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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臺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106年平衡計分卡推動成果
平衡計分卡推動成果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運⽤用平衡計分卡實現公⽴立
精神科醫院⾓角⾊色與價值競爭⼒力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策略核⼼心組織之建構
北市⽴立聯合醫院打造有溫度的社區智慧醫療服務
凝聚共識、共創新局、再創醫療新價值-策略規劃與平
衡計分卡推動成果
106年平衡計分卡推動成果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在地化醫療服務與⽣生產⼒力
⽤用平衡計分卡提升醫院經營成效-以⿅鹿港基督教醫院為
例
平衡計分卡推動與資訊系統導⼊入精實管理流程
導⼊入平衡計分卡 成為台灣智慧健康照護標竿
如何由平衡計分卡(BSC)⾄至策略地圖:以醫院為例
運⽤用智慧BSC落實醫療體系21世紀健康照護模式－以
秀傳醫療體系為例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基層診所事業團隊照護成效
運⽤用平衡計分卡於健康體位之成效
運⽤用平衡計分卡於菸害防制業務推動之績效評估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社區流感接種之成效
樂齡幸福 愛在⼤大安~以平衡計分卡推動社區⾼高齡者健
康照護
精準領航 有感服務 以平衡計分卡運⽤用於⼤大安區健康服
務中⼼心業務推動之過程及評價
~翻轉熟齡⽣生活~以平衡計分卡運⽤用於⽼老⼈人健康促進業
務
社區安全 珍愛⼤大安~以平衡計分卡推動社區安全
哺餵⺟母乳 健康開始
精實防癌保健康從視覺化報表癌症篩檢動態分析，應
⽤用AI提升四癌涵蓋率精實管理策略
提升流感疫苗預防接種成效 在AI浪潮中的機會與抉擇
無菸防護網-⼤大安區菸害防制推動
「7」彩控糖⼈人⽣生 借⼒力AI提升競爭⼒力運⽤用平衡計分卡
於糖尿病防治計畫
腹⾒見不平，攜⼿手相助運⽤用平衡計分卡於營造社區健康
腹平專案
建構策略核⼼心管理發展友善銀髮健康照護模式
建構策略管理學童健康飲⻝⾷食模式
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臺北市內湖區⺠民眾「急救訓練及
AED安⼼心場所認證」推動成效
運⽤用平衡計分卡「有感服務，完善⻑⾧長照與個管」推動
成效
社區總動員 全⺠民防疫不漏洞以平衡計分卡運⽤用於精進
社區防疫之績效評估
導⼊入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運⽤用於公共衛⽣生精進社區
獨居⻑⾧長者個案管理之成果評估
利⽤用智慧化叫號系統推動⾼高齡友善優先抽⾎血服務成效
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出院病⼈人⻑⾧長照資源轉介
以平衡計分卡推動登⾰革熱防治成果

單位名稱/作者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蕭勝煌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黃弘孟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楊添圍等
林森中醫昆明院區/許中華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黃勝堅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黃實宏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顏慕庸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黃依潔等
⿅鹿港基督教醫院/⿈黃映綺等
彰化基督教醫/陳秀珠等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陳怡等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王⽴立敏等
秀傳醫療體系/陳佳琪等
⼤大千綜合醫院/賴佩宜等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楊明娟等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楊明娟等
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楊明娟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周倖光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吳善鈞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林欣怡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龔詠純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沈彥菱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柯䕒惠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蘇惠琇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賴沛緹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徐筱琳等
臺北市⼤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鍾⻘青芸等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林其瑩等
臺北市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陳靖琦等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孫⽂文儀等
臺北市內湖區健康服務中⼼心/紀⽟玉秋等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林靜芬等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沈慧玲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蔡佩芳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徐嬿臻等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林英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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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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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事業團
隊／部
⾨門／科
室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主題名稱
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社區健康飲⻝⾷食․⻝⾷食在安全服務成
果
朴⼦子醫院-以平衡計分卡管理策略提升營運績效以醫院
⾃自營餐廳管理為例
運⽤用平衡計分卡建構健康檢查事業團隊
基層公共衛⽣生機關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價值競爭⼒力以
成為⾸首屈⼀一指健康安全社區
運⽤用平衡計分卡建構四癌篩檢社區便利網絡精實防癌~
分秒必爭 愛篩愛篩
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菸害防制~樂活松⼭山 無菸環境
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 松
⼭山寶寶 ⽿耳聰⺫⽬目明
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糖尿病友⽀支持團體之實證
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運⽤用平衡計分卡提推動完善⻑⾧長照
與個管品質，促進⻑⾧長者健康⽼老化
運⽤用平衡計分卡營造健康⽣生活環境~⻝⾷食來運轉好健康
106年運⽤用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建構核⼼心策略組織
追求卓越
106年運⽤用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建構核⼼心策略組織
創造佳績
篩檢⾦金健康-以平衡計分卡運⽤用於癌症篩檢執⾏行成效
改善⾎血液透析病患廔管異常發⽣生率
改善社會服務構⾯面指標-建構網路篩檢平台以提升遲緩
兒篩檢發現率
BSC領航科部發展--桃園醫院急診流程團隊發展經驗分
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聚焦「準醫中」變⾰革的⾻骨科BSC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護理團隊運⽤用平衡計分卡提升服
務績效
⿅鹿港基督教醫院伶⽛牙俐⿒齒團隊推動平衡計分卡之經驗
分享
⿅鹿港基督教醫院-運⽤用平衡計分卡於復健科團隊以發展
復健整合之特⾊色服務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市⺠民
急救訓練及AED安⼼心場所認證成果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平衡計分卡推動成果~在地
智活：數位遊戲樂活⼈人⽣生~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社區
⼼心理衛⽣生成果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社區
銀髮健康成果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登⾰革
熱防治成果
運⽤用平衡計分卡—精準設計銀髮飲⻝⾷食健康照護模式
運⽤用平衡計分卡於流程再造及品質提升，成為標竿級
優質的服務部⾨門
智慧醫療之服務與流程再造-精實臨床⼯工作之經驗分享
遠距照護中⼼心轉型專案模式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6年度⼈人事業務策略地圖及平衡
計分卡執⾏行成果與展望
北市政府衛⽣生局建構核⼼心策略組織促進市⺠民健康

