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報

指標
指標代碼 急診指標--結構面 分子  &  分母 定義

全院醫師總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專任於本院之醫師總數（不含未登錄於衛生局之住

院醫師）
總病床數(人床比專用)

分母：監則期間內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

或服務量，含一般病床及特殊病床，惟嬰兒床以1/3折算

住院醫師總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專任於本院之住院醫師總人數（不含未登錄於衛生

局之住院醫師）
總病床數(人床比專用)

分母：監則期間內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

或服務量，含一般病床及特殊病床，惟嬰兒床以1/3折算

主治醫師總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專任於本院之主治醫師總人數

總病床數(人床比專用) 分母：監則期間內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開放使用之登記病床規模

或服務量，含一般病床及特殊病床，惟嬰兒床以1/3折算
院內感染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後才得到感染人次之累計。(不包括入院時就有

感染之人次)
總住院人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

住院病人轉入加護病房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病人由一般病房轉入加護病房的人次

總住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人次累計

住院排程手術取消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已排程之住院手術，非預期取消之人次累計

住院排程手術總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已排程住院手術總次數(以手術室登記簿為準，含剖

腹產)
剖腹產手術傷口感染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剖腹產手術後發生傷口感染之人次

剖腹產手術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剖腹產手術人次累計

子宮肌瘤切除手術傷口感染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子宮肌瘤切除手術後發生傷口感染之人次

子宮肌瘤切除手術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子宮肌瘤切除手術人次累計

闌尾切除手術傷口感染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闌尾切除手術後發生傷口感染之人次

闌尾切除手術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闌尾切除手術人次累計

股及腹股溝疝氣手術(單側)傷口感染

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股及腹股溝疝氣手術(單側)後發生傷口感

染之人次
股及腹股溝疝氣手術(單側)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股及腹股溝疝氣手術(單側)之人次累計

前列腺切除手術術後相關感染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前列腺切除手術後發生相關感染之人次

前列腺切除手術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前列腺切除手術之人次累計

住院病患會診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每日接受其他科醫師會診之人次累計

總住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人次累計

住院會診逾時之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期間醫師開立會診醫囑，於完成醫囑至病人接

受會診時間，一般會診超過24小時或急會診超過4小時之人次累計
住院病患會診總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每日接受其他科醫師會診之人次累計

第一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斷之結

果相符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全院病患於手術或檢查後，醫師最終診斷與病理報

告診斷之結果之相符之件數累計

病理報告數 分母：監測期間內全院病理報告總件數

第二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斷之結

果類似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全院病患於手術或檢查後，醫師臨床診斷與病理報

告診斷之結果類似數之件數累計

病理報告數 分母：監測期間內全院病理報告總件數

第三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斷之結

果不符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全院病患於手術或檢查後，醫師臨床診斷與病理報

告診斷之結果不符之件數累計

病理報告數 分母：監測期間內全院病理報告總件數

總住院人日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人數之累計

總病床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衛生主管機關登記之總病床數×該期間天數

出院病患之住院總人日 分子：監測期間內所有出院病患之住院日數之累計

總出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及死亡

人數)
14天內再住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病人非預期性於出院後14天內再度住入同一家醫院

之人次累計
總出院人次(不含死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排除

死亡人數)
住院超過30天之出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病人同次住院期間出院超過30天的人數累計

總出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手續之人次累計。

住院病人死亡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後病人死亡人數。(含病危自動出院後返回本院

開立死亡診斷者)
總出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及死亡

人數)違背醫囑出院人次(排除病危自動出院

者)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違背醫囑出院之人次累計(排除病危自動出

院患者)
總出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及死亡

人數)
住院病人藥物錯誤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服藥過程中任一步驟產生錯誤之人次(含處

方錯誤張數、調劑錯誤、執行錯誤、批價錯誤）

總住院人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

手術後24小時內死亡之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手術之住院病人，於麻醉後24小時內死亡總人數(含

麻醉過程中死亡人數)

住院手術總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住院病人每日手術之人次累計

手術後48小時內死亡之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手術之住院病人，於麻醉後48小時內死亡總人數(含

24小時內死亡人數及麻醉過程中死亡人數)

住院手術總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病人手術之人次累計

產婦死亡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本院生產的產婦死亡的人數

總接生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本院接生之產婦總人次（含自然產及剖腹產及死

產）
剖腹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接受剖腹產之產婦人次(多胞胎以一次計，不含死

產)

住院指標(IP)

