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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T 管理指引-降低 POCT 錯誤的方式 
 

1. 範圍 

本文件提供標準風險管理系統的基礎架構，每個分析步驟的錯誤率指標建議與品質管

理計畫結合。本指引作為實驗室品質管理程序的補充工具，主要提供實驗室主管、品

質主管、組長和其他負責床邊檢驗之人員，在執行門、急、住診病人之照護點測試

(POCT) 時參考之一般原則。雖然，照護點測試會在不同狀況下使用，但本文件的架

構主要著重於住院病人，並應用於所有照護點測試設備與試劑。然而，部分只有應用

在醫院或大型機構中。 
本作業指引的目的是發展檢驗前、中、後不同的指標以提升照護點測試的性能，並突

顯照護點測試品質管理計畫的關鍵要項，以及定義中央實驗室在照護點測試品質活動

中，其扮演的關鍵與協調角色。 
 

2. 簡介 

照護機構的技術成本上升、薪資的改變與預算刪減會使機構需面臨結構性重整、縮小

規模或組織重整，進而使得效率最大化。無論在任何種機構，照護點測試相較於臨床

實驗室可以提供更快的結果，提供醫師快速評估診斷及治療有助於提高照護效率。然

而，執行照護點測試人員的訓練與能力對於結果信賴度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件在於協

助導入實施照護點測試的品質管理程序及系統化方法時所需的資訊，以達到降低錯誤

風險的目的。 
2.1 低估第一線使用者的風險 

目前大部分照護點測試系統有穩定性提高且操作簡單化，造成操作人員產生低

風險的錯誤認知，操作時易忽略說明書要求。由於低估風險，可能因操作失誤

導致檢驗結果不准確、錯誤的病人報告、不必要費用的支出、不良事件或死亡。 

2.2 照護點測試: 利益和挑戰 

照護點測試進行測試的成本可能遠高於中央實驗室的測試成本，但是縮短住院

病人留滯時間、重新定位門診照護以降低成本以及結合新照護模式的先進技術，

照護點測試的需求日益增加，另外，照護點測試也可以用於在緊急情況下。一

般而言，照護點測試可以提供超越中央實驗室測試的好處如下:  
(1) 縮短報告時間以及早提供實施治療決策定，得到較佳的病人照護結果。 
(2) 檢體運送時間的縮短，對於特殊項目於檢體穩定性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血液

氣體分析、乳酸)。 
(3) 照護點測試降低了傳統實驗室檢測可能伴隨的檢驗前錯誤風險，如樣本的

處理、運輸和標示。 
(4) 減少採血量是未來手術室、重症加護病房 (ICU) 或兒童病人照護的重要需

求。中央實驗室一般都會要求最小的檢體量，而大多數照護點測試設備使

用的檢體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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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這些好處，照護點測對醫院而言有以下主要挑戰： 
(1) 各測試點和中心實驗室之間的檢驗標準化問題。 
(2) 資訊管理: 能夠將來自不同測試位置的所有照護點測試數據相互連接，並傳

送到醫院的中央實驗室。 
(3) 在遠程地點進行檢驗的紀錄問題。 
(4) 針對眾多各種不同教育背景的臨床工作人員，其教育訓練與能力評估的管

理。 
(5) 多個測試地點的庫存管理物流。 
(6) 檢驗前的技術問題，例如適當的標本收集和處理。 
不適當的處理以上這些挑戰，不僅失去照護點測試的效益，且也會影響到病人

臨床照護。儘管照護點測試經常委派給實驗室以外的工作人員，但實驗室仍然

需負責監督照護點測試並確保遵守法規。即使有 POC 協調者的配置，照護點測

試權責被委派給非實驗室人員時挑戰也會增加。因此，適當的溝通可確保中央

實驗室及照護點測試的檢驗結果與病人的臨床情況的一致性，特別是當病人在

醫院內有轉床或更換科別時。 
 
3. 名詞解釋 

3.1 定義 

 中文 英文 說明 

3.1.1 待測物 analyte 檢驗針對的物質或成分 

3.1.2 血糖機 blood glucose 
meter 

將化學反應的結果轉換為樣品的葡萄糖

濃度的血糖監測儀器 (ISO 15197)。 

3.1.3 藥夾 cartridge 包含傳感器，試劑和校正液的包含執行

測試所必需的組件設備。藥夾通常需要

儀器來讀取信號才能有結果產生。 

3.1.4 中央實驗室 central laboratory 為了區分中央、核心或主要臨床實驗室

與照護點測試的不同而設置。 

3.1.5 臨床實驗室 clinical laboratory 為了提供診斷，預防和治療疾病的信息

的目的，從人體獲得的生物學，微生物

學，免疫學，化學，免疫血液學，血液

學，生物物理學，細胞學，病理學或其

他檢查材料的實驗室; 評估人類的健康狀

況，並提供顧問諮詢服務，涵蓋實驗室

調查的各個方面，包括對結果的解釋和

關 於 進 一 步 適 當 調 查 的 建 議 (ISO 
1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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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血液凝固儀 coagulation meter 用來評估凝血時間的裝置 

3.1.7 成分 component 原始材料、物質、零件、軟體、硬體、

標籤…等，為主要成品的一部分 (ISO 
18113-1)。 

3.1.8 矯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on 為了消除已鑑別出的不符合或其他不適

合情況的原因而採取的行動。 

3.1.9 關鍵控制點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分析過程中容易出錯的一個點或步驟 

3.1.10 嚴重失效 critical failure 可能引發危害的失效 

3.1.11 危急範圍 critical limit 將可接受性與不可接受性分開的標準 

3.1.12 顧客 customer 組織或接受產品或服務的人 (由 ISO 
9000 修訂) 

