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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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0 日（三）~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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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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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10 日（星期三）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15 自品 005 南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緣心圈 

2 | 自品 010 南 義大醫院 紓壓圈 

3 | 自品 018 南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不倒翁圈 

4 | 自品 011 南 義大醫院 良食圈 

5 10:35 自品 012 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合馨圈 

 10:35-10:45 休息 

6 10:45 自品 024 南 台南市立醫院 活力圈 

7 | 自品 031 南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相心圈 

8 | 自品 025 南 台南市立醫院 為您(偉琳)俱樂部 

9 11:49 自品 014 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3C 圈 

 11:49-12:30 中午休息 

10 12:30 自品 032 南 佳里奇美醫院 呼吸守護圈 

11 | 自品 033 南 佳里奇美醫院 天使圈 

12 | 自品 034 南 佳里奇美醫院 LOVE 圈 

13 | 自品 064 南 柳營奇美醫院 安可圈 

14 13:50 自品 071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無縫圈 

 13:50-14:00 休息 

15 14:00 自品 074 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藥使圈 

16 | 自品 072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觸發圈 

17 | 自品 075 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感心圈 

18 15:04 自品 076 南 阮綜合醫院 天使圈 

 15:04-15:15 休息 

19 15::15 自間 053 南 嘉義基督教醫院 獵人圈 

20 | 自間 073 南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忍者龜圈 

21 | 自間 077 南 勝一化工(股)公司 俊美圈 

22 16:19 自間 078 南 鑫明材料(股)公司 保力達 B 

 16:19-16:30 結果會議 



 

 

2022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11 日（星期四）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00 至效 013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鑰匙圈 

2 | 至效 019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向陽圈 

3 | 至效 027 南 大林慈濟醫院 甜馨圈 

4 | 至效 002 南 盛餘(股)公司 小捕頭 

5 10:20 團效 027 南 奇美醫院 好孕圈 

 10:20-10:30 休息 

6 10:30 團品 026 南 奇美醫院 CEOs 圈 

7 | 團品 017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醒腦圈 

8 | 團品 018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愛腎圈 

9 | 團品 028 南 奇美醫院 強心圈 

10 11:50 團品 031 南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精益求精圈 

 11:50-12:30 中午休息 

11 12:30 團品 029 南 奇美醫院 寶貝呼呼圈 

12 | 團品 016 南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PERFECT 圈 

13 | 至間 020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微笑圈 

14 | 至間 047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營養圈 

15 13:50 自專 063 南 榮眾科技(股)公司 愛淨圈 

 13:50-14:00 休息 

16 14:00 自專 069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零零圈 

17 | 自專 083 南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節能圈 

18 | 自專 070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天天圈 

19 | 自專 050 南 恆碩科技(股)公司 ACC 綠能圈 

20 15:20 自效 019 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縮壹節時圈 

 15:20-15:30 休息 

21 15:30 自效 013 南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馨圈 

22 | 自效 020 南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廢盡心思圈 

23 16:18 自效 085 南 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料(股)公司 效率圈 

 16:18-16:30 結果會議 

 

 



 

 

 

2022 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會 
*每圈時間以 16 分為限  

8 月 12 日（星期五） 

 時間 編號 會員名稱 發表圈 

1 09:00 至品 017 南 統一企業(股)公司 神通圈 

2 | 至品 018 南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強心圈 

3 | 至品 023 南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4 | 至品 029 南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 CIS 黑皮圈 

5 10:20 至品 024 南 大林慈濟醫院 寶貝圈 

 10:20-10:30 休息 

6 10:30 至品 025 南 大林慈濟醫院 滑鼠圈 

7 | 至品 030 南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紅咖圈 

8 | 至品 026 南 大林慈濟醫院 龍銀圈 

9 | 至品 041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GPS 圈 

10 11:50 至品 042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碑圈 

 11:50-12:30 中午休息 

11 12:30 至品 034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旋鋒圈 

12 | 至品 043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同心圈 

13 | 至品 044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杏蘊圈 

14 | 至品 050 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空調圈 

15 13:50 至品 045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綠緣圈 

 13:50-14:00 休息 

16 14:00 至品 046 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標竿圈 

17 | 至品 051 南 中國鋼鐵(股)公司 自強圈 

18 | 至專 052 南 聯華電子(股)公司 突破圈 

19 | 至專 053 南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20 15:20 特智 008 南 華東科技(股)公司 自動圈 

