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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住院病患營養不良盛行率約為 30-
50%（1-5）。病人營養不良易增加治療過程

併發症的發生、增加住院天數及費用，並

影響病人存活率（5）。近年來，醫學界已對

「營養醫療」 觀念逐漸重視，醫院供應的
飲食若能配合各種臨床疾病的營養需求而

設計，則能增加病患營養的攝取量，改善

營養不良之問題，對於整體醫療成效有正

面輔助的效果（6）。 
在 96 年醫院新制評鑑中，對病人病

膳之提供亦訂定標準，包括：（1） 醫管組 
2.5.3.2 及 2.5.3.3 要求相關醫護人員需了解
住院病人之進食狀況，定期調查病人之意

見，且營養部門需與臨床醫療單位有順暢

的溝通機制。除此之外，2.5.3.2 之 B級評
鑑標準為住院病患用膳比率達 30% 以上，
且需要持續檢討合理的用膳比率。（2）護
理組 6.9.1.1、7.7.3.2 要求醫院提供病人餐
飲的選擇，並確保病人能攝取符合治療之

飲食。以上評鑑條文在 99 年新版醫院新
制評鑑「經營管理」 及「醫療照護」 兩大主
軸中，2.5.3.2 歸於經營管理之 1.6.17（基

準 17 內容為膳食安全管理良好）；2.5.3.3 
歸於經營管理之 1.7.16（基準 16 內容為定
期實行病人滿意度調查）；7.7.3.2 歸於經
營管理之 1.7.11（基準 11 內容為提供病
人餐飲的選擇）。6.9.1.1 歸於醫療照護之 
2.3.55（基準 55 內容為適切地給予有需要
的病人營養與飲食指導）。故在條文修改

過程中，皆顯示醫院提供適合病情病膳並

持續改善的重要性。

PDCA （Plan-Do-Check-Action） 為提升 
醫院醫療照護品質及持續改善常用的品管

手法，執行過程通常由工作性質相近的同

仁組成，針對日常作業提出改善建議，並

藉由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並建立科內作

業的標準合理化，以提升服務品質與經營

管理效率（7）。

基於醫院營養醫療照護之服務品質提

升，應持續檢討住院病患供膳率，本專案

利用 PDCA之手法更新建構病膳醫囑資
訊系統之硬體，增加各類疾病營養需求之

病膳醫令選項，使其更切合臨床營養醫療

之需求。故本專案執行之的目主要探討病

膳資訊系統軟、硬體之更新建構，對全院

用膳比率改善之成效。並進一步評估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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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對系統操作之滿意度及病患對病膳滿

意度之變化。

資料收集

本部利用魚骨圖 （圖一） 歸納出可能
影響供膳率偏低的成因，再利用要因分析

問卷調查找出影響本院供膳率之重大要

因。問卷採5分法（5、3、1 分） 圈選重要
要因，由本部品管圈圈員進行評分，經過

要因評分總分結果找出主要要因，再經全

體圈員共同討論後依其重要性、可行性

（圖一）。最後之決定要因如下：（1） 各類
疾病飲食醫囑資訊系統架構不完善，病膳

醫令選項無法完全切合臨床需求；（2） 資
訊硬體老舊以致擴展受限；（3） 病患對病
膳對供應內容不了解，缺乏院內系統性

宣傳策略；（4） 增列餐點受限，以致造成
病膳管理行政流程冗長。本部依據以上

要因，擬定資料收集與目標設定（Plan），
著手進行重新建構病患膳食醫囑系統

PDCA，來改善供膳品質及提高住院病患

用膳率及滿意度。資料統計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以描述性統計呈現病

膳病膳醫囑操作之滿意狀況。

計畫執行

主題一、重新建構病膳醫囑系統

PDCA（ 表一 ）

本部於 96 年 6 月起著手進行病膳醫
囑系統架構更新規劃，並同時加強醫護人

員對病膳醫囑之臨床應用能力，目標設定

訂為：98 年系統上線後供膳人日數與供
膳率較 97 年未上線供膳人日數與供膳率
每月平均提昇 10%。 病膳醫囑系統於 98 
年 2-4 月間協同護理部、資訊室採用新、
舊系統並行模式進行試用，並於 98 年 4 
月在本院全面上線。