3.1.13  設備 device 一個測量儀器通過元件、化合物、溶液

等的電氣或機械測量得出分析結果。 

3.1.14 乾式化學分析 dry chemistry 
analysis 

分析使用無需液體試劑和無液體廢物的

試藥。 

3.1.15 電子病歷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電腦化的病人病歷紀錄 

3.1.16 環境因素 environmental 
factors 

可能影響分析的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溫

度、氣流、濕度、振動和高度。 

3.1.17 失效 failure 廣義而言，結果不符合使用者期望。 

3.1.18 失效模式 failure mode 失效發生的模式，通常指校發生的原因

及其對設備運行的影響。 

3.1.19 失效模式與效

應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對儀器系統或過程進行系統評估，檢查

故障如何影響儀器系統或過程。 

3.1.20 失效報告與行

動矯正系統 
failure reporting, 
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FRACAS) 

將失效且通過依據嚴重性和發生的頻率

來觀察和分類的處理過程。 

3.1.21  偽陰性率 false-negative rate 
(FNR) 

當疾病或病症存在時陰性測試結果的比

率。 

3.1.22 偽陽性率 false-positive rate 
(FPR) 

當沒有疾病或病症存在時陽性測試結果

的比率。 

3.1.23 失誤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對儀器或系統進行系統評估，以確定潛

在的故障來源，以發生主系統故障為起

點，並確定可能導致故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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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血比容效應 hematocrit effect  
(Hct effect) 

血比容影響對儀器結果的準確性。 

3.1.25 醫療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用於管理醫院/醫療保健系統服務的系統

包含實驗室和設施生成的數據。 

3.1.26 檢驗資訊系統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 

一種負責管理有 關病人檢體辨識、測試

項目需求、結果報告、品管測試及其他

相關檢體 分析資料的資訊系統。 

3.1.27 不精密度 imprecision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與測量結果相關的參數，可以反映檢驗

結果的離散程度。 
 

3.1.28 偵測極限 limit of detection 
(LoD) 

樣本中可以被檢測分析最低量的數值 

3.1.29 基質效應 matrix effect 在分析樣品時，樣品基質與分析的標準

品狀況不一樣 (物理化學性質)，而造成

分析結果的偏差，稱為基質效應。 

3.1.30 測量變量 Measurand 檢體測量出數值的過程 

3.1.31 指儀器分析範

圍 
measuring interval 非侵入性照護點測試 noninvasive point-

of-care technology-使用非侵入性體液，

例如唾液，眼淚和尿液作為分析基質。 

3.1.32 異常事件 Occurrence 發生不符合服務的過程或程序; 其他經常

使用的術語包括事故、不良事件、錯

誤、事件和不符合。 

3.1.33 操作人員 Operator 在檢驗執行過程中操作的人員。 

3.1.34 照護點測試連

接設備 
point-of-care 
connectivity 
devices 

能夠將護理站血糖機連接的設備並且連

接到實驗室資訊系統 (LIS)。 

3.1.35 床邊檢驗協調

員 
point-of-care 
coordinator 
(POCC) 

在實驗室主管的指導下，全面負責確保

所有照護點測試相關活動的操作符合監

管標準的流程。 

3.1.36 照護點測試 point-of-care 
testing  

近病人床旁進行的一種快速檢測分析技

術，它能在床旁、病房或中央實驗室之

外的其他地方執行。 

3.1.37 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QA) 

為了提供實體滿足品質要求的足夠信

心，而實作的所有計畫性以及系統性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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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8 品質管制 quality control 
(QC) 

為達品質要求而採用的作業性技術及活

動 

3.1.39 品質指標 quality indicator 
(QI) 

一組滿足要求的內在特質之程度評量。

(ISO 15189)。 

3.1.40 品質管理系統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管理系統用來指導和管理組織的品質。 

3.1.41 定量 quantity 
(measurable) 

具有可表示為一個數字與一個參考值之

屬性。 

3.1.42 自我校正 self-calibrated 測試系統自動校準的能力，無需人為操

作。 

3.1.43 醫療警訊事件 sentinel event 指病人非預期性的死亡或非自然病程中

所造成的永久性功能喪失。 

3.1.44 試紙 test strips 每一小單位包含特定試劑所使用的物理

介質 

3.1.45 量測不確定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為量測值 (檢驗結果) 離散程度之量化的

統計量，隨同一個檢驗量測結果，說明

可合理歸屬於受測量值 (真值) 分散程度

的參數。此意指「量測不確定度」是指

量測結果的「分散程度」，通常會以多次

重複的量測結果之「標準差」來表示。 

3.1.46 驗證 validation 經由特定要求或滿足法規（ISO 9000）
的結果實證所做 的確認。 

 
3.2 縮寫 

(1) AMR analytical measurement range 儀器分析範圍 
(2) EQA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外部品管評估 
(3) FMEA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 
(4) FRACAS failure reporting, 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故障報告，

分析和矯正措施系統。 
(5) GLP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良好實驗室規範 
(6) HIS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醫院資訊系統 
(7)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8) ICU intensive care unit 加護病房 
(9) IVD in vitro diagnostic 體外診斷 
(10) LIS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實驗室資訊系統 
(11) NCE nonconforming event 不合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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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OCC point-of-care coordinator 床邊檢驗協調員 
(13) POCT point-of-care testing 照護點測試床邊檢驗 
(14) PT proficiency test 能力試驗 
(15) QA quality assurance 品質保證 
(16) QC quality control 品管 

