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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慈濟醫療體系概況

歷史沿革及大事紀

證嚴上人於慈善救貧過程中發現「貧由病起、病由貧生」的惡性循環，思索生命尊嚴應
平等無異，故以延續佛教慈悲精神為立基，創建慈濟醫療體系。

一念悲心，施醫施藥

證嚴上人秉持師尊印順導師「為佛教、為

眾生」之慈示，以佛陀「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承擔起如來家業，於 1966 年在花蓮成立「佛

教克難慈濟功德會」，隨即與信眾展開訪貧救

濟的慈善工作，於其間每每見到貧、病、孤、

老集於一家的苦相，上人體認到「貧由病起、

病由貧生」的惡性循環，遂於 1972 年在花蓮

市仁愛街成立「慈濟功德會附設貧民施醫義診

所」，為慈濟醫療志業之肇始。

以延續佛教慈悲精神為立基，1979 年發

起建院，籌建歷程百轉千折、備嘗艱辛，終在

「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萬蕊造慈濟世

界」之號召下，匯聚愛心力量，共成建院善舉。

1986 年 8 月，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矗立於花蓮，

開啟「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之慈濟

醫療志業新里程。

創院後，本著濟助貧病之建院理想，取消

住院「保證金」制度，引起社會醫界廣泛漣漪。

未久，獲得衛生署 ( 現為衛生福利部 ) 重視與

肯定，通告全臺醫療單位取消保證金制度，是

為嘉惠病人之一大福音。

啟業同步推動「醫療志工」制度，是醫護

同仁最佳良伴，亦是病人與家屬心情之依託，

醫護與志工團隊相伴，做到全程、全人、全家、

全隊之「四全」照顧。從來醫界追尋之「身、

心、靈」統合療護目標，慈濟醫院做到了！

爾後，繼花蓮慈院，花蓮玉里、臺東關山、

嘉義大林、臺北新店以及臺中潭子慈院，先後

完成。由點而線而面，「慈濟醫療普遍化」透

過義診下鄉，從城市到鄉村，山之巔、水之涯，

時光長河，步步踏實

1966.04 證嚴上人在花蓮新城鄉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開始慈善濟貧的工作

1979.07 證嚴上人正式發起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1986.08. 17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正式啟業，秉持救人為先的理念，創下臺灣醫界不收住院

「保證金」制度

1994.05 經衛生署指導成立東部地區緊急醫療網，啟用「東部地區空中急難專用停機坪」

1996.02 慈濟骨髓捐贈資料中心榮獲「中華民國第六屆醫療奉獻獎團體獎」

 08 啟用「心蓮病房」，推展安寧療護

1999.03.15 玉里慈院啟業

 09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花蓮慈院醫療團當天趕赴災區搶救生命

2000.01 花蓮慈院全院通過ISO 9002國際品質認證

 03.15 關山慈院啟業

 08.13 大林慈院啟業

2002.03 完成東部首例「骨髓移植手術」

 05 發現恙蟲病新病種：全球基因銀行註冊「臺灣本土第一株」

 07 花蓮慈院獲衛生署評鑑通過，成為東部第一家醫學中心

2003.03.01 阿里山森林火車翻覆事故，大林慈院投入大量傷患救治，搶救56名傷患

 06 花蓮慈院完成首例「連體嬰分割手術」（菲律賓連體嬰） 
 09 玉里慈院新院區正式啟用

 10 斗六診所啟業

2005.05.08 臺北慈院啟業

2007.01.08 臺中慈院啟業

2010.10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通過世界骨髓捐贈者協會(The World Marrow Donor 
Association，簡稱WMDA)認證，為全球第18個通過認證的骨髓庫

2011.07 花蓮慈院榮獲經濟部「台灣百大品牌」肯定

 08 花蓮、大林、臺北、臺中等四家慈院獲經濟部頒發「節能企業」獎

2012.01 大林慈院獲衛生署頒發「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特優獎

開展全臺醫療網絡。

1996 年，一群來自社會各大醫院、私人診

所的醫師、藥師、護理人員，在證嚴上人精神感

召下，以「醫病、醫人、醫心」為宗旨，組織「國

際慈濟人醫會」（Tzu-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 TIMA），這群有愛心、願意

回饋社會的醫界人士，開啟另一個管道貢獻所

長，愛心醫療網由此延伸至醫療貧瘠之地。

大愛無遠弗屆，慈濟以跨國際的慈善工作

邁向國際舞臺，並進一步提升國際救援之關懷

面。慈濟人醫會志工，平日以關懷居住地貧苦

患者為主，執行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全科性義

診服務，若國際間發生災難，亦配合慈濟賑災

行動，啟動醫療救援工作，實踐「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人道精神。

證嚴上人期待醫療志業同仁以「內修誠正

信實，外行慈悲喜捨」建構愛的醫療人文來服

務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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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  數位時代雜誌「2012年綠色品牌大調查」醫療服務類首獎

2014.01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啟業

 08  大林慈院及玉里慈院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跨國健康促進醫院-進階認證試驗計

畫，經實地訪查，獲聯合國WHO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認證為金獎

 10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榮獲「中華民國第二十四屆醫療奉獻獎」

2015.06   新北市八里區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爆炸意外，臺北慈院啟動大量傷患緊急應變機制，

                     162位醫護、行政人員返院支援，當晚收治13名傷患

 10  大林慈院賴寧生院長及花蓮慈院胸腔內科結核病實驗室李仁智主任榮獲「中華民國

                     第二十五屆醫療奉獻獎」

 12  大林慈院參與於法國巴黎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獲頒「2020 Health Care Climate 
Challenge(醫療保健氣候變遷挑戰)」領導金獎、災難復原力銀獎；臺中慈院獲災難復原

力金獎；關山慈院獲災難復原力銀獎

2016.12 臺北慈院升格為「準醫學中心」

2017.04  花蓮慈院獲得美國發明家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簡稱NAI)頒發國際會員

認證

 11  臺北慈院與臺灣盲人重建院合作，提供衛教講座、感染管制課程、健康檢查與諮詢等服

務、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長照服務類銅獎

 12 花蓮慈院與醫療法人創新研發中心等研究團隊榮獲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2018.05 臺北慈院第四代「達文西手術系統(da Vinci Xi System)」圓滿完成第200例

 06  大林慈院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2018年度癌症篩檢傑出創意選拔活動」金牌

獎

 12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暨志工團隊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獎、花蓮慈院泌尿部病房團

隊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護理照護服務類銅獎、花蓮慈院與大麥智慧科技公司聯合研

發出「環境友善之體感平衡個人化移動載具」，榮獲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

核心精神與價值
慈濟醫療秉持創辦人證嚴上人「人本醫療，尊重生命」之宗旨，以病為師，

為病人拔除病苦，膚慰身心，期許能以「慈悲喜捨」之心發揮醫療良能，以「誠

正信實」之精神推動醫療服務及營運管理，以「感恩、尊重、愛」、「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展現醫療人文發揮團隊效能服務病人，並以「以戒為制度，以愛為

管理」建立制度化管理及自律自愛的信念修為，更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

胸襟，將醫療關懷傳送到任何有需要的地方，使慈濟醫療成為「守護生命、守護

健康、守護愛」的磐石，朝「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之國際化醫療體系，貢獻人類，

愛護地球」之願景而努力。

宗旨
任務

人本醫療 
尊重生命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

內修誠正信實

外行慈悲喜捨

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

之國際化醫療體系，

貢獻人類，愛護地球

感恩、尊重、愛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

方法

核心精神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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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概況
慈濟醫療法人屬醫療財團法人，原名為「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於 1984 年 12 月

31 日獲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核准設立許可後，向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申請法人登記許可，設

立登記日期為 1985 年 2 月 6 日。因應醫療法修法，於 2013 年 3 月 10 日經由第 8 屆第 12 次董

事會決議將名稱變更為「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經衛生福利部核准變更，

並經花蓮地方法院核可變更法人名稱。

慈濟醫療體系一路從東臺灣的花蓮開端，南下花蓮玉里、臺東關山小鎮，守護南橫、南迴、

臺九線上旅人生命，往西於嘉義大林小鎮甘蔗園建院，為彌補大臺北東南隅醫療資源之不足於新

北市新店設立醫院，到了為解決臺中山線地區醫療資源不足而於潭子建院，編織而成一個愛的醫

療網。

組織名稱：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所在位置：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員工人數：239 人（僅統計直接隸屬於慈濟醫療法人，不包含所屬機構員工人數，皆為行政人員）

備註說明：上述資料統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花蓮慈濟醫院
◆ 醫學中心

◆ 門診67萬人次/年
   急診5萬人次/年
   住院4萬人次/年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

   服務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36萬人次/年

臺中慈濟醫院及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
◆ 區域醫院/護理之家

◆ 門診69萬人次/年
   急診5萬人次/年
   住院3萬人次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

   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45萬人次/年

機構名稱 花蓮
慈院

玉里
慈院

關山
慈院

大林
慈院

斗六
診所

臺北
慈院

臺中
慈院

臺中慈濟
護理之家

正式
營運日期

1986年
8月17日

1999年
3月15日

2000年
3月15日

2000年
8月13日

2003年
10月1日

2005年
5月8日

2007年
1月8日

2014年
1月8日

所在位置

花蓮縣
花蓮市
中央路
三段
707號

花蓮縣
玉里鎮
民權路
1之1號

臺東縣
關山鎮
和平路
125-5號

嘉義縣
大林鎮
平林里
民生路
2號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路
二段
248號

新北市
新店區
建國路
289號

臺中市
潭子區
豐興路
一段66、
68號

臺中市
潭子區
豐興路
一段66號

床數
(含特殊病床)

967
床

36
床

52
床

928
床

30
床

1,024
床

1,122
床

320
床

診療專科數 47科 10科 7科 43科 15科 46科 43科 -

員工
人數

醫師 422 13 10 238 27 386 211 -

護理 1,072 45 59 1,073 47 1,155 797 70

醫技 320 24 18 276 18 314 225 3

行政 705 57 30 617 24 585 413 101

合計 2,519 139 117 2,204 116 2,440 1,646 174

關山慈濟醫院
◆ 地區醫院

◆ 門診6萬人次/年
   急診1萬人次/年
   住院387人次/年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

   服務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4萬人次/年

臺北慈濟醫院
◆ 準醫學中心

◆ 門診112萬人次/年
   急診7萬人次/年
   住院3萬人次/年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

