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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通報作業說明 
 

壹、作業依據 

依據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生產事故通報及查察辦法，訂定本

作業說明，規範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生產事故通報作業流程及內容。 

貳、辦理機關 

衛生福利部主辦，並得委託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為受

理通報單位。 

參、受理通報單位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 

肆、通報時間 

    應於生產事故事件發生後之次月十日前，向受理通報單位通報。 

伍、通報方式 

    一、本通報採用線上通報方式，機構應上網通報生產事故事件，通報網址

為：https://www.tpr.org.tw/。 

    二、生產事故事件通報流程圖，如附件一。 

    三、生產事故事件通報單格式，如附件二，包含通報機構基本資料及生產

事故事件通報表二部分（依事件數填寫，1 個事件填寫 1 份）。 

陸、通報資料審核 

    一、通報資料由受理通報單位進行行政審查，若有資料不全而需補件者，

將通知於五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 

    二、受理通報單位於接受通報後，送請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審議。 

    三、生產事故事件經生產事故救濟審議會審定屬重大生產事故事件者，醫

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應依通知，於六十日內完成根本原因分析並提出改

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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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事件通報流程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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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事故事件通報表 

說明:○為單選□為複選 

一、 產婦基本資料 
(一) 產婦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碼：___________＿＿＿ 

(二)姓名：________     

(三)年齡：____ 

(四)懷孕史:孕次 G _________、產次 P ___________ 

(五)高危險妊娠因子：○否 

                ○是 

□妊娠糖尿病            □妊娠高血壓(子癇前症) 

□前置胎盤              □胎盤早期剝離  

□胎盤功能異常          □胎兒生長遲緩或胎兒發育異常(IUGR) 

□妊娠合併內科疾病：高血壓、心臟病、糖尿病、甲狀腺疾病、 

  腎臟疾病(NS,IgA,ESRD)、免疫性疾病(SLE)、血小板低下症、 

  白血病、血友病、愛滋病 

□有早產風險            □多胞胎 

□四十歲(含)以上初產婦  □BMI≧35之初產婦 

□雙胞胎輸血症候群      □合併接受外科手術 

□其他，請說明:                         

○不知道 

二、 本次生產資料 

(一)妊娠：_________週_____天 

(二)生 產 時 間: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時 

(三)生產方式:○自然產 ○計畫性剖腹產○緊急剖腹產○自然產程中臨時改為剖腹產○不知道 

(四)本次生產機構: ○診所 ○醫院 ○助產所 ○家中 ○其他，請說明                   

(五)是否曾在本院產檢過: ○是 ○否 ○不知道 

(六)轉診情形: 

□產  婦：□本院轉出，轉至            

          □他院轉入，自_____________轉入 

          □未轉診 

□新生兒：□本院轉出，轉至            

          □他院轉入，自_____________轉入  

          □未轉診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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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件發生後受影響對象 

□產婦(收案對象係指妊娠期間及妊娠終止後 42 天內者) → 

(一)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二) 事件發生地點: 

□一般病房   □急診室     □手術室    □恢復室   □產房   □轉送途中    

□加護病房   □嬰兒室     □新生兒病房□其他：            

(三) 是否發生下列情況: 

□產後大出血(出血>1500c.c.)       □子宮切除 

□羊水栓塞                        □子宮破裂 

□感染(如產後傷口感染、子宮感染、敗血症，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肩難產                          □麻醉合併症 

□其他疾病相關(如糖尿病，請說明                     ) 

□其他，請說明                      

(四) 造成的影響: 

○有傷害→ 

○死亡：造成病人死亡。 

○極重度：造成病人永久性殘障或永久性功能障礙（如子宮切除、肢障、腦傷等）。 

○重度：事件造成病人傷害，除需額外的探視、評估或觀察外，還需手術、住院

或延長住院處理（如骨折或氣胸等需延長住院）。 

○中度：事件造成病人傷害，需額外的探視、評估、觀察或處置，如量血壓、脈

博、血糖之次數比平常之次數多，照 X 光、抽血、驗尿檢查或包紮、縫

合、止血治療、1~2 劑藥物治療。 

○輕度：事件雖然造成傷害，但不需或只需稍微處理，不需增加額外照護。如表

皮泛紅、擦傷、瘀青等。 

○無傷害：事件發生在病人身上，但是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尚未判定傷害程度 

(五) 請說明造成傷害的可能因素: 

                                                                            

(六) 是否發生「剖腹產手術後，在產婦體內遺留異物」? 