主題一 PDCA計畫執行（ Do）包含
架構病膳醫囑系統。新系統架構主要分為

一般餐、治療餐與管灌餐。一般餐以健康

訴求為架構原則，可選擇一般餐或健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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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低脂、低脂減重及低鹽特餐）。治療

餐系統主要特色以八大疾病為主軸，下分

不同熱量、蛋白質克數、脂肪以及餐次 
（3、 4、5、6 餐），每一路徑皆有一飲食設
計；另外，尚有病患不同之疾病需求選項

（如：限鈉、鉀、磷及低普林等）及禁忌

（如：禁生食等）。管灌治療飲食分為成

人及嬰幼兒管灌，主要特色以疾病別及疾

病嚴重程度為主要路徑，下分不同熱量、

蛋白質克數及脂肪克數；另外，亦有病患

不同之疾病需求以及送餐方式之選項。以

上所有路徑組合由本院營養師設計飲食計

畫，並由資訊室將所有設計匯入此系統。

治療餐及管灌飲食計畫共計上萬筆。此系

統並可提供下游供膳行政作業自動統計各

餐別及管灌營養品之用量。為加強醫護人

員了解病膳醫囑對臨床應用，本部於 95 
年底即開始進行數場「醫護人員提升病

人服務品質暨治療飲食在臨床應用之說明

會」，並於 98 年系統建構完成後，舉辦 
50 場教育訓練（醫師、專科護理師、護
理人員及書記）。

病膳醫囑系統建構完成後，本部執

行二項內部稽核以及成效評估（ Check），
內容包含：（1）供膳率及供膳人日數比較
（2）醫護人員（醫師、專科護理師及病房
書記）使用新、舊系統之滿意度比較。

本院供膳率的定義主要根據醫院新制評鑑

之訂定，其中分子為：總供膳人日數－管

灌供膳人日數，分母為：住院人日數－

（禁食（ NPO）人日數）－（≦一歲住
院人日數）－管灌供膳人日數－急診住

院人日數。住院病患飲食供膳率之改善比

率，分母及分子分別為 97 年及 98 年之供
膳率；而住院病患飲食供膳人日數之改善

比率，分母及分子分別為 97 年及 98 年之
供膳人日數。

計畫之後續處置（ Action），本部持
續以供膳率及供膳人日數為監測指標，

持續進行系統對帳、除錯及飲食內容設

計修改等維護，並訂定各種不同病膳的

製作以及配送作業程序書，增訂醫護人

員對治療飲食在臨床應用之教育訓練標

準作業程序書。

主題二、執行供膳品質改善 PDCA 

及提高住院病人病膳滿意度

本部根據魚骨圖要因分析，於 96 年
起著手執行各項供膳相關之改善計畫，

主題二 PDCA 計畫執行 （ Do） 包含三部
份：加強病膳宣導、增列新開發之餐點

於新系統中及參考病人病膳滿意度調查

資料改善餐點。

在加強病膳宣傳策略方面，本部更

新住院手冊之供膳相關版面，以簡易文

字及圖片介紹供膳項目及訂餐時間，並

製作餐點介紹海報以及更新餐點介紹宣

傳單張，用於病房病人衛教或訂膳時提

供病患參考。

在改建新系統，並增列新開發之餐點

方面，因舊有供膳資訊系統軟硬體使用年

限較長，擴展侷限，無法增列新研發之餐

點於系統中，故以手動開單為主。新系統

建立改善硬體後，新增列之餐點包括：營

養補充配方餐、與中醫部合作開發藥膳熬

煮之產婦餐、家屬餐等。

在進行病患膳食滿意度調查，並執

行餐點改善方面，本部每年定期調查病

患對膳食供應之滿意度，97 年 4 月調查
結果發現，針對餐點質地、菜色變化、

食物擺設及附湯口味等有許多改善空間。

為改善餐點滿意度，舉辦廚師及廚工供

膳品質改善會議共 13 場。改善措施包括：
增加食材烹調時間、選擇質地較軟的食

材、修改主菜、副菜循環、增加全穀類、

改變餐盒分隔。

本部以病患膳食滿意度調查結果做為

內部稽核及成效評估重點（ Check），並
藉由滿意度調查發現餐食缺點以及病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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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重新建構病人膳食病膳醫囑系統 PDCA