   服務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40萬人次/年

玉里慈濟醫院
◆ 地區醫院

◆ 門診10萬人次/年
   急診1萬人次/年
   住院1千人次/年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

   服務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6萬人次/年

大林慈濟醫院及

斗六慈濟診所
◆ 區域醫院/診所

◆ 門診115萬人次/年
   急診 4萬人次/年
   住院3萬人次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

   及社會服務等

   受惠65萬人次/年

愛的醫療
守護健康

備註說明：上述資料統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斗六診所於 2019 年 1 月改制為斗六慈濟醫院。

30 31
永續報告書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看見慈濟醫療體系1第             章

財務狀況 
醫療的本質不應以營利為目的，係以確保民眾疾病治療成效及健康照護為任務，進而提升生

命的價值及品質，本法人有 4 家醫院位於偏鄉人口稀少的地方，目的為照顧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

民眾，因此經營管理上開源節流，朝損益平衡為目標，若有些微盈餘，亦作為醫院發展及同仁福

利暨慈善醫療之應用，以朝永續發展善盡社會責任而努力。

慈濟醫療法人財務報告係依循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衛生福利部規定進行編制，會計年度採歷

年制，會計基礎採應計基礎制（權責發生制），每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慈濟醫療法人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向衛生福利部申報。經會計師簽證及衛生福利部審查後的財務報告皆公

告於衛生福利部網站，財務資訊可靠、完整、公開並透明。2016 年 ~2018 年三年平均每年捐贈

收入約 601 百萬元 / 年，佔總收入（包含醫務收入及非醫務活動收益）2.8%，每年『醫療救濟、

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支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皆遠高於「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百

分之十以上）。

慈濟醫療法人為能與國際醫療發展趨勢接軌，積極向科技部爭取各項研究計畫補助，另亦積

極配合國家衛生政策發展及參與當地政府規劃，獲得衛生福利部及當地政府機關各項補助計畫，

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於 2016 年 ~2018 年總計獲得政府機構補助案件共 612 件，總計補助金額為

77,275 萬元，各政府機關補助情形詳如下表列示：

慈濟醫療法人整體之 2016 年 ~2018 年直接經濟價值

註 1：非醫務活動收益：包含其他非醫務收入、研究計畫收入、捐贈收入 .. 等。

註 2：營運成本：包含藥品、醫材、設備折舊、教學、研究計畫…. 等費用。

註 3：員工薪資與福利：包含薪資、加、值班費、退休金、職工福利、制服費、公會費…等。

註 4：支付政府的款項：即年度總租稅負擔。

註 5：社區投資：即為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之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支出。

註 6：留存的經濟價值 (C)：產生的經濟價值之合計 (A)- 分配的經濟價值之合計 (B)。

備註說明：

1. 所在地區之政府機關：包含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嘉義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新北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等各院所在地區之政府機關。

2. 其他包含勞動部、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工業技術研究院。

項目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產生的
經濟價值

醫務收入 18,766 20,089 20,874

非醫務活動收益註1   1,253    1,361    1,382

合計(A) 20,019 21,449 22,256

分配的
經濟價值

營運成本註2   9,962 10,900 11,842

員工薪資與福利註3   8,656    9,308    9,767

支付政府的款項註4         34          37          43

社區投資註5       347       399       423

合計(B) 18,999 20,644 22,074

留存的經濟價值(C)註6   1,020       805       181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慈濟醫療法人整體之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支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

醫療法第 46 條   
規定比率 (10％ )

比率＝  (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

及其他社會服務支出 ÷ 醫

療收入結餘）X100％

衛生福利部「醫療

財團法人歷年財務

報表」網址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6%

33%

48%

項目別 衛生福利部 科技部 所在地區之
政府機關 其他 合計

2016年
補助件數 80件 64件 19件 3件 166件

補助金額 16,312萬元 6,131萬元 828萬元 194萬元 23,465萬元

2017年
補助件數 75件 71件 54件 6件 206件

補助金額 15,129萬元 6,442萬元 2,578萬元 489萬元 24,638萬元

2018年
補助件數 81件 63件 87件 9件 240件

補助金額 16,503萬元 6,815萬元 5,207萬元 647萬元 29,17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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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組織與倡議 
慈濟醫療法人積極參與醫療相關外部組織各項活動，以期瞭解最新趨勢，藉由交流與合作，

提升醫療技術，以利提供給病人最優質之醫療照護。慈濟醫療法人同仁依其專業領域，分別於各

公 / 學 / 協 / 基金會中擔任各項職務，為醫療產業發展貢獻心力並帶動醫療產業發展。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同仁共有 231 人於 159 個公 / 學 / 協 / 基金會中仍有擔任職務，

其中有 9 人擔任理事長。同仁於公 / 學 / 協 / 基金會中仍有擔任職務之外部組織請參閱慈濟醫療

法人 CSR 網站，而同仁擔任理事長之公 / 學 / 協會列示如下：

除積極參加與醫療相關外部組織各項活動外，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

亦自發性參加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舉辦健康醫院認證並獲國民健康署認證通過，其係以

健康促進醫院認證（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HPH）為基礎，並融入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認證（Age-friendly Hospitals, AFH）、無菸醫院認證（Tobacco-free Hospitals）及低碳醫院

（Environment-friendly Hospitals）等精神建構而成。

另亦積極參加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 Collaborating Centre）發起的健康促進醫院國

際網絡（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以期實現

以人為本之「全人健康」目標，並參與國際無害醫療組織（Health Care Without Harm，以下簡稱

HCWH）之全球綠色與健康醫院網絡 (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s，以下簡稱 GGHH)「醫

療保健氣候變遷挑戰（Health Care Climate Challenge）」，為減緩氣候變遷而努力。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以下簡稱 HPH 國際網絡）成立於 1990 年，其概念在將

健康促進的觀念、價值和準則融入醫院組織文化和日常工作中，並讓員工、病人、家屬

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健康促進，以提升其身心健康。HPH 國際網絡由將近 35 個國家或

區域網絡及超過 700 多家會員醫院組成，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

玉里慈院亦為 HPH 國際網絡會員醫院之一，依循 HPH 網際網絡所公告「世界衛生組織

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標準」（The WHO standards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推行，以期實現以人為本之「全人健康」目標。

全球綠色與健康醫院網絡 (Global Green and Healthy Hospitals) 主要推動「健康醫

院、健康人類、健康地球（Healthy Hospitals, Healthy People, Healthy Planet）」，期望

達成持續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且能提升民眾健康的醫院，而「2020 醫療保健氣候變遷挑戰

（2020 Health Care Climate Challenge）」係由全球綠色與健康醫院網絡於 2015 年法國

巴黎所舉辦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發起，從減碳（Mitigation）、災難復原力（Resilience）、

領導（Leadership）三大主題，各醫療院所自訂在 2020 年前，要為減緩氣候變遷做出哪

些努力，並檢視承諾後的執行狀況。目前有 26 個國家及 180 多家醫療院所參與此挑戰，

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亦有參加，以重視氣候變遷對公共健康的影響，並積極減碳，提升

復原力和共同攜手保護環境健康，達成綠色與健康的醫院。

註： 外部組織依照類型及筆畫排序，同仁於公 / 學 / 協 / 基金會有擔任職務之外部組織清

單請詳閱慈濟醫療法人 CSR 網站

類型 外部組織名稱 同仁姓名 任職院區、單位及職稱

學會
中華民國比較病理學會 許永祥 花蓮慈院醫務部解剖病理科主任

台灣乳房醫學會 沈陳石銘 臺北慈院癌症中心教研長

協會
中華民國急救技能推廣協會 李宜恭 大林慈院急診部主任

嘉義市醫杏風濕病關懷協會 賴寧生 大林慈院院長

職業公會

花蓮縣醫事放射師公會 廖明雄 花蓮慈院放射腫瘤科技術主任

花蓮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羅春蘭 花蓮慈院呼吸治療組長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鍾惠君 花蓮慈院護理部主任

新北市營養師公會 吳晶惠 臺北慈院營養科主任

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陳佳蓉 大林慈院護理部主任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 Health Services

實現以人為本之
全人健康目標

Leadership
( 重視環境衛生問題 )

Energy
(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Water
( 降低水的消耗 )

Food
( 提供綠色健康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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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說明：

為落實宗旨、任務及願景，以提升慈濟醫療體系之醫療品質、教學及人才培育與創

新研發之成果，落實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醫療服務，照顧弱勢族群，善盡社會責任，

及強化管理效能，確保民眾健康福祉，朝「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之國際化醫療體

系，貢獻人類，愛護地球」願景而努力，以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權責單位：

各院企劃室 / 管理室統籌院內年度工作計畫，慈濟醫療法人醫務管理室協助執行長

辦公室追蹤各院醫院整體計畫執行成效與目標達成情形。

對應之 GRI 特定主題：

GRI 201 經濟績效

1.2 醫療體系治理
重 大 主 題

醫院經營與發展

管理 management 
◆ 各院依據年度工作計畫制定及追蹤相關辦法於院長室主管會議與主管共識營凝聚共

識訂定醫院願景、目標及年度計畫並據此決定所需資源，經由執行長辦公室共同討

論及指導修正後，呈報董事會核定。

◆ 各院依據董事會核定計畫及預算執行，定期追蹤及檢討計畫執行成效，執行長辦公

室藉由醫療法人主管聯席會上每年各 2 次追蹤及檢討醫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年度

工作計畫執行成效與醫院年度目標達成情形，並將計畫執行成效呈報董事會。

M

特定行動專案 Action 
◆ 大林慈院開發整合型放射腫瘤資訊平台，以電子管控放射治療全流程，系統性提升

放射治療安全及醫療品質，並取得 2 項發明型專利，2016 年 9 月 25 日與久和醫療
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 花蓮慈院建構優質研究環境，補助研究計畫及獎勵優秀論文，2016 年 ~2018 年連
續三年獲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國家新創獎。

◆ 臺中慈院發展微創電子耳手術，手術成功率達 100%，術後 12 個月字詞、句子辨
識率達 90% 以上，自 2017 年起慈濟醫療法人補助聽障者植入人工電子耳，使其重
新擁抱聲音、走向人群，2017 年 ~2018 年共補助 46 人，約 1,645 萬元。

