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2018 搶先胰步 品質達標 競賽辦法 

 

一、活動宗旨: 

根據2016年衛生福利部的統計，糖尿病是國人十大死因第五位，死亡人數較前一年上升

4.5%，且每年近萬人因糖尿病死亡。全國約有兩百多萬名糖尿病患，並以每年約新增兩萬

五千名患者的速度持續上升；糖尿病及其所引發的併發症影響國人健康不容小覷，診斷後

積極控糖並改善生活習慣，有助於延緩併發症產生，進而提升患者長期的生活品質。 

 

二、活動目的: 

由於第二型糖尿病約占 95%的台灣糖尿病患者人數，其在確診後， 細胞功能僅為正常人

的一半。研究顯示，早期介入胰島素治療，並配合生活習慣調整與體重控制，有助於延緩

併發症的產生。本競賽鼓勵病患主動積極監測血糖，並及早開始接受基礎胰島素治療，配

合基礎胰島素劑量調整以達到糖化血紅素與空腹血糖控制目標。 

 

三、競賽方式說明: 

 (一) 參賽資格: 

⚫ 凡屬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皆具參賽資格 

(二) 參賽組別:  

⚫ A組：單純使用口服降糖藥轉換為併用基礎胰島素患者，預計A1C檢測涵蓋人

數至少50位以上（10家為限） 

⚫ B組: 單純使用口服降糖藥轉換為併用基礎胰島素患者，預計A1C檢測涵蓋人

數至少30位以上（60家為限） 

(三) 納入條件: 

⚫ 第二型糖尿病患，確診至少三個月，在門診追蹤時，未使用過任何胰島素治

療，且 A1C >7%，或 

⚫ 目前使用的口服降糖藥物不超過三種，可包括 GLP-1 Receptor Agonist 治

療 

 

(四) 競賽報名繳交資料: 

⚫ 2018年7月17日中午12時前將計畫申請書（如附件一）E-mail至本學會

(tade-t12@umail.hinet.net) 顏小姐，來信主旨請註明: 

「機構名稱—參加2018 搶先胰步 品質達標競賽」。計劃書提交後3天內，未

收到學會回覆報名確認者，請主動以電話向學會詢問。 

⚫ 本競賽報名採定額制，符合參賽資格之機構數超出A組10家或B組60家時，

依本學會收到報名資料的先後順序，決定入選機構，入選機構名單於2018年

7月20日前公布於學會網站。 

mailto:tade-t12@umail.hinet.net


 

 

(五) 計畫執行行程: 

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11月02日（收案期間3.5個月，7月20日至11月02日，

每一個案完整觀察至少3個月，並測得目前用藥加上基礎胰島素前後之A1C資料才

能被視為合格的參賽個案。建議欲納入競賽之個案，最遲須於2018年11月02日前

測得第1次A1C資料，以免延誤檢測時機）。 

 

  (六)活動補助經費及項目: 

⚫ A 組之合格 A1C 檢測涵蓋人數至少 50 人以上之機構（10 家為限），提供新

台幣六萬元之活動補助經費。 

⚫ B 組預計合格 A1C 檢測涵蓋人數至少 30 人以上之機構（60 家為限），提供

新台幣三萬六千元之活動補助經費。 

⚫ 收案人數若未達參賽組別之上限，將依合格個案數比率發給補助經費，A組以

80人，B組以50人為補助上限。 

⚫ 活動補助經費於決選名單公告後，以個人領據方式申請補助經費。如有血糖機

及試紙需求者，可於08月03日前，填寫線上申請表單，線上申請表單將與入

選名單同步公告於學會網站。申請補助血糖機(含50片裝專用試紙2盒與100

支採血針)」，每醫療機構以20台為上限。 

⚫ 血糖機與試紙之型號與數量，依學會收到之線上資料為憑，故線上申請表單送

出前，入選機構應自行記錄留存。 

⚫ 入選機構於收到血糖機後，應填寫血糖機領取確認單(附件三)。 

 

(七)  競賽決選: 

2019年03月15日下午5時前將以下資料送達本學會: 

⚫ 紙本成果報告書乙式五份，封面並需檢附促進機構負責人簽名。（如附件二） 

⚫ 另附含有所有資料之光碟1份（PowerPoint檔、Word檔或PDF檔。照片檔

需以Windows可讀取之作業模式）。 

 

(八) 決選名單公布: 

2019年04月19日前公布於學會網站，決選獎項分為兩組，A組獎助評比最優之2

家機構，B組獎助評比最優之5家機構。 

⚫ A 組：預計 A1C 檢測涵蓋人數至少須 50 人，最後涵蓋人數低於 50 人以下

者將無法進入決選。 

⚫ B組：預計A1C檢測涵蓋人數至少須30人，最後涵蓋人數低於30人以下者將

無法進入決選。 

 

四、決選評選標準: 決選積分共 100 分 

  