對策
對策名稱 重新建構病人膳食病膳醫囑系統 PDCA

主要因
1.各類疾病飲食醫囑資訊系統架構不完善，病膳醫令選項無法切合臨床需求
2.資訊老舊以致擴展受限

【評估及規劃】

一、重新建構病人膳食病膳醫囑系統

(一) 改善醫囑點選架構
(1) 病膳飲食以管灌餐及治療餐兩個主要分
類，另外新增 5 個餐別種類

(2) 分別新增在各疾病餐點下之熱量及營養素
組合之設計。

(二) 增加病膳及其它住院飲食需求，含營養補充
項目、家屬餐、做月子餐等

二、執行醫護人員使用新、舊系統之滿意度比較
(含專科醫護人員及病房書記)

三、目標設定：98 年系統上線後供膳人日數與供
膳率較 97 年未上線供膳人日數與供膳率每月
平均提昇 10%。

【作業流程合理化】

一、由參與此 PDCA 之營養部門成員，定期召開
營養專業會議，整合營養部科內上萬筆之病
膳飲食計畫及其營養素成分，建構以疾病別
為基礎之病膳飲食計畫資料庫。

二、與資訊室定期召開病膳醫囑上線時程以及供
餐率監測行政會議。

【系統維持】

一、持續維護病膳醫囑系統 
上線後，由營養部相關持續人員進行系統對
帳、除錯及飲食內容設計修改

【持續改善】

二、訂定醫護及相關人員之病膳臨床應用及系統
操作教育訓練

 【內部稽核】

一、供膳數量與供膳種類之監測、供膳率改善如
下：

(一)  98 年上線後供膳人日數較 97 年未上線供
膳人日數每月平均提昇 14%。

(二)  98 年上線後供膳率較 97 年未上線供膳率
每月平均提昇 20%，平均供膳率為 30% 
以上，達評鑑 B 級標準。

P D
CA

滿意原因分析，持續進行檢討改善部內程

序書之修訂標準（ Action）。

結果及成效評估

主題一、重新建構病患膳食病膳

醫囑系統 PDCA

本研究利用 PDCA 品管圈更新建構
病膳醫囑資訊系統之硬體設備（表一），

並針對資訊系統之「主架構面」、「飲食醫

囑畫面」、「行政作業」 及 「病患面」 進行
前、後比較 （表二）。

（一）供膳率及供膳人日數改善

98 年 5 月病膳醫囑資訊系統全面更
新上線後，較 97 年同月份（ 97 年 5 -12 
月） 之供膳率提高約 14% - 29%，平均每
月提昇 20% （圖二（A））。另外，供膳人
日數也有明顯改善，與 97 年同月份比
較，供膳人日數增加 3%-25%，平均每月
提昇 14%（圖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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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新舊病膳醫囑資訊系統比較

項目 舊資訊系統 新資訊系統

主架構面 1.分管灌及治療餐兩個主要分類 1. 除管灌餐及治療餐兩個主要分類，新增
5 個餐別種類 ( 營養補充餐、健檢餐、
做月子餐及燉品餐；管灌餐則新增嬰幼
兒管灌，除此之外，病患家屬餐內容新
增為普通餐、健康餐及健康特餐 )

2.治療餐分類以糖尿病、妊娠糖尿病、
腎臟病及肝臟病四種疾病為主；管灌
餐以商品名、成分調整為主要選項

2. 治療餐除原始四種疾病選項外，新增六
個疾病別；管灌餐新增成人 ( 均衡、成
份調整及消化障礙 ) 及嬰幼兒管灌，成
分調整管灌新增 18 個疾病別。

飲食醫囑畫面 1.醫師醫囑病患飲食需 4-5 個步驟，流
程複雜 ( 管灌、治療餐 )