◆ 臺北慈院推動全人醫療教育，於醫護人員「迎心傳愛新人營」活動帶領同仁親身居
家關懷訪視弱勢族群，啟發悲憫心，進而落實於平常照護中。

◆ 整合各院醫療及行政作業流程，建構慈濟醫療法人第五代醫療資訊系統，以朝無紙
化以及智能化目標邁進。

A

成果 & 目標 Result &Target  
指標項目 2018 年成果 2019 年目標

合理盈餘，以利永續發展 達到所訂合理盈餘目標 合理盈餘，
以利永續發展

獲得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

銅獎以上殊榮

花蓮慈院以「下泌尿道手術
病人導尿管引起膀胱不適症
狀護理照護」榮獲護理照護
服務類銅獎

至少 2 項榮獲
銅獎以上獎項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
社會服務支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 48% 45% 以上註

提升護理人員留任率，
以利永續經營 86.8% 89% 以上

R&T

就業與
經濟成長8

※ 註： 指標項目「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支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之 2019
年目標值係依據 2016 年 ~2018 年三年平均值（34.1%）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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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架構
董事會及執行長辦公室（即監督團隊）與各院（即經營團隊）藉由每年四次董事會議與每週

醫療法人主管聯席會的互動及良好溝通，確立發展目標及計畫，與監督計畫執行成果，讓慈濟醫

療體系能朝向一致目標前進，以落實「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任務。

現行董事會為第十屆，任期為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

執行長辦公室

			醫務管理室	 財務管理室
			資源管理室	 人文傳播室
			資訊室	 醫學工程室
			人力資源室	 學術發展室
			品質與創新中心		 法務室

董事會秘書組

創新研發中心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醫療、護
理、醫技及
行政等單位

護理、醫技
及行政
等單位

47個
委員會

36個
委員會

43個
委員會

9個
委員會

18個
委員會

48個
委員會

臺中慈濟
護理之家

臺中
慈院

臺北
慈院

斗六
診所

大林
慈院

關山
慈院

玉里
慈院

花蓮
慈院

稽核室

監
督
團
隊

經
營
團
隊

職稱 姓名 背景 現任機構及職稱

董事長 釋證嚴 社會公益人士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靜思精舍僧侶

董事 王本榮 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 慈濟大學校長

董事 王正一 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 臺灣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

董事 林碧玉 企業管理及財務管理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

董事 林泓靜 社會公益人士 靜思精舍僧侶

董事 陳子勇 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 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院長

董事 陳英和 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
( 員工代表 ) 花蓮慈濟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董事 陳紹明 企業管理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董事

董事 廖 群 企業管理 群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閻 雲 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生物學與
藥物研發研究所教授

董事 謝美如 社會公益人士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
靜思精舍僧侶

董事 鍾易錚 人文及社會福利 靜思精舍僧侶

董事 顏博文 企業管理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監察人 林素雲 財務管理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務處主任

註： 上述董事會成員係依職稱及姓名筆劃排序，皆為我國國民，

皆不具身心障礙及原住民身份。

董事會成員之性別比

女性

6人，43%

30~50歲

2人，14%

50歲以上

12人，86%

男性

8人，57%

董事會成員之年齡比

董事會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依照衛生福利部「醫療法」之規定，訂定

「捐助章程」及「董事會與監察人之組織及議事章則」。

董事會設置董事 13 人及監察人 1 人，每屆董事任期四年，連選連任之董事不得超過董事總

額之三分之二，董事之產生皆依照「捐助章程」及「董事會與監察人之組織及議事章則」之規定

提名具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企業經營、財務管理、員工及社會公益人士等瞭解慈濟經營理念與

創辦人精神為候選人，再由董事投票遴選產生下屆董事，並報衛生福利部核備。

董事會的功能在於促進慈濟醫療整體性發展，發展具策略性的經濟、社會、環境面向之推動

方針，每年召開四次會議，各院院長每半年至董事會報告經營狀況，執行長辦公室每年彙總報告

慈濟醫療整體性發展，交由董事會審核各院之經營策略、年度發展計畫及預決算。

董事會並不直接介入機構營運管理事務，董事長亦非經營團隊成員，具有公正性與獨立性。

而董事會成員為無給職，皆無領取薪酬、津貼、出席費、車馬費等，董事會成員們憑藉對醫療發

展的熱情，發揮在企業管理、醫療專業及醫院管理、熟識社會需求等方面的專業所長，為促進慈

濟及我國醫療整體性發展做出貢獻。

由完整的監督團隊及專業的經營團隊所構成的指揮系統與建置的管理制度，落實分層負
責與分工，依據風險及機會與服務區域需求等分析結果，擬訂計畫與策略，以達成慈濟醫療法
人「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之國際化醫療體系，貢獻人類，愛護地球」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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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辦公室

董事會下設執行長辦公室，依據明確授權機制，由執行長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慈濟醫療整體

性發展，統整各院發展及資源共享，並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

為慈濟基金會）、慈濟學校財團法人及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等共同推動慈善、教育與慈濟醫療人文，

以發揮合和互協之慈濟精神，達永續經營之目的。執行長辦公室藉由每週醫療法人主管聯席會監

督各院各項政策及制度落實程度，並傳達董事會經營理念，整合各院資源，協調互相支援及合作

等事宜，若需董事會資源及支持時，則依據權責由執行長辦公室轉呈董事會決議。

執行長辦公室高階管理階層（包含執行長、策略長、副執行長、主任秘書及總顧問）之薪酬

100% 為固定薪，無浮動薪資、簽約獎金或招聘獎勵金，其薪酬並無與經濟、環境和社會等主題

績效目標連結，亦無索回機制，其福利、離職制度及退休金提撥比例與同仁相同，皆依照政府法

令規定辦理。

為積極落實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及企業永續（Corporate 
Sustainability）之精神，建立與病人及其家屬、捐款人、志工、社會大眾、同仁、主管機關、供應商、

外包商、醫療同業、慈濟體系學校及媒體等關注我們的團體及個人良好的互動，善盡社會責任，

並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發展，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故成立「醫療志業社會

責任暨永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為社會責任暨永續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由董事長指派執行長擔任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成　　員：	執行長辦公室內高階管理階層及各院院長室主管，視議題內容邀請慈濟醫療法人暨所

屬機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
主要執掌：	１.	每年督促慈濟醫療法人暨所屬機構依據醫療法人社會責任暨永續發展之政策方向及

願景制訂與經濟、環境、社會及治理面向相關之年度計畫，並追蹤其執行進度及成
效。

　　　　　	２.	督導慈濟醫療法人暨所屬機構與關注我們的團體及個人之溝通，並就議題類別與性
質進行跨部門 /院區溝通協調與資源整合，追蹤專案執行進度與推動績效。

　　　　　	３. 審定慈濟醫療法人永續報告書。

各院委員會 

各院為利於各項院務推行，於院長室下設有經營管理、醫療服務及品質管理與教學研究等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依其設置目的及執掌，分別就經濟、社會、環境及治理等各面向，定期召開會

議討論相關議題與制訂專案或計畫，追蹤院內各項專案或計畫執行成果，委員會成員涵蓋醫療、

護理、醫技及行政等各領域，藉由跨領域溝通與協調，以期有效推動院內各項政策。而各委員會

上決議須請其他院區支援合作或董事會資源支持時，則由各院院長室主管於每週與執行長辦公室

共同召開之醫療法人主管聯席會議上提案，以達成慈濟醫療體系共識。

功能性
委員會類別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經營管理類 16 15 13 10 4 1

醫療服務及
品質管理類

23 22 24 19 13 7

教學研究類 9 6 10 7 1 1

合   計 48 43 47 36 18 9

社會責任暨永續發展委員會

醫療志業社會責任暨永續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執行長

執行長辦公室主管
（委員）

醫療法人醫務管理室
（幹事）

醫療法人轄下各單位
（就議題相關性列席）

花蓮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企劃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人力資源室、
醫事室、
總務室、
研究部、
教學部…等

大林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企劃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人力資源室、
醫事室、
總務室、
研究部、
教學部…等

臺北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企劃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人力資源室、
醫事室、
總務室、
研究部、
教學部…等

臺中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企劃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人力資源室、
醫事室、
總務室、
研究部、
教學部…等

玉里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管理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行政股、
醫事股…等

關山慈院
院長及
院長室主管
（委員）

負責窗口
管理室

就議題相關性
列席，例如：
行政股、
醫事股…等

制訂與經濟、
環境、社會及
治理等各面向
之年度計畫，
並據以執行

訂定社會責任
及永續發展之
政策及願景，
督促各院制訂
年度計畫，並
追蹤其執行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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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發展與經營管理模式 

各院每年依據院內所訂年度工作計畫制定及追蹤相關辦法，進行服務區域需求分析，瞭解當

地社區醫療需求，並依據醫院當年度營運狀況與慈濟醫療法人之願景，參考國家衛生政策發展，

透過策略分析工具（包含對於醫療產業整體環境分析及社會大眾關注議題），經院內院長室相關

會議與主管合心共識營討論凝聚共識後，訂定醫院願景、短中長期目標及計畫與策略性發展計畫，

並決定所需資源及編列預算。

執行長、策略長及副執行長於每年 12 月董事會前，與各院院長室及院內相關單位主管共同

召開會議討論並指導醫院所訂定之願景、短中長期目標及計畫與策略性發展計畫，並審核其預算

後，再由各院院長於每年 12 月呈報董事會，待董事會核定後公告給院內各單位，並據以執行。

各院依據董事會所核定計畫執行並定期於院內追蹤執行成效，執行長辦公室透過醫療法人主

管聯席會上每年各 2 次追蹤及檢討各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成效與醫院年度目

標達成情形，再由各院呈報董事會，以確認各院是否一致朝向慈濟醫療體系願景及目標邁進。

因應風險與機會

慈濟醫療法人利用策略分析工具，瞭解自身的優勢與劣勢，以及整個醫療產業所面臨的機會

與威脅，參考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提出國家或機構可能面臨的問題，及關注我

們的團體及個人之意見想法，並依循「人本醫療，尊重生命」創立宗旨，擬訂慈濟醫療法人十年

願景，以達成慈濟醫療法人「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之國際化醫療體系，貢獻人類，愛護地球」

