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1

TLIS指標名稱 檢驗申請辨識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因檢驗申請簽收辨識錯誤，而導致未依照醫囑執

行的情形，以避免重新操作而造成報告延遲或使用者的抱

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筆數：   

  每月 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驗申請單辨

識錯誤件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利

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而產生的檢

驗單筆數（分子）。 

B=每月檢驗單總筆數： 

  每月 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簽收檢驗單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將無法

統計與分析。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筆數。 

分子包括 
因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導致檢驗項目執行錯誤、把急件/

一般件申請辨識錯誤的案件筆數。 

分子不包括 醫囑變更之申請單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統計實驗室所簽收檢驗申請單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驗單總筆數，應計

算至原始單號。 

分母不包括 當有合併檢驗申請單時，合併單號不列入計算。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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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2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辨識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辨識錯誤的案件，展現檢驗前對受檢者、檢體核對

的嚴謹度，避免不正確的檢驗報告產生，確保提供醫師正確

的檢驗結果，以提升病人安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辨識錯誤筆數： 

  每月 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辨識錯誤

錯誤件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利用

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體辨識錯誤而產生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 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將無

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辨識錯誤筆數無

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檢體辨識錯誤筆數。 

分子包括 

檢體所標示的基本資料錯誤、不符或不完整的筆數；拿錯

檢體導致操作錯誤或分裝錯誤的筆數，均歸屬在辨識錯誤

的範圍。 

分子不包括 檢體無標示或標示不明。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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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3 

TLIS指標名稱 檢體未標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未標示的情況，展現檢驗前對檢體核對的嚴謹度，

避免檢體未標示的發生而致檢驗錯誤，確保提供醫師正確

的檢驗結果，以提升病人安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未標示檢體筆數： 

  每月 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未標示件

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利用此紀錄

每月計算因檢體未標示而產生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 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將無

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未標示檢體筆數無法

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自行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未標示筆數。 

分子包括 所有因檢體未標示或標示不明的筆數。 

分子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之檢體未標示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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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4 

TLIS指標名稱 檢體種類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當的情況，展現檢驗前段

檢體種類正確性的允收能力，以降低錯誤的檢體種類致不正

確的檢驗報告產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當筆數：  

  每月 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種類錯誤

或不適當件數並紀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

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當而

產生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 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

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

當筆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自行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

當筆數。 

分子包括 
檢驗申請單或資訊系統中顯示的檢體類別與實際送檢的檢

體不一致，或不適當的檢體種類筆數，均屬之。 

分子不包括 多採檢體、檢驗申請單與資訊系統資料不符的件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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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5 

TLIS指標名稱 採檢容器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採檢容器錯誤的情況，展現檢驗前段檢體之採檢

容器正確性的能力，以避免採檢容器錯誤致不正確的檢驗報

告產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採檢容器錯誤筆數：  

  每月 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採檢容器錯誤

件數並紀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利用

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採檢容器錯誤而產生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 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

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採檢容器錯誤筆數無

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自行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採檢容器錯誤筆數。 

分子包括 
用錯採檢容器、使用不恰當的容器、檢驗前發現試管蓋子

蓋錯的筆數，均屬之。 

分子不包括 檢驗單之檢體類別與檢體不符。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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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6 

TLIS指標名稱 檢體量不足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的情況，以改善因不良不當檢體所造成

實驗室檢驗報告之正確性，包括因重採檢體造成成本之浪費

與影響檢驗時效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量不足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

份實驗室檢體量不足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

份實驗室收到的檢體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只統計由醫院相關醫護人員所採集之檢體筆數，例如：

病人自抽所送達的檢體量不足，無關醫院醫護人員之責

任。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量不足筆數無法

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自行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量不足筆數。 

分子包括 
採集之檢體量不足以可供操作的最低檢體量，而被實驗室

退件或要求重送之檢體筆數。 

分子不包括 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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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7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的情況，以改善因不良不當檢體而影

響檢驗報告之正確性、造成成本之浪費與影響檢驗時效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檢體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   

  份實驗室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含抗凝劑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

份實驗室收到的每月含抗凝劑檢體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只統計由醫院相關醫護人員所採集之檢體筆數，例如：病