1. 病膳醫囑由醫師醫囑飲食後直接下單，
簡化為1個流程 ( 管灌 )

2.治療飲食僅列四種疾病，其它疾病可
依熱量、蛋白質克數及成份限制呈現

2. 治療飲食以多疾病為主，全部可以熱
量、蛋白質及飲食限制選擇，且新增飲
食之熱量、脂肪及醣類之克數及三大營
養素比例

3.以整日三餐為訂餐方式，無彈性餐
別、餐次及時間期限選擇；超過訂餐
時間點無法訂餐需傳真至本部補餐。

3. 可彈性選擇 ≧1 餐、餐別及餐次選項 
( 糖尿病 )，並可預訂訂餐之時間期限，
截止訂餐時間縮短為 30 分鐘，若超過
訂餐時間點，可直接預訂下一餐。

行政作業 1.半自動統計且需人工確認各餐點之項
目數量

1. 自動化統計各餐點之項目及數量

2.病人家屬餐、營養補充品項目需以人
工或傳真方式訂餐

2. 改為自動化資訊訂餐

3.病人家屬餐、營養補充品項目需以人
工方式作業開立收據、收款

3. 病人家屬餐及營養補充品由電腦化自動
計價，業務室直接批價結帳

病患面 1.治療餐送餐餐條以四大疾病及熱量呈
現，無列出供應之六大類食物份量

1. 治療餐送餐餐條以多項疾病及熱量呈
現，新增每餐六大類食物供應份量

2.管灌送餐以供應整日份量為主，餐條
以熱量、商品名及成分調整呈現。

2. 管灌送餐以供應每餐份量為主，餐條以
多項疾病別、熱量、蛋白質及商品名呈
現，新增管灌供應內容細項 ( 成份 )。

（二）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部書記

針對新、舊病膳醫囑系統之滿意

度分析

針對醫師及專科護理師（n=75） 以問
卷調查操作病膳醫囑系統之滿意度調查，

調查內容共有 9 個問題，滿意度分為四
層（沒幫助、尚可、滿意、非常滿意），

調查內容與結果列於表三，結果以三層

（沒幫助及尚可、滿意、非常滿意）呈現。

滿意度第一名為：「醫師訂餐後，訂餐內

容可直接帶入住院醫囑系統醫令欄位」，

此項目滿意以上比例有 94.7%；第二名
為：「新系統操作遇到問題時，相關人員

（營養師、營養部） 對您問題的協助」，滿
意以上比例有 86.3%；第三名為「增加可
選擇病患所需的訂餐時間、餐別，以及

數量選項」，滿意以上比例有 83.8%。
針對全院 49 位護理部書記（全院

共 50 位病房書記），進行新、舊病膳醫
囑系統之滿意度調查（共 8 題），滿意
度分為五層（差、普通、滿意、很滿意、

非常滿意），調查內容與結果列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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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以兩層（差及普通、滿意以上）

呈現。對於訂餐截止時間點之延長（新

系統填答滿意以上：89.8%，舊系統：
48.9%）、利用飲食通知單傳真補餐頻率
減少（新系統填答滿意以上：79.6%，舊
系統：42.2%）、可依病房全面查詢病患
訂餐情形之變化（新系統填答滿意以上：

83.7%，舊系統：36.4%）、新系統增加餐
別、種類、份數多重選擇之便利性（新

系統填答滿意以上：83.7%，舊系統：
33.3%）家屬訂餐方式之便利性（新系統
填答滿意以上：87.8%，舊系統：20.5%）
等項目填答，回答滿意以上者，有較大

