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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Hospitals

医院为什么需要实施精益

实施精益带来的更佳效果
“精益”是一个过程改进的方法论，更重要的是，精益是一种领导风格和一
套管理体系。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尤其是在过去的 10 年间，各大医院和
医疗体系都已经开始接受并使用了精益模式。精益模式虽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改
革方式，但它并不是一剂速效药。精益提倡新型的思维方式、不同以往的组织文
化、变革需求，以及各级员工的参与。在这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下，所实施的实践
方法和工具都将引领医护组织不断发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取得更佳的
评估绩效，诸如更好地保障患者的安全、优化服务质量、减少等待时间和成本，
并且提升医护组织成员的士气。
实施精益不是一年或是短短几年改进的工作，而是一种方法。在这个方法
下，精益要求组织和成员能够勤勉地实践，不断地提升和学习。精益并非指做到
完美无缺或者毫无浪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一
个“精益模式下的医院”要求其领导者有谦逊的态度和谦卑的胸怀、好奇和追求
创新的心态，以及一种管理风格，以此管理风格能够允许和促进医疗服务各方面
的再创新进程，并且创造出可持续改进的组织文化。

医院为什么需要实施精益
大野耐一作为丰田生产模式创始人之一，他曾写下过组织必须“从需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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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需求与机遇始终同在”。2014 年，约翰·舒克，精益企业研究院的首席
执行官和第一位受聘于日本丰田汽车的美国人，曾指出我们要始于思考和询问，
“改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设法要解决什么问题？”医学博士涂尚德，泰
德康医疗集团（威斯康星州）的前董事长，他强调了“实施精益必须着重对组织
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今，医疗健康领域绩效系统指标表现不佳，满意度普遍不尽如人意，这
就凸显了实施精益的必要性。同时，医院也受到了不断增长的来自外部的压力与
挑战。虽然说医院做了包括救死扶伤在内的许多美好之事，但是来自一个名牌大
学医院的一位高层领导却感叹并道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内在挑战——“我们拥有世
界一流的医生、一流的治疗手段，却拥有完全破碎和损坏的管理流程和进程。”
这种被称作“精益”的方法何以能帮助医疗组织呢？每每听到这个词，人
们或许都会抱怨说他们已经人手不足了（因为他们将“精益”理解成其日常的字
面意思，即减员），并且已经尽力工作了。放心，这里提到的“精益”方法并非
指大规模裁员。过失是“可避免”的，这种提法也许会招来怀疑，因为广大员工
和医生坚信他们已经做得非常认真了。其实，医院采用精益理论并不是希望大家
通过更加认真工作来提高医疗质量，而是让大家通过行动得更迅速来提高效率。
精益是一套工具、一种管理系统以及一种能够改变医院组织和管理方式的
哲学。精益是一种方法学，能够通过减少过失和等待时间使得医院提高为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的质量。精益是一种方法，能够为员工和医生提供支持、清除障碍，
使他们专心提供医疗服务。精益是一种系统，能够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加强医院体
制——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保证促进发展和规模扩张。精益同样有益于消除各
个孤立部门之间的隔阂，使医院不同科室之间能够为患者利益而更好地协作。
精益理论下的医疗系统尊重并且支持员工：
● 关注他们的安全与幸福感。
● 确保他们得到工作所需。
● 用完善的管理体系来治理员工。
● 不以解雇来减少成本。
● 不要使员工压力过重。
● 防止人员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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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员工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与支持。
● 让员工做有意义的工作。
● 充分发挥员工的潜力。
● 鼓励员工不断进步。
有人或许会问，精益理论是如何帮助解决那些日常琐碎问题的呢？这些问
题可是相当多的委员会和团队都曾尝试尽力解决的。相对而言，精益的不同之处
在于——这种方法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看到过程的细节，如何在工作进行的实际地
点依靠从事该工作的人来解决问题，而非依靠专家来告诉他们究竟去做些什么。
精益帮助领导认识并了解到，问题并非出在员工个人身上，而出在管理体系本
身。而精益管理法正是能够通过细小的、可管理的“订正”
（bites）来修正和改进
管理体系。精益管理法还需要员工不断地通过进修和专业培养，在提高个人素养
的同时，满足医院及其管理体系的要求。

一个新的目标感
医护行业被一种重要的使命和强烈的目标感所驱使。日常问题、浪费和不
入流的流程妨碍了医护行业从业人员真正想做的事情：尽最大可能向患者提供优
质的护理来保持其健康。这些问题使人们在时间安排上措手不及，妨碍了他们为
临床护理提供护理环境。
圣伊丽莎白医院（荷兰，蒂尔堡）的骨科医生以及首席医务人员雅各布·卡
隆博士是精益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在 2009 年荷兰医护座谈会上，他的陈述题目
是“精益与关爱……不可能的任务？”对于圣伊丽莎白医院而言，减少浪费的重
要动机就是为临床医生腾出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不仅用来优化临床护理积极回
应患者的需求，也是为了他们所描述的“爱心护理”。当护士不再争先恐后地寻
求支持与药物，他们就能把时间用在与患者交流、回答问题以及缓解患者在住院
时可能产生的焦虑。
在 2015 年，卡隆博士说过：“目前，我们对于自己和同事的要求在随着医
院的成长而不断提高。以我作为一名大夫对我自己的要求，如同整形手术和医疗
专家对质量与安全的精益求精，精益理论也依旧在影响着我的工作。”

