二） 

五、選拔方式：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選拔會改以影片評選，

過程亦不開放觀摩，將改以線上直播評選過程。 

六、直播網址： 

1. Facebook：歡迎點讚加入 TCIA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qcc.csd  

2. Youtube：歡迎訂關「中衛中心 CI 學院」頻道 

https://reurl.cc/MA5vzm 

 

https://www.facebook.com/qcc.csd


 

 

2021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00 團自 001 中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不倒鴨圈 

2 | 團自 004 中 至興精機(股)公司 突破圈 

3 | 團自 002 中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腎力圈 

4 | 團自 005 中 中龍鋼鐵(股)公司 電龍圈 

5 | 自自 005 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苗栗廠 電競圈 

6 10:36 自自 006 中 歐普仕化學科技(股)公司 同心圈 

 10:36-10:50 休息 

7 10:50 自自 007 中 菱生精密工業(股)公司 挑戰圈 

8 | 自自 023 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 滾石圈 

9 | 自自 029 中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守護圈 

10 | 自自 038 中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精神圈 

11 12:10 自自 030 中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環環圈 

 12:10-13:00 中午休息 

12 13:00 自自 044 中 台灣肥料(股)公司台中廠 肥一圈 

13 | 自自 045 中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醫家圈 

14 | 自自 056 中 大千綜合醫院 PQ 圈 

15 | 自自 050 中 台灣特品化學(股)公司 金鋼圈 

16 14:20 自自 057 中 大千綜合醫院 POS 圈 

 14:20-14:30 休息 

17 14:30 自自 065 中 京和科技(股)公司 三環工圈 

18 | 自自 084 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蘋果圈 

19 | 自自 067 中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護鄉圈 

20 | 自自 073 中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五福藥師圈 

21 15:50 自自 085 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同心圈 

 15:50-16:00 休息 

22 16:00 自自 086 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營養圈 

23 | 自自 089 中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卓越圈 

24 | 自自 087 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藥使圈 

25 | 自自 090 中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陽光圈 

26 | 自自 094 中 國軍臺中總醫院 快消圈 

27 17:36 自自 106 中 斗六慈濟醫院 打 0 圈 

 17:36-17:50 結果會議 



 

 

2021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發表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10 日（星期二）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00 至專 030 中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5B 威熊圈 

2 | 至專 031 中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5A 團結圈 

3 | 至自 007 中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橋樑圈 

4 | 至自 012 中 臺中榮民總醫院 葡萄園圈 

5 10:20 至自 008 中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守護圈 

 10:20-10:30 休息 

6 10:30 至自 014 中 澄清綜合醫院 EQ 圈 

7 | 至自 037 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毅力圈 

8 | 至自 015 中 澄清綜合醫院 愛腎圈 

9 | 至自 032 中 全興工業(股)公司 同心小組 

10 11:50 至自 038 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登峰圈 

 11:50-12:30 中午休息 

11 12:30 至間 013 中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金字塔圈 

12 | 至間 036 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精密圈 

13 | 特 T 010 中 台塑勝高科技(股)公司 可靠圈 

14 13:34 特智 002 中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電圈 

 13:34-13:44 休息 

15 13:44 團專 025 中 京元電子(股)公司 設計圈 

16 | 特節 001 中 羅門哈斯亞太研磨材料(股)公司(杜邦) 道生圈 

17 | 特節 004 中 智勝科技(股)公司 調光節能圈 

18 14:48 特節 006 中 鴻勝化學科技(股)公司 永續轉圈圈 

 14:48-15:00 休息 

19 15:00 特節 011 中 華邦電子(股)公司 綠帶圈 

20 | 特節 018 中 理盛精密科技(股)公司 再生圈 

21 | 自專 032 中 鈞澤科技有限公司 繞地球一圈 

22 | 自專 036 中 達興材料(股)公司 優化圈 

23 | 自專 066 中 京和科技(股)公司 和作圈 

24 16:36 自專 092 中 關東鑫林科技(股)公司(雲林) 關鑫二圈 

 16:36-16:50 結果會議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日期 序號 編號 組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2021/8/9 1 團自001中 團結 自主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不倒鴨圈 降低精神科慢性病房類流感感染密度

2021/8/9 2 團自004中 團結 自主 至興精機(股)公司 突破圈 提昇EL551防滾設備生產力

2021/8/9 3 團自002中 團結 自主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腎力圈 提升透析病人Hb(血色素)>10 g/dl合格率

2021/8/9 4 團自005中 團結 自主 中龍鋼鐵(股)公司 電龍圈 降低鋼胚連鑄產線電控系統異常發生頻率

2021/8/9 5 自自005中 自強 自主 台灣肥料(股)公司苗栗廠 電競圈 將電子級S系列產品的品質提升為半導體等級

2021/8/9 6 自自006中 自強 自主 歐普仕化學科技(股)公司 同心圈 降低晶邊清洗液Metal含量

2021/8/9 7 自自007中 自強 自主 菱生精密工業(股)公司 挑戰圈 降低MXIC產品出貨外觀品質不良率

2021/8/9 8 自自023中 自強 自主 台灣肥料(股)公司 滾石圈 提升產品A品質達半導體級標準

2021/8/9 9 自自029中 自強 自主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

秀傳紀念醫院
守護圈 降低骨科病房住院病人跌倒發生率

2021/8/9 10 自自038中 自強 自主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

醫院
精神圈

運用醫療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HFMEA)改善精神
科住院病人用藥安全作業流程