之願景，落實「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任務。

經營策略與發展目標

凝聚共識，訂定願景、
目標及計畫

定期追蹤及檢討計畫執行
成效與目標達成情形

經由院長室主管
會議及共識營凝
聚共識訂定

每年 12 月董事
會呈報

每年 4次於醫療
法人主管聯席會
追蹤及檢討

執行長辦公室與各
院主管共同開會討
論及指導修正

每年 5月董事
會呈報

院內定期追蹤
計畫執行成效

企劃室 /管理室分析營
運風險及機會，草擬年
度計畫並編列預算

依據檢討結果修訂未來發展及下一年度計畫

有利因素 》 慈濟醫療體系六家醫院資源共享及合作，互相觀摩學習，有助於提升品質及

教學研究發展，並降低採購成本。

》與慈濟各志業結合，共同推動慈善醫療、培育專業人才與傳播醫療資訊。

》完善志工體系，陪伴關懷病人及家屬，提供身心靈膚慰。

》資訊發達，民眾對於健康日趨重視，醫療需求增加。

》人口老化，政府重視長期照顧需求，施行長期照顧政策。

》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整合區域醫療資源。

》人工智慧科技及醫療資訊技術的發展，提升作業效率及病人安全。

不利因素 》慈濟醫療體系部份醫院所在位置交通不便，人才招募不易，訓練成本高。

》花東地區狹長，天然災害多，交通不便，增加醫材藥品管理成本。

》�慈濟醫療體系部份醫院所在位置偏遠，弱勢族群人數較多，收入水平偏低，

影響病人就醫意願。

》健保政策多變，影響醫院營運。

》勞動政策改變，住院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人力成本增加。

》消費意識抬頭，整個社會醫病關係緊張，暴力事件頻傳。

》民眾對醫療期待更高，要求提供更多元醫療服務及最新醫療技術。

因應之道
慈濟醫療法人十年願景
（2016 年 ~2025 年）

2016 年 ~2018 年執行成果 
( 對應報告書章節 )

營運卓越

運用資訊科技 ( 主管決策與臨床

決策支援系統 ) 與建立六院一家

之整合與獎酬機制，成為價值

管理成效最佳之醫療體系。

1.1 慈濟醫療體系概況

1.2 醫療體系治理

1.4 風險與危機管理

4.2 慈濟醫療體系的合作夥伴

5.2 綠色醫院

醫療專業
卓越

辨識永續發展之關鍵醫療專業

領域，強化教學研究、醫療專

業技術整合與擴散機制，至少

有 25% 之臨床專科成為國內在

研究、教學與服務之領航者。

2.1 慈濟全人醫療專業與人文

2.2 教學研究發展

善盡醫療
志業之
慈善責任

建立弱勢族群所需之全人照護

服務模式，成為最受弱勢族群

信賴之醫療體系。

3 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

建立策略
性人力資
源管理制
度

依據策略發展需要盤點人才就

緒度，強化選才、育才、用才

與留才機制，成為人力資源管

理之標竿。

4.1 慈濟醫療體系的員工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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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整體發展

各院依據所在服務區域及角色功能，與慈濟醫療法人願景訂定醫院願景及階段發展目標，使

醫療技術、教學、研究、品質、管理等各領域能與臺灣、亞洲、世界優質同業並駕齊驅，以為標竿、

以達長期願景之實踐，並貢獻人類。

各院依據所訂願景及長期策略目標與董事會每年核定發展計畫執行，彙總摘要各院2019 年~2025 年整

體發展計畫及未來目標如下列所示：

成為專業與人文
最優質之國際化
醫療體系，貢獻
人類，愛護地球

長期願景
任務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

宗旨
人本醫療 
尊重生命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願景

成為以病人為中心

之國際化醫院典範

願景

成為醫學中心，

落實社區醫療照

護，卓越的全人

醫療品質，樹立

人本醫療典範

願景

成為醫療與人

文兼具及民眾

最信賴的醫院

願景

成為以病人為中

心之醫療人文典

範醫院

願景

成為東部民

眾歡喜的社

區醫院

願景

成為花東縱谷最

受民眾信賴、醫

療人員最嚮往及

充滿慈濟人文的

醫院

1.永續經營管理，

成為智慧醫院之

標竿

2.積極培育人才，

落實醫療人文，

成為國際醫學教

育訓練中心

3.提供以病人為中

心之優質醫療

4.建構優質研究環

境，提升創新研

發能力

5.照顧弱勢族群，

善盡社會責任

1. 提升急重症醫

療成效 

2.發展特色醫

療，提升區域

醫療水準

3.提升醫品病安

及價值管理成

效

4. 發展慈善醫療

5. 配合國家政策

及提升國際醫

療與援助成效

1.卓越醫療，

永續發展

2.醫療人員受

訓之首選醫

院

3.全人醫療的

典範

1.強化以病人為

中心的營運管

理機制

2.發展跨院區跨

科部之整合性

醫療

3.推動全方位預

防醫學及健康

促進醫院

4.鼓勵創新與學

習、提升教學

研究品質

5.建立具備醫學

倫理與醫療人

文精神之組織

文化

社區化

人文化

資訊化

社區化

人文化

資訊化

慈濟醫療法人
十年願景

2019年~2025年
整體發展計畫 未來目標

營運卓越

1. 推動智能化醫療資訊系統 HIS 5 專案

與智慧科技之應用

2. 花蓮慈院第五期醫療大樓拓建、三義

中醫醫院新建、關山慈院附設臺東門

診部新建、嘉義慈濟門診中心設置。

3. 建立各院內部控制制度

4. 提升採購流程效率

5. 強化營運、精實管理，降低成本，確

保永續發展

1.H I S  5 系 統 於 2019 年 6 月 從

臺 北 慈 院 正 式 上 線 使 用，預計於

2021 年全面上線。

2. 各院新建、拓建及設置案於 2023 年

前完成。

3. 於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各院內部控

制制度建立。

4. 各類別採購完成率達 95%

5. 朝每年醫療損益平衡努力。

醫療專業卓越

1. 強化醫療品質專案成效

2. 推動跨團隊合作機制，提供整合性醫

療服務

3. 強化創新研究，提升質與量，推動精

準醫學、細胞治療，並推動國際交流

合作

4. 推動國際化之模擬手術教學

1. 至少 5 項醫療服務獲得國家生技醫

療產業策進會「國家生技醫療品質

獎」銅獎以上殊榮

2. 每 年 論 文 刊 登 於 期 刊 影 響 係 數

(Impact Factor）大於 2 之篇數達 250

篇以上，佔率達 70% 以上。

3. 每年國外醫療人員參加模擬手術教

學達 40 人以上。

善盡醫療志業
之慈善責任

1. 推動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長

期照顧服務計畫

2. 照顧弱勢族群、偏遠醫療、社區健康

促進等計畫

3. 長期定點及短期緊急救援之國際醫療

援助 

1. 各院於 2020 年前完成各式長期照顧

服務申請設置。

2. 每年投入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

及其他社會服務等支出占醫療收入結

餘比率達 45% 以上。

3. 每年受惠人次達 200 萬人次以上。

建立策略性
人力資源
管理制度

1. 中高階管理人才培育課程

2. 專科醫師訓練資格人才網羅招聘計畫

3. 醫療、醫技、護理等專業人才國外進

修計畫及國際交流

4. 住院醫師與護理人員留任及招聘計畫

5. 盤點各院關鍵重要職位培育計畫

1. 每年舉辦中高階管理人才培育課程 3

場，100 人次參加。

2. 各院每年招聘 10~15 名主治醫師，

爭取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及訓練容

額。

3. 各院每年遴選 5~10 名同仁至國外學

習新技術及進修。

4. 住院醫師留任率達 93% 以上，護理

人員留任率達 90% 以上。

5. 關鍵職位人才就緒度達 80% 以上。

慈濟醫療法人十年願景
營運卓越、醫療專業卓越、善盡醫療志業之慈善責任、

建立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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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醫療資訊
慈濟醫療法人醫療資訊系統開發於二十餘年前，鑑於 3C 產品的普及、網路及資訊科技的日

新月異，現有基礎架構已無法滿足醫療需求，且因各院成立時間不一，造成流程之差異性日益擴

大，無法建構正確及統一之資料倉儲，以致無法提供即時之數據分析及智能管理，且因同時需維

護六套系統，導致現有的資源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益，故必須整合各院醫療及行政作業流程，建構

一套六家醫院皆適宜之智能化醫療資訊系統。

依據慈濟醫療法人願景、組織架構、作業流程及各院所在服務區域之醫療特性，並因應未來

醫療資訊科技之雲端科技、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發展，推動慈濟醫療法人醫療資訊優化

專案，未來慈濟醫療法人資訊系統如下：

慈濟醫療法人自 2017 年 1 月開始推動醫療資訊優化專案，整合六家醫院之資訊人力，並成

立跨院區作業流程分析團隊，以開發符合使用者需求及能因應未來醫療科技資訊發展之資訊系統。

預計於 2019 年 6 月從臺北慈院正式上線使用，於 2021 年全面完成慈濟醫療法人資訊系統，並

於 2023 年達成無紙化目標並轉型為智能化醫療，期望未來慈濟醫療法人資訊系統除能整合醫療

作業流程，縮短病人就醫時間，提供符合醫護作業，病人安全防呆之操作外，亦能提供正確與即

時資料分析，以利主管及醫護人員能掌握正確即時資訊進行決策。

第五代
醫療資訊系統

醫療資訊系統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為醫院的整體執行提供全面的、自動化的管理及各種服務的資

訊系統，包含支援主管進行決策所需資訊及分析之主管決策資

訊系統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 及協助醫護人員進行醫

療決策以提供病人最佳治療方案之臨床決策支持系統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醫療資源計劃系統
(HealthCar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為醫院決策層及同仁提供決策運行的管理平台，是一個以會計

為導向的資訊系統，將原本醫院功能導向的組織部門轉化為流

程導向的作業整合。

醫療保健大數據
(HealthCare Big Data)

利用大數據結合雲端科技以及人工智慧，改善疾病預防、生物

醫學研發、臨床實驗、電子病歷、全民健保等各個領域的模式

與處理流程。

HIS  5第五代臨床資訊系統
(CIS 5)

自動收集相關醫療儀器測量的資料 ( 例如生理

監視器 )，並自動帶入及整合病人相關資訊。

第五代檢驗資訊系統
(LIS 5)