人自抽所送達的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之檢體，無關

醫院醫護人員之責任。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自行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

不正確的檢體數。（本指標僅監控 ESR、PT、PTT等三

項） 

分子包括 

採檢之檢體其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而被實驗室退件

或要求重送之檢體筆數。例如：ESR、PT、PTT檢驗其檢

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未達到正確量等所有影響檢驗

報告正確性的檢體。 

分子不包括 
不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正確的檢體數，當 ESR所

採用的檢驗方法不受抗凝劑影響，則應予以排除。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 ESR、PT、PTT等三項有抗凝劑比例要求的檢體總

筆數。 

分母包括 ESR、PT、PTT等三項有抗凝劑比例要求的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不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正確的檢體數，當 ESR所

採用的檢驗方法不受抗凝劑影響，則應予以排除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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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8 

TLIS指標名稱 實驗室未收到檢體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未收到檢體的情況，展現檢體輸送正確性的能

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作業疏失，避免影響檢驗報告正

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實驗室未收到檢體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未收到的檢體

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檢

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如：

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未收到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未收到的檢體包含有檢驗單沒有檢體、有檢體容器卻沒有

裝檢體或 LIS電腦系統呈現送檢狀態但未收到檢體…等所

有造成實驗室無檢體可供操作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送錯單位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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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9 

TLIS指標名稱 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情況，展現檢體妥善保

存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保存作業疏失，避免影響檢驗報

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檢體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未被妥善保存的檢

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檢

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如：

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比率。 

分子包括 

未被妥善保存的檢體包含：生化或 fresh cytology 檢體分

析前在室溫被放置過夜，檢體未被及時離心處理等所有影

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檢體。 

分子不包括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檢體。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 9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0 

TLIS指標名稱 輸送過程檢體毀損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毀損的情況，展現輸送過程檢體保全的

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過程作業疏失導致檢體毀損的發

生率，避免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過程毀損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毀損的

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檢

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如：

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輸送過程毀損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輸送過程檢體毀損包含潑灑、打翻、外漏、破損…等所有

造成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採檢單位或實驗室內毀損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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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1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輸送溫度不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輸送溫度不當的情況，展現檢體輸送溫度正確性

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溫度作業疏失，避免影響檢

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溫度不當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輸送溫

度不當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檢

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如：

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輸送溫度不當檢體數。 

分子包括 

檢體輸送溫度不當包含需冰浴沒有冰浴或冰已溶化、應 37

℃水浴卻已涼了、或將不應冰浴檢體與冰浴檢體放在一起

輸送.…等所有造成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採檢單位或實驗室內保存溫度不當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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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2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輸送時間過長的情況，展現檢體即時輸送的能

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延遲的作業疏失，避免影響檢驗

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時間過長筆數： 

  每月第 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輸送時

間過長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檢

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如：

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輸送時間過長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包含採檢單位延遲送出、輸送人員延遲

送達的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未收到的檢體。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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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3 

TLIS指標名稱 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受污染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生化與血液學檢體受到污染而退件的情況，藉由此數

據提醒採檢單位，以降低採檢作業疏失，避免檢體受污染

影響檢驗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受汙染退件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生化類與血液學類的檢體退件

報表，各自以人工搜尋退件條件為[檢體受污染]的筆

數，再將二類筆數相加（分子）。 

B=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生化類與血液學類的工作量報

表，將二類的工作筆數(報告筆數)相加（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發現或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污染退件筆數無法納入

監控。 

2. 未經由 LIS發出報告者無法計算，如匿名篩檢等之書面

報告。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登錄因檢體受污染而退件的生化與血液學筆

數。 

分子包括 

由檢驗結果所發現受污染的生化或血液學檢體，包括遭點

滴輸注液、EDTA、Heparin抗凝劑污染等，所有造成報告

干擾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污染退件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生化與血液學檢體總

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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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4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當培養結果為
污染時，容易造成臨床診斷困擾。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
醒採檢單位，以降低採檢疏失。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血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
血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病人僅送驗單套血液培養檢體，當結果為污染菌時，僅能