幅度的改善。

另外，針對新系統醫囑畫面較舊系統

新增指令使用滿意度調查（共 9 題），此
部分填答滿意以上為 66.7%-100%。「管灌
病膳醫囑由醫師醫囑飲食後直接下單」，

滿意以上比例達 100%；「增加各病房訂餐
情形可供查詢及快速停伙指令」，滿意以

上比例達 91.8%；「增加訂餐期間、餐別，
以及數量選項」，滿意以上比例達 91.1%。

主題二、執行供膳品質改善PDCA

及提高住院病患病膳滿意度

本部另為增加住院病人對本院供應

飲食之了解程度與滿意度，施行 PDCA
（表五），加強病膳宣導並增列新開發之

餐點於新系統中後，住院病人對病膳滿

意度有明顯改善。

（一）在加強病膳宣傳策略方面

本部於 96 年底完成更新住院手冊，
其中供膳相關版面由原來的 1 頁增加為 4 
頁，內容以圖片介紹供膳項目為主，增

加病人對各類飲食之了解。另外，餐點

介紹海報於 96 年 10 月製作，展示於數
場團體衛教中。另 97 年完成餐點介紹宣

傳單張，放置於全院 49 個護士站於對病
患介紹病膳使用。

（二） 在改建新系統，並增列新開發之
餐點方面

98 年 5 月病膳醫囑系統更新建構完
成後較 98年1-4月系統更新前，新增列
病人自費餐點，如 : 營養補充餐供應平
均量約增加 200%，產婦餐約增加 21%。

（三）在餐點改善及病患膳食滿意度調

查方面

本部每年定期根據病膳之菜色變化

及搭配、份量、口感、口味、質地、溫

度等 12 項目進行滿意度調查，滿意度分
為三層（不滿意、尚可、很滿意）。 97 年
度滿意度調查顯示，菜色變化、附湯口

味、食物擺設及餐點質地等四項勾選「很

滿意」之比例較低，分別為 8.3%、9.6%、
14.1% 及 14.3%。執行供膳品質改善以及
系統上線後，98 年後測滿意度調查結果
顯示，以上四項之「很滿意」程度增加至

21.0-32.3%。

討論

目前較少有關台灣地區醫療院所用膳

比率之資料統計，本專案主要探討病膳資

訊系統軟硬體改善對全院供膳率及供膳

人日數之改善，結果顯示 98 年 5 月系統
全面更新上線後，較 97 年同月（ 5 月至 
12 月），全院供餐率提高範圍為 14-29%，
每月平均提昇 20%。凃美瑜等人（8） 執行

藉由飲食醫囑及訂餐電腦畫面修正，以 
PDCA 手法執行糖尿病飲食供膳率之改
善，其供餐率提升 60%，但專案僅針對
糖尿病人者。而李義川等人（9）之膳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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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住院病人飲食供膳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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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B）、住院病人飲食供膳人日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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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醫師、專科護理師針對新病膳醫囑電腦系統使用滿意度調查結果 ( n=75 )

項目

滿意程度 [ 人數(百分比 ) ]

沒幫助及
尚可

滿意 很滿意

1. 新病膳醫囑系統介面操作 28(37.3%) 40(53.3%)   7(9.3%)

2. 新系統操作遇到問題時，相關人員(營養師、營養部)對您問題
的協助之滿意度

10(13.7%) 29(39.7%) 34(46.6%)

3. 訂餐以疾病別或疾病嚴重程度為主要點選路徑 21(28.0%) 45(60.0%)   9(12.0%)

4. 系統所提供之營養評估熱量簡易公式 21(29.2%) 39(54.2%) 12(16.7%)

5. 訂餐後，訂餐內容可直接帶入 IPD 醫令欄位   4(5.3%) 47(62.7%) 24(32.0%)

6. 查詢病患住院期間訂餐清單資料 17(22.7%) 41(54.7%) 17(22.7%)

7. 增加提供額外營養補充品項 22(30.6%) 38(52.8%) 12(16.7%)

8. 增加可選擇病患所需的訂餐時間、餐別，以及數量 12(16.2%) 50(67.6%) 12(16.2%)

9. 病膳醫囑系統整體滿意度 15(20.0%) 50(66.7%) 10(13.3%)

如果各題目填答之人數不等於 75，則表示該題目有漏答或未答的情形。

表四、護理部書記針對新、舊病膳醫囑系統使用滿意度比較結果 (n=49)

