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南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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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三）~8 月 13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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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10:00 自間 027 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快閃圈 

2 | 自間 042 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波力圈 

3 10:48 特智 016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影視圈 

 10:48-10:50 休息 

4 10:50 特節 005 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智能圈 

5 | 特節 015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北極圈 

6 | 特 L 009 南 台南市立醫院 醫檢圈 

7 11:54 特 L 017 南 高雄榮民總醫院 藥合圈 

 11:54-12:40 中午休息 

8 12:40 團自 003 南 嘉義基督教醫院 使命必達圈 

9 | 團自 008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PERFECT 圈 

10 | 團自 012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健康圈 

11 | 團自 021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開心圈 

12 14:00 團自 009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愛腎圈 

 14:00-14:10 休息 

13 14:10 團自 011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品圈安老組 

14 | 團自 010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三色圈 

15 | 團自 022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藥智慧圈 

16 | 團自 013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救生圈 

17 15:30 團自 016 南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保庇圈 

 15:30-15:40 休息 

18 15:40 團自 014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救腦二圈 

19 | 團自 023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海芋圈 

20 | 團自 019 南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研發創新圈 

21 | 團自 015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藥帶圈 

22 17:00 團自 024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標竿圈 

 17:00-17:15 結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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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2 日（星期四）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10:20 自自 001 南 璨揚企業(股)公司 智働圈 

2 | 自自 017 南 荷蘭商鑫明材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蠻力圈 

3 | 自自 020 南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不倒翁圈 

4 | 自自 028 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藥使圈 

5 | 自自 034 南 亞東工業氣體(股)公司 祈禱圈 

6 11:56 自自 018 南 荷蘭商鑫明材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PAD 暗殺星 

 11:56-12:40 中午休息 

7 12:40 自自 043 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增產圈 

8 | 自自 049 南 艾爾斯半導體(股)公司 光速圈 

9 | 自自 059 南 台南市立醫院 太陽圈 

10 | 自自 062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阿伯圈 

11 14:00 自自 063 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童心圈 

 14:00-14:10 休息 

12 14:10 自自 070 南 台虹科技(股)公司 光耀圈 

13 | 自自 088 南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綠圓圈 

14 | 自自 080 南 榮眾科技(股)公司 優值圈 

15 | 自自 064 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守護圈 

16 15:30 自自 072 南 台虹科技(股)公司 團結圈 

 15:30-15:40 休息 

17 15:40 自自 095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藥安圈 

18 | 自自 093 南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五心圈 

19 | 自自 104 南 信銘工業(股)公司 氣泡圈 

20 | 自自 105 南 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料(股)公司 自動圈 

21 17:00 自自 096 南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加護圈 

 17:00-17:15 結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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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00 至自 002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進化圈 

2 | 至自 006 南 盛餘(股)公司 黑白圈 

3 | 至自 011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守護圈 

4 | 至自 033 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氧機圈 

5 10:20 至自 048 南 大林慈濟醫院 寶貝圈 

 10:20-10:30 休息 

6 10:30 至自 003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響圈圈 

7 | 至自 010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向陽圈 

8 | 至自 024 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 黑皮晶鑽圈 

9 | 至自 042 南 高雄榮民總醫院 溫馨圈 

10 11:50 至自 049 南 大林慈濟醫院 戴髮圈 

 11:50-12:30 中午休息 

11 12:30 至自 050 南 大林慈濟醫院 龍銀圈 

12 | 至自 009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圓圈圈 

13 | 至自 019 南 統一企業(股)公司(新市) 響馬圈 

14 | 至自 039 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 黑皮晶品圈 

15 13:50 至自 051 南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13:50-14:00 休息 

16 14:00 至自 034 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熔鋅圈 

17 | 至自 043 南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18 | 至自 052 南 大林慈濟醫院 心樂園圈 

19 15:04 至專 001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開拓圈 

 15:04-15:14 休息 

20 15:14 自專 002 南 璨揚企業(股)公司 進化圈 

21 | 自專 060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盪盪圈 

22 | 自專 010 南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G5 硫酸圈 

23 | 自專 021 南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滿意大家圈 

24 | 自專 061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嗶嗶圈 

25 16:50 自專 091 南 恆碩科技(股)公司 錫球圈 

 16:50-17:10 結果會議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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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11 1 自間027南 自強 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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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閃圈 提升傳送檢查病人作業效能