 
3.3 醫療保健的期望收益 

在醫療保健環境中，可以透過持續性的數據量化、統計、分析及監控，可用於

持續性改善照護系統。在提供醫療照護的參與者中，無論是製造商、法規、專

業人員、研發者政府相關單位，依屬性可分為下列: 

3.3.1 發現錯誤的根本原因，並提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包含錯誤的過程設計

與相關的人員)。 
3.3.2 提供給市場研究的統數據 (當新的照護點測試開發時)，IVD 製造商 (修

改設備設計與創新技術、開拓新市場)，監管機構與其他醫院 (了解哪些

解決方案是有效的)。 
 
4. 照護點測試的管理與安全 

參與照護點測試活動的每個人均應有鑑別與通報錯誤的責任，由管理團隊或委員會分

析原因並解決錯誤來源。多數情況下，根本原因為系統性問題。因此，有必要建立品

質管理系統及早識別、調查和分類不符合事件。 
4.1 實驗室主管 

實驗室主管需為實驗室提供的檢驗與其他服務承擔責任，且必須經過教育訓練，

能力測試的資格認可，並取得其機構、醫院或臨床醫師的授權。這些責任包括

病人照護服務，專業，學術和教育訓練等面向的管理實驗室業務。實驗室主管

可以將一些日常任務授權給其他人員，例如合格的實驗室管理者; 但實驗室主管

仍是最後的決策者和擔負實驗室服務的最終責任。當有配置床邊檢驗協調者 
(POCC) 時，這些職責和責任可以作為整體照護點測試計劃的一部分。照護點測

試協調者 (POCC) 在計畫執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以確保品質得以維持。 
4.2 實驗室主管或其授權人員在照護點測試品質指標的具體責任有： 

1. 定義成效標準，建立品質管理計劃，包括監測品質指標和持續改進。 
2. 確保照護點測試由經適當培訓、符合資格和能力的人員執行檢測，以符合

病人照護需求。 
3. 審查並確保足夠的知識和評估技術技能之教育訓練計劃內容，包括檢驗前 

(樣本採集，試劑保存)，檢驗中 (操作程序，QC，測量間隔，技術限制，

矯正措施，維護保養) 和檢驗後 (報告結果和參考區間)。 
4. 監控照護點測試操作者的表現，為整體品質管理計劃的一部分。 
5. 回應客戶的抱怨投訴，要求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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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照護點測試方法的性能，臨床解釋和限制，提供在臨床、科學和技術

的諮詢。 
7. 照護點測試計劃品質的各種指標應視為機構品質計畫的一部分。機構應該

選擇有意義能改善成效的指標，並且容易隨時可收集的數據，不需要增加

額外的工作負擔。 
可能的指標可能包括以下任何一項： 

1. 醫師和病人抱怨與頻率 
2. 錯誤管理 - 錯誤的數量和類型 (病人識別，QC失敗，數據輸入) 
3. 操作面 (超過時間檢測的病人數，參與照護點測試的人員，每病床的設備數

量，QC 與病人檢測量，試劑批號數量) 
4. 重複檢測或追蹤測試的頻率，和方法技術性能 (同一分析物在照護點測試和

實驗室結果的差異) 
執行照護點測試主要是臨床人員，可能沒有正式的實驗室教育或經驗。這些人包

括護理師助手，技術助理，具證照的護理師，學生，住院醫師，呼吸治療師，急

救技術員，醫師，和其他一些臨床工作人員。照護點測試操作者的能力是取得具

品質的檢測結果之關鍵所在。操作者需要有適當的訓練，必且通過最低要求的能

力評估，以確保操作者的能力可得到正確的檢驗結果。雖然臨床工作人員有經驗

及訓練可照顧病人，但可能不了解影響照護點測試方法的因子有哪些。因此，照

護點測試操作員的訓練必須強調的不僅是如何適當的操作設備，也應包括樣本採

集，病人識別，試劑存儲，品管，分析方法，報告結果和儀器維護之常見錯誤來

源。 照護點測試操作者有責任熟悉書面組織政策和程序以及遵循文件的規定。 
照護點測試操作者表現的指標包括： 

1. 操作頻率 (足以維持其能力) 
2. 新人訓練及通過測試 
3. 定期能力評估 
4. 常見錯誤的頻率 (病人識別，QC，臨界值通報，設備錯誤代碼) 
5. 合格率 (過期試劑或品管，檢驗結果的監測，未記錄品管，不合格品管的處

理) 
6. 操作傾向 (試劑使用不當) 

4.3     安全 
4.3.1 安全的責任 

執行照護點測試的操作者對安全負有主要責任，因此在執行所有程序時

必須了解和安全操作。操作者不應該讓自己或病人在檢測過程中受傷產

生污染。如果操作員觀察到任何可能造成不安全狀況的情況，有責任向

有關權責單位報告情況或做法。 
4.3.2 個人防護設備 

要求使用個人防護設備減少病人與操作者之間的交叉污染。實驗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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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授權人員負責教育有關飛沫及血源性病原體危害的規定、危害標準，

隔離技術和反向隔離技術。 所有操作者必須避免在執行照護病人的相關

任務時進食、化妝、配戴隱形眼鏡、嚼食口香糖、飲用飲料等類似活動。

必要時，操作人員必須戴上手套或其他個人防護裝備，與血液和體液接

觸之後，拆除手套後必須立即洗手。 乾式的手部衛生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4.3.3 照護點測試供應品與設備之傳送 