檢驗儀器之檢驗結果自動上傳系統，讓檢驗數

值的管理更有效率。

第五代放射資訊系統
(RIS 5)

與 HIS 系統連結，即時將影像資料及診斷報告

傳送到 HIS 系統。

第五代醫學影像存檔
與通信系統(PACS 5)

取得、儲存、傳送及查閱不同醫學影像儀器

（例如超音波、X 光 .. 等）之影像檔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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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誠信經營

重大性說明：
慈濟醫療法人係藉由全球愛心人士對於證嚴上人之德性及公信力與理念之護持而設
立，全體同仁應以「誠正信實」的信念責無旁貸發揮以病人為中心的奉獻服務之精
神，並更需以「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的態度，落實且嚴守倫理規範，促進健
全營運，為提高管理控制、減少錯誤的可能性，推動內部控制制度，落實「人本醫療、
尊重生命」的理念，進而成為「人品典範」、「良醫典範」，以實踐我們的核心價值。

權責單位：
各院醫學倫理委員會 / 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 研究管理委員會 / 研
究管理與發展委員會 / 內部控制委員會 / 內部控制小組、慈濟醫療法人稽核室

對應之 GRI 特定主題：
GRI 205 反貪腐

重 大 主 題

 誠信道德

管理 management 
◆ 制定及推動醫學倫理，審議及探討院內醫學倫理個案是否符合倫理規範，並提供臨

床人員倫理諮詢服務，以利其依循醫學倫理規範做較合適的決定。

◆ 為確保臨床試驗合乎倫理規範並保障受試者權益，設置研究倫理相關委員會，每年
主動進行實地訪查作業，以監測臨床試驗計畫執行狀況及是否遵守相關規範。

◆ 訂有學術倫理規範及論文查核相關辦法，建置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機制，以查
核研究論文真實性，並確保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 「工作規則」明訂嚴懲舞弊貪腐行為，另訂有「醫師與廠商間關係倫理行為規範」，
以維護專業倫理、醫學倫理及病人權益，並落實反貪腐之規範。

◆ 由慈濟醫療法人稽核室於董事會提年度稽核計畫及執行報告，並於報告中以實務稽
核重要項目及案例作為防弊、反貪腐之重點訓練，以確保營運的效率及效果。

M

特定行動專案 Action 
◆ 強化臨床人員對病人照護時的倫理觀念，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同仁共參

加約 9 萬小時醫學倫理教育訓練，平均每位同仁每年參加 3 小時以上。

◆ 各院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皆定期通過衛生福利部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查核，其中花蓮慈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及臺北慈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通過
國際 SIDCER-FERCAP 認證註。

◆ 每年隨機抽樣至少 7% 論文，初步利用「iThenticate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進行
比對確認論文有無抄襲或重複發表後，再交由審查委員查核。

◆ 於 2018 年 7 月啟動內部控制制度專案會議，成立內部控制委員會或小組，以訂定
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並檢視內部控制稽核結果。

A

成果 & 目標 Result &Target  
指標項目 2018 年成果 2019 年目標

內部控制

1. 成立內控委員會 / 小組。
2. 辦理內控制度說明會議暨

工作坊。
3. 設定整體目標。

1. 設定各單位作業目標。
2. 進行風險評估、辨識控制點及

分析控制之有效性。
3. 完成各院內控制度。

貪腐及重大違法情事
( 罰金超過 100 萬元 )

0 件 0 件

R&T

和平與
正義制度16

註： 國際 SIDCER-FERCAP 認證：是由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倫理審

查能力發展策略型導向計劃 (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Developing Capacity in Ethical Review，

簡稱 SIDCER) 下五個地區性論壇之一亞太地區倫理審查委員會論壇（Forum for Ethical 
Review Committees in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簡稱 FERCAP），推行亞太地區國際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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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設置醫學倫理委員會，以制訂及檢視院內醫學倫理政策、教育訓練規劃與探討及審議醫

學倫理相關個案，並製作醫學倫理教案供同仁參考，以提升同仁對醫學倫理原則的瞭解，並於照

護病人過程落實且嚴守世界醫師會（The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WMA）之日內瓦

宣言（Declaration of Geneva）及里斯本宣言（Declaration of Lisb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atient 
1981）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師倫理規範」等倫理規範。

醫學倫理  以人為本 

DECLARATION OF GENEVA( 世界醫師會日內瓦宣言，2017 年版 )

臺北慈院於醫院網站宣示倫理規範

身為醫業一員：

我鄭重地保證將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

病人的健康與福祉將為我的首要顧念；

我將會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尊嚴；

我將堅持對人類生命的最高尊重；

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殘疾、信念、族群、性別、國籍、政治立場、

種族、性傾向、社會地位或其它因素的考量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     

我將尊重寄託給我的秘密，即便在病人身故之後；

我將秉持良心與尊嚴從事醫業，並遵循優良醫療規範；    

我將提升醫業的榮譽及高尚傳統；

我將給予我的師長、同業與學生應有的尊重與感謝；     

我將分享我的醫療知識，以增進病人福利和醫療照護的進展；

我將注重自身的健康、福祉與能力，以期提供最高標準的照護；

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與公民自由，即便受到威脅；

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約定。

臺北慈院為讓社會

大眾瞭解醫院之倫

理 規 範， 故 特 於

醫院網站公告醫學

倫理守則，以供社

會大眾檢視醫療人

員於醫療照護過程

中是否符合倫理規

範，歡迎有興趣民

眾上網瞭解。

依據各院「同仁教育訓練辦法」規定，新進同仁於到職當年度必須接受至少 1 小時以上醫學

倫理教育訓練，而在職同仁則至少每 2 年 1 小時以上，2016 年 ~2018 年平均每位同仁每年參加

3 小時以上醫學倫理教育訓練。而除透過教育訓練宣導醫學倫理外，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

慈院及臺中慈院皆有提供臨床人員以電話、專屬電子信箱或醫學倫理諮詢資訊平台等方式提出醫

學倫理諮詢服務，由醫學倫理委員會指派委員、總幹事或法務人員提供諮詢意見，以協助臨床人

員面臨困難的臨床抉擇時，能依循醫學倫理規範做較合適的決定。

備註說明： 當年度同仁總人數包含慈濟醫療法人及其附屬機構簽署定期勞動契約及不定期勞動契約之

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在院同仁。

2016年~2018年平均每位同仁參加醫學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數

年度
醫學倫理相關
教育訓練時數

當年度
同仁總人數

平均每位同仁參加醫學

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數

2016年 27,239小時 8,998人 3.0小時/人

2017年 30,418小時 9,260人 3.3小時 /人

2018年 33,847小時 9,594人 3.5小時 /人

為感恩社會大眾的信賴、肯定與護持，將寶貴的生命託付我們，慈濟醫療法人藉由明訂
法令規範、教育訓練宣導、提供諮詢或定期稽核，與申訴 / 投訴管道等方式，以落實醫學、研
究及學術等專業倫理，與內部控制制度，並確保誠信經營，促進健全營運，誠願慈濟醫療法人
全體同仁不忘志為醫護之誓言，為「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而努力，並以「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胸懷服務眾生。

明訂規範／辦法，

以利遵循

辦理教育

訓練進行

宣導

提供諮詢 / 主動稽核，

以確保規範落實

提供申訴

／投訴管

道，以利

及時反應

處理

誠信
經營

醫學倫理

研究
倫理

內部
控制

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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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理係依循世界醫師會（WMA）為保護受試者的安全而訂的人體試驗倫理規範「赫爾辛

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以確保人體試驗相關研究計畫符合自主（Autonomy）、善

益 / 不傷害（Beneficence / Do no harm）及公平正義（Justice）等原則。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等設有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負

責審查及管理人體試驗與人體研究計畫，並依據衛生福利部「人體研究法」及「人體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等規定，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以確保臨床試驗合乎倫理規範並保

障受試者之人權及安全性權益。為保障受試者的權益，委員會全體參加人員（包含工作人員）皆

須簽署保密承諾書 / 協議書 / 同意書，參與審查計畫之委員則需再簽署利益衝突迴避承諾書 / 協議

書 / 同意書，以免於審查過程中影響倫理的客觀性。

受試者可以親臨、申訴專用電話及 E-mail 等方式或透過醫院意見反應管道等多元方式提出諮

詢、建議及申訴，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依據院內申訴作業標準進行協調與處理，

以確保受試者的權益。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 2016 年 ~2018 年共接受 4 件

受試者申訴案件，皆依據院內作業標準進行處理後回復受試者並已結案。除了透過被動申訴方式

外，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每年皆會主動實地訪查，以檢視研究計畫之執行過程

與資料管理，及有無確保受試者權益、安全與福祉。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之研究倫理委員會 / 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皆接受

並通過衛生福利部每六年定期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與每年不定時追蹤查核。為能與國際

接軌，落實對於受試者之保護並持續提升審查品質，花蓮慈院及臺北慈院更自發性參加並通過國

際 SIDCER-FERCAP 認證，截至 2018 年 12 月止全臺已通過衛生福利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查核共有 85 家機構，僅 24 家機構通過國際 SIDCER-FERCAP 認證。

學術倫理  研究品質
學術倫理係對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規範，基本原則為誠實、負責、公正，唯有在此基礎上，

學術研究才能合宜有效進行，並獲得社會的信賴與支持。

慈濟醫療法人嚴守「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確保研究資料或數據之真實性，避

免對資料或數據作選擇性處理，並落實利益迴避原則，而為確保所發表之學術論文品質，避免造

假、變造、抄襲、研究成果重複發表或未適當引註等情事，訂有學術倫理規範及論文查核相關辦

法，明訂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機制及每年抽審查核論文真實性之作業。

每年由研究部以隨機抽樣方式自院內抽審至少 7% 以上已發表論文，初步以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進行比對，檢視論文有無不適當的引用或是潛藏的剽竊情形，並依據利益衝突迴避原則提供

給審查委員審查，以免影響審查公正性。審查結果呈報至研究管理相關委員會審查，經確認有違

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時，則於委員會上裁示處分方式並呈核院長室主管裁決。花蓮慈院、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 2016 年 ~2018 年共抽審 159 篇論文，佔論文總篇數 10.9%，審查結果皆符