2021/8/11 2 自間042南 自強 間接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波力圈 降低國內年度配送單位成本

2021/8/11 3 特智016南 特別 智能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影視圈 提升氣胸影像危急通報品質

2021/8/11 4 特節005南 特別 節能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智能圈 降低單位產品廠務系統耗電量

2021/8/11 5 特節015南 特別 節能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北極圈 心臟加護病房感染性廢棄物減量

2021/8/11 6 特L 009南 特別 LEAN 台南市立醫院 醫檢圈 運用精實思維暨風險管理提升門診檢驗報告作業效能

2021/8/11 7 特L 017南 特別 LEAN 高雄榮民總醫院 藥合圈 提升加護病房緊急用藥傳送時效內達成率

2021/8/11 8 團自003南 團結 自主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

義基督教醫院
使命必達圈 降低門急診急件尿液報告延遲率

2021/8/11 9 團自008南 團結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
PERFECT圈 降低關節置換術後90天居家跌倒發生率

2021/8/11 10 團自012南 團結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健康圈 提升內視鏡高層次消毒液的平均洗滌次數

2021/8/11 11 團自021南 團結 自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開心圈 降低非計劃性氣管內管滑脫事件發生率

2021/8/11 12 團自009南 團結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
愛腎圈 降低血液透析動靜脈瘻管阻塞率

2021/8/11 13 團自011南 團結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急品圈安老組 提高急診高齡病人譫妄症之診斷率及預後

2021/8/11 14 團自010南 團結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長庚紀念醫院
三色圈 提升住院化療病房癌因性疲憊評估執行率

2021/8/11 15 團自022南 團結 自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藥智慧圈

運用HFMEA手法於導入智慧藥櫃系統降低住院病人
藥物錯誤率

2021/8/11 16 團自013南 團結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救生圈 運用流程改造開創加護病房之醫療價值

2021/8/11 17 團自016南 團結 自主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保庇圈 降低轉向架組裝A尺寸墊片調整次數

2021/8/11 18 團自014南 團結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救腦二圈 提升住院病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再灌流治療效能

2021/8/11 19 團自023南 團結 自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海芋圈 降低住院病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2021/8/11 20 團自019南 團結 自主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研發創新圈 提升鋁材生產得料率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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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11 21 團自015南 團結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

醫院
藥帶圈

透過連續性藥物整合照護減少常規手術病人抗血栓藥
物的用藥疏失

2021/8/11 22 團自024南 團結 自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
標竿圈 以流程再造降低門診治療室病人等候時間

2021/8/12 1 自自001南 自強 自主 璨揚企業(股)公司 智働圈 導入自動化設備節省15%人力-2"/2.5"燈類

2021/8/12 2 自自017南 自強 自主
荷蘭商鑫明材料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蠻力圈 降低溫度光纖的損壞率

2021/8/12 3 自自020南 自強 自主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

醫院
不倒翁圈 透過周全性防跌措施降低跌倒發生率

2021/8/12 4 自自028南 自強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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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使圈 縮短藥庫盤點日作業時間

2021/8/12 5 自自034南 自強 自主 亞東工業氣體(股)公司 祈禱圈 減少廠區設備冷卻水用量

2021/8/12 6 自自018南 自強 自主
荷蘭商鑫明材料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PAD暗殺星 無塵室工作動線優化

2021/8/12 7 自自043南 自強 自主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增產圈 產品A提升產率

2021/8/12 8 自自049南 自強 自主 艾爾斯半導體(股)公司 光速圈 DG加油站-進銷存流程改善

2021/8/12 9 自自059南 自強 自主 台南市立醫院 太陽圈 降低加護病房病人失禁性皮膚炎發生率

2021/8/12 10 自自062南 自強 自主 華東科技(股)公司 阿伯圈 提升光學檢測尺寸機台產能

2021/8/12 11 自自063南 自強 自主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
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童心圈 提升小兒胸腔物理治療家屬回覆示教正確率

2021/8/12 12 自自070南 自強 自主 台虹科技(股)公司 光耀圈 減少擦拭銅屑時間及副資材損耗

2021/8/12 13 自自088南 自強 自主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
綠圓圈 降低手術室器械到期重消率