操作者若需要在醫療機構內之其它地點或不同棟建築物間執行檢測時須

管制環境，例如，安排所需的用品，確保依照規定保存及運送，並以盡

量降低試劑可能變質、感染性物質洩漏及污染機會等。會暴露於檢體或

其他潛在危險物質的區域，操作者應保持始終清潔且無雜物。 
4.3.4 設施與實驗室安全 

醫療機構要負責全面、功能性的安全計劃和建立異常事件調查流程並維

持其紀錄。建議實驗室主管/ POCC參考實驗室安全的以下文件: CLSI的
GP17文件, CLSI The Key to Quality’s 之“設施和安全”章節，和國際標準

ISO 15190，醫學實驗室-安全要求 
4.3.5 電氣安全 

操作照護點測試或任何設備時需要採取安全預防措施。遵循製造商測試

電氣的說明以及當地，區域或法規要求。 
4.3.6 ㄧ般安全與健康相關問題 

舉辦教育訓練活動以達成所有操作者的安全和健康要求，以下列出清單

範例，這些是適用於工作人員會議和/或培訓課程重要的資訊和主題。 
 
 
 
 
 
 
 
 
 
 
 
 
 
 
 

4.4 異常事件管理 
異常事件管理計劃的目的是取得和分析不符合事件的訊息，來鑑別系統性問題

並取得管理階層的承諾以便消除其發生原因。異常事件管理可連接到醫療機構

類別 主題 
健康相關 醫療介入與曝觸記錄 空氣污染物的危害和控制 

病人和醫院記錄安全和保密 血源性病原體 
安全相關 有害物質的緊急應變 人體工程學 

危害物質的搬運，儲存，處置 聽力保護 
室內空氣品質 物質安全表 (MSDS) 的有毒成分 
適當的物品搬運技巧 呼吸系統防護 
手部衛生 結核病指南安全相關主題 
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 建築和生命安全 
電氣安全 緊急行動計劃 
保護眼睛 滅火器的使用 
消防安全 安全檢查 
滑倒，絆倒和跌倒  

管理 試劑耗材的儲存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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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風險管理計畫，因為它提供了在系統性服務問題上的資訊。每一個組織

都需要有個流程可以偵測及記錄不符合事件，將之分類以便分析與矯正。實施

品質管理系統時，早期鑑別、調查與分類不符合事件，以下可以快速被確認: 
(1) 缺乏書面的流程，程序或說明 
(2) 沒有遵循文件化的流程或程序 
(3) 常發生錯誤的程序與流程 
4.4.1 訊息的取得 

因為設備投資、設備重新設計或流程變更的決定取決於數據的收集，事

件報告的準確性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錯誤的類型和具體原因。報告事

件的人員進行不正確的評估或分類可以很容易地將問題歸因於不同的原

因，從而改變決策或結果。更重要的是，一個事件的錯誤報告可能導致

尚未解決或懸而未決的問題，或只解決了部分問題。 
4.4.2 一般異常報告單與電子通報管理系統 

建立報告、調查、採取行動、追踪及趨勢不符合的系統性作法，別出可

提高或改善工作流程效率和效益的機會，以及改善病人的安全。 
不符合事件 (NCE) 的報告是包含鑑別，文件化矯正措施，藉由避免與消

除錯誤的機制達到病人安全。此目的乃希望從“責備”到“承擔責任，改

變醫療專業人員的態度，把病人安全擺在第一。一份不符合事件報告表

應至少包括追踪號碼，發生日期/時間，完成報告人的姓名與聯繫方式，

不符合的描述，採取的矯正措施及後續處理或調查。一個理想的異常事

件通報管理系統，其特性包括： 
(1) 資訊化以提高效率 
(2) 通報人員及管理者易於操作及使用 
(3) 適用於所有類別的“不符合”，從下拉選項列表中可以選擇，包括技

術，傷害，客戶投訴，供應商問題等 
(4) 可分類事件的類型 
(5) 可根據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嚴重性評估排序 
(6) 能夠使用追踪號碼進行歸檔 --所有與此追踪號碼相關的其他紀錄及

表格 
(7) 報告上有負責人的通報 
(8) 能夠在指定的日期發送提醒 
(9) 具有“只可閱讀”的功能 (只有文件所有者有編輯功能) 
(10) 提供在固定期間內或有需要時，可列印報告。 
(11) 友善客製化的報告 (可選擇日期、日期範圍，依據事件處理權責單

位或人員分類) 
4.4.3 照護點測試錯誤追蹤系統的特定功能 

除了第5.4.2節中列出的功能，理想情況下，照護點測試錯誤追蹤系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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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供以下能力： 
(1) 具備使用者線上通報和線上查閱的功能。 
(2) 呈現有效率的數據管理，結合預先定義的事件類型命名為唯一的追

踪號碼。 
(3) 將錯誤連結到機構的特定內部指標和特定流程，及適用的認證標準。 
(4) 個別追踪品質指標的表現和錯誤事件。 
(5) 統計數據，且包括已預先定義的限制。 
(6) 根據事件類型加入每個事件的成本。 
(7) 計算每個事件相關風險和責任的總成本，作為報告的一部分。 
(8) 對設施類型、病床數、病人人口資料 (如年齡，性別) 與醫療狀態，