合學術倫理。

研究倫理  受試安全

醫院 申訴專線 申訴案件處理之舉例說明

花蓮慈院

研究倫理

委員會

03-8561825

轉分機13271、12124

IRB@tzuchi.com.tw

申訴內容：

2018 年 6 月臺北

慈院人體試驗

審查委員會透過院

內顧客意見箱接獲病人抱怨，醫療人員

未依程序，使其於未詳盡告知情形下簽

署受試者同意書。

臺北慈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之處

理程序及結果說明：

於接獲申訴後進行實地訪查，並經本會

委員討論，摘要決議如下：

1. 該計畫不得再收入新受試者，針對計

畫本身是否繼續執行，需評估已收案

之受試者是否合乎規定收案。

2. 計畫主持人之其他已進行中計畫須進

行實地訪查，且必須再接受 3 小時以

上人體研究及倫理等訓練課程，並於

本會進行心得報告。

大林慈院

研究倫理

委員會

05-2648000

轉分機5908

irb_DL@tzuchi.com.tw

臺北慈院

人體試驗

審查委員會

02-66289779

轉分機 5706

xdirb@tzuchi.com.tw

臺中慈院

研究倫理

委員會

04-36060666

轉分機3014、3016

RECTC@tzuchi.com.tw

確保研究論文
符合學術
倫理規範

2016年~2018年
皆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主動稽核：
每年抽審至少
7%以上論文

設置檢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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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正信實  內控制度 
董事會依據所訂「董事會與監察人之組織及議事章則」提名及遴選，其成員皆為瞭解慈濟經

營理念與創辦人精神且無貪污瀆職情事等為候選人，且於聘任時皆瞭解慈濟醫療法人「董事會與

監察人之組織及議事章則」內所明訂於任期內若有發生貪污瀆職等情事時則將予以解聘之規定。

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皆訂有「工作規則」，其內明訂懲處舞弊貪腐行為，於同仁新進報到時特別

說明。考量醫師因職務上須扮演承擔對病人提供臨床服務、從事臨床教學、參與學術活動及醫學

研究等醫學範疇之使命工作，因此必須使用廠商研發之醫藥產品，有鑑於此，依據衛生福利部「醫

師與廠商間關係守則」，特於 2012 年 9 月醫療法人主管聯席會討論通過訂定「慈濟醫療志業醫

師與廠商間關係倫理行為規範」，讓醫師能以「依據病人最佳利益執行臨床判斷之自主性」、「公

正」及「避免利益衝突」等原則面對利益之衝突及誘因。並於 2014 年 3 月 8 日及 9 日第 9 屆董

事建言共識會議中，針對『如何正本清源，樹立清流典範』，由各院報告實施狀況，並由董事給

予指導。

如有違反「工作規則」及「慈濟醫療志業醫師與廠商間關係倫理行為規範」之情事，則將提

交人事評議委員會，由委員會依組織規程議處，並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置。2016 年 ~2018 年皆無

任何舞弊貪腐行為。

為確認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是否遵守法令規範與典章制度，於 2016 年 3 月成立醫療法人稽

核室，由稽核室於董事會提年度稽核計畫及執行報告，並於報告中以實務稽核重要項目及案例作

為防弊、反貪腐之重點訓練（例如：2018 年 12 月董事會上繳費機合約弱點評估報告），以確保

營運的效率及效果。

自 2018 年 7 月開始推動內部控制制度，由稽核室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慈濟醫療法人主管聯

席會議向慈濟醫療法人及各院主管簡介內部控制制度與建立目的，並由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宣佈

正式啟動，各院成立內控委員會 / 小組負責確認重要風險項目，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並檢

視內部控制稽核結果，定期檢討院內內部控制缺失項目之改善情形與督導院內各單位落實情形。

於 2018 年 9 月 18 日舉辦「內部控制制度說明會議暨工作坊」由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副執

行長及稽核室主任介紹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內控制度設計原則、如何防弊及反貪腐在制度流程設

計上之重要性，與內部控制制度作業時程等進行說明，初期先以主管為對象，與會同仁包括六院

各科室主管組成的內控委員會 / 小組，以及醫療法人各單位主管，共 66 人參與，當日除進行說明

及介紹外，亦共同練習制定符合各院的內控制度，如 9 月 18 日工作坊當日花蓮慈院針對『醫療

現金收入及收款』進行討論，控制重點包括醫院收入帳上紀錄及收款是否符合、櫃員零用金管理

與退款管理等，以利未來各院在研擬內控制度上更為順利。慈濟醫療法人稽核室於 2018 年 9 月

18 日工作坊後扮演協助各院內控委員會 / 小組按照時程表成立內控制度，定期抽核，確保各院內

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實施。預計 2019 年 12 月完成各院內部控制之風險評估，並綜合考量控制環

境、風險評估、控制作業、資訊與溝通、監督作業等組成要素後，對內進行教育訓練與慈濟醫療

法人及各院內部控制制度，以期許慈濟醫療法人在各個管理環節上都能固若金湯，朝向有效達成

整體目標共同邁進。

醫師

明訂醫師與廠商間關係

倫理行為規範。

於2014年3月董事建言

共識會議中，由各院報

告實施狀況，並請董事

指導。

董事會成員

必須為瞭解慈濟經營理念

與創辦人精神且無貪污瀆

職情事才能為候選人。

明訂於任期內若有發生

貪污瀆職等情事時則將

予以解聘。

全體同仁

工作規定內明訂懲處舞

弊貪腐行為。

新進同仁報到時特別說

明及宣導。

2018 年 9 月 18 日內部控制說

明會暨工作坊分為兩地以視訊

進行，由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

執行長為當日活動開場致詞，

左圖為花蓮慈院視訊現場，

下圖為臺北慈院主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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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風險與危機管理

重大性說明：
因應可能發生之危機事件，強化組織辨識、評估及處理危機的能力，於緊急狀況下，
有效利用有限資源，迅速動員及有效地快速應變與妥善處置，降低醫院面臨危機事
件所遭受之衝擊及影響程度，保護病人 / 家屬及同仁免於受到傷害，以「戒慎恐懼」
的態度，固守崗位，確保持續營運，善盡責任，成為「守護生命的磐石」。

權責單位：
各院危機管理委員會、院長室 / 企劃室 / 管理室 / 職業安全室

重 大 主 題

危機應變與持續營運

管理 management 
◆ 由危機管理委員會 / 專責單位 統籌風險 / 危機管理事宜，建立風險與危機管理機制，

每年依據美國聯邦救災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
FEMA）及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 (The Joint Commission，簡稱 TJC) 所建議採
用災害脆弱度分析（Hazard Vulnerability Analysis，簡稱 HVA）分析風險發生機
率、對醫院影響程度及準備程度，以評估醫院可能發生的危機或緊急事件，並藉以
審視及修訂危機管理暨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 依據衛生福利部「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並參照美國 Califonia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Authority（簡稱 EMSA）制定之醫院緊急災害應變
系統 ( Hospital Incident Command System，簡稱 HICS） 建構應變指揮體系及
作業，以利可彈性因應各類不同類型以及不同層級之危機事件。

◆ 每年舉辦教育訓練及進行危機事件演練，以增進同仁的緊急應變能力，並針對每次
演練結果進行檢討，以檢視及修訂危機管理暨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內容。

M

特定行動專案 Action 
◆  2016 年 ~2018 年共舉辦 93 場次全院性演練 （包含 17 場次與當地消防及衛生主

管機關聯合辦理之演練），總計 4,709 人次參與（包含同仁、外包商人員、當地消

防及衛生主管機關人員及其他醫療院所人員）。

◆  2018 年 2 月 6 日深夜十一點五十分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6.2 強震，花蓮慈院除部份

設施及設備毀損外，同仁及病人 / 家屬皆安全無受傷，且從地震發生啟動緊急應變

機制至隔日凌晨二點二十七分解除，137 分鐘內共啟動 480 位同仁到院緊急搶救

136 位受傷民眾，而除地震發生後 6 天內共 74 位同仁院外支援醫療服務 154 位受

傷民眾外，另協助設備受損而無法運作之社區血液透析治療診所病人提供洗腎治療

服務。

◆ 為能於危機事件大量傷患發生時，能即時掌握傷者，大林慈院與國立陽明大學及嘉

義縣衛生局合作共同協力完成「大量傷患動向管理平台」與內含 NFC 晶片的矽膠

手環，以改善傳統紙本檢傷卡的問題並提升救災效率。

A

成果 & 目標 Result &Target  
指標項目 2018 年成果 2019 年目標

面臨各項實際發生風
險 / 危 機 事 件 皆 能 即
時應變，讓醫療服務
及營運不中斷

共發生 5 件風險 / 危機事件，
醫療服務及營運皆不受影響。

不受風險 / 危機事件影響，
醫療服務及營運皆不中斷

R&T

氣候行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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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與一般機構最大不同在於醫院係提供與生命相關之醫療照護及服務，故如何持續不
間斷提供醫療照護及服務，於面對如九二一地震災害、新興傳染病 SARS 侵襲、八八水災、八
仙塵爆等重大災難及國內外醫院發生火災等突發事件發生時，如何預防及規劃，並對於危機事
件突發之應變處理與迅速復原，建立完善的風險與危機管理制度，加以進行有效的管理，以減
少損害，才能讓醫院得以永續經營，成為「守護生命的磐石」。

各院由危機管理委員會 / 專責單位統籌風險 / 危機管理事宜，其中危機管理委員會係由院
長擔任召集人，由醫療、護理、醫技及行政等單位主管擔任委員，每半年召開一次，危機管理
委員會 / 專責單位針對醫院可能發生之風險 / 危機事件進行分析及資源盤點，並訂定、檢視及
修訂危機管理暨緊急災害應變計畫，督導醫院危機事件偵測系統之落實，定期實施危機減災預
防相關宣導及演練，並依據演練過程進行檢討與改善。

危機風險分析 
各院每年依據所在服務區域及功能角色，與參考同業醫療機構新聞事件列出可能發生之風險 /

危機事件，再依據美國聯邦救災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 FEMA）及

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 (The Joint Commission，簡稱 TJC) 所建議採用災害脆弱度分析（Hazard 
Vulnerability Analysis，以下簡稱 HVA）分析風險發生機率、對醫院影響程度及準備程度，以評估

各項風險 / 危機事件對於醫院之風險危害數值，並依據不同層級之風險 / 危機事件訂定管理計畫

與演練頻率。彙總各院之 2018 年度危機管理計畫內風險危害數值最高前兩項之風險 / 危機事件

如下列所示：

依據風險分析及盤點結果訂定各項風險 / 危機事件管理計畫，除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宣導及進