3

4

精益医院

精益方法对医疗护理行业并非新事物
相比于精益理论不久前刚正式地被应用于医疗领域，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它已经被应用于工业工程领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医疗领域的管理工程学）
来改进医院了。
因电影《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而被众人所知的弗兰克·吉
尔布雷斯（Frank Gilbreth）和莉莲·吉尔布雷斯（Lilian Gilbreth）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两位原始效率（original efﬁciency）专家，他们的很多理论都影响到
了后来精益学的发展。在他们本职工作之外，吉尔布雷斯夫妇出版了很多涉足
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是最早提出“工业工程理论”（industrial engineering
method）可被应用于医院的人之一。吉尔布雷斯夫妇研究中有一项创新便是在手
术中安排一名护士听候调遣，为外科医生传递医疗器械，这样外科医生就不用再
浪费时间从患者身上离开转而做这些事情了。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今天的人们
已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亨利·福特于 1922 年写到，其曾致力于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应用于密歇根州
迪尔伯恩市的一家医院。福特说：“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根本无法确定医院到
底是为患者还是为医生而存在……医院的目标应该是摒弃这些做法，把患者的利
益放在首位……在一般的医院里，护士必须进行一些无用的步骤。她们把更多的
时间花在了走路而不是照顾患者上。迪尔伯恩市这家医院的设计将省去这些步
骤。每一层楼都自成一体，就像在工厂中努力消除多余的动作一样，我们也努力
消除医院中的多余动作。”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护士依旧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处
理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亲临患者床边。直到精益理论的应用，医护不仅
仅依赖几位专家，精益理论让每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精益求精。

丰田在精益推广中的角色
丰田汽车公司有时会被认为是“发明精益生产的公司”。从 1945 年起，丰
田公司在数十年中开发出了丰田生产体系（Toyota Production System，TPS）。一
家企业要想发明并改进一种新的生产体系绝不能一蹴而就，同样，一家医院要
想换成精益管理也绝非易事，因为改变老旧的思维套路和机构文化均需要时间。
其实，
“丰田公司发明了精益方法”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丰田曾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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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学习，并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亨利·福特的早期著作、19 世纪苏格兰的自
助作者塞缪尔·斯麦尔斯以及美国超市的经营尝试。丰田也深深地受到了爱德
华·戴明博士的影响，正如 1991 年的丰田董事长所说：“戴明博士对我们的每一
天都有着重大影响，戴明就是我们管理的核心。”
丰田公司虽然有很多方面是从福特体系借鉴而来，但其创造了自己的体系，
发明并使用了符合自己需要和情况的各种模式。对医院来说，遵循丰田公司的
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即向他人学习，并据此开发出能够解决本医院问题的模式。
向其他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护理行业的精益公司）学习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盲目
效仿他人的做法。精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用来执行的
任务清单。1945 年，丰田公司开始着手改进质量，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削减成
本，当时公司现金流很紧张，而且在日本汽车市场只占有小部分份额。危机和困
境迫使丰田公司进行创新和改革，但当时它并没有开始着手去创造生产体系。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丰田公司才开始编撰其生产体系的细节。诺曼·博德克
（Norman Bodek）是首批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的美国人之一，他将被誉为丰田生
产体系之父的大野耐一（Taiichi Ohno）和新乡重夫（Shigeo Shingo）的著作译成
英语并发行出版。
弗吉尼亚梅森医院的首席执行官盖里·卡普兰（医学博士、美国内科医
师协会会员、美国医疗实践执行委员会会员、美国内科医师执行委员会会员）
曾说：“如果你的领导认为这仅仅只是另一个提高手段，或是一个项目或者
只是一次创新，那么你将永远无法实现这种管理方法的目标——在长远范围
内成功。因为这种管理方法并不是在我们现有基础之外的增补工作，而的的
确确是我们的工作。如果医疗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并坚持‘患者优先’
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就能学会从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完善的医疗体系
是我们的追求而不是我们的终点。因此，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每天为了什么而
前进这一点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医院领导者们所需要搞明白的。”

精益一词的起源
上文中我们通过丰田公司的案例演示了精益的相关概念。精益一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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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克拉夫茨克（Jon Krafcik）所创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机动车项目
（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Program）的成员。该团队由詹姆斯 P. 沃麦克（James
P. Womack）、丹尼尔 T. 琼斯（Daniel T. Jones）和丹尼尔·鲁斯（Daniel Roos）带
领，主要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的全球汽车业，希望寻找出究竟是何种做法让
日本获得了如此之成功。通过研究，他们否定了其假说的正确性，即所有的日本
汽车制造商做事的方法都不同——方法基本都是丰田式的。他们创造“精益”一
词用以描述一种运用现有资源的一半就能实现预定目标的管理体系（丰田公司
的）：这些资源包括物理空间、工人劳动、资本投资和库存，同时，次品和安全
事故的出现次数也减少到远远低于现在水平一半的程度。该词虽然描述的是结
果，但是在英语中同样可用于描述方法。最近几年，通过应用“以精益模式起
步”的概念，无论是刚刚起步的公司，还是大公司都成功研发出了新型产品和
服务。
“精益理论”无论是在医疗体系中，还是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都取得了成功，
这是因为这些组织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要关注企业服务的安全性、
现金流、顾客的满意程度和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目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各行
各业都开始运用精益模式和精益理论来进行公司管理。大到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
咖啡供应商星巴克、加拿大的提姆 – 荷顿咖啡，再到军队、政府机构、航空公
司、软件公司，小到零售商、学校和银行，它们都在运用精益模式。
位于加州的丰田大学在近几年培养出了许多令人欣赏的学生。而拉斯维加
斯警署就从中获益，谁能想到源自车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帮助拉斯维加斯
警署更有效地管理监狱呢？一位丰田大学的教练在一节技能训练课结束后说道，
“我注意到的是人类行为上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恰恰是每一家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每个人都面临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都在为更好地领导和管理员工
而寻找着方法。
精益方法最早在汽车产业得到了推广。丰田公司管理方法的成功得到了广
泛关注，更加重要的是，广大汽车生产厂家纷纷强烈地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西
方汽车制造商通常只专注于效仿那些容易用肉眼看到的工具和实践方法，比如看
板卡（kanban card，一种将库存移至装配线上的方法）。即便丰田公司通过出版
物和开放参观（甚至允许竞争对手参观其工厂）来分享他们的方法，肉眼看不见
的管理系统也难以效仿（现在依然如此）。其他汽车制造商并不想质疑他们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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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系统和思维过程，采用一种类似看板的工具或者声称“我们正在实施精益
管理”是很容易的，但要将丰田模式转变得完全适用于自身的需要却很难。那些
说自己正在实施精益管理的医院应该反思，它们是否正在使用临时的精益方法，
它们是否接受完整的管理系统和精益文化。