1 IPS001 醫師病床比

2 IPS002 住院醫師病床比

3 IPS003 主治醫師病床比

4 IPP001 院內感染率

5 IPP002 住院病人轉入加護病房率

6 IPP003 住院手術取消率

7 IPP004 剖腹產手術傷口感染率

8 IPP005 子宮肌瘤切除手術傷口感染率

9 IPP006 闌尾切除手術傷口感染率

10 IPP007
股及腹股溝疝氣手術(單側)傷口

感染率

11 IPP008
前列腺切除手術術後相關感染

率

12 IPP014 住院會診率

13 IPP015 住院會診逾時率

14 IPP016
第一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

斷之結果相符率

15 IPP017
第二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

斷結果類似率

16 IPP018
第三級臨床診斷與病理報告診

斷之結果不符率

17 IPU001 總佔床率

18 IPU003 平均住院日

19 IPU004 14天內再住院率

20 IPU007 住院超過30天率

21 IPU008 粗死亡率

22 IPU012 自動出院率(違背醫囑)

23 IPU013 住院藥物錯誤率

24 IPU015 手術後24小時內死亡率

25 IPU016 手術後48小時內死亡率

26 IPU018 產婦死亡率

27 IPU019 剖腹產率



總接生人次（不含死產） 分母：監測期間內本院接生之產婦總人次（含自然產及剖腹產，不含

死產)
再次剖婦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接受第二次或以上剖腹產之產婦人次(不含死產)

VBAC人次+再次剖腹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曾接受剖腹產之產婦，此次以自然生產的產婦人次

，加上接受第二次或以上剖腹產之產婦人次(不含死產)

VBAC生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曾接受剖腹產之產婦，此次以自然生產的產婦人次

VBAC人次+再次剖腹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曾接受剖腹產之產婦，此次以自然生產的產婦人次

，加上接受第二次或以上剖腹產之產婦人次(不含死產)

年齡小於28天之新生兒死亡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活產新生兒，未滿28天即死亡總數

新生兒住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本院所有活產的新生兒及他院轉入的新生兒總人數

年齡小於28天之新生兒由他院轉入之

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活產新生兒，未滿28天之新生兒由他院轉入之人次

新生兒住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本院所有活產的新生兒及他院轉入的新生兒總人數

週產期死亡之新生兒人數 分子：監測期間內妊娠28週以上至產後28天以內之新生兒死亡人數之

累計
新生兒住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本院所有活產的新生兒及他院轉入的新生兒總人數

新生兒14天內再住院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活產新生兒出院後，非預期於14天內再度住院之人

次累計
新生兒出院人次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新生兒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

，排除死亡人數)
住院病患褥瘡發生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病患於住院期間造成褥瘡之人次累計

總住院人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

住院期間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病患於住院期間發生護理人員給藥錯誤之人次累計

(含執行錯誤及醫囑錯誤)

總住院人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

住院期間發生跌倒事件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於住院期間發生跌倒事件之人次累計

總住院人日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

住院期間發生輸血錯誤事件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住院病患於住院期間發生輸錯血事件之人次累計

住院期間輸血總袋數 分母：監測期間內每日住院病患輸血袋數之累計

全院發生針扎事件總人次
分子：監測期間內全院所有工作人員發生針扎事件之人次累計(含醫

師、護理人員、醫技人員、清潔人員、技工、工友、行政人員)

全院工作人員總人數 分母：監測期間內全院所有工作人員總人數

總出院人次 總出院人次：監測期間內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

及死亡人數)
總病床數

總病床數：監測期間內衛生主管機關登記開放之總病床數(含RCC、

RCW，日間照護建議排除)

急性一般病床總出院人次
急性一般病床總出院人次：監測期間內急性一般病床每日辦理出院之

人次累計(含自動出院、轉院及死亡人數)

急性一般病床總病床數 急性一般病床總病床數：監測期間內衛生主管機關登記開放之急性一

般病床總病床數
ICU總出院人次

ICU總出院人次：監測期間內ICU每日辦理出院之人次累計(含自動出

院、轉院及死亡人數)

ICU總病床數 ICU總病床數：監測期間內衛生主管機關登記開放之ICU總病床數

27 IPU019 剖腹產率

28 IPU020 再次剖腹產率

29 IPU021 VBAC生產率

30 IPU022 新生兒死亡率

31 IPU023 新生兒轉入率

32 IPU024 週產期新生兒死亡率

33 IPU025 新生兒14天再住院率

34 IPU026 住院病患褥瘡發生率

35 IPU027 住院期間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率

36 IPU028 住院期間跌倒事件發生率

37 IPU029 住院期間輸血錯誤事件發生率

38 IPU030 全院員工針扎事件發生率

41 IPU035 病床週轉率(ICU)

39 IPU032 病床週轉率(總病床)

40 IPU033 病床週轉率(急性一般病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