納入計算，無法排除污染。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受污染血瓶套數」定義的報告。 
「血瓶套數」定義： 
同一次抽取的需氧與厭氧血瓶視為一套；若一次僅抽取一
瓶血瓶者（可為需氧血瓶或厭氧血瓶或小兒血瓶）也視為
一套。 
「受污染血瓶套數」定義： 
同一病人在 24小時內連續送檢的血瓶套數中，僅有一套
血瓶（包括同一套中僅有一瓶生長或兩瓶皆生長）分離出
下列細菌者，視為受污染血瓶（下述污染菌定義依據 CLSI 
M47-A）： 
Bacillus spp., Corynebacterium spp., Propionibacterium 
spp.,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Aerococcus 
spp., Micrococcus spp.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 LIS發血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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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5 

TLIS指標名稱 尿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尿液檢體培養是提供泌尿道感染最直接的證據，但如果檢體
品質不良，則其報告可能不具參考意義。故定期監控此數
據，提醒送檢單位應於病人採檢前給予適當衛教，以降低污
染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尿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
尿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尿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單次導尿、小孩導尿、恥骨上穿刺腎臟尿、腎臟造廔管尿

因有長就會提供報告因此不會有發疑似汙染報告。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尿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尿液檢體受污染」定義的報告。 

「尿液培養汙染」定義： 

生長≧3種菌株以上且無主要量多的泌尿道致病菌 

說明(參考 Clinical Microbiology Procedures Handbook ):  

1. ≧3種的泌 尿 道 致 病 菌，定量均≧100,000  

CFU/mL者或無主要量多的泌尿道致病菌時 

2. 主要量多：≧100,000  CFU/mL 

3. 泌尿道致病菌：GNB, Staphylococcus, Yeast, 

beta-streptococcus, Enterococcus spp., G. vaginalis, 

Aerococcus urinae, Corynetobacterium ( urease 

positive)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尿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 LIS發尿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 15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6 

TLIS指標名稱 痰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痰液檢體培養是多數醫師用來診斷下呼吸道感染的工具之
一，但如果檢體品質不良，則其報告可能不具參考意義。故
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送檢單位應於病人採檢前給予適當衛
教，以降低污染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痰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
痰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痰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此檢體品質評估規則不適合 neutropenia 和 
immunocompromised 病人。(實驗室視污染定義決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痰液檢體受污染」定義的報告。 

「痰液培養檢體污染」定義： 
每個痰液培養檢體需以 Gram stain 進行檢體品質評估： 
當抹片評估為不合格則納入檢體污筆數。(以下為某實驗室
與感染科醫師討論共識) 

EP( /LPF) Neutrophils 

( /LPF) 

Intracellular 

cell 

操作法 

< 25 > 25 (+)或(-) 此檢體接受  

< 25 < 25 (-) 此檢體不合

格  

< 25 < 25 (+) 此檢體接受  

> 25 < 25 (+)或(-) 此檢體不合

格  

> 25 > 25 (-) 此檢體不合

格  

> 25 > 25 (+) 此檢體接受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 LIS發痰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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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7 

TLIS指標名稱 生化檢體溶血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生化檢體溶血退件的情況，展現審核檢體狀態品質的

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前作業疏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

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生化檢體因溶血退件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生化檢體溶血退件檢體數（分

子）。 

B=每月生化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生化檢體總

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生化溶血退件檢體數。 

分子包括 生化檢體溶血價數不符合收件標準而退件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不包含因病人因素所造成的溶血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生化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有登錄之生化送檢的檢體。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生化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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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8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的情況，展現審核檢體狀態品質

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

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而退件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檢體數 

（分子）。 

B=每月血液學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血液學檢體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發現檢體凝固或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退件之檢體數。 

分子包括 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而退件之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未發現或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的血液學檢體凝固件

數無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血液學檢驗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有登錄之血液學檢驗(含所有

使用抗凝固劑)送檢的檢體。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血液學檢驗檢體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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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9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門診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門診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現檢

驗前正確採檢及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

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

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分

子）。 

B=每月門診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門診採檢 

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行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門診病人重採筆數

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採檢問題與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門診重

新採檢病人數(含採檢容器錯誤、採檢量不正確、檢體運送

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失、離心條件錯誤、打翻

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 非實驗室因素導致病人重新採檢不納入計算。 

2.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住院病人數無

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實驗室門診採檢總病人數。 

分母包括 門診採檢總病人數。 

分母不包括 
不包含團體健檢或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門診病人

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 19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0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急診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急診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現檢