精益管理在汽车制造业外同样有效
随着精益方法在其他制造行业的应用，该方法最终在汽车制造业之外传播
开来。制造商还逐渐了解到精益方法不只是一种生产体系，它还是一种商业体
系，囊括了将一件产品投入市场的所有方面，包括设计、供应商管理、生产以及
销售。举例来说，丰田产品开发系统（Toyota Product Development System）之所
以著名，是因为它将新车投入市场的速度为其美国竞争对手的两倍（只用一半时
间，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定义来讲，确实“精益”）。
由于各种类型的组织（包括医院在内）都会关注现金流、顾客满意度和质
量，精益方法和哲学正在为人们所用，至少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银行、软件初创
公司、航空公司、政府机构，以及美国（星巴克）和加拿大（提姆 – 荷顿）的主
要咖啡销售商。
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丰田大学已经将这些来自工厂的问题处理方法教授
给了一些特殊的学生，如洛杉矶警署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洛杉矶警署更有效地
管理监狱。一位丰田教师上完培训课程之后说道：“我看到了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共性，这种共性存在于某些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中。”这个共性也存在
于各个医院之中。我们都面临着一些问题，都在寻求更高效的管理方法。

精益方法正帮助医院改进
很难精确指出医院是何时开始跨行业寻求精益思想的。在密歇根汽车制造
商的帮助下，一些医院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一些案例中试用精益方法。西雅
图儿童医院的精益之旅可以追溯到 1996 年早期同曾任职于波音公司的琼·韦尔
曼顾问的讨论。2001 年，《今日美国》（USA Today）对一项由罗伯特·伍德·约
翰逊（Robert Wood Johnson）基金会开展的研究做了报道，该研究在各个医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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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那些与其他医院行事迥然不同的院领导。该基金会执行副总裁刘易斯·桑迪
（Lewis Sandy）说：“我们想看到一个医疗护理行业的丰田。这已经是医护业的壁
垒之一。没有人能指着一家医疗机构说，‘那便是努力的方向’。”动机很明确，
即各个医院必须透过自己的同行看到这些广泛存在的系统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如今，“医护业的丰田”到底存在吗？如今有没有这样一所医院，它只花其
他医院一半的成本，同时又比其他医院少一半的缺点呢？一些医院已经在这个方
向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世界上有很多精益方法对医院起到积极作用的例
子。例如，精益方法已经将中心静脉置管相关的血液性感染减少了 76%，与此
感染相关的致死率减少 95%，同时为医院节省了将近 100 万美元的开支——宾
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医院（Allegheny Hospital）。

安全和质量
● 减少了院内感染的情况，挽救了 57 条生命，缩短了患者在重症监护室的
时间，在两年时间里为医院节省了 500 万美元的成本——宾夕法尼亚大
学医疗中心。
● 将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再入院率减少了 48%——匹兹堡大学
医学中心，宾夕法尼亚州，圣玛格丽特医院。
● 将下跌减少了 22%，成本缩减超过 50 万美元——北加利福尼亚，汉诺威
地区医疗中心。
● 在过去的两年内将试验地区的压迫溃疡减少了 56%，同时在整个系统里
减少了 30%——密苏里，BJC 医护中心。
●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在 4 所医院里共减少了 87 例由于充血性心力衰竭
引发的再入院，节省了 83 万美元——加州的 4 所医院。
● 将脓毒症的死亡率从 24% 减少到 9%，将每例病症的平均成本从 15 772
美元减少到 12 771 美元——伊利诺伊州，普莱森斯医护中心（Presence
Health）。

等待时间与住院时长
● 将整形外科手术的患者等待时间从 14 周减少到 31 个小时（从电话询问至
进行手术），住院病人满意程度中的“非常满意”从 68% 提高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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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泰德康医院。
● 将 患 者 滞 留 时 间 减 少 29%， 同 时 避 免 了 新 建 急 诊 科 的 125 万 美 元 投
入——南达科他州，艾维拉·麦肯南（Avera McKennan）。
● 将结肠镜检查的等待时间从 6 个星期缩短到了 24 小时，与此同时将每位
病患的成本减少了 9.5%——加利福尼亚，帕拉奥图医疗基金会。
● 将患有心房颤动的患者在 40 天内的治愈率从 11% 提高到 94%——明尼
苏达州，伊斯特健康（HealthEast）。

流程
● 到了 2004 年，在未增加任何职员与仪器的情况下将临床试验出结果的周
转时间缩短了 60% ；2008 ～ 2010 年，在其现有基础上又将时间缩短了
33%——内布拉斯加州，阿勒格特医护。
● 将医疗器械的净化和灭菌循环时间减少了 54%，与此同时，将其工作效
率提高了 16%——加拿大安大略省，金士顿综合医院。
● 将晚期手术从 50% 减少到了 30%，将重新安排手术时间的情况从 20% 减
少到 4.4%，同时将每个月进行的手术数量从 329 增加到 351——纽约卫
生和医院集团。
● 将手术室的周转时间从 60 分钟缩短到 30 分钟，对其利用率从 25% 增加
到 65%，并且在试验地区实现了 100% 的准时开始——中国，广东省中
医院。