○是(通報後需於 60 日內繳交根本原因分析報告)      ○否 

(七) 是否發生「以不相容之血型輸血」? 

○是(通報後需於 60 日內繳交根本原因分析報告)      ○否 

(八) 是否發生「錯誤藥物處方致產婦永久喪失肢體重要機能或死亡」? 

○是(通報後需於 60 日內繳交根本原因分析報告)      ○否 

(九) 提供關懷服務日期? 

____年_____月_____日開始提供關懷服務 

           ※醫院應於生產事故發生時二個工作日內，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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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件發生後受影響對象 

□胎兒死亡(收案對象係指妊娠週數 28 週以上者，若雙/多胞胎皆有傷害，需分開填寫以下

資料)→ 

(一) 性別: □男  □女  □不明 

(二)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三) 事件發生地點: 

□一般病房   □急診室     □手術室   □恢復室   □產房   □轉送途中    

□加護病房 □其他：            

(四) 請說明造成死亡的可能因素:  

□不明原因死胎(子宮內胎兒死亡)  

□臍帶問題(如臍帶異常、臍帶繞頸) 

□胎盤早期剝離 

□併發症(周產期疾病)  

□感染 

□麻醉合併症 

□生長遲滯 

□其他，請說明                      

(五) 提供關懷服務日期? 

____年_____月_____日開始提供關懷服務 

           ※醫院應於生產事故發生時二個工作日內，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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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件發生後受影響對象 

□新生兒(收案對象係指妊娠週數 28 週以上至分娩後 1 個月內者，若雙/多胞胎皆有傷害，

需分開填寫以下資料)→ 

(一) 性別: □男  □女  □不明 

(二)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三) 事件發生地點: 

□一般病房   □急診室     □手術室    □恢復室   □產房   □轉送途中    

□加護病房   □嬰兒室     □新生兒病房□其他：            

(四) 新生兒出生 5 分鐘時之 APGAR Score 分數：□7分以上  □4-6 分  □3 分以下 

(五) 新生兒體重:________公克 

(六) 是否發生下列情況: 

□胎兒窘迫（如產前窒息、產程胎兒窘迫） □早產 

□併發症，請說明                       □感染（如敗血症) 

□猝死                                 □臍帶問題(如臍帶異常、臍帶繞頸)  

□胎便吸入                             □硬膜下出血或腦出血  

□缺血缺氧性腦病變                     □臂神經叢損傷 

□外傷(如骨折，排除鎖骨骨折)           □癲癇  

□非預期死亡                           □其他，請說明                     

(七) 造成的影響: 

  ○有傷害→ 

○死亡：造成病人死亡。 

○極重度：造成病人永久性殘障或永久性功能障礙（如肢障、腦傷等）。 

○重度：事件造成病人傷害，除需額外的探視、評估或觀察外，還需手術、住院或

延長住院處理（如骨折或氣胸等需延長住院）。 

○中度：事件造成病人傷害，需額外的探視、評估、觀察或處置，如量血壓、脈博、

血糖之次數比平常之次數多，照 X 光、抽血、驗尿檢查或包紮、縫合、

止血治療、1~2 劑藥物治療。 

○輕度：事件雖然造成傷害，但不需或只需稍微處理，不需增加額外照護。如表皮

泛紅、擦傷、瘀青等。 

○無傷害：事件發生在病人身上，但是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尚未判定傷害程度 

(八) 請說明造成傷害的可能因素: 

                                                                            

(九) 是否發生「以不相容之血型輸血」? 

○是(通報後需於 60 日內繳交根本原因分析報告)      ○否 

(十) 提供關懷服務日期? 

   ____年_____月_____日開始提供關懷服務 

           ※醫院應於生產事故發生時二個工作日內，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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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件發生過程及發生後立即處理措施 

(一)事件發生過程： 

 

 

 

 

 

 

(二)發生後立即處理措施： 

 

 

 

 

 

 
五、 預防此類事件再發生之措施或方法 

□其他，請說明                                      

備註：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應於生產事故事件發生後之次月十日前，向受理通報單位通報。 

 
 

□改變醫療照護方式 

□加強教育訓練 

□加強溝通方式及產婦衛教 

□改變行政管理 

□加強心理支持 

□無法預防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