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

急性精神科照護指標

PSYA-Tran-01 精神科住院24小時（含）內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

PSYA-Tran-02 精神科住院24至72小時（含）內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

PSYA-Tran-03 精神科住院大於72小時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

PSYA-Inj-01 精神科病人自傷事件

PSYA-Inj-02 精神科病人身體攻擊事件

PSYA-Inj-03 精神科病人企圖自殺事件

PSYA-Inj-04 精神科病人自殺死亡事件

PSYA-UnD-01 非計畫的離院導致出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UnD-01a 因為自動出院導致的非計畫離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UnD-01b 因為私自離院導致的非計畫離院

PSYA-Res-01 非自願性約束事件

PSYA-Res-02 非自願性約束平均事件數

PSYA-Res-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約束事件

PSYA-Res-04 情感性精神病非自願性約束事件

PSYA-Sec-01 非自願性隔離事件

PSYA-Sec-01a 時間小於或等於1小時的隔離事件[2022年7月停用]

PSYA-Sec-01b 時間大於1小時但小於或等於6小時的隔離事件[2022年7月停用]

PSYA-Sec-01c 時間大於6小時但小於或等於12小時的隔離事件

PSYA-Sec-01d 時間大於12小時的隔離事件

PSYA-Sec-01e 時間小於或等於6小時的隔離事件 [2022年7月新增]

PSYA-Sec-02 非自願性隔離平均事件數

PSYA-Sec-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隔離事件

PSYA-Sec-04 情感性精神疾患非自願性隔離事件

PSYA-Fall-01 有記錄的跌倒

PSYA-Fall-01a 因病人健康狀況而造成跌倒

PSYA-Fall-01b 因藥物反應而造成跌倒

PSYA-Fall-01c 因環境中危險因子而造成跌倒

PSYA-Fall-01d 因其他因素而造成跌倒

PSYA-Fall-02 跌倒造成之傷害

PSYA-Fall-02a 跌倒造成輕度傷害

PSYA-Fall-02b 跌倒造成中度傷害

PSYA-Fall-02c 跌倒造成重度傷害

PSYA-Fall-02d 跌倒造成極重度傷害

 非計畫性離院導致出院

非自願性身體約束

   隔離的使用

   有紀錄的跌倒

急性精神照護指標

 (一) 評估相關指標

  轉出/出院至急性住院照護

(二) 住院期間照護指標

傷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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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

急性精神科照護指標

PSYA-Fall-02e 跌倒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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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

急性精神科照護指標

PSYA-Med-01 住院期間有監測鋰鹽血中濃度之比例

PSYA-Med-02 住院期間使用鋰鹽且有腎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A-Med-03 住院期間使用鋰鹽且有甲狀腺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A-Med-04 住院期間有監測Deparkine血中濃度之比例

PSYA-Med-05 住院期間使用Deparkine且有肝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A-Med-06 住院期間有監測Tegretol®(Carbamazepine)血中濃度之比例

PSYA-LOS-01 思覺失調症病人住院天數

PSYA-LOS-02 情感性精神病病人住院天數

PSYA-Rea-01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

PSYA-Rea-01a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72小時

PSYA-Rea-01b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72小時但≤15天

PSYA-Rea-01c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在15天以上

PSYA-Rea-02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第15至30天內再住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Rea-03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第31至60天內再住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Rea-04 思覺失調症病人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

PSYA-Rea-05 思覺失調症出院後30天內再住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Rea-06 雙相情感性精神病病人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

PSYA-Rea-07 雙相情感性精神病病人出院後30天內再住院[2022年7月停用]

PSYA-FU-01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A-FU-02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A-FU-03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A-FU-04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A-SCZ-01 思覺失調症病人血壓高的比例[2015年1月新增]

PSYA-SCZ-02 思覺失調症病人高血糖的比例[2015年1月新增]

PSYA-SCZ-03 思覺失調症病人血脂異常的比例[2015年1月新增]

PSYA-SCZ-05 思覺失調症病人腰圍超標的病人比例[2017年7月新增]

PSYA-SCZ-04 思覺失調症病人高身體質量指數 （BMI）的比例[2015年1月新增]

PSYA-Res-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約束事件(收案方式詳見非自願性身體約束的使用指標)

PSYA-Sec-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隔離事件(收案方式詳見隔離的使用指標)

PSYA-LOS-01 思覺失調症病人住院天數（收案方式詳見精神科住院天數指標)

PSYA-Rea-04 思覺失調症病人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收案方式詳見精神科住院病人再住院指標)

PSYA-Rea-05 思覺失調症病人出院後30天內再住院(收案方式詳見精神科住院病人再住院指標)

PSYA-FU-03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收案方式詳見門診如期返診指標)

PSYA-FU-04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收案方式詳見門診如期返診指標)

思覺失調症照護

藥物安全監測 [2015年1月新增]

(四)重點照護

門診如期返診 [2015年1月新增]

精神科住院病人再住院

急性精神科病人住院天數

(三)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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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