满意度
● 将患者及家属对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满意度从 45 个百分点提高到 99
个百分点——印第安纳波利斯，圣弗兰西斯医护中心。
● 将患者的满意度从 63 个百分点提高到 87 个百分点，在加州 170 个医疗
组织中连续两年蝉联第一——加利福尼亚，萨特古尔德医学基金会。
● 在短短 4 个月内将 ED 患者的满意度从 5 个百分点提高到 98 个百分点
（入院到会诊的时间从 67 分钟缩短到 18 分钟）——田纳西，夏季区域医
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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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 在过去 7 年中底线利润约为 2 亿美元，同时在 2011 年的大学医护系统联
盟的各个学术医护机构中，实现了从观察到预期最低的死亡率，并且避
免了裁员——科罗拉多州，丹佛卫生医疗机构。
● 通过精益管理模式的改善避免了 1.8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华盛顿，西雅
图儿童医院。
● 营业毛利增长率 44%，从 2011 会计年度的 1.70% 增长到 2014 会计年度
的 3.06%——明尼苏达州，伊斯特健康（HealthEast）。

医疗护理行业中的问题
在更进一步讨论精益理论以前，让我们从一个符合精益理论要求的方式开
始：首先明确医院和医疗系统正尝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医院面临的是许许多多
长期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精益理论不仅仅是要解决医护体系
里的单单一个问题，而是要解决关键的战略性问题，同时医院每天又被成百上千
的琐事困扰着。在医护体系下的一些系统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是在精益
理论体系之外的，例如保险系统的功能紊乱。与其只是讨论遥不可及的政治解决
方案，我们不如立即采取行动，对当下进行改进，无须考虑各国的支付体系。如
果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能做得到。
您的医院中存在这些问题吗？
● 由于不恰当的预订导致物资配送延迟。
● 获取物资时混乱不堪。
● 物品因制作不当而被其他科室退回。
● 员工操作新型设备有困难。
● 有限的储藏空间利用不当。
● 没有使用安全设备。
● 小伤小病不上报。
● 没有遵循正确的流程。
● 员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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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推卸责任——让别人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以上是不是现代医院存在的问题？没错，但是这些问题早在 1944 年
就已经存在了，美国产业内培训项目［ US Training Within Industry（TWI）
Program ］中曾记录这一点。美国产业内培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终
止了，于是这些方法从各医院和工厂中消失了，但是这对丰田公司和精益方
法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各个医院常常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们往往是基于同样的模板设计而
成。各家医院的物理格局也拥有极其相似的特征，这通常是一个对医院并没有深
入了解的人所设计的，并且采用同样的范式和类似的教育来开发运作流程，或
者说运作流程是在不受结构限制地自生自灭地发展。效仿其他医院及其“最佳惯
例”虽然可以改进自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采用精益的概念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
待运作流程，激励员工发现何为多余并对此提出见解，我们就能获得更大的进
步。在精益方法的思维体系中，我们必须放开思想，认清问题，这是改进整个流
程的第一步。
当被问到进行改革需要什么时，医院职工们可能会回答：“我们需要更多的
资金、空间和人力！”而考虑到预算问题，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虽然说增加人力
能够促进改革，但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护士、医疗技术专家
和重要的临床专业人士极度匮乏。如果我们无法获取更多的资源，再努力的工作
通常也只是杯水车薪。拥有精益思维的管理者不会将医院中的问题归咎于工作懈
怠上面。我们必须改进医院运作体系，在新的体系下，人们也许可以付出更少的
劳动，因为工作会变得简单，结果却会得到改进。
已故的米歇尔·特劳特（Michel Tétrault），医学博士，曾担任圣博尼费斯
综合医院（温尼伯，曼尼托巴）的执行董事。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精益理
论的领袖。在 2010 年，他指出三件事让他夜不能寐，它们是：
●“如何找到充足的劳动力来帮助那些来到我们医院的患者”，因为我们
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和从各个医院岗位退休
的人们。
●“医疗花费的持续性缺口是全世界所面临的现象。这不仅仅是美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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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加拿大的问题，因此我们都要思考，该如何解决它。”
●“我们的患者、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资助人，无论他们是私人资助者还
是公共资助者，他们都在审查我们的医护服务是否安全、是否可靠，
我们取得的成就到底如何。”
精益理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正如特劳特所说，“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想方设法来证明我们会实现更高的价值，并且在保证合理的成本
下，我们会提供更加安全而又值得信赖的医护服务。”

价格压力与成本挑战
医疗保健成本在急剧上升，美国医疗保健的保险费用以比通货膨胀率还要
高的比例增长着。比如在 2012 年，医疗保健的开销占美国 GDP 的 17.9%，数额
达到了每年 2.8 万亿美元。美国的人均消费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要比同等工业
化国家高出许多。这种高花费虽然确确实实带来了大量的创新和技术，它们改进
了护理质量，挽救了更多生命，但是这种成本提高似乎不是可持续发展之举。
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成本，支付者（政府或者个体支付者）常常采取削减报
销的方式，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改变的是支付的价格，
而不是体系中潜在的成本。不幸的是，由支付人下调价格也可能引发医护组织不
正当的成本削减，从而导致裁员、企业倒闭、服务品质下降或者是降低至社区护
理的水平。在成本未减少的情况下降低价格将会损害到医院的营业毛利，这会导
致未来的医疗投资减少，危害到医院未来的利益，除非整个医疗系统利用精益理
论的方法来降低成本。
在一些国家，除非医疗服务的实际效率能够得到提高，否则降低政府在医
疗方面的预算意味着减少医疗服务。精益方法并非通过大幅度削减支付款或者减
少护理服务的提供来减少开销，而是使我们真正降低提供护理服务中的实际成
本，为我们的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医疗护理。采用精益方法的医院避免了高成
本扩张，从而节省了上百万美元，这样的医院让社会花销更少，却提供了同样甚
至水准更高的医疗护理服务。
削减价格还迫使一些医生到市场中寻找患者，选择脱离医疗护理和医疗补
助体系或者不再为这类机构接诊新患者的美国医生人数就证明了这一点。单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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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削减价格的行为更像汽车制造三巨头供应商管理实践的老一套，它们往往每
年都要求供应商降低价格。这些供应商很多被挤兑到了破产的边缘或者被迫使着
降低质量。
相比较而言，精益理念（正如丰田公司所诠释的那样）是顾客和供应商之间
的合作关系，通过两者共同努力，从而找到降低实际成本的方法。节省的成本是
双方共享并受益的，正如丰田公司同其供应商那样，它们在一种相互信任及长期
合作关系的氛围下一起运作。在医疗保健领域，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当致力于
形成一种像丰田公司与其供应商的关系，而不是压榨他们的供应商——各大医院
和医生。在美国的一些州和波多黎各，大型医疗保险公司的关联公司直接与医院
联手致力于提高精益程度，并共享所节省的成本。
精益方法指导各个公司：价格由市场决定，提高利润率的一条途径是削减成
本。医护领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又高度制度化的“市场”，但精益理论在这里依
然是适用的。该观念面临着“成本加成”一说，即我们首先要考虑自身的成本，
然后基于我们期望的利润率来定价。而现实是，无论是制造商还是医院，大部分
企业都没有根据自我意愿去定价的市场实力。许多医疗体系将重点放在了通过在
与支付者（他们也在尝试占据主导地位）博弈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谋求
公司发展和提高市场份额上。
一些较大的医疗体系有更多的机会通过改进流程、提高质量来降低成本，
或者想方设法在服务中增加价值，这样市场的支付期望就会提高。不管医疗保健
市场有多么不健全，我们也不应该只是关注我们的所得有多么不公平，而是更应
当关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我们的成本。一项研究估算，一所医院 13% 的成
本源自“医院控制范围内无效的实践行为”；而其他的相关研究估算，结果则接
近 20%。

