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產業應用組】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機構名稱

主題

2019E100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臺灣醫事機構評鑑認證數位轉型解決方案

2019E1003 聯新亞洲醫學教育有限公司

虛擬臨床診療訓練系統

2019E1004 龍骨王股份有限公司

步態分析評估系統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嚴密週全、化繁為簡的管制藥品智慧管理系
化基督教醫院
統
aHOP UDI 智 慧 套 組 - 讓 灰 姑 娘 變 身
2019E1006 優賀普股份有限公司
「DIANA」
依 據 即 時 實 相 健 康 數 據 (real-time/real-world
克魯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health data) 之 遠 距 健 康 照 護 系 統 及 其 介 入
2019E1007
司
(intervention)服務
2019E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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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門急診服務領域】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2019E2002
2019E2003
2019E2004
2019E2005
2019E2006
2019E2008
2019E2009
2019E2013
2019E2014
2019E2015
2019E2018
2019E2019
2019E2020
2019E2021
2019E2023
2019E2024
2019E2026

機構名稱

主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好繪傳~手寫繪圖 APP 整合 HIS 系統暨運用
院
端解決方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智慧e療工具包~就是要你不能沒有我
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急診病人智慧資訊系統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電子白板智慧透析排程管理系統-管理可視
臺北榮民總醫院
化，智慧不漏接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
「智」在抽血，從心出發的整合服務
紀念醫院
轉診資訊管理系統─訊息不漏接，轉診零時
臺北榮民總醫院
差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建 立 智 慧 化 ACLS (Advanced Cardiac Life
慈濟醫院
Support，高級心肺復甦術)標準系統平台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醫療影像AI分析系統
務處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透析居家APP-智慧E把罩
務處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雲端智能照護，守護您的心血，與三總零距
務處
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行動救護車通報系統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 『大林慈濟，你的健康醫LINE』整合型智慧
慈濟醫院
醫療服務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從BI到AI預測－流感與「死」的距離
以光電速度的訊息流，串起跨平台協作的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力賽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
Smart e-Pay優化門診就醫體驗
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 以智慧醫療決策系統提升急診敗血症處置成
醫院
效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化療調配作業3.0-科技、安全、高效率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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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住院服務領域】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機構名稱

主題

2019E300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智慧辨識輔助病房護理APP系統
2019E300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繪出醫療共通語言-家族譜好好畫
「開好開滿」：運用臨床決策支援系統提升
腦心疾病醫療品質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 無縫接軌的優質照護-全方位出院準備服務
2019E3006
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系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呼吸器相關事件智慧自動即時監測系統
2019E3007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2019E3005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019E300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麻醉前評估系統 - EVAN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建置「心衰全人照護智化資訊平台系統」，
紀念醫院
提升心衰病人照護品質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運用資訊科技建構護理照護通訊平台
2019E3014
化基督教醫院
2019E3011

2019E301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緊急胰島素智慧藥囑決策輔助系統

2019E3017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智能藥事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藥品傳送e級棒-智慧化藥品氣送系統
務處
導 入 智 慧 藥 櫃 (ADC, Automatic Dispensing
2019E301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Cabinet)改革住院藥品管理模式
心 跳 猝 停 的 3A 生 死 預 警 播 報 系 統
2019E302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Automation，Alarm，AI)
2019E3018

2019E302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團隊協作無縫接軌-跨單位交班系統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整 合 性 護 理 資 訊 平 台 Nursing information
督教醫院
Map --病歷導航、交班、跨團隊溝通全攻略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15秒即時更新 ~ 運用即時資料庫發展早期
2019E3032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預警系統降低無預期心跳停止事件
2019E3029

2019E3033 高雄榮民總醫院

以科技導入啟動照護決策引領全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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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社區健康（含長照）領域】
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機構名稱

主題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秀林鄉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打造沒有圍
慈濟醫院
牆的醫院
藥看有，才安心！ 「榮總智慧居家小藥師」
，
2019E4003 臺北榮民總醫院
藥物辨識整合衛教樣樣行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應用「偵貼心」心電心音紀錄器，創造醫院
2019E4005
紀念醫院
到家，家到醫院之心衰竭疾病預防照護服務
以雲端管理提升心臟衰竭急性後期照護之成
2019E4007 臺中榮民總醫院
效
2019E4002

2019E400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遠端監控-居家透析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
全程守護母嬰健康-eBaby婦幼健康管理服務
紀念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休士頓阿波羅智慧醫療平台方案
2019E4014
院雲林分院
以遠距智慧醫療關懷系統提升社區獨居老人
2019E4015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健康服務效能
2019E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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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教學研究領域】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機構名稱

2019E5003 臺北榮民總醫院

2019E5005

主題
創新應用XR延展實境智慧系統輔助醫病共
享決策及臨床醫學教育-互動式遊戲讓醫病
溝通更無礙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醫療大數據與高效能運算支援之整合服務
院

2019E500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輔助診斷暨分級系統

2019E5007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智慧急救決策輔助系統

2019E500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虛擬實境互動式輔助教學系統於「臨終護理
院
教育」之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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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環境管理領域】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2019E6002

機構名稱

主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醫療環境設施安檢平台－安檢雲（Hospital
院
Safe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afe）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
以科技應用建構智慧化醫療布品供應機制
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安全就醫環境的好幫手-智慧監控管理系統
2019E6009
化基督教醫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智慧化導引就醫系統
2019E6010
務處
2019E6005

2019E6011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環境e管理 智慧e級棒

2019E601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溯源管理化學雲~化學品智慧管理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室內空氣品質_CO2自動化監控系統
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醫療廢棄物智能管理系統
2019E6014
務處
2019E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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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十屆）國家醫療品質獎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行政管理領域】第二階段入選公告
參賽編號
2019E7002

機構名稱

主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把時間還給患者-智能型醫師自動排班暨行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動預班整合系統

2019E700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導入資訊化作業提升常備衛材管理效能

2019E7006 臺中榮民總醫院

智慧e聯網創造醫院設施儀器管理安全新價
值

2019E700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
應用PDA系統建構行動化計價醫材管理系統
化基督教醫院

2019E700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智慧健檢AI分流

2019E701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住院懶人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感染管制智慧領航- 臨床微生物監測系統、
院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系統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
全方位醫師智能化e班系統
2019E7016
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
智能整合清床管理效益
2019E7018
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儀器管理再創新 雲端數據決策支援整合平
2019E7019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台
2019E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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