行演練讓全院同仁瞭解如何平時落實預防措施及熟悉事件發生時如何因應外，並指定負責單位定

期檢核（例如：每年以紅外線掃瞄器針對高用電儀器設備、纜線，監測表面溫度，避免高溫引發

火警），以利有效預防及管理，並減少災害發生。

彙總各院納入 HVA 分析之風險 / 危機事件包含火災 / 縱火 / 鍋爐或壓力容器爆炸、颱風、遭人惡意破壞或恐嚇 / 急診暴

力事件、地震、水災、資訊 / 通訊系統異常或當機、醫療氣體供應失效、電力中斷 / 缺電 / 電力失效、大量傷患、新興

傳染病 / 疫災、電梯故障 / 墜落、游離輻射意外事故 / 核災 ( 含輻射外洩傷害 )、缺水 / 停水 / 供水失效、旱災、營養膳

食危機、食物或水遭受汙染 / 中毒、毒化災事件 / 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或洩漏潑灑、醫療爭議事件、新聞媒體事件危機、

工程事故、恐怖攻擊、土石流、醫衛材管理供應、竊盜事件、醫療儀器系統故障、實驗室毒化物洩漏、實驗室生物安

全暴露、罷工 ( 人資危機 )、缺瓦斯、嬰兒遭擄抱、缺油、財務危機、戰爭災害、瓦斯或可燃氣體洩漏、真空抽吸失效、

龍捲風等 36 項風險 / 危機事件，各院依據區域性及醫院層級納入 HVA 分析之風險 / 危機事件不同。

風險危害RISK=(風險發生機率×風險嚴重性)×100%，

風險發生機率=自評分數÷總分3分，不發生(0分)至高(3分)
風險嚴重性=6項自評分數加總÷總分18分，項目如下：

 對人員、財務及營運影響等3項，各項分數為不發生 (0分)至
高(3分)，醫院準備程度、內部資源擁有程度及外部資源擁有

程度等3項，各項分數為無需準備(0分)、高(1分)至低(3分)。

醫院別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含斗六)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含護理之家)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納入 HVA分析之

風險／危機事件項目數
21項 24項 20項 14項 25項 17項

風險危害數值最高

前兩項之風險 /危機事件

火災

颱風

火災或爆炸

地震

火災

資訊當機

火災

風災

地震

資訊當機

大量傷患

地震

辨識及
分析風險

評估及擬訂
因應措施

定期檢核
及演練

定期檢討改善，調整及優化

危機風險分析列舉說明～大林慈院

大林慈院依據所訂「危機 / 風險管理辦法」，採用美國非營利性保健龍頭 Kaiser-

Permanente ( 凱薩醫療機構 )HVA 版本，每年經由危機管理委員會下『危機減災預防與

整備小組』將可能發生之風險 / 危機事件評估其風險危害數值 (RISK)，並依據風險危害

數值分為高、中、低風險，經於危機管理委員會討論訂定各項風險 / 危機事件之風險層

級，據以訂定當年度實施演練之風險 / 危機事件，而依據危機管理委員會分析及討論決

議，於 2018 年高度風險為『火災或爆炸』及『地震』。以風險危害數值 (RISK) 最高『火

災或爆炸』為例，除加強安全巡檢及用電安全外，針對病人移動較困難之高風險單位

（如：手術室、加護病房等）加強消防教育訓練並定期演練，以期降低發生機率及發生

時之災損。

風險等級 風險/危機事件

高度風險

41%~100%
A. 火災或爆炸、B. 地震

中度風險

21%~40%

C. 工務基礎設施危機 ( 醫

療氣體 )、D. 缺電、E. 醫

療糾紛、G. 疫災、J. 資訊、

通 訊 系 統 異 常 或 當 機、

L. 缺 水、M. 風 災、Q. 大

量傷患湧進急診 ( 含急診

毒化災病人湧入 )、R. 醫

療儀器系統故障、S. 水災

低度風險

0%~20%

F. 遭人惡意破壞或恐嚇、

H. 實驗室生物安全暴露、

I. 罷工 ( 人資危機 )、K. 化

療藥劑潑灑、N. 實驗室毒

化 物 洩 漏、O. 缺 瓦 斯、

P. 食物、水遭受汙染或中

毒、T. 核災 ( 含輻射外洩

傷害 )、U. 旱災、V. 嬰兒

遭 擄 抱、W. 缺 油、X. 財

務危機

風 險 發 生 機 率

中度風險

高度風險

低 高

高

風
險
嚴
重
性

X
W

V U
P
T

N

H

LC
G

D

S
MO
K

F,I

Q
E

J

A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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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暨緊急災害應變
各院危機管理委員會 / 專責單位皆依照衛生福利部「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及

各項風險分析評估結果訂定危機管理暨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其內容包含減災預防、準備、應變與

復原等四個階段作業程序，每年進行計畫內容檢視修訂後函送縣市衛生局核備。上述四個階段不

斷地循環及檢討改善，提升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效能，並降低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損害衝擊度，

以有效因應危機事件。

減災預防

針對各項危機事件依據風險分析評估結果訂定減災預防措施，以期降低危機發生的機率以及

危機發生時能降低影響程度。以地震之減災預防措施為例，最重要係建築物安全，除於地震發生

當下保護醫院內病人 / 家屬及同仁安全外，亦可因應不斷湧入受傷民眾，持續發揮救人功能。

慈濟醫療法人於 1999 年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有鑑於當時多家醫院原本該是救人的地方，於

地震發生後卻反而需要受助，故除了過去以耐性結構建蓋之耐震醫院建築外，新蓋的醫院建築皆

再增加以加強剛性結構之隔震系統施作，以確保強震來時，醫師能繼續手術，其他醫療工作都能

持續運作，因此自 1999 年九二一地震後，慈濟醫療法人陸續完成三座頗具規模的隔震醫院建築，

包含花蓮慈院急重症大樓「合心樓」、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

危機事件結束後

進行人員歸建及

環境清理，毀損

及 遺 失 設 備 之

更換與維修，同

仁教育與事件檢

討，災後員工心

理支持等。

建立危機事件通報方式、

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架構、

作業標準，以利即時應

變，並防止危機擴大。

分析危機發生之原因以及

評估對醫院威脅程度，訂

定與執行預防措施，並設

置減災之設施及系統，以

減少危機發生與衝擊。

復原

減災

預防

準備

應變

準備緊急應變之

設備與物資，進

行危機應變教育

訓練與演習，加

強人員應變能力

與熟悉度，並檢

驗應變流程之適

當性。

2018 年 2 月 6 日 23 時 50 分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6.2 強震，依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018
年 3 月「0206 花蓮地震勘災報告」，花蓮慈院合心樓震後勘災結果顯示，其隔震上部主體結構

外觀無明顯損傷或裂縫，僅周邊植栽或鋪木棧道，因隔震設計發揮作用，產生隔震位移碰撞導致

傾斜或微幅受損，故花蓮慈院合心樓於此次地震中發揮了預期之隔震效益，有效保護建築物內的

重要資產與生命安全。

花蓮慈院合心樓係國內少數裝設有強震儀，以記錄地震下結構物反應之公有建築，地震發生

時，地震儀的訊號會直接傳送到中央氣象局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檢核當時建物的防震設

計與實際發生值是否有一致性，亦可提供給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作為制定隔震建築規範之參考，

讓臺灣的隔震建築規範逐漸成熟、在地化。

花蓮慈院急重症大樓的合心樓從地底、中間樓層到頂樓都設有強震儀，在地震來時可測得不同區域每

秒每平方公尺的加速度傳回主機。左圖為設於地下一、二層隔震層的地震儀和位移計，位移計可算出

地震發生時隔震墊位移的數據。

隔震墊把建築物撐起，可以直接吸收五、六成地震傳來的能量。圖為臺中慈院二期工

程隔震墊組立現況。若對於慈濟醫療體系醫院之隔震系統有興趣時，歡迎掃描右方 QR 
code 參閱『人醫心傳第 115 期』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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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物資

整備

與供應商簽訂

物資備援協定

與鄰近醫院

建立互相

支援機制

◆依據政府規範準備物資

◆ 依平時每日用量及安全庫

存量準備各項危機事件所

需物資（例如：防疫所需

藥品、器材及防護裝備至

少準備 30 天以上安全儲

備量）

◆ 考量氣候變遷所引起危機

事件（例如：酷暑促使台

電實施限電措施）及其發

生頻率準備物資。

例如：為因應限電及停電等危機事件，

機房及重要維生設備儀器使用 UPS 不斷

電系統，並設置緊急發電機設備，針對

發電機所需燃料油除準備至少 3 天以上

用量外，亦與鄰近油料廠商簽訂油料備

援協定，所需油料可於 4 小時 ~24 小時

內到院供應，以確保醫療服務不中斷。

除慈濟醫療法人體系內醫院互相支援

外，亦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立互相支援

機制（例如：臺中慈院與中部地區

38 家醫療院所簽訂「中部地區醫院

緊急災難醫療互助備忘錄」(H-MAS 

Hospital Mutual Aid System），以利

雙邊發生危機事件時可互相支援。

風險 / 危機事件之物資整備

為使同仁能熟悉各項危機事件通報管道、應變流程以及熟練的使用相關設施與設備，於危機

真正發生時能作充分準備，各院每年皆定期辦理教育訓練，每位同仁（包含新進同仁）每年皆參

加至少 1 小時以上教育訓練。各院每年會依據各項危機事件 HVA 分析結果，針對不同風險危害程

度及同業醫院實際發生危機事件安排不同頻率的演練，亦會邀請專家學者參加演練過程並予以指

導，並於演練後進行檢討與持續追蹤改善。2016 年 ~2018 年共舉辦 93 場次全院性演練（包含

17 場次與當地消防及衛生主管機關聯合辦理之演練），總計 4,709 人次參與（包含同仁、外包商

人員、當地消防及衛生主管機關人員及其他醫療院所人員）。

慈濟醫療法人醫療體系所在區域之衛生局亦會因應醫療同業新聞事件於慈濟醫療法人體系醫

院舉辦危機事件應變模擬示範演練並邀請醫療同業共同參與觀摩，例如：臺中市衛生局有鑑近日

護理之家發生多起火災，故於 2018 年 9 月 19 日臺中慈濟護理之家舉行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模擬示