应对人力短缺
各大医院都普遍深受人员短缺之苦，尤其是缺少护士、药剂师和医疗技术
人员。在美国，2008 年护理人员岗位的空缺率平均达到 8.1%，预计到 2015 年
空缺职位将增长到 260 000 个。2010 年，有 34% 的医院报告药剂师岗位空缺。
各大医院常常被迫高价雇用临时代理机构或者“兼职”工作人员，这进一步降低
了利润。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位于伦敦的国家卫生服务基金会（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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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ervice，NHS）一年花费超过 10 亿英镑来雇用代理护士，而这一数字仍
在增长。如果找不到（或无法支付）代理护士，各大医院有时甚至不得不关闭病
房，缩减为所服务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减少可预期营业收入。
护理人员短缺会带来现有员工工作过度的情况，并影响护理质量、病患安
全和员工的工作士气。就员工、患者及质量之间的关系而言，有研究发现，过度
工作、疲劳或者员工压力大更有可能引起伤害患者的失误发生。人员不足的药
房、影像科和化验室出结果的速度可能会减慢，最终耽误治疗或者使患者处于危
险境地。由于不满员工或者辅助性部门的不合格服务，医生可能也会将患者引向
另一家有竞争关系的医院，因而加剧了医院面临的收入下降问题。

服务质量与患者满意度
不同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些与患者有关的
共性问题，即那些可避免的导致患者受伤或死亡的医疗过失。精益方法不是将注
意力仅仅放在患者接受服务的问题上，而是为我们提供改进医疗服务供应的工
具。我们检视并了解这些细节十分必要，包括如何提供医疗保健、提供安全的执
行程序以及高效高质的服务。精益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最佳的途径。
在美国，媒体通常会报道一些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故，而往往忽略存在于那
些服务流程中的质量问题。美国民众可能会更多地知道未参加保险的人数。即
使在《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和奥巴马医改的支持下，这一数字也达到了
4 100 万左右。很少有人知道每年大约有多少患者由于本可以避免的医疗失误而
亡（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数字，大约在 44 000 到 440 000 之间），又有多少
人因为本可避免的感染而亡（大约 100 000 人）。
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并不仅在美国引起关注。据加拿大卫生信息机构估算，
每年死于医疗过失的加拿大人多达 24 万人，这些过失包括手术过失、用药过失
以及住院感染，这一数字大致与美国的相当。统计人员粗略估计，每 9 个住院患
者中就会有 1 个在住院期间受到感染。在英国，皇家医学院估算医疗过失每年会
造成近 7 万例患者死亡。一位阅历丰富的英国医生曾声明每 300 人中就可能有 1
人死于本可避免的医院失误。美国也近乎是一样的比例。在 85 万医疗过失受害
者的案例中，据估计有多达 20 万会遭受终身或者中度伤害。国家卫生服务基金
会则估计这些过失半数都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针对美国的估算。其他国家也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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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同样的问题。
随着航空安全领域的进步和系统化，乘客普遍认为安全到达目的地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也应该期待取得类似进步，让患者认为他们
在医院不会受到伤害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就像使用检查表一样，医院正在向
商业航空行业学习安全与质量课程，例如，在医疗体系的管理中开始使用核对清
单和机组资源管理。一些患者会盲目地信赖医疗保健体系，认为自己每次都能获
得完美的医疗服务。其实，采用精益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更低成本的高质量服务
与在其他行业一样，许多人认为成本与质量两者天然地互相抵触，不可兼
得，更好的质量必定自动地造成成本的增加。患者和支付者也如此认为。确实，
某些改进治疗效果的方法可能会增加成本，如采用新技术、新疗法或者新药等。
然而，在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医院在改进医疗保健流程的方式和程序
的质量上仍有很多机会。通过避免医疗过失和改进质量，美国所有医院都有机会
大幅降低成本。比如，可避免的用药过失中恶性事件大约使医院每年耗资 40 亿
美元。这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机遇。
波尔顿医院（隶属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大卫·费灵汉姆
直截了当地说：“高质量服务成本更低。”波尔顿医院精益改进后的成效就说明
了这一点。经过改进，医院将外伤死亡率降低 36%，将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减少
33%。从泰德康医院的心脏记录中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死亡率从 4% 趋近于 0
（每年 11 人获救），住院期从 6.3 天减少至 4.9 天，费用也下降了 22%。这样显著
的成果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但许多医院的实例证明提高质量和医护的可及性，与
降低成本并不冲突。
精益教导我们应将提高质量看作削减成本的一种方式，一种比仅仅直接关
注成本更好的方法。伊利诺伊州坎卡基市瑞沃塞德医学中心首席财务官比尔·杜
格拉斯，在所任职医院的第一个精益项目开始时就总结道：“精益是一个有关质
量而并非削减成本的新方案。然而，其最终结果是，如果质量提高了，成本也会
降下来。只要去关心患者的医疗质量和安全，你就不会犯错。只要你做的所有事
情都是针对质量量身定制，成本问题就不会再让你劳神费心。”瑞沃塞德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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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实验室以前只注重成本，通过采取减员和其他传统方法来降低成本，但实验
室的服务质量并没有提高。通过精益的执行，着手于减少过失、改善流程，将向
患者提供检查结果的效率提高了 37% ～ 46%，并提高了实验室的生产效率。实
验室将把更多的服务致力于减少患者的住院期，该项目为瑞沃塞德减少了 200 万
美元的资金扩张。瑞沃塞德已经将精益管理模式应用到包括药房、住院护理处、
初级护理等部门。这些在第 12 章中将会详细讨论。