驗前正確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

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分

子）。 

B=每月急診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急診採檢

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行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急診病人重採筆數

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重新採檢急診病人

數(含 檢體運送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失、離心

條件錯誤、打翻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 不包含採檢問題導致之重新採檢。 

2.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急診病人數無

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急診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急診病人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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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1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住院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住院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現檢

驗前正確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

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分

子）。 

B=每月住院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 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住院採檢 

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行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住院病人重採筆數

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重新採檢住院病人

數(含 檢體運送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失、離心

條件錯誤、打翻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不包含採檢問題導致之重新採檢。  

2.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住院病人數無法

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住院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住院病人數。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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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2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但當檢體品質不

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擾，且可能失去最佳採檢時

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採檢單位與採檢、傳送檢體等

相關條件，以降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退件之血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筆

數（分子）。 

B=每月所有血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人資

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件；檢體量

不足(成人血瓶未達 5mL)、容器錯誤(已用抗生素治療病人

使用一般血瓶)、冷藏或冷凍檢體等血液培養特定退件條

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 LIS發血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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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3 

TLIS指標名稱 尿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尿液檢體培養是提供泌尿道感染最直接的證據，但當檢體品

質不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擾，且可能失去最佳採檢

時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採檢單位與採檢、傳送、暫

存檢體等相關條件，以降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退件之尿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筆

數（分子）。 

B=每月所有尿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人資

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件；未標示

採檢時間、距離採檢時間大於 2小時且未冷藏保存、24小

時尿液、距離採檢時間大於24小時、48小時內重複送檢(同

採檢方式)、容器錯誤(未使用無菌容器)、導尿管檢體、尿

袋檢體、冷凍檢體、外漏檢體等尿液培養特定退件條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尿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 LIS發尿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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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4 

TLIS指標名稱 痰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痰液檢體培養是多數醫師用來診斷下呼吸道感染的工具之

一，但當檢體品質不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擾，且可

能失去最佳採檢時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採檢單位與

採檢、傳送、暫存檢體等相關條件，以降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行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退件之痰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筆

數（分子）。 

B=每月所有痰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 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人資

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件；未標示

採檢時間、距離採檢時間大於 2小時且未冷藏保存、距離

採檢時間大於 24小時、48小時內重複送檢、容器錯誤(未

使用無菌容器)、口水樣檢體、外漏檢體等痰液培養特定退

件條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 LIS發痰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行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行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行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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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5 

TLIS 指標名稱 內部品管 CV 值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該項檢驗的報告品質及選擇品管策略的執行成效，以達

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如臨床要求、法規要求、認證的要

求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年內部品管 CV 值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數 

  內部品管CV值(該年度內部品管所算出量測不確定度)年度

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數（分子）。 

B=每年已知監控 CV 值之總檢驗項目數： 

   已設定監控 CV 值的總檢驗項目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排除定性及半定量項目，因其內部品管非量化數據，故指標

無法有效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內部品管表現不佳的項目數。 

分子包括 
監控的項目: Glucose, Creatinine, Potassium, CRP, 

Troponin, TSH, CEA, PT(INR), Hb)。 

分子不包括 定性及半定量項目，意指不具 CV 值統計之內部品管項目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內部品管已知監控 CV 值之總檢驗項目數。 

分母包括 
監控的項目: Glucose, Creatinine, Potassium, CRP, 

Troponin, TSH, CEA, PT(INR), Hb。 

分母不包括 定性及半定量項目，意指不具 CV 值統計之內部品管項目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年。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年。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 25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6 

TLIS 指標名稱 沒有能力試驗之檢驗項目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外部能力試驗是利用與同儕團體、參考標準或參考實驗室間比對

來評估個別實驗室的分析能力及檢驗結果品質的外部驗證工

具，也作為自我診斷監測工具。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年沒有能力試驗監控之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每年 2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項目未參加外部能力

試驗（PT）之檢驗項目數。 

B=每年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每年 2 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項目未參加外部能力試驗（PT）之檢驗項

目數。項目說明如下: 