2021/8/12 14 自自080南 自強 自主 榮眾科技(股)公司 優值圈 降低尋找進廠物件次數

2021/8/12 15 自自064南 自強 自主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
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守護圈 降低外科加護病房譫妄發生率

2021/8/12 16 自自072南 自強 自主 台虹科技(股)公司 團結圈 提昇烘箱取樣作業工作效率

2021/8/12 17 自自095南 自強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

奇美醫院
藥安圈 降低UD藥物調劑異常發生率

2021/8/12 18 自自093南 自強 自主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

大學經營)
五心圈 提升兒科病房發展評估執行正確率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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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12 19 自自104南 自強 自主 信銘工業(股)公司 氣泡圈 提升CO2製程純度

2021/8/12 20 自自105南 自強 自主
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

料(股)公司
自動圈 減少作業錯誤率

2021/8/12 21 自自096南 自強 自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

奇美醫院
加護圈 提升深頸部感染病人之照護品質

2021/8/13 1 至自002南 至善 自主 聯華電子(股)公司 進化圈 提升氧化銅還原沉積製程機台產能

2021/8/13 2 至自006南 至善 自主 盛餘(股)公司 黑白圈 提昇酸洗課鋼捲輸送器安全

2021/8/13 3 至自011南 至善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守護圈 提升照護者對居家型非侵襲性呼吸器照護正確率

2021/8/13 4 至自033南 至善 自主 中國鋼鐵(股)公司 氧機圈 降低C-6E氮壓機器鋼進出口閥檢修工時

2021/8/13 5 至自048南 至善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寶貝圈 降低11A病人跌倒發生率

2021/8/13 6 至自003南 至善 自主 聯華電子(股)公司 響圈圈 先進製程廠傳送效能再進化

2021/8/13 7 至自010南 至善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向陽圈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提升神經免疫疾病病人照護品質

2021/8/13 8 至自024南 至善 自主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

司
F14A黑皮晶

鑽圈
擴散製程產能大躍進

2021/8/13 9 至自042南 至善 自主 高雄榮民總醫院 溫馨圈 降低手術病人停留恢復室大於2小時比率

2021/8/13 10 至自049南 至善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戴髮圈 運用HFMEA降低化學治療給藥異常發生率

2021/8/13 11 至自050南 至善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龍銀圈 提升急診病人住院轉送交班完整率

2021/8/13 12 至自009南 至善 自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圓圈圈 提升骨科病人急性後期(PAC) 照護成效

2021/8/13 13 至自019南 至善 自主 統一企業(股)公司(新市) 響馬圈 優化大PE線產品品質

2021/8/13 14 至自039南 至善 自主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

司
F14A黑皮晶

品圈
車用晶片品質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2021/8/13 15 至自051南 至善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提升婦科腫瘤放射治療品質

2021/8/13 16 至自034南 至善 自主 中國鋼鐵(股)公司 熔鋅圈 降低塗覆樹脂結痂缺陷剔退量

2021/8/13 17 至自043南 至善 自主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提升嚴重敗血症照護品質



附件二  2021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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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8/13 18 至自052南 至善 自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大林慈濟醫院
心樂園圈 降低內科加護病房血液檢體退件率

2021/8/13 19 至專001南 至善 專案 聯華電子(股)公司 開拓圈 開拓 堆疊式影像邏輯晶片 新藍海

2021/8/13 20 自專002南 自強 專案 璨揚企業(股)公司 進化圈 少人化、同期化生產作業改善

2021/8/13 21 自專060南 自強 專案 華東科技(股)公司 盪盪圈 降低銲線超音波高阻抗造成的銲線自檢不合格件數

2021/8/13 22 自專010南 自強 專案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

司
G5硫酸圈 G5硫酸灌裝改善

2021/8/13 23 自專021南 自強 專案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

醫院
滿意大家圈 門診衛耗材撥補流程改善

2021/8/13 24 自專061南 自強 專案 華東科技(股)公司 嗶嗶圈 降低成品標籤出廠異常件數

2021/8/13 25 自專091南 自強 專案 恆碩科技(股)公司 錫球圈 微小球射球產出良率提升改善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