慢性精神科照護指標

PSYC-Tran-01 精神科住院24小時（含）內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
PSYC-Tran-02 精神科住院24至72小時（含）內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
PSYC-Tran-03 精神科住院大於72小時轉出/出院至綜合照護住院[2017年7月起停用]

PSYC-Inj-01 精神科病人自傷事件
PSYC-Inj-02 精神科病人身體攻擊事件
PSYC-Inj-03 精神科病人企圖自殺事件
PSYC-Inj-04 精神科病人自殺死亡事件

PSYC-UnD-01 非計畫的離院導致出院[2022年7月停用]
PSYC-UnD-01a 因為自動出院導致的非計畫離院[2022年7月停用]
PSYC-UnD-01b 因為私自離院導致的非計畫離院

PSYC-Res-01 非自願性約束事件
PSYC-Res-02 非自願性約束平均事件數
PSYC-Res-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約束事件

PSYC-Sec-01 非自願性隔離事件
PSYC-Sec-01a 時間小於或等於1小時的隔離事件[2022年7月停用]
PSYC-Sec-01b 時間大於1小時但小於或等於6小時的隔離事件[2022年7月停用]
PSYC-Sec-01c 時間大於6小時但小於或等於12小時的隔離事件
PSYC-Sec-01d 時間大於12小時的隔離事件
PSYC-Sec-01e 時間小於或等於6小時的隔離事件[2022年7月新增]

PSYC-Sec-02 非自願性隔離平均事件數
PSYC-Sec-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隔離事件

PSYC-Fall-01 有記錄的跌倒
PSYC-Fall-01a 因病人健康狀況而造成跌倒
PSYC-Fall-01b 因藥物反應而造成跌倒
PSYC-Fall-01c 因環境中危險因子而造成跌倒
PSYC-Fall-01d 因其他因素而造成跌倒

PSYC-Fall-02 跌倒造成之傷害
PSYC-Fall-02a 跌倒造成輕度傷害
PSYC-Fall-02b 跌倒造成中度傷害
PSYC-Fall-02c 跌倒造成重度傷害
PSYC-Fall-02d 跌倒造成極重度傷害
PSYC-Fall-02e 跌倒造成死亡

非自願性身體約束

   隔離的使用

   有紀錄的跌倒

  精神科非計畫性離院導致出院

慢性精神照護
 (一) 評估相關指標

  轉出/出院至急性住院照護

(二) 住院期間照護指標

 住院期間傷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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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臨床成效指標(TCPI)

慢性精神科照護指標

PSYC-Sca-01 疥瘡感染期盛行率

PSYC-Nutr-01 非計畫性體重減輕5%以上的比率
PSYC-Nutr-02 非計畫性體重增加5%以上的比率

PSYC-Chok-01 異物哽塞
PSYC-Chok-02 異物哽塞致死事件
PSYC-Chok-03 異物重複哽塞事件

PSYC-Med-01 接受鋰鹽治療病人過去六個月內有做鋰鹽血中濃度監測比例
PSYC-Med-02 接受鋰鹽治療病人過去六個月有腎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C-Med-03 接受鋰鹽治療病人過去六個月有甲狀腺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C-Med-04 接受Deparkine藥物病人過去六個月內有做Deparkine血中濃度監測比例
PSYC-Med-05 接受Deparkine藥物病人過去六個月內有肝功能監測紀錄之比例

PSYC-Med-06
接受Tegretol®(Carbamazepine)藥物病人過去六個月內有做Tegretol®

(Carbamazepine)血中濃度監測比例

PSYC-FU-02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C-FU-04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
PSYC-FU-01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2017年7月起停用]

PSYC-FU-03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2017年7月起停用]

PSYC-Rea-01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
PSYC-Rea-01a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72小時
PSYC-Rea-01b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72小時但≤15天
PSYC-Rea-01c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14天內再住院，且前次精神科住院時間在15天以上

PSYC-Rea-02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第15至30天內再住院
PSYC-Rea-03 精神科病人於出院後第31至60天內再住院

PSYC-SCZ-01 思覺失調症病人血壓高的比例 [2015年1月新增]

PSYC-SCZ-02 思覺失調症病人高血糖的比例 [2015年1月新增]

PSYC-SCZ-03 思覺失調症病人血脂異常的比例 [2015年1月新增]

PSYC-SCZ-05 思覺失調症病人腰圍超標的病人比例[2017年7月新增]

PSYC-SCZ-04 思覺失調症病人高身體質量指數（BMI）的比例 [2015年1月新增]

PSYC-Res-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約束事件(收案方式詳見非自願性約束指標)

PSYC-Sec-03 思覺失調症非自願性隔離事件(收案方式詳見隔離的使用指標)

PSYC-FU-04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30日內門診如期返診(收案方式詳見門診如期返診指標)

PSYC-FU-03 思覺失調症病人於出院7日內門診如期返診[2017年7月起停用]

思覺失調症照護

 疥瘡感染

非計畫性體重改變

異物哽塞

藥物安全監測 [2015年1月新增]

(三)出院

精神科住院病人再住院[2015年起停用]

門診如期返診 [2015年1月新增]

(四)重點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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