項目
舊系統 新系統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 系統操作介面使用上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13(28.3) 15(30.6)

滿意以上 33(71.7) 34(69.4)

2. 訂餐內容電腦操作便利性或簡易性之滿
意度

差及普通 18(39.1) 12(24.5)

滿意以上 28(60.9) 37(75.5)

3. 訂餐截止時間點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23(51.1) 5(10.2)

滿意以上 22(48.9) 44(89.8)

4. 利用飲食通知單傳真補餐頻率多寡之滿
意度

差及普通 26(57.8) 10(20.4)

滿意以上 19(42.2) 39(79.6)

5. 查詢病房病人訂餐情形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28(63.6) 8(16.3)

滿意以上 16(36.4) 17(83.7)

6. 有問題時相關人員提供協助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13(28.9) 7(14.3)

滿意以上 32(71.1) 42(85.7)

7. 新系統增加餐別、種類、份數之多重選
擇便利性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26(66.7) 8(16.3)

滿意以上 13(33.3) 41(83.7)

8. 家屬之訂餐方式之滿意度 差及普通 35(79.5) 6(12.2)

滿意以上 9(20.5) 43(87.8)

如果各題目填答之人數不等於 49，則表示該題目有漏答或未答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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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執行供膳品質改善 PDCA 及提高住院病人病膳滿意度

對策

對策名稱 執行供膳品質改善 PDCA 及提高住院病患病膳滿意度

主要因
一、病膳宣傳策略不足  
二、舊有供膳系統無法增列新餐點
三、餐點質地、菜色變化、食物擺設及附湯口味需改善

【評估及規劃】

一、病人及醫護人員對病膳供應內容不了解

 (一)加強本院於護理站及衛教活動中宣傳病膳
供應內容，以提高病人及醫護人員對病膳
的了解。

二、舊有供膳資訊系統軟硬體老舊，擴展局限

 (一)建構新系統時，預留供膳種類推廣之考量
 (二)系統性增加新餐點之研發

三、持續推行病人供膳滿意度調查，並將病人不
滿意原因列為餐點改善重點

 (一)例行性之病人供膳滿意度調查結果發現針對
餐點質地、菜色變化、食物擺設及附湯口味
有許多改善空間。

【對策實施】

一、加強病膳宣傳策略

 (一)修改住院手冊，擴大病膳內容之版面介紹
 (二)製作病膳供應簡介，提供病房之醫護人員介紹
病膳時使用

 (三)製作病膳供應簡介海報，於團體衛教活動中
宣傳

二、改建新系統，並增列新餐點開發

 (一)重新建構供膳資訊系統，以方便開發以及增列
新餐點

 (二)納入新增餐食種類 ( 如：營養補充配方餐及燉
品餐等 ) 於新建構之供膳系統中

三、餐點改善策略

 (一)增加食材烹調時間，並選擇質地較軟的食材，
以改善餐食質地

 (二)修改主菜、副菜及小菜循環，並增加全穀類
 (三)改善餐盒設計及分隔，改善餐盒內食物擺設
 (四)使用排骨或雞骨加入湯中熬煮，改善附湯口味

【修訂標準】

制訂宣傳策略、滿意度調查以及餐點開發改善之
標準作業程序書

【持續改善】

 (一)  根據「提升治療飲食滿意度標準作業程序
書」每年定期1次進行病人供膳滿意度調
查。

 (二) 持續藉由病人供膳滿意度調查發現餐食缺點
以及病人不滿意原因，持續進行改善並製訂
標準食譜卡。

 【檢討標準】

一、宣傳策略

 (一) 住院手冊餐點介紹內容由原來的 1 頁增加為 4
頁。

 (二) 病膳供應簡介單張置於全院 49 個病房護士站
提供病人參考，並於病房病人衛教時使用以加
強教育。

 (三) 病膳供應簡介海報展示於疾病團體衛教中，以
加強病人及醫護人員了解膳食與疾病之關係。

二、內部稽核

 (一) 針對新餐點研發及餐點改善，舉辦廚師及廚工
供膳品質改善以及品嚐試吃會議

三、外部評鑑

 (一) 98 年執行後測滿意度調查結果與 97 年執行之
滿意度調查結果相比，針對餐點質地、菜色變
化、食物擺設及附湯口味之『很滿意』程度由
8.6-22.8% 增加至 21.0-32.3%。