1. 過敏原視為一個操作項目。 

2. 微生物分項：細菌染色、黴菌染色、抗酸菌染色、Indian lnk、

細菌培養、黴菌培養、抗酸菌培養、病毒培養、細菌藥物敏

感性試驗、黴菌藥物敏感性試驗、抗酸菌藥物敏感性試驗等

各算一項。 

3. 個別操作微生物分子檢驗(含病毒)各算一項。 

分子包括 同上。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 eGFR 及 A/G 等不採計。 

3.參與能力試驗之報告中不評估的項目。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 。項目說明如分子。 

分母包括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分母不包括 同分子不包括。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年。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年。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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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7 
TLIS 指標名稱 能力試驗結果不可接受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分析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果，可作為實驗室問題發生、工

作人員的教育訓練和監測內部流程的工具。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年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

數： 

  每年2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

可接受之總測試件數（分子）。 

B=每年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試件數： 

  每年2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

試件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去年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其測試件結果為不可

接受之件數加總。 

分子包括 
每年歷次所有檢驗項目中只要有測試件不可接受便列

入，並非該檢驗項目之總評為不可接受才列入。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 eGFR 及 A/G 等不採計。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去年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包括 去年參與能力試驗的所有檢驗項目測試總件數之加總。 

分母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 eGFR 及 A/G 等不採計。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年。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年。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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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8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TLIS 指標名稱 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分析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

果，可作為實驗室對該項目檢討改善措施有效性之監控機制以及

是否發掘造成再發生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果之真正原因。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年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

數： 

  每年2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

受項目是否為前年已檢討過之不可接受項目的總測試件數

（分子）。 

B=每年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數： 

  每年2月統計去年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

受之總測試件數 （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前年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於去年再發生不可接受

之件數加總。 

分子包括 
前年有不可接受件數的檢驗項目中，去年再度發生不可接

受之測試件加總。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 eGFR 及 A/G 等不採計。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前年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為不可接受的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包括 前年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為不可接受的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 eGFR 及 A/G 等不採計。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年。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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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9 

TLIS 指標名稱 實驗室發出錯誤報告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釋出錯誤檢驗報告的情況，展現報告正確性的能

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用不正確的檢驗

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實驗室所發出錯誤報告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

報表（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利用此報表自動計算

每月檢驗報告更改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 3 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報告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

檢驗單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 HIS 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為每月發出錯誤檢驗報告而更改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錯誤報告包含原始檢驗結果錯誤(含儀器分析錯誤與人為

結果判讀錯誤之不準確檢驗結果)、人工 Key in 登入錯誤、

儀器及電腦連線傳輸錯誤、檢驗結果單位或解釋性備註錯

誤及參考值錯誤…等所有造成的錯誤檢驗報告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及團體健檢等須於 HIS 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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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0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TLIS 指標名稱 人工報告登錄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因人工登錄釋出錯誤檢驗報告的情況，展現報告

正確性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用不

正確的檢驗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人工登錄報告錯誤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

報表（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經醫檢師判斷為人工

登錄報告錯誤件數並紀錄於【檢驗報告更改原因分析紀

錄表】，利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人工登錄錯誤而更改報告

的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 3 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

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

檢驗單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 HIS 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因人工登錄發出錯誤報告而更改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所有因人工登入錯誤所造成的錯誤報告筆數。 

分子不包括 不包含因儀器、電腦連線傳輸錯誤所造成的錯誤報告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及團體健檢等須於 HIS 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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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1 
TLIS 指標名稱 不準確的結果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釋出錯誤檢驗結果的情況，展現報告正確性的能力，

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用不正確的檢驗報告導致

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不準確的結果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報表

（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經醫檢師判斷為原始檢驗結果

錯誤，並紀錄於【檢驗報告更改原因分析紀錄表】，利用此紀

錄計算每月更改檢驗結果的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 3 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檢驗

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檢驗單

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 HIS 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所發出不準確的檢驗結果而更改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原始檢驗結果錯誤包含儀器分析錯誤與人為結果判讀錯誤之不

準確檢驗結果等。修改檢驗結果報告係指為異動報告中檢驗結

果（results）欄位；而修改檢驗報告包括異動檢驗結果（results）

欄位、單位、參考值、解釋性備註…等。 

分子不包括 
錯誤檢驗結果不包含檢驗單位、參考值或解釋性備註錯誤所造

成的報告修改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及團體健檢等須於 HIS 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 31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2 
TLIS 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初步報告發布平均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越早取得初步培養報