 15:20-15:40 結果會議 

 



附件二

日期 順序 編號 組別 類別 會員名稱 圈名 改善主題

2022/8/10 1 自品005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緣心圈

降低門診血液透析病人雙腔靜脈導管滑脫

率

2022/8/10 2 自品010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義大醫院 紓壓圈 改善手術室清潔作業流程

2022/8/10 3 自品018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不倒翁圈 提升急性精神科病房住院病人藥物認知率

2022/8/10 4 自品011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義大醫院 良食圈 提升病人膳食妥善度

2022/8/10 5 自品012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合馨圈

運用HFMEA降低中醫門診針灸漏拔針發生

率

2022/8/10 6 自品024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台南市立醫院 活力圈

降低腸胃道術後病人早期腸道功能恢復之

住院天數

2022/8/10 7 自品031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相心圈 降低影像醫學科常規攝影檢查重照率

2022/8/10 8 自品025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台南市立醫院

為您(偉琳)俱樂

部

運用預先防範型降低外科加護病房中心靜

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密度

2022/8/10 9 自品014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3C圈 降低置放靜脈導管之重置率

2022/8/10 10 自品032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佳里奇美醫院 呼吸守護圈 提升門診肺阻塞病人照護成效

2022/8/10 11 自品033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佳里奇美醫院 天使圈

提升加護病房病人轉出病房之持續性照護

完整率

2022/8/10 12 自品034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佳里奇美醫院 LOVE 圈

提高住院後失能病人轉銜居家復健之收案

率

2022/8/10 13 自品064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柳營奇美醫院 安可圈

運用ISBAR架構提升ICU護理人員交班的完

整性

2022/8/10 14 自品071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華東科技(股)公司 無縫圈

降低光學檢測錫球受損正重測不良率差異

值

2022/8/10 15 自品074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藥使圈

用藥不中斷-降低病房處方藥品交付異常事

件發生率

2022/8/10 16 自品072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華東科技(股)公司 觸發圈 降低電測站BIN3 Fail Ratio

2022/8/10 17 自品075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感心圈 降低內科病房壓力性損傷發生率

2022/8/10 18 自品076南 自強
自主

品質
阮綜合醫院 天使圈 降低住院手術取消率

2022/8/10 19 自間053南 自強
間接

部門
嘉義基督教醫院 獵人圈 提升團隊人員專業技能合格率

2022/8/10 20 自間073南 自強
間接

部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忍者龜圈

五心(有心)，揪甘心-提升醫院公廁清潔品

質及滿意度

2022/8/10 21 自間077南 自強
間接

部門
勝一化工(股)公司 俊美圈 利用運動APP提昇運動成效

2022/8/10 22 自間078南 自強
間接

部門
鑫明材料(股)公司 保力達B 生產區域有限空間規劃及利用

2022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附件二

日期 順序 編號 組別 類別 會員名稱 圈名 改善主題

2022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2022/8/11 1 至效013南 至善
自主

效率
聯華電子(股)公司 鑰匙圈 縮短22奈米產品生產週期

2022/8/11 2 至效019南 至善
自主

效率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向陽圈

優化急診腦中風病人動脈內血栓移除治療

時間窗之處置流程

2022/8/11 3 至效027南 至善
自主

效率
大林慈濟醫院 甜馨圈 降低新陳代謝科門診糖尿病病人客訴率

2022/8/11 4 至效002南 至善
自主

效率
盛餘(股)公司 小捕頭 如何精實銷管課管理報表

2022/8/11 5 團效027南 團結
自主

效率
奇美醫院 好孕圈 縮短初產婦初次產前衛教平均時間

2022/8/11 6 團品026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奇美醫院 CEOs圈 提升內科加護病房緩和照護品質

2022/8/11 7 團品017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醒腦圈 降低創傷性腦損傷病人住院天數

2022/8/11 8 團品018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愛腎圈 降低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2022/8/11 9 團品028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奇美醫院 強心圈

運用精準醫療提升COVID-19疫情下心臟衰

竭照護成效

2022/8/11 10 團品031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春源鋼鐵工業(股)公司 精益求精圈 AMADA剪床e化功能導入