P D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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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善方案，病人餐點滿意度有改善，但

病人供膳率並無改善之成效。故本院所進

行之病膳資訊系統藉由擴展硬體功能，增

加供餐餐別及大幅度修整病膳醫囑架構

面，對於供膳率之提升，有顯著成效。

良好的病膳醫囑資訊系統有助於醫護

人員操作時之方便性，改善醫護人員與營

養部門的溝通，並於執行供膳相關作業

時，有助於餐點之供應與管理。凃美瑜等

人（8）在改善供膳率之 PDCA 中，其改善
策略亦包含對臨床技師及住院醫師宣導新

畫面，但並無提供有關使用前、後滿意度

變化之相關資料。本專案考慮使用者之方

便性，於系統完成後，執行醫療相關人員

使用滿意度調查，醫師及專科護理師使用

後整體滿意度為滿意以上達 80% （表三）；
書記員使用前、後針對系統介面操作、行

政作業等之滿意度皆有顯著的提升（表

四）。以上數據顯示，醫護人員對病膳醫

囑系統之了解與認同，可協助院內病膳之

推廣，可能為提高院內供膳率重要之影響

因子之一。

住院病人對餐點品質滿意度可做為

預測病人對整體醫療滿意度之依據（10）。

Tranter 等人（10）  研究顯示，食物新鮮度、

口味、溫度、變化性以及風味為主要影響

病患用膳滿意度之項目。本部每年定期執

行之病膳滿意度調查亦包含以上項目，並

配合新病膳醫囑系統上線，根據調查結果

以 PDCA 方式執行問題檢討與餐點品質
改善，所有上述改善要點之滿意度變化，

病人填答「很滿意」 程度由 8.6-22.8%  增
加至 21.0-32.3%。凃美瑜等人（8） 之專案亦
以問卷方式執行病人飲食滿意度調查，其

調查項目除針對食物口味、溫度、份量及

變化性外，另調查送餐時間及餐具清潔度

等病膳管理相關問題，其滿意度最高之前

五項為病膳管理，如：送餐人員的服務態

度、餐具清潔、使用的餐具以及送餐時間

等。李義川等人（9） 之專案針對糖尿病餐

之質地、口味、變化性、餐具衛生性、溫

度、新鮮度及份量執行調查，而專案實施

後，針對餐點質地、口味及菜色搭配亦有

明顯改善。因此，定期執行病患飲食滿意

度調查並持續追蹤為改善病膳供膳率之重

要策略。

住院病人營養不良的盛行率很高（1-5），

而若能提早發現問題，則能改善其營養不

良之併發症（6）。多篇研究顯示（11,12），口服

營養補充品有助於改善病人之營養狀況。

本部於 98 年 5 月病膳醫囑系統上線後，
可能因為減短人工訂餐作業之冗長流程，

及積極執行醫護人員教育訓練，補充餐訂

餐人日數較系統未上線前增加 200%。故
口服營養補充餐可作為醫療體系自費營養

項目的開發，且能加強醫療團隊與營養師

之溝通，有助於提供病患更完善的營養醫

療服務。

結論

本部利用 PDCA 執行病膳醫囑系統
之建構及餐點品質改善，98 年上線後供
膳率以及供膳人日數較 97 年未上線每月
平均提昇 20% 以及 14%，此成效已達本 
PDCA 之預設目標（供膳人日數以及供
膳率在系統上線後各提升 10%）。且此系
統醫療相關人員使用整體滿意度達 80%。
成效顯著。PDCA 的好處主要以團隊之協
助，共同發現問題，增加部門之向心力後

共同解決問題。未來，將藉由 PDCA 持
續提高營養醫療以及病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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