告，將有助於臨床初步診斷與抗生素的選用。故定期監控此數據，

當有異常表現時，可以從工作流程找出延遲原因，避免延遲抗生

素的選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單位：小時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臨床實驗室收件至初步報告時間總

和： 

  每月由 LIS 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將每一筆

初步報告時間減掉收件時間，加總後以小時為單位（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數： 

  每月由 LIS 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中的陽性檢

體總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當初步報告有修正時，系統以第二次發出之報告時間進行統

計。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臨床實驗室收件至初步報告時間總和。 

臨床實驗室=檢驗部門 

分子包括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發出初步報告時間距離收件時間差距的總

和，以小時計算。 

分子不包括 初步報告修正前報告時間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陽性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 LIS 發血液培養陽性報告之檢體數。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小時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 32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3 

TLIS 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最終報告發布平均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越早取得報告，

將有助於臨床診斷與抗生素的選用。故定期監控此數據，當

有異常表現時，可以從工作流程找出延遲原因，避免延遲抗

生素的選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單位：小時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臨床實驗室收件至最終報告

時間總和： 

  每月由 LIS 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將每一筆

最終陽性報告時間減掉實驗室收件時間，加總後以小時為單

位（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數： 

  每月由 LIS 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中的陽性檢

體總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臨床實驗室收件至最終報告時間總

和。臨床實驗室=檢驗部門 

分子包括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發出最終報告時間距離收件時間差距的

總和，以小時計算。 

分子不包括 NA.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血液培養陽性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 LIS 發血液培養陽性報告之檢體數。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小時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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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4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 INR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 INR 在第 90 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間，降

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 90%的報告確實能及時提供

醫師用藥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急診 INR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 B-A 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 90 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急診 INR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後確認發出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 INR 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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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5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 WBC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 WBC 在第 90 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間，降

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 90%的報告確實能及時提供

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急診 WBC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 B-A 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 90 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急診 WBC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 WBC 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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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6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 Potassium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 Potassium 在第 90 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

間，降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 90%的報告確實能及

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急診Potassium之第 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 B-A 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 90 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急診 Potassium 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後確認發出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 Potassium 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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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7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 Troponin I 或 T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 Troponin I 或 T 在第 90 百分位數的報告完

成時間，降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 90%的報告確實

能及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急診 Troponin I 或 T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

(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 B-A 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 90 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急診 Troponin I 或 T 之第 90 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 Troponin I 或 T 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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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8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醫療對 Troponin I 或 T 時效之要求，以符合預定

時限及配合急診醫療之要求，展現實驗室在急診醫療檢驗品

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 Troponin I 或 T 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急診來源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完成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逾時：超過訂定的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包括 
每月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完成超出預定時限筆

數。 

分子不包括 
門、住診所有項目及急診除 Troponin I 或 T 之外的檢驗報

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急診 Troponin I 或 T 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每月急診 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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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9 
TLIS 指標名稱 門診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門診醫療之要

求，展現實驗室在門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

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門診急件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從病人抽血或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包括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急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急、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 39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0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急診醫療之要求，

展現實驗室在急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

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急診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報告總筆數

（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從臨床實驗室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包括 含急診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門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急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急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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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1 

TLIS 指標名稱 住院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門診醫療之要

求，展現實驗室在門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

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門診急件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間，

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從臨床實驗室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包括 含住院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門診、急診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住院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門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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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2 

TLIS 指標名稱 每月收到血漿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從臨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血漿類血品出

庫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監控至少 90%的血漿類發血時

效，做為流程改善的依據。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血品出庫的系統時間-輸血單位決定輸血時的叫血通

知時間，將每次的時間差，由小到大排序後，其第 90 百分

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收到血漿類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 90 百分

位數時間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次(電腦出庫-收到血漿輸用醫囑通知)的所有時間排序後

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新鮮冷凍血漿 FFP、冷凍血漿 FP。 

分子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製劑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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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3 

TLIS 指標名稱 血漿類血品出庫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從臨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血漿類血品出