 

計畫方法  

(10%) 

計畫完整可行，且具明確目標 (5%) 

計畫納入病患數及追蹤時程 (5%) 

計畫成果 

(70%) 

所有病患的平均 A1C 降幅 (20%) 

所有病患開始基礎胰島素治療與最後一次觀察點的體重改善變化 (30%) 

所有病患最後一次觀察點的 A1C 達標率(A1c < 7.0%)(10%) 

所有病患最後一次觀察點的血壓達標率(收縮壓低於 140mmHg；舒張壓低

於 90 mmHg 以下) (5%) 

所有病患最後一次觀察點的血脂達標率(低密度膽固醇低於 100mg/dL 以

下) (5%) 

結論 

(20%) 

計畫總結與效益 (10%) 

衛生教育之建言參考 (10%) 

 

五、決選獎項: 

(一)  決選獎項分 2 組：得獎者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勵金。 

⚫ A 組：最優之機構各 2 家，每家頒發新台幣伍萬元，得從缺。 

⚫ B 組：最優之機構各 5 家，每家頒發新台幣參萬元，得從缺。 

 

六、 競賽注意事項: 

（一） 若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調整比賽之相關時程，並另行通知。 

（二） 參賽計畫案必須未曾獲得政府或其他單位之獎金、獎項或補助，若正在參與其他競賽

尚未公佈結果，待結果公佈後請自行告知主辦單位，只能選擇一方獲獎，若隱瞞實情

經人檢舉，主辦單位有權追回經費補助及獎狀。 

（三） 參賽計畫案須為團隊創作，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證者，取消其參

賽資格及追回經費補助。 

（四） 競賽結束後，收案人數未達血糖機申請組數者，應將未使用之血糖機退還學會，血糖

機運費由申請機構負擔；所有參賽團隊之計劃書或成果報告，將不予退回，相關資料

請自行備份。 

（五） 參賽團隊於投件後，即視同承認遵守本競賽活動所訂之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六） 本競賽活動之競賽辦法、活動日程等相關事項以學會網站之最新公告為準，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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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  

 

 

 

 

 

 

 

 

參加的組別： □ 基礎 A 組（涵蓋人數至少 50 人） 

□ 基礎 B 組（涵蓋人數至少 30 人）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職稱： 

計畫執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計畫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附件一 



 

一、 計畫中文摘要：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300- 500 字) 

二、 計畫內容： 

（一）計畫目的之詳述。 

（二）計畫方法，包括病患數目、追蹤時程與步驟。 

（三）預期完成成果，請詳述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三、 主要計劃人力： 

姓名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

及範圍  

   

   

 

四、 參考文獻 (如有，將引用於計畫中的所有參考文獻列出)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2018 搶先胰步 品質達標 競賽 

 

 

成果報告書  

 

 

 

 

參加的組別： □ 基礎 A 組（涵蓋人數至少 50 人） 

□ 基礎 B 組（涵蓋人數至少 30 人）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職稱： 

計畫執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計畫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附件二 



 

 

裝 

訂 

一、 計畫中文摘要：請概述計畫要點，內容應包含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300-500

字) 

 

二、 計畫內容： 

（一）計畫目的與方法的介紹。 

（二）計畫實際完成之成果包括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效。 

 

三、主要計劃人力： 

 

姓名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

及範圍  

   

   

 

四、成果摘要： 

(一) 計畫整體成效之描述包括整體 A1C 平均降幅、整體 A1C 達標率及體重

變化。 

病患數目: 未使用胰島素前 使用胰島素後 p 值 

整體 A1C 降幅 

(以平均值 mean 與標準差 SD 表示)  
  

整體 A1C 達標率(< 7.0%) 

(以%表示)  
  

整體血壓達標率(收縮壓<140 

mmHg/舒張壓<90 mmHg) 

(以%表示) 

   

整體血脂達標率(低密度膽固醇低於

100mg/dL 以下) 
   



 

 

裝 

訂 

(以%表示) 

開始基礎胰島素治療後 

體重變化平均值(kg) 
   

  

(二) 糖尿病衛生教育之心得與建言。 

 

六、參考文獻(如有，將引用於計畫中的所有參考文獻列出) 

  



 

 

裝 

訂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2018 搶先胰步 品質達標 競賽 

 

醫療院所血糖機領取確認單 

醫療院所名稱  

申請人  申請人手機  

申請血糖機廠牌型號(請勾選) 組數 

 

 拜耳 拜安進血糖機乙台+試紙 100 片+採血針 100 支 

 華廣 瑞特 700S 血糖機乙台+試紙 100 片+採血針 100

支 

 J&J 穩豪血糖機乙台+試紙 100 片+採血針 100 支 

 

____組 

____組 

 

____組 

簽收人簽章/日期 

簽收人須與申請人相同 

 

 

 

(請務必簽上日期)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