相互联系的利益关系
精益理论中许多的目标和收益都是相互联系的，正如图 1-1 所示，精益组织
将低成本和高利润看作将其他一切做好后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雇员参与度

患者满意度

前来就诊人数

成本、利润、
服务水平

安全、质量和
最终结果

图 1-1

不同目标与措施之间的联系

通过小的、连续的、渐进的改进提高雇员的参与度能够直接地或者间接地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安全性、患者的满意度，并且能降低成本。例如，提高雇员
的参与度能够降低主动离职率，这就使得在降低雇用和培训新雇员成本的基础上
提高了服务质量。服务质量的提升和患者满意度的提升都会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
就诊（这一信息是公开可用的）。如此一来就能提升底线。降低成本会让一个医
疗体系以更低的价格为患者提供服务，从而吸引更多患者前来就诊。例如，美国
的雇主已经开始引导他们的雇员前去低价但是服务更好的“优秀医疗中心”进行
就诊。
再次声明，精益理论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和改进服务，帮助解决与患者、雇
员、医生、支付者和医疗组织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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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成功范例：达拉斯儿童医学中心实验室
儿童医学中心，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精益理论在该医学中心取得的
成果阐释了利益相关的各方，包括患者、员工、医生以及医院是如何从精益理论
中受益的。2006 年 8 月，通过观看西雅图儿童医院的介绍，该化验室的领导团
队第一次接触到精益管理理论。早前，该化验室以彼得的开创性著作《第五项修
炼》为基础，学习了系统动力学并设立了“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目标。化验室运
行高级总监（2005 ～ 2011 年）吉姆·亚当斯表示，精益管理为将系统动力学应
用于实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应用精益管理模式之前，化验室运行情况良好的标志大概就是基准数据
不高于平均水平。比如，化验室进行化验统计，其中 90% 的化验结果都能在业
界认可的时间范围内得出，就被认为运行状况良好。2006 年 11 月，一个精益管
理方面的外聘顾问团队对化验室进行了初步评估，评估结果让亚当斯意识到该化
验室原来一直都是“表面繁荣”。虽然是由基准数据评估，但在实际布局和运行
过程中，化验室仍存在浪费现象。因此，化验室不再为超额完成基准工作而盲目
乐观，反而着眼于开发化验室潜能，以患者为中心，力争最优。早期的分析表
明，70% ～ 94% 的周转时间都浪费在化验样本的闲置和等待上，然而随着医疗
专家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在后期被反复提及。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化验
样本的闲置时间，提高效率就成了一项新的挑战。尽管基准数据表明无须提高，
但化验室在很多方面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可以减少 50% 及以上的周转
时间，向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根据准确及时的化验报告规范医生和科室的诊
疗结构及运行。
作者领导的正式精益项目开始于 2007 年 3 月。大多数医院的精益项目通常
为期一周（详见本书第 12 章），而此次关于“精益改革”的项目，周期长达 12
周，研究重点是端对端临床化验。该团队由来自不同部门的 4 名医学专家和 2 位
实验室助手组成。他们的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和重新设计活动，深入学习精益准
则，分析当前状态，从全局出发，和其他团队合作完成化验室布局配置和化验流
程两方面的精益模式转型。
在项目初期，化验室的领导团队同顾客讨论后发现，急诊科认为一些特定
的化验对于及时诊断和改善病患人流十分关键。然而事实上，有时实验室认为不
紧急的化验，急诊科却不这么认为。因此，对于化验室来说，改善与检测结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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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这是以客户和患者为中心的精益管理方
法的重要部分。随着对顾客理解的深入，化验室成功与否不再由化验室决定而是
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
项目团队学习和利用第 4 章概述的方法，从化验样本的采集到得出化验报
告，全程记录了化验工作的流程。大多数医院化验工作的进行在不同科室间扮演
的角色不同。该团队致力于改善整体的化验流程而不是严格根据各科室的规定，
优化各科室自身的工作结果。虽然该项目提出了周期更长的方案，旨在全部重新
设计和建造化验室布局，包括首席病理学家贝弗利·罗杰斯博士在内的化验室领
导团队，却认为精益管理模式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长期项目，更确切地说，它很
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管理系统和生活方式。因此，化验室放弃了大规模的重新规划
设计，而是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进行改善提高。
化验室通过一些细小的和增量的改变来提高化验样本的流通性。比如，血
液气体分析仪经常用于时效性强的化验，把它移到距化验站更近的地点，就可以
将平均周转时间从 20 分钟减少至 5 分钟。此外，这个流程的“前端”，即接收、
标记，以及准备化验样本的非临床区域也被改装了。按照原先的设计，两个单独
的工作区相距 25 英尺 不利于批量处理且会延误化验时间。将单独的工作区域
一