進行標準化統計。 
(9) 監控錯誤追蹤系統的安全與維護病人、操作人員和醫院的保密性。 
(10) 以每個設施類型、地區、標準、病人人口統計學和醫療狀況的績效

指標蒐集與分析錯誤的頻率。 
(11) 提供數據給其他醫療照護相關人員或衛生機構 (例如: 認證機構)。 
(12) 結合更多的通報流程：當超過閾值時，通報到更高的管理權責單位。 
(13) 即時呈現持續性的正向回饋和負面警告的註記或與同儕醫療機構比

較結果。 
4.4.4 數據收集與保存格式 

數據可以人工書面進行管理。若使用資料庫系統軟體收集和管理數據，

可更有效地使用和分析數據。使用線上收集數據可升對事件報告的處理，

及監測與導入預防措施。 然而為了保持第 5.4.1 節所述的照護點測試服

務的完整性，調查在電子事件報告中提交的數據是必須的。 
4.4.5 事件分析 

事件的分析可協助確認趨勢或類型，可凸顯根本原因分析與矯正措施。

失效報告及矯正行動系統 (FRACAS) 提供一個報告、分類與分析失效及

矯正措施的流程。機構採用這種方法，利用統計方法可以建立失效/異常

數據的資料庫 (參考CLSI EP18)。 
4.4.6 矯正措施 

意識到問題之後，需要導入矯正措施來消除它的原因與防止重複發生。

矯正措施應該適合於問題的嚴重性，與可能遇到的風險相呼應，並應包

括時間表和/或到期日期。計劃中應包括評估矯正措施有效性的方法。 
4.5 評估 - 外部與內部 

品質評估是決定品質管理系統是否有效之方法。每個組織或服務單位都需要定

期評估其品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藉由內部和外部評核的比較過程，以確保有

效達到其品質管理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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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外部評估 
外部評估是由外部組織進行評估品質管理系統的活動。外部評估包括： 
(1) 認證目的之同儕評鑑或評估 
(2) 方法與結果的機構間比對 (例如: 能力試驗) 
(3) 與外部的績效衡量標準比較 

4.5.1.1 建立外部標竿指標計劃 
Benchmarking 評量基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外部評估 - 需要選

擇管理和操作規模相似的其他臨床服務機構，比較其特性

及績效衡量。評估項目可能包括照護點測試操作人員數量、

檢測量和錯誤件數 (病人辨識，數據輸入，未操作 QC)。績

效衡量可以包括品管政策的遵守，能力評估的符合性和每

個照護點測試操作者病人辨識的錯誤件數。 
4.5.2 內部評估 

內部評估是組織或機構本身評估自己的活動：“我們做得有多好？” 和 
“我們是否符合要求？” 持續的衡量照護點測試指標可以持續有達到這個

目的。 

4.6 鑑別錯誤的潛在原因及有效指標的方法 
用於鑑別錯誤原因的方法超出了本指南的範圍。使用適當的程序可以幫助發現

潛在的根本原因，從而有助於鑑別出更有效的品質指標。因此，強烈建議使用

的兩種工具，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FMEA) 和失效報告及矯正行動系統 
(FRACAS)，可以用來檢測不同階段的失效，例如採購前評估與使用中的產品。 
請參閱 CLSI  EP18 FMEA 和 FRACAS 的例子。 

 
5. 照護點測試錯誤的來源 

下一節列出的所有注意事項都是通用的，應解釋為特定的照護點測試分析項目或檢驗

設備。 
5.1 檢驗前注意事項 

一般的檢驗分析前因素如臨床狀況、性別、年齡、種族、個人的基因組成，及

每日的變化會影響臨床醫師判讀檢驗結果。然而，其他檢驗前變數可能會影響

實驗室的結果。儘管下表列出了一般在實驗室檢驗前的潛在變異，但照護點測

試比實驗室的檢驗前分析更容易受到影響，原因如下:  
5.1.1 非實驗室人員的訓練和能力對於檢驗結果的可靠性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5.1.2 當今使用的大多數照護點測試系統的特點是，穩定性高和操作簡單化，

會導致即使有少數偏離檢驗步驟的情況，誤以為對病人也沒有傷害的錯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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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包含最常見的檢驗前變數，這可能是錯誤的潛在來源、可能受到影響的範例，並