2021/8/9 11 自自030中 自強 自主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

秀傳紀念醫院
環環圈 降低急診室檢體退件率

2021/8/9 12 自自044中 自強 自主 台灣肥料(股)公司台中廠 肥一圈 降低洗滌水泵浦的故障次數

2021/8/9 13 自自045中 自強 自主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

醫院
醫家圈 提升出院準備服務成功轉銜長期照顧服務之比率

2021/8/9 14 自自056中 自強 自主 大千綜合醫院 PQ圈 降低病理切片品質不良率

2021/8/9 15 自自050中 自強 自主 台灣特品化學(股)公司 金鋼圈 鋼瓶外觀整理標準化

2021/8/9 16 自自057中 自強 自主 大千綜合醫院 POS圈 降低復健科異常事件發生率

2021/8/9 17 自自065中 自強 自主 京和科技(股)公司 三環工圈 降低生產N2O每單位(KG)排氣量

2021/8/9 18 自自084中 自強 自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蘋果圈 降低外科加護病房壓傷發生率

2021/8/9 19 自自067中 自強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

長庚紀念醫院
護鄉圈 提升COVID-19專責病房醫護人員安全防護正確性

2021/8/9 20 自自073中 自強 自主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五福藥師圈 提升使用類固醇住院病人整合照護效益

2021/8/9 21 自自085中 自強 自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同心圈 降低常規刀當日住院病人入手術室延遲率

2021/8/9 22 自自086中 自強 自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營養圈 提升癌症營養門診照護量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日期 序號 編號 組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2021/8/9 23 自自089中 自強 自主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

綜合醫院
卓越圈 提升內科重症病人譫妄照護成效

2021/8/9 24 自自087中 自強 自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藥使圈
運用人因工程整合資訊科技提升住院on-line處方處

理效能

2021/8/9 25 自自090中 自強 自主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

綜合醫院
陽光圈

運用醫療照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提升加護病房氣管
內管管路照護成效

2021/8/9 26 自自094中 自強 自主 國軍臺中總醫院 快消圈 降低手術器械採用快速消毒件數之改善專案

2021/8/9 27 自自106中 自強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斗六慈濟醫院
打0圈 運用HFMEA手法降低兒科疫苗預防接種異常事件

2021/8/10 1 至專030中 至善 專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

司
F15B威熊圈 奈米閘極空間最佳化,品質與良率大躍進

2021/8/10 2 至專031中 至善 專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

司
F15A團結圈 矽晶圓金屬柵極製程大突破, 拍照品質大躍進

2021/8/10 3 至自007中 至善 自主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橋樑圈 提升綜合科加護病房安寧療利用率

2021/8/10 4 至自012中 至善 自主 臺中榮民總醫院 葡萄園圈 降低加護病房病人身體約束事件發生率

2021/8/10 5 至自008中 至善 自主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守護圈 降低住院病人一般檢體異常率

2021/8/10 6 至自014中 至善 自主 澄清綜合醫院 EQ圈 提升肺癌高危險群執行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篩檢率

2021/8/10 7 至自037中 至善 自主 華邦電子(股)公司 毅力圈 改善32奈米快閃記憶體漏電不良率

2021/8/10 8 至自015中 至善 自主 澄清綜合醫院 愛腎圈 降低病人透析中低血壓的比率

2021/8/10 9 至自032中 至善 自主 全興工業(股)公司 同心小組 內裝生產線大部屋化改善

2021/8/10 10 至自038中 至善 自主 華邦電子(股)公司 登峰圈 提升25奈米動態記憶體良率

2021/8/10 11 至間013中 至善 間接 臺中榮民總醫院 金字塔圈 提升榮家醫療照護品質

2021/8/10 12 至間036中 至善 間接 華邦電子(股)公司 精密圈 創建Small Pad之WAT Probe Card製作能力

2021/8/10 13 特T 010中 特別 TPM 台塑勝高科技(股)公司 可靠圈 金屬分析潔淨度改善活動

2021/8/10 14 特智002中 特別 智能 臺中榮民總醫院 放電圈 全面E動-智慧化放射治療資訊整合系統

2021/8/10 15 團專025中 團結 專案 京元電子(股)公司 設計圈 降低Burn In Board(BIB)異常率

2021/8/10 16 特節001中 特別 節能
羅門哈斯亞太研磨材料
(股)公司(杜邦公司企業

成員)
道生圈 節能減廢救地球

2021/8/10 17 特節004中 特別 節能 智勝科技(股)公司 調光節能圈 燈具節能降低廠房基本用電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中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日期 序號 編號 組別 類別 公司 圈名 主題

2021/8/10 18 特節006中 特別 節能 鴻勝化學科技(股)公司 永續轉圈圈 提升工業製程廢液回收再利用，提高經濟價值

2021/8/10 19 特節011中 特別 節能 華邦電子(股)公司 綠帶圈 提升酸性化學機械研磨廢水系統混凝槽處理能力

2021/8/10 20 特節018中 特別 節能 理盛精密科技(股)公司 再生圈 純水機產出廢水的回收與再利用

2021/8/10 21 自專032中 自強 專案 鈞澤科技有限公司 繞地球一圈 提升鍍錫回收率

2021/8/10 22 自專036中 自強 專案 達興材料(股)公司 優化圈 溶劑C入料純度異常與改善

2021/8/10 23 自專066中 自強 專案 京和科技(股)公司 和作圈 降低CO2 產品之不良率

2021/8/10 24 自專092中 自強 專案
關東鑫林科技(股)公司

(雲林)
關鑫二圈 化學品排放減量(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