改装为 4 个相同的独立区域，就可以有效避免化验样本的转移和搁置，从而为化
学和血液化验减少了 43% 的周转时间。
经过细致的观察并对化验过程进行录像，项目团队帮助化验室确定了耗损
所在（详见第 3 章），并且立即采取对策减少化验室无意义活动。化验室采取了
包括 5S 和看板管理（详见第 6 章）在内的基本方法，确保供给和化验试剂放置
正确，数量合理，取用方便，以节约业务熟练的化验员浪费在寻找和收集设备
上的时间。在看板管理系统实施的第一年，实验室就节约了 80 000 美元的费用。
由于职工生产率的提高、浪费的减少以及采取“标准化作业”（详见第 5 章），在
没有任何裁员的情况下，实验室减少支出 147 000 美元。
亚当斯和罗杰斯博士继续向精益文化转变，教授所有员工精益准则，使他
们参与到改进工作中，并针对类似《丰田模式》（The Toyota Way）的图书进行小
组讨论。尽管大量管理实践中倾向于事故后追究个人责任，但精益文化则更关注
流程和系统（详见第 11 章）。比如，利用日常的 10 分钟“例会”回顾绩效评估，
一

1 英尺 = 0.304 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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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员工说出优化工作流程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记录在简易的公告板上。和传
统的建议箱相比，这种方法更为直观，互动性也更强。新想法一旦被执行，不管
多么细微，都要以文件的形式告知，并将这一改变登在“持续改善光荣墙”上，
以激励更多或者更持续的改善（详见第 11 章）。
在医院首席执行官，医学博士帕特里夏·加保（Patricia Gabow）的倡导
下，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医院首次采用了精益方法和持续改善的理念来进
行改革。新一任首席执行官阿特·冈萨勒斯（Art Gonzalez）同样继承了这一
方法进行医院治理。冈萨勒斯说道：“从根本上来说，有了精益理论，我们
才能将科学的管理方法应用到实践过程的改进中。这也就是说，我们从小的
方面一点点改进，最终这些修修补补加总成为巨大的改变。”精益系统改进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伊丽莎白·费恩盖多（Elizabeth Fingado）说我们着重关注
的是医院成本高于报销率的方面。她解释说：“我们正在教每一个部门如何
尽可能地提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年首选缩减 2% 的成本，我们就会让
各个部门各自采取自己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为他们提供所需工具，
教他们在各自领域如何寻找解决方法。然后他们就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应用
精益理论。如果我们能在整个医院范围内广泛实施这一方法，各个部门就都
能做到缩减成本。”
各个领域的负责人现在每天都要开会了解一下医院患者的普遍情况，以及
其他各个关键领域的问题，例如职员层面。临床与服务支持部门副主席肯尼·卡
尔（Kenny Carr）说这样的会议“让精益组织的各个部门都联系了起来，大家也
已经对这件事情习以为常了”。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会到其他部门去参观。急诊部
门、手术室和药剂室都已经开始接受并运用这样的例会制度和可视化板。
亚当在回忆他们的经历时这样说道：“在医院的检验员中大家已经形成了一
种认识，实验室要了解并且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护士和医生在与实验员的来往
中已经达成了一种互相更为尊重、共同协作的氛围。同时，我们成员服务患者的
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
在检验科不断实践精益理论的管理模式时，领导和组内成员也在向实验室
的其他部门推广这种方法，例如微生物学实验室、血库、解剖病理学等。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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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还研发了一个新的过程布局，从而提高了连续几步的协同定位能力。这大大
提高了周转速度，减少了周转时间。解剖病理学实验室经理艾尔玛·卡尔提娜斯
（Elma Cortinas）说，“原来是没有流动”，但是自从有了新的布局，胃肠样本的
周转时间大大缩短了。
这种文化转型最大的优点反映在有关职员参与度的调查结果上。如果将实
施精益理论之前的结果与实施 12 个月以后的结果相比，我们就能得到表 1-1 的
结果：在关键问题上各项分数均有提高（评分为 1 ～ 5 分，5 个分数档，5 分为
满分）。有关参与度的每个问题的分数都有提高，这反映了精益理论的卓越之处。
表 1-1