提出了減小誤差的機制。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可能受影響的項目 降低可能錯誤 

(1) 檢驗前病人所需的準備 

營養狀態和飲食 

一些分析項目受到營養

狀況或膳食而影響數值

的變化或干擾分析的過

程。 

 血糖 
 三酸甘油酯 
 尿液酮體 
 尿液酸鹼值 

 必要的話確認病人是

空腹的  
 記錄病人飲食中可能

影響測試結果的因

素，從最後一餐開始

經過的時間，或在樣

本採集前的膳食補

充。 

身體的活動 
劇烈運動可能會顯著影

響分析物的濃度。 
 尿中血液分析 
 尿蛋白質分析 

確保病人在樣本收集前沒

有進行廣泛的運動，或在

報告中註明。 

情緒狀態 
情緒困擾可能改變代謝

途徑而影響某些分析的

穩定狀態 

 血糖 
 部分荷爾蒙 

在可能的範圍內，確保病

人在取樣前或短期內沒有

經歷過情緒壓力，或在報

告中註明。 
 

女性月經週期或

懷孕 
可能影響某些分析的存

在或濃度。 

 部分荷爾蒙 
 尿中血液分析 
 血糖 
 肌酸酐 

報告應說明月經或懷孕的

情況。 

藥物使用/ 
藥品或食品補充

劑 

一些處方和非處方藥或

補充劑可能會增加一些

分析的濃度或干擾其測

量。 

 阿斯匹靈超過 325
毫克/天可能會導致

糞便潛血檢查出現

偽陽性檢測結果。 
 維生素 C 超過 250

毫克/天可能導致

guaiac 潛血檢測方

法出現偽陰性測試

結果。 
 含有麥芽糖成份的

藥物可能影響一些

葡萄糖的檢測方

法。 

 確保病人沒有服用任

何藥物或已知會干擾

分析的藥物。  
 如果不能中止某種藥

物，在報告上註明可

能會有干擾。 
 閱讀有關照護點測試

方法試劑說明書以確

認已知的可能干擾物

質。 
 讓 in-house 製藥部門

來確定可能引起干擾

的藥品，以得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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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測試結果。 

吸菸 可能導致某些代謝物的

增加。 
一氧化碳血紅素或甲基

血紅素。 

 如果測試項目需要的

話，確保病人沒有吸

煙。 
 詢問病人是否吸煙，

若每天抽菸應在病歷

上做紀錄，並指出可

能對報告的干擾。 

一些臨床過程和

其他診斷干預 

由於物理效應或受傷，

一些臨床過程可能會影

響某些分析的存在或濃

度。 

 糞便中的血液 
 尿液中的血液 

 儘可能收集可能會影

響實驗室結果的任何

過程之前的實驗室樣

本。 
 如果病人已做過任何

臨床檢查，如直腸或

其他侵入性過程，如

病理切片或內視鏡，

請詢問並做記錄，並

說明可能對報告產生

的影響。 

(2) 檢體採集與處理 

缺少或錯誤的病

人或測試人員辨

識 

 結果未核發在正確

的病人紀錄上 
 錯誤的病人-未能

正確辨識病人 
 無法辨識執行測試

過程的人員 

一般的 

 至少使用兩種病人辨

識方式。房間和床位

號碼不可作為辨識的

依據。 
 檢體容器貼有病人資

訊的標籤 (試管，注

射器，毛細管)。  
 強制條碼掃描取代手

動輸入。  
 按照組織的政策強制

執行測試人員辨識文

件化。 

不同部門和中央

實驗室資訊  系統

之間的溝通不當 

 醫令不從開單系統

進入檢驗資訊系統 
(LIS) 

 筆誤 

 
一般的 

 確保員工能勝任電子

醫令輸入。 
 解決資訊系統不相容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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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不相容 
 任一資訊系統的錯

誤程式設計 
 檢驗醫令的網路傳

輸未傳達到檢驗儀

器。 

 正確的資訊系統程式

設計，以允許正確的

醫令傳輸和接收。 
 解決網路問題，確保

及時準確的醫令傳輸

和接收。 
 解決資訊系統，以確

保所有實驗室檢驗醫

令都在實驗室內接

收，並正確分配給各

個檢驗設備。 

檢體的污染或稀

釋 

在分析步驟中某些分析

或干擾產生偽性偵測結

果或偽性增加或減少 

 血糖 
 酒精 

 不要從已經進行靜脈

注射溶液的手臂上抽

取檢體。 
 如果在取樣前用酒精

消毒清潔過，應確保

皮膚已完全乾燥。 
 當進行血液酒精檢測

時不要使用酒精棉擦

拭。 
 在從導管採檢前使用

適量的沖洗液，並去

除殘留物。 

部分凝固，或血

液供應不足以收

集足夠的檢體 

 非均質的血液檢體 
 低估或高估不準確

的結果或檢驗錯誤 

例如，血小板計數。局

部凝固可能會偽性降低

檢驗結果。 

 在適當的運用壓力下

使用適當尺寸的穿刺

針。  
 儘可能快速地收集血

滴。 

不適當的採血管

和/或檢體不足 

 收集錯誤的檢體 
 檢體凝固，即使

是部分凝固，是

一個潛在的錯誤

來源，對於大多

數由床邊檢驗人

員執行來說。 
 有些抗凝血劑不

適合用於某些分

 血球計數 
 血糖 
 血紅素 
 血小板 
 糖化血色素 
 凝血酶原 

 確保使用適當的收集

管與適當的抗凝劑/添
加劑。 

 在所需的試管中收集

適量的血液。 
 將血液和抗凝血劑混

合，在收集時輕輕地

倒置試管。 
 拒收任何檢測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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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凝固的抗凝檢體。 

溶血或血液濃縮 
一些分析在動脈 (毛細

血管) 和靜脈血中顯示

不同的數值。 

 血糖 
 乳酸 

 在選擇血液來源時要

謹慎。  
 在報告中註明血液來

源。 
 

5.2 檢驗中注意事項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降低潛在錯誤 

操作者相關 

訓練  不適當的訓練或操

作技能不足 
 沒有執行年度能力

評估 

 評估和更新以確保訓練內容正確、

完整。 
 依知識和技能需求；定期和隨機評

估；供應商支援與培訓；使用工作

輔助工具，如流程圖、查檢表和快

速指南。 
 操作者年度能力評估。 

顏色鑑別 顏色判讀錯誤  如果適用的話，在測試之前，執行

人員顏色辨別評估。 
 評估人員對於檢驗結果判讀的一致

性。 

測試頻率 不準確的結果  必須評估進行測試的頻率以保持熟

悉度。頻率高可提高品質。 
 要求在指定時間內進行測試以保持

技能。 

操作者未被授權  測試執行不正確 
 使用其他操作者的

身分辨識號碼 
 建立未被授權者的

辨識號碼 

 操作者鎖定；條碼化的操作者識別

證；有效的資料管理。 
 遵循制定的要求  

工作流程 處理失敗; 非標準化方法  設計標準化的流程用在減少易出錯

的步驟和消除浪費。 
 條碼化管理改善身分辨識錯誤。 

服從性 執行檢測時走捷徑或做

非授權的改變 
 隨機直接觀察操作者確認只有依循

製造商或經實驗室核可操作指引執

行檢測。 
 當違反規則強制執行時，清楚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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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品管原則 品管結果應記錄在一個