單位名稱/作者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林⾹香君等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蔡宗⻯⿓龍等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蕭偉成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劉世敏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駱貞妃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瞿蕙娟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瞿蕙娟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黃如⽟玉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陳麗⽟玉等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瞿蕙娟等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林莉玲等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林莉玲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劉美玲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鄭美萍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葉圜叡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范君嬿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王律⽂文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陳素⾥里等
⿅鹿港基督教醫院/林沛彣等
⿅鹿港基督教醫院/⿈黃睦升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童瓊華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楊依恆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林珍⽟玉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朱珮綺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楊依恆等
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陳鈺宜等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許禎莉等
彰化基督教醫院/⿈黃穗芬等
彰化基督教醫院/謝明家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陳彥均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林夢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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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事業團
隊／部
⾨門／科
室

B-63
B-64
B-65
B-66
B-67
B-68
B-69
B-70
B-71
B-72
B-73

主題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平衡計分卡推動成果
補助疫苗，精彩絕「輪」~前瞻性預防接種政策，實現
健康平等價值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策略核⼼心組織維護市⺠民⻝⾷食藥粧安全
臺北市衛⽣生局檢驗科106年度檢驗業務策略地圖及平
衡計分卡執⾏行成果
雲林基督教醫院糖尿病照護團隊運⽤用平衡計分卡推動
成果
全⺠民總動員~打造純淨無菸新⼠士林
運⽤用平衡計分卡精進獨居⻑⾧長者⻑⾧長期照顧及個案管理服
務
化策略為⾏行動 守護兒童健康～中⼭山區學齡前兒童整合
性社區篩檢成效
建構策略核⼼心組織 精進個案管理～關懷⻑⾧長者，你我有
責～聽聽我的⼼心聲，⻑⾧長者不孤獨
運⽤用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促進市⺠民健康-打造⾼高齡營
養新⻝⾷食代
運⽤用平衡計分卡流程指標監測改善⼿手術室周轉時間合
格率
推廣貼⼼心醫療－雲端健康照護運⽤用
以平衡計分卡建構轉診流程優化模式
運⽤用智慧醫療來提升⾨門診服務品質
以平衡計分卡⼯工具推動⾼高齡者參與志⼯工服務之成果
健康美⻝⾷食101～兒童分齡飲⻝⾷食衛教模式與評價
運⽤用平衡計分卡建⽴立⼼心理健康促進模式
導⼊入平衡計分卡結合精實管理⼿手法，推動社區健康服
務之三年成果分享
⿅鹿港基督教醫院癌(愛)健康團隊-運⽤用平衡計分卡發展
癌症醫療整合性之特⾊色服務

單位名稱/作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陳少卿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陳少卿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王明理等
臺北市衛⽣生局/⺩王慧英等
雲林基督教醫院/沈弘偉等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徐銜駿等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葉怡慧等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韓國強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韓國強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韓國強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林秀櫻等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陳春森等
臺中榮⺠民總醫院/⿈黃蜀雯等
臺中榮⺠民總醫院/⿈黃蜀雯等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陳靜茹等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郭怡君等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楊景婷等
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陳靜茹等
⿅鹿港基督教醫院/⻩黄嘉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