达拉斯儿童医学中心员工调查分数
（评分为 1 ～ 5 分，5 个分数档，5 分为满分）
精益之前

精益之后

我每天都有机会做我最擅长的事情

3.11

3.92

提出改进建议时我感到很轻松

2.84

3.48

我在工作时有安全感

2.23

3.42

工作压力是可控的

2.43

3.23

我对化验室的工作环境很满意

2.51

3.43

我会向别人推荐自己的工作区

2.38

3.46

平均分

2.96

3.69

另一个能够表现这种意义深刻的变化的标志是，经过过去几年不断推行精
益理论的治理方式，两位实验室团队负责人接受了监管员一职。他们两人都十分
重视这一职位，因为实验室领导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完美地从一位
直接“上司”“警察”变成了一名教练、一名老师。他们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推
行以患者为中心的改变，从而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亚当说道，“这两位都
已经完美地适应了作为精益理论文化实行的监管员。”
目前，即使已经完成了主要的改革，实验室仍然将精益理论作为一种重要
的医院文化和帮助医院持续改进的重中之重。永远都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进步。在计划了等待了这么多年以后，新型的检验科“核心实
验室”的布局终于在 2010 年后半期推行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该检验科实践精益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同时，精益管理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也
被介绍到微生物学、血库和解剖病理学等化验科的其他部门。随后，借鉴化验室
的经验，影像诊断室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回顾自己的经历，亚当斯说道：“化验
室员工越来越把工作重点放在理解和满足顾客及患者的特殊需求上，并且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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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增进和医护人员的合作，彼此尊重，共同致力于满足病患所需。”表 1-1
为达拉斯儿童医学中心员工参与的调查结果，通过对实行精益管理前后数据的比
较，精益文化转型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在表 1-1 中，关键问题得分明显提高，
突出了精益环境下质量的提高和诸多益处。
作为文化转型额外收获，化验室精益团队的两个成员在前些年反复拒绝升
职之后，终于接受了高管的职位。他们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实验室领导层重新定义
了高管，这个职位不再是发号施令的“老板”，而是作为教练或老师，和团队队
员一同致力于以患者为中心的改善并创造出更好的工作环境。亚当斯评论道：
“他
们二人在高管职位上都取得了成功，有效地贯彻了精益文化。”
当主要重建工作完成后，化验室仍将精益管理模式视为自身的文化以及优
化服务道路上的关键。事实上，该项目并没有“完成”，因为优化永无止境。经
过数年的计划和等待后，这种心态和文化正在改变，其中包括核心化验室的化验
员于 2010 年年末提出了调整和翻新布局的想法。传统文化可能并不寻求输入，
把一些优秀的东西都留给那些新的设计。相反，儿童医学中心化验室让所有工作
人员基于数据和第一手的经验对标准化的工作和布局进行尝试或做出变革。
当化验室领导层对头四年的精益管理模式进行反思时，将学习到的经验总
结为：
● 对于精益原则及方法的教育和培训要连贯而持续，尤其是对成功应用在
传统营运中并取得高营业额的原则及方法更应如此。
● 全体员工要了解核心措施（例如周转时间）是如何来满足患者需求的。这
些措施是以提高护理质量为目的，而不仅仅是追求数量的增长。
● 不要认为像 5S 这样的管理方法和标准化工作就意味着控制的增强，管理
者通过不断提高标准来提高员工工作的参与度。
● 该儿童医学中心被主流行业刊物评为“2009 年度医学化验室”，它代表了
一种文化转型和永不止步的持续学习意愿，因此，它在将来仍有望获此
殊荣。

从部门到医院和整个组织系统的成功
精益管理的方法不仅仅能对单独的科室产生影响，它也能够成为医院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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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日常运行方式的一部分。比如，泰德康医疗集团、弗吉尼亚梅森医学中
心、西雅图儿童医院，以及丹佛健康中心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
艾维拉·麦肯南医院和大学保健中心的早期精益项目开展于 2004 年，最终
形成了整个医院的日常管理体系和改进方法（详见第 11 章）。
艾维拉·麦肯南医院将精益理论传授给所有科室的员工，并且“提升服务，
优化流程”项目已经成为医院发展战略及未来前景的基石。他们的目标不是小打
小闹，正如他们所说：“通过追求服务和工作流程的尽善尽美，艾维拉·麦肯南
医院将带领国家步入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保健新纪元。”
这份领导气魄和改革热情最初来自艾维拉·麦肯南医院前院长，现任执行
总裁弗莱德·斯朗纳卡（Fred Slunecka）以及他领导的全体员工。对斯朗纳卡
来说，简化流程、消除冗余是“道德的需要”，因为“简单来讲，医疗保健的
30% ～ 40% 完全都是多余的”。改革的动力来自医院成本增长率超过政府补贴
增长率，即政府补贴每年增加 2% ～ 3%，但医院成本却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
斯朗纳卡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得更好。”甚至谈到经济动机时，医院仍
以患者为改革的中心。优化流程项目主管凯西·玛斯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
流的服务——医护质量和效率，打造无缝化患者体验。”斯朗纳卡说：“精益管理
模式是一步一步地检验患者护理流程，并且以患者为中心进行重新设计以消除浪
费。员工们都是在最基层参与到解决措施中来的。”
精益医院的发展前景在于：在战略上，重新设计向患者提供医护的实体空
间和流程，同时动员医护专家和领导全员参与到持续改良之中。

结论
医院及其运作流程中虽然充满了冗余和低效率，但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结于
细致贴心、兢兢业业、医术高明的医护人员。医院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
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可持续地提高质量、改进流程。现在，丰田和各家医院同行
都已踏上追寻精益的道路，如果我们不主动学习借鉴并形成自己的改革模式，就
会被发展的潮流所抛弃。
精益理论可以简单表述为不断工作。首先，精益管理注重的是工作方法以
及如何对其进行改进。它以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为目标，鼓励我们遇到问题应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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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掩盖或者视而不见。
从另一个层面讲，实践证明，采用精益方法可以行之有效地避免延迟，提
高员工满意度，与此同时，提高医疗安全性和医疗质量，降低医疗成本。精益管
理为医院创造了发展机会，增加了收入并节省了资金成本。总之，精益理论的应
用使参与其中的各方均从中受益。理解精益的各项原则只是变革的第一步，真正
的挑战在于需要有魄力的领导层领导变革，贯彻执行精益战略，改变医院提供服
务的方式。
许多医院已经成功运用了精益管理方法，而实践证明该方法的实施并不是
纸上谈兵。精益管理模式可以改善医院管理现状、提高医护质量，但也需要远
见、领导力和持之以恒的改进。事实上，精益管理模式在医院取得的成功已经传
播到全世界。正如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所写：“未来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了，
只是普及的区域不均匀。”

精益课堂
● 精益的管理方法虽起源于工厂，但已经在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许多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 提高质量是节省成本的一种方法。
● 生产率提高及成本削减可以通过裁员以外的方式实现。
● 精益管理模式关注于病患安全、医护质量和优化服务，并非单单注重效
率、成本和生产率。
● 精益优化的关键是优化系统而不是仅仅更加努力工作。
● 改进系统，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是精益改进的关键。
● 从小事做起，才能引起质变。
● 医院不能仅仅效仿同行，更需要学习精益思想并据此自我完善。

思考要点和小组讨论
● 不断增加的医疗成本是否影响到了你所在医院的服务质量？
● 怎样才能做到改善质量和削减成本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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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员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的？
● 你们科室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对于你们医院呢？
● 为什么医院都会形成典型的科室小团体？
● 在你所在的科室或你所经历的医疗工作中，是否存在没有竭尽所能全心
全意关注患者的情况？
● 为什么之前的其他改进理念没有成功？怎样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 领导者的时间在诸如日常工作处理、应急及解决问题等工作上是如何分
配的？
● 怎样才能围绕医院的使命、目的和人员进行精益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