範演練，包括全臺中市 70 家一般護理之家及消防局皆派員觀摩，臺中市衛生局期待所有護理之

家透過觀摩示範演練，共同交流、學習與成長，並透過不斷演習，將應變機制變成每個照顧者的

習慣。

準備

為因應風險 / 危機事件發生能即時應變及處理，故須於平時準備所需物資、進行教育訓練宣

導並針對高風險危機事件進行演練，以期將危機事件所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並盡速復原。

各院皆依據衛生福利部規定與平時每日用量及安全庫存量準備各項危機事件所需物資，另考

量全球暖化所造成氣候變遷，亦將氣候變遷所易引發危機事件及其發生頻率納入物資安全存量考

量，並與供應商簽訂物資備援協定。此外，各院皆與慈濟醫療法人體系內醫院及鄰近院區建立醫

療藥品、醫材及其他資源互相支援機制，以利雙邊發生危機事件時可互相支援。

臺北慈院於2018年4月26日內科加護病房火災應變演練

臺北慈院於演練當日邀請警察大學、新北市衛生局以及新北市消防局等機關蒞臨指導，警察大學

沈子勝教授於演練檢討會議上提醒同仁依據火災發生地點及情境其處理步驟順序不同 ( 例如：若

起火點於單一小房間內則需先關門以避免煙霧瀰漫，反之則第一時間需先滅火 )，消防第四救災

救護大隊新店中隊陳繼仁中隊長也予以鼓勵肯定整個演練過程優點很多，但提醒應依據火警類型

使用不同類型滅火器，透過不斷演練檢討改進，與學者專家指導及建議，以提升同仁應變能力。

滅火班找行政總值與值班護理長報到警察大學沈子勝教授於檢討會議上給予指導

臺中市衛生局於 2018年 9月 19日臺中慈濟護理之家舉行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模擬示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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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及復原

為使危機應變過程之指揮傳達、訊息回報、人力與物資動員等作業能被正確且有效的執行，

各院皆依據衛生福利部「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並參照美國 Califonia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Authority（ 簡 稱 EMSA） 制 定 之 醫 院 緊 急 災 害 應 變 系 統 ( Hospital Incident 
Command System，簡稱 HICS）建構應變指揮體系，並明訂所有人員與編組之職責與任務，另訂

有緊急召回名冊，以確保指揮系統能在危機發生時迅速建置完成，非上班時段也能即時召回人員，

並順利執行各項作業。

以花蓮慈院因應 2018 年 2 月 6 日深夜十一點五十分花蓮發生芮氏規模 6.2 強震為例，中央

監控在地震發生時立即監測水電、氣體供應狀況，值班護理長確認院內當下無人員受傷，於陸續

有受傷民眾自行到花蓮慈院急診就醫情形下，急診團隊從花蓮市區大樓倒塌的情況推估，為因應

大量的傷患就醫，於凌晨零點十分啟動大量傷患應變機制，召回支援人力，全院迅速動員，總計

480 位同仁到場支援（包含 129 位醫師、216 位護理人員、46 位醫技人員及 89 位行政人員）。

直到於到院傷患數逐漸減少，已至急診團隊可掌握的狀態時，並與花蓮市各家醫院確認無轉診後

送到花蓮慈院的需要之後，於凌晨二點二十七分解除應變機制，137 分鐘內總計治療 136 位受

傷民眾，此次地震所引發大量傷患事件能順利處理圓滿，主要歸功於每年定期演練及人員訓練準

備。地震災後，院長室及相關單位主管至院內逐一檢視、安撫並關心被驚嚇的病人 / 家屬及同仁，

經巡視確認因牆面或磁磚龜裂掉落、管路破損修復及醫療儀器設備損毀等所花費修繕費用總計約

919 萬元。

花蓮慈院除因應地震而受傷之院內大量傷患病人外，亦到院外協助災區救援作業，統計自地

震發生後至 2 月 12 日止共派員 74 位同仁到院外支援，並提供 154 人次醫療服務。另外，針對

只要三天不洗腎就可能危及性命的洗腎病人，花蓮慈院護理人員於地震發生後馬上抵達醫院血液

透析室查看，確認透析藥水及機臺是否有損毀，以因應一早面臨病人來院治療的情況，另也主動

聯繫花蓮其他有血液透析設備的診所及醫院，確認共有三家醫療院所緊急尋求協助（包括懷德診

所、聯安診所及衛生福利部立花蓮醫院），因為機臺傾倒、RO 逆滲透水路壞掉不能透析，花蓮

慈院馬上開始協調，將病人進行分配，自地震發生後隔日 2 月 7 日起視情況每日緊急加開床位，

讓洗腎病人治療不中斷，統計至 2 月 10 日止共協助社區診所及醫院 86 人次洗腎病人透析治療服

務。

花蓮慈院於 2018年 2月 6日
花蓮 6.2強震啟動大量傷患應
變機制之情形

若對於花蓮慈院於 2018 年 2 月 6 日

花蓮強震之因應及救援紀實有興趣

時，歡迎掃描右方 QR code 參閱『人

醫心傳第 171 期』報導內容。

大林慈院為改善傳統紙本檢傷卡的問題與提升救災效率，與國立陽明大

學、嘉義縣衛生局合作共同協力完成「大量傷患動向管理平台」與內含

NFC 晶片的矽膠手環研發，並於 2018 年 6 月經濟部國貿局「台灣國際

醫療展覽會」對外展示，吸引國內、外來賓的關注，歡迎有興趣民眾至

慈濟醫療法人 CSR 網站詳閱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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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慈濟醫療體系1第             章

事件說明：

2018 年第一、二季，新北市勞工局至臺北慈院實施專案勞動檢查，經查核 383 位同仁
三個月出勤及給薪資料，實地與 3 位同仁面談，發現本院有未給付平日加班費、單日工
時逾 12 小時以及國定假日出勤未給與加倍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依法逕行處分 75 萬
元：
1. 因積借休制度，致有單位排班不足，被認定本院使員工以加班選擇補休抵負時數，致

加班費給付不足有違法令規定之情況。

2. 以同仁上班簽到與簽退時間逾 12 小時，認定本院使同仁單日工時超過 12 小時，且超

過的部份未支給加班費。

3. 同仁排班在更換班次之間，未給予連續休息時間 11 小時。

事件說明：

本件病人為 C 型肝炎合併酒精性肝硬化病人，入院時呈現急性肝衰竭，病人呈現病危狀

態，主治醫師亦與家屬說明病情程度。此事發生於 2018 年 10 月小夜班，病人因注射點

滴管路阻塞，護理人員誤將放在護理車上檢體當成生理食鹽水，欲使用於通暢管路時，

因沒有順利推入，且一旁另名護理人員立即察覺，立即進行反抽後，拔除及置換點滴管

路。兩名護理人員隨即通報值班主治醫師，進行兩套血液培養，接著給予預防性抗生素。

主治醫師也電詢感染科醫師確認處置無誤，期間這名病人多項檢體化驗結果顯示正常，

後續追蹤病人雖並未因此感染，但遺憾病人在事發數日後因肝硬化末期疾病往生，院內

主管已如實向家屬說明並誠懇致歉，主動吸收全部醫療及看護費用，亦願與家屬協調進

行後續慰問性補償，由於尚未取得家屬諒解，後續將循司法程序處理。花蓮慈院強調，

除關懷家屬與護理人員的心理狀況，護理部也進行系統性原因分析並完成改善，杜絕事

件再次發生的風險。
後續處理及改善措施：

臺北慈院依據勞檢不符合事項，向院內各單位進行宣導，並依各職別之特性，擬定改善
措施。與單位主管及同仁溝通，落實醫病雙贏職場工作規範。
1. 針對同仁因個人需求致當月份上班時數不足應上時數 ( 即所謂積借休制度 )，考量勞檢

認定該制度若使用不當易生爭議，導致不符法規，臺北慈院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全

面取消積借休制度，落實排班應上工時管理及請假規則。

2. 延長工時逾時認定及支給加班費疑慮，本院訂有延長工時加班申請制度，並遵循勞動

法規核發加班費。對此，除重申加班時數認定及計算規定外，亦請單位主管善盡督促

同仁及早返家之責，維護其身心健康狀態。

3. 改善方案已於 2018 年第一次勞資會議討論，決議內容已進行全院公告，並陸續分別

於行政主管、醫技主管及護理部主管等會議進行宣導。如單位有疑慮事項，人力資源

室主管亦會個別提供諮詢。

4. 運用資訊系統進行工時控管，確保工作時數符合勞工法規。針對未符合請假規則者，

亦會以電話告知，並追蹤到其符合為止。

5. 目前臺北慈院已無依相同理由受到勞動檢查或處以罰鍰。

後續處理及改善措施：

1. 調查分析，其根本原因如下：

  （1）現行使用的行動護理車未具尿液容器。

  （2）大型行動護理車太大，不便於使用在單次檢體採集作業。

  （3）行動護理車無檢體放置分隔區。

  （4）抽取導尿管尿液針筒與管路沖洗用的注射針筒無法區辨。

2. 經護理部、品管中心及院長室檢討，病人安全的具體改善作為如下：

  （1）增設尿液容器在現有行動護理車內，方便同仁採集後，立即注入容器。

  （2）為提高檢體採集方便性，組裝小型行動採檢車提供單位試用。

  （3）增設檢體暫存盒於現有行動護理車檯面，以區隔注射用物。

  （4）增設預充式導管沖洗器提供臨床管路沖洗用。

3. 2018年12月14日花蓮縣衛生局召開調處會議，因雙方認知差異過大，調解結果為「不

成立」，尋求其他管道處理。

4. 2018 年 12 月 22 日花蓮縣衛生局人員不預警至花蓮慈院查察改善落實度，結果符合

花蓮慈院自提改善項目。

5. 護理部持續進行提升護理照護品質改善作為，包括舉辦防錯工作坊、強化技術稽核、

加強溝通與走動式管理、舉辦倫理案例教育訓練。

6. 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暨病人安全委員會進行改善報告，會議決議

每季委員會持續追蹤改善成效。

臺北慈院積借休制度致由當地勞動檢查處
勞動檢查產生之裁處事件

花蓮慈院「誤拿尿液注射病人」
病人安全事件

1.5 重大事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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