庫時間，未在預定時間內發出的比率，做為輸血治療流程改

善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收到血漿類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超出預定
時間筆數： 

  每月由 LIS 系統自動統計血漿類從收到輸血醫囑到完成

出庫之超出預定時間筆數（分子）。 

B=每月血漿類血品之叫血單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數： 

  每月由 LIS 系統自動統計血漿類領血單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電腦出庫時間-收到輸用醫囑通知時間)超出預定時間之筆

數 

分子包括 新鮮冷凍血漿 FFP、冷凍血漿 FP。 

分子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血漿類血品電腦醫囑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等輸用新鮮冷凍血漿 FFP、冷凍血漿 FP。 

分母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血品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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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4 

TLIS 指標名稱 
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 90 百

分位數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從臨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濃厚紅血球血

品出庫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監控至少 90%的濃厚紅血球

發血時效，做為流程改善的依據。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血品出庫的系統時間-輸血單位決定輸血時的叫血通

知時間，將每次的時間差，由小到大排序後，其第 90 百分

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次(電腦出庫-收到濃厚紅血球輸用醫囑通知)的所有時間

排序後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單位：分鐘 

分子包括 濃厚紅血球 PRBC 

分子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 LPR 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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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5 

TLIS 指標名稱 濃厚紅血球血品出庫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從臨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濃厚紅血球血

品出庫時間，未在預定時間內發出的比率，做為輸血治療流

程改善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超出
預定時間筆數： 

  每月由 LIS 系統自動統計紅血球類從收到輸血醫囑到完

成出庫之超出預定時間筆數（分子）。 

B=每月濃厚紅血球血品之叫血單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
筆數： 

  每月由 LIS 系統自動統計濃厚紅血球領血單總筆數（分

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電腦出庫時間-收到醫囑通知時間)超出預定時間之筆數 

分子包括 濃厚紅血球 PRBC 

分子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 LPR 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濃厚紅血球電腦醫囑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等濃厚紅血球 PRBC 血品。 

分母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 LPR 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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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6 
TLIS 指標名稱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門診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報，且已

「確認」臨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及病人安

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且

已確認臨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利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門診

病人危險值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病人危險臨界值通

報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後，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實

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僅

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無讀

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有

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符合

「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

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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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7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急診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

報，且已「確認」臨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

質目標及病人安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

且已確認臨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利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急

診病人危險值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病人危險值

通報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後，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

實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僅

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無讀

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有

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符

合「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

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每月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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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8 

TLIS 指標名稱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住院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報，且已

「確認」臨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及病人安

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且

已確認臨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利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住院病

人危險值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統

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後，臨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實

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僅

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無讀

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有

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符合

「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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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9 

TLIS 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在 90 百分位的完成時間，以了

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據，讓達

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至大排列，其

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完成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分鐘) ： 

於 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 品質指標

/6.10.1 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

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即可得到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不含達異常通報的體檢報告。 

2.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3.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

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

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分鐘)。 

分子包括 
每月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TLIS 工作小組 

~ 49 ~



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0 

TLIS 指標名稱 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比

率，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

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數。 

B=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每月門診危險值總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不含達異常通報的體檢報告。 

2.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3.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不包括 
體檢檢體異常通報的報告。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

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門診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體檢檢體異常通報的報告。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

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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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1 

TLIS 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在 90 百分位的完成時間，以了

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據，讓達

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至大排列，

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分鐘)： 

於 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 品質指標

/6.10.1 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

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即可得到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

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

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分鐘)。 

分子包括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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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2 

   TLIS 指標名稱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比

率，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

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

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數。 

B=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每月急診危險值總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

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急診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

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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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3 

TLIS 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在 90 百分位的完成時間，以了

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據，讓達

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 由小至大排列，

其第 90 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 90 百分位數時間

(分鐘)： 

於 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 品質指標

/6.10.1 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

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即可得到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

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

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分鐘)。 

分子包括 
每月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

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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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 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4 

TLIS 指標名稱 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比

率，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流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

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

筆數： 

於 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 品質指標/6.10.1 結果通知

（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

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數。 

B=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 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 品質指標/6.10.1 結果通知

（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

統計資料，計算每月門診危險值總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

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每月住院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

要求之非 critical 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年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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