有效的格式 (即，數值或

分數，但不超出範圍，

低於範圍，或高於範

圍)。 

在指定的時間間隔內執行適當的品管系

統。 

保養維護 不按指定的時間間隔執

行維護保養和功能檢

查。 

 在適當的時間間隔內進行維護保養

和功能測試。 
 可以用維護日誌表追蹤，這可能需

要主管審閱。 

量測區間 (分析量測

範圍) 
測試人員可能不了解方

法學的分析量測範圍。 
 提供明確清楚的操作手冊包括分析

量測範圍。 
 該步驟應詳細說明如何處理超出此

範圍的檢體，即大於或小於，稀

釋。 

干擾物質 測試人員可能不了解干

擾測試方法的物質。 
提供明確清楚的操作手冊包括可能干擾

測試方法的物質。 

結果  假設產生的結果總

是正確的 
 認為設備很簡單，

錯誤是最小的；不

正確的單位、參考

範圍或特定的年齡

範圍。 

 持續訓練和了解何時重檢可疑結果 
 隨機監測和觀察 
 在指定時間將結果與實驗室進行比

對。 
 避免使用可能被曲解的縮寫詞。 

試劑相關 

試劑批號驗證  試劑可能無法按預

期執行。 
 確保政策要求在進行病人檢測之前

需驗證試劑批號。 
 根據製造商的建議儲存和使用試

劑。 

試劑批號管理  過期的試劑可能被

使用於病人的測

試。 
 試劑可能無法用於

病人測試。 

 有步驟以確保試劑是在有效期限內

及當有測試需求時，無缺貨之虞。 
 對試劑的貯存和處理進行例行稽核

檢查。 
 使用具有條碼可掃描的試劑，方便

試劑效期管理 (如果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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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不正確的貯存和處

理條件可能會影響

試劑的穩定性。 
 測試環境溫度可能

會影響測試結果。 

 按照製造商推薦的儲存和處理說明

進行操作。 
 正確監控所有的溫度和氣壓。 
 在超出或未完成監控時，記錄所採

取的操作。 

光線，濕度  對光敏感試劑未避

免光線 
 濕度會導致溶血樣

本數量的增加, 也會

使試劑裝置損壞。 

 了解閾值/限制，並以文件記錄當超

出閾值時所採取的行動。 
 按照試劑製造商/試劑說明書指示的

穩定性要求。 

失效日期 打開或自冰箱取出時，

未更新的有效期限。 
立即標示新的失效日期，但不可超出在

試劑或試藥匣上的失效日期。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降低潛在錯誤 

檢體相關 

測試方法學  特定年齡族群不適

合使用的測試方法 
 新生兒和兒科病人

可能需要一種不同

於成人族群的方

法。 
 從臍帶、手指穿刺

樣本和導管中抽取

的血液有不同的方

法。 
 檢體類型 (毛細血

管、靜脈與動脈)，
可能對於某些方法

不適用。 

 對於任何族群，製造商未驗證照護

點測試性能，但照護點測試有需求

時，應在使用於病人照護之前先完

成適當的方法驗證。請參閱製造商

的說明。 
 確保測試人員在適當的收集地點為

每個測試方法進行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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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參考範圍 未依所有年齡族群和檢

體類型建立 
 生物參考範圍必須在測試地點的所

有病人群體中被驗證。 
 對於某些分析，新生兒和兒科病人

和性別特定的生物參考範圍必須被

區分。 
 必要時可以在製造商的協助下自行

建立或根據評估已發佈的資料。 
 根據適當的生物參考範圍 (如血紅

素) 解釋結果。 

檢體採集或病人的生

理情況 
溶血、脂血、黃疸檢體  某些設備在檢測到干擾時不提供結

果。 
 訓練操作人員瞭解溶血、脂血和黃

疸檢體如何影響分析結果。 

藥物和其他內源性干

擾物質 
對測試結果的影響  測試結果應根據預期結果進行評

估。 
 如果結果非預期，則檢視試劑說明

書。 
 可以評估其他替代方法。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降低潛在錯誤 

交叉反應  四價銨鹽或來自皮膚

的清潔劑污染尿液可

能會改變尿液的pH
值。 

 消毒後殘留的酒精可

能會干擾血液酒精檢

測。 
 空氣中的大氣氧氣對

血液的污染可能會影

響血液氣體分析結

果。 

如第6.1、II 節 (檢體收集和處理) 所述，

指導病人並謹慎地收集檢體。 

血紅素/血比容數值 未辨識出低和 / 或高血紅

素和血比容影響一些測試

結果 

建立血紅素和血比容的上限和下限。使

用小於或大於在超出限制的數值。教育

操作人員。 

空氣/氣泡 氧飽和度，在血液氣體分

析數值增加或減少。 
 審查適當的收集技術，以避免空氣/

氣泡。 
 立刻分析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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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質效應 不了解不同類型的病人檢