2022/8/11 11 團品029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奇美醫院 寶貝呼呼圈 降低新生兒尿布性皮膚炎發生率

2022/8/11 12 團品016南 團結
自主

品質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PERFECT圈 降低關節置換術後靜脈血栓發生風險

2022/8/11 13 至間020南 至善
間接

部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微笑圈 提升多元繳費使用率

2022/8/11 14 至間047南 至善
間接

部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營養圈

煮出軟質地 吞嚥好食力-改善質地調整飲食

的品質

2022/8/11 15 自專063南 自強
專案

改善
榮眾科技(股)公司 愛淨圈 降低Carrier台車輔助零件之破片率

2022/8/11 16 自專069南 自強
專案

改善
華東科技(股)公司 零零圈 Marking深度讀值正確性改善

2022/8/11 17 自專083南 自強
專案

改善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節能圈 節能改善專案

2022/8/11 18 自專070南 自強
專案

改善
華東科技(股)公司 天天圈 降低基板外物不合格率

2022/8/11 19 自專050南 自強
專案

改善
恆碩科技(股)公司 ACC綠能圈 太陽能光電系統設置

2022/8/11 20 自效019南 自強
自主

效率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縮壹節時圈 提升A產線鋼瓶產能

2022/8/11 21 自效013南 自強
自主

效率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放馨圈 減少乳癌患者放射線治療的治療延長比率

2022/8/11 22 自效020南 自強
自主

效率
台灣賽孚思科技(股)公司 廢盡心思圈 增加水資源回收使用率

2022/8/11 23 自效085南 自強
自主

效率

台灣昭和電工半導體材料(股)公

司
效率圈 提升作業效率



附件二

日期 順序 編號 組別 類別 會員名稱 圈名 改善主題

2022年台灣持續改善競賽 金塔獎 南區推行區會選拔名單

2022/8/12 1 至品017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統一企業(股)公司 神通圈 降低杯麵線紙杯損耗不良率

2022/8/12 2 至品018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強心圈 提升食道癌住院病人營養照護正確性

2022/8/12 3 至品023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大林慈濟醫院 套圈圈 提升B肝癌症化療病人抗病毒藥物使用率

2022/8/12 4 至品029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4A CIS黑皮

圈

「視」不可擋！0.7μm像素超高解析度感

光元件

2022/8/12 5 至品024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大林慈濟醫院 寶貝圈

降低一般內科暨老年醫學科(11A)病房壓力

性損傷發生率

2022/8/12 6 至品025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大林慈濟醫院 滑鼠圈

運用醫療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降低四級針

劑管制藥管理異常事件發生

2022/8/12 7 至品030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紅咖圈 降低每列車空壓機測試不合格次數

2022/8/12 8 至品026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大林慈濟醫院 龍銀圈 降低急診高齡病人三日內重返急診率

2022/8/12 9 至品041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GPS圈

降低內科加護病房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率

2022/8/12 10 至品042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碑圈 改善急診護理交班品質

2022/8/12 11 至品034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聯華電子(股)公司 旋鋒圈 提升22奈米製程缺陷分析質與量

2022/8/12 12 至品043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同心圈 降低氧氣醫療裝置造成顏面壓傷發生率

2022/8/12 13 至品044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杏蘊圈

以整合性預警系統提升外科重症病人營養

治療品質

2022/8/12 14 至品050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中國鋼鐵(股)公司 空調圈 開發高鐵維修工程車冷氣系統

2022/8/12 15 至品045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綠緣圈 提升手術室30分鐘內接一級刀之達成率

2022/8/12 16 至品046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標竿圈 減少門診診間個資紙張回收量

2022/8/12 17 至品051南 至善
自主

品質
中國鋼鐵(股)公司 自強圈 高溫天車冷氣系統大改造

2022/8/12 18 至專052南 至善
專案

改善
聯華電子(股)公司 突破圈 全方位提升22奈米高階製程技術

2022/8/12 19 至專053南 至善
專案

改善
高雄榮民總醫院 榮重圈 提升重症病人睡眠照護品質

2022/8/12 20 特智008南 特別
智能

應用
華東科技(股)公司 自動圈

使用人工智能判斷系統減少切割機對於切

割外觀的誤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