體可能不適合某些設備或

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 

了解不同的病人檢體基質如何改變某些

分析的化學反應。 

設備相關 

校正 未按規定執行，不正確評

估所執行的校正之有效

性。 

 選擇可依指定時間間隔自動校正的

設備，或者包括內建校正機制。 
 瞭解校正的範圍以及對不成功的校

正採取行動。 
 

5.3   分析後注意事項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降低潛在錯誤 

通訊相關 

結果 對於不正常的結果/臨界

值未能辨識和採取行

動。 

 訓練 
 策略必須規定，操作人員必須瞭解

如何管理超出生物參考區間範圍之

外病人結果。重複測試結果。 
 遵照醫囑或實驗室政策進行重複測

試。如果結果執行重複測試，它們

的相關性是否在特定的百分比內？ 
 某些設備具有表示臨界值的符號；

在進行下一個病人之前必先對所採

取的行動註記代碼。 
 當結果被提供給有執照的看護者的

時候，在某些監管機構的要求下，

持續的測量間隔時間。瞭解時間要

求，將臨界值傳達給能夠採取行動

的適當照顧者。 

文件化  如果沒有文件記錄

就如同沒有發生

過。 
 複誦錯誤 
 未寫下結果 
 對結果的理解錯誤 

 某些設備可提示使用者進行驗證。 
 必須監控遵從性。 
 必須記錄所採取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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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當 照護點測試 設置和其

他部門之間發生不正確

的，設定或交接錯誤；

也會發生在換班期間。 

 仔細聆聽並詢問以確認問題。 
 在輪班或服務變更時與照護人員明

確溝通。 
 執行複誦 
 依循您的機構所定義的流程。 

 
變異因素 潛在錯誤 降低潛在錯誤 

資料管理相關 

資料輸入  在測試時輸入錯誤

的病人辨識資訊。 
 病人的結果可能和

其他病人的混淆。 
 病人的結果沒有貼

到病歷上。 

 培訓並加強操作人員對於正確辨識

和輸入所有照護點測試的病人身分

辨識的重要性。 
 建立程序作為當發生病人辨識錯誤

後之矯正執行之依據。 
 遵循組織對病人辨識的政策。 
 有系統可以阻止病人以非病人模式

(即品管模式) 測試。 
 確保測試人員在病人表單或病歷中

手動完成輸入，無法以介面傳輸的

測試結果。 
 照護點測試 設備和病人紀錄資料庫

之間的傳輸，可減少資料輸入錯

誤。 

文件化 手動記錄病人結果與LIS
系統的最終結果不一

致。 

 在連結到LIS系統之前以手動記錄結

果時，建立與 POCC 的直接溝通或

數據管理者的文件化程序。 
 操作人員必須學會遵循流程的一致

性。 

手動測試資料輸入精

確度 
轉錄錯誤，測試結果錯

誤，缺少測試人員身分

識別，不正確的單位，

和測試執行時間。 

 隨機但頻繁稽核人工或電子式的工

作單。 
 設計良好且便於使用的人工或電子

式的工作單。 

無法驗證結果傳輸的

準確性 
數值、單位或生物參考

範圍不正確 
良好的實驗室實踐 (GLP) 建議定期比較

報告上設備的結果與正確的單位和生物

參考範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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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病人的結果是否可檢索

和安全？ 
 從資料管理器中檢索備份結果的過

程應該被識別，並且結果很容易被

取得。 
 手動系統結果必須在指定的時間段

內安全地儲存、易於檢索和維護。

拷貝應該被撕碎。 

電腦系統 停機或完全故障  大多數設備可以繼續運行，並且在

系統復原連線之前將保存結果，但

是應該有一個手動的電腦停機程序

定義並易於讀取。 
 如果電腦完全失效，必須有一個程

序來驗證測試結果是否可檢索。 

資訊傳遞的延遲  設備未及時放回傳

輸基座 
 照護點測試設備與 

LIS系統間的介面問

題 

 照護端測試設備可自動傳輸到實驗

室資訊系統 
 按照標準操作過程中要求的間隔時

間將儀器放回傳輸基座。 
 技術支援隨時可用於解決介面問

題。 

能夠驗證以前的結果 照護點測試  
 一些 照護點測試 設

備缺乏歷史紀錄 

 需要用於重複或確認與病人評估不

符的結果的方案。 
 一些設備允許病人歷史紀錄回顧。 

記帳問題 無法退帳或向錯誤的病

人記帳，使用不正確的

記費代碼。 

驗證每個測試的醫療或財務數字和計費

代碼對都是正確的。 

 
6. 利用品質指標提升病人安全 (降低錯誤) 

除了外部稽核和檢查外，GLP還要求實驗室通過兩種類型的常規內部評估： 
(1) 品質指標監測  
(2) 內部稽核，以確保品質。品質指標是用於監測和評估實驗室在偵測檢驗結果關鍵

問題的能力，以及整體的病人管理。品質指標可以使用圖形工具進行跟踪，以監

測檢驗前中後程序。實驗室主管應該制定目標以降低失誤的重要風險。每一個不

可接受的呈現都應有： 
6.1 錯誤的完整紀錄 
6.2 徹底調查以確定錯誤的來源 
6.3 分析錯誤的趨勢 
6.4 採取適當的矯正措施立即矯正錯誤，並採取全面的預防措施計劃消除或至少減

輕錯誤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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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適當的不良後果紀錄 
6.6 管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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