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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1 

一、 引言 

臨床醫學實驗室使用分子診斷方法偵測或鑑定微生物已日益普遍。感染症的分子診斷

技術可提供臨床上快速病原體的診斷、監測及抗藥性偵測。 

不管試劑及套組是市售或自行配製，臨床實驗室都有責任瞭解所使用之方法的效

能，合適的運用，並且提供臨床醫師必要的資訊。然而由於分子診斷方法本身特有的複

雜性及敏感性，因此，在選擇合適的試驗方法及品管方法時須加以規範。另外，由於方

法種類繁多，無論是臨床診斷用的試劑套組，或是實驗室自行發展的方法，都尚無標準

化的方法以瞭解所使用分子診斷方法的臨床用途及其限制。因此制訂「分子診斷方法檢

驗感染症之檢驗作業指引」主要的目的就是制訂評估、驗證及確效的準則，使得臨床醫

學實驗室在引進新的分子診斷技術時，有規範可依循。 

二、 範圍 

A. 提供發展、評估、以及應用分子診斷方法檢驗感染症的一般原則。 

B. 適合使用於醫學臨床實驗室。 

C. 僅提供定性試驗方法、評估及應用的一般性原則。 

三、 應用 

由於越來越多的病原體已經被定序出來，因此許多病原體都可以用分子診斷方法

偵測或鑑定，但是仍然應根據臨床需要來決定是否使用分子診斷方法。最早應用於分

子診斷方法的病原體是不易培養、培養時間長，或是其他技術上的問題（例如檢體運

送不易、發報告時間太長、或是需要特別技術等）。發展自動化平台及方法可以縮短

發報告時間，也增加多重反應(multiplexing)的可行性，進而使分子診斷方法可應用的

範圍更廣，也加快病人的治療策略之決定。 

臨床使用上仍須考慮許多分子診斷方法的限制：例如因污染或交叉反應引起的偽

陽性結果，或因抑制作用或檢體處理不完全導致的偽陰性結果。此外，目前可能無法

同時偵測許多不同種病原體、毒力因子、或抗藥性，使得傳統培養方式法仍不可偏廢。

主要考量因素包括敏感性與特異性，說明如下： 

 

1. 敏感性 

臨床醫師若非清楚了解各式各樣分子診斷方法，常常會誤以為這類方法比起其

他診斷方法的敏感性及陰性預測值一定更高。其實除非檢體中含有足夠量的病原

體，否則不一定如預期的理想，例如偵測血液中的病原菌時，5-10 mL 的全血，可

能含有少於 10-100 病原菌，如果要準確偵測病原菌，仍然必須用較大量體積萃取

及純化核酸。另外與檢體處理有關的問題可能為： 

a. 檢體中含有抑制物 

b. 含標的核酸的細胞未完全分解 

c. 核酸萃取回收率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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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單一反應所用的體積太小 

即使試驗的敏感性很高，若要確定排除特定感染症，最好還是同時偵測不同部

位的檢體，或不同天採集的檢體。嚴謹的品管或針對特殊情況改良的萃取步驟都

可能有助於達到最佳的敏感性。  

2. 特異性：核酸放大的方法最大的缺點是外來污染物所造成的偽陽性結果。使用大

量的檢體易造成檢體之間或放大產物之間的跨次(carryover)污染；偵測系統中非特

異性的訊號也可能是偽陽性的來源；另外死菌用分子診斷方法也可得到陽性的結

果。因此，嚴謹的操作以及各項參數的品管對於提高特異性都是很重要的因素。 

 

假若分子診斷方法與傳統方法比較，其正確性、精確性、敏感性及特異性等都與傳

統的方法類似，還須評估檢測結果的回報時間(turnaround time)、所需人力、試劑、設備、

以及是否能縮短病人的住院天數等。 

實驗室人員必須根據廠商提供之資料撰寫操作手冊，並且仔細評估方法的文獻報告

及自行驗證，如果修改原來方法，必須特別註明步驟及修改原因，並且將整個修改過的

方法重新驗證並文件化。 

實驗室主管必須提供實驗室工作人員與臨床醫師之間的溝通，使醫師能了解所使用的

方法及正確的判讀結果。此外，臨床醫師也可了解哪些物質或狀況會影響試驗的結果及

檢體的保存。 

一般而言，診斷方法包含三大類，彼此部分重疊；篩選試驗(screening test)、診斷試驗

(diagnostic test)以及確認試驗(confirmatory test)。這些分子診斷試驗的方法可以單獨使

用，也可以和其他方法合併使用。篩檢試驗、確認試驗或追加試驗可能用在不同場合，

如實驗室、公衛或醫師。因此，使用時必須界定其定義以免誤用。 

 

A. 篩檢試驗 

篩檢是用以偵測一個沒有症狀或某一高危險群的人是否可能有疾病，篩檢後的結

果可能須有追加的試驗檢查或預防措施。篩檢的病人通常是在某種特定感染症可能發

生的族群中進行篩檢，篩檢結果陽性的臨床意義可能根據不同的病人族群而有不同的

判讀。 

若篩檢結果的正確性可能有重大的影響時，如結果對病人心理面、法律面、或治

療結果有重大影響時，有時必須再取得第二個檢體重複檢驗，以提高診斷正確率。 

有些篩檢方法同時用在血庫及臨床單位，但其目的可能非常不同。血庫的檢驗目

的主要用以篩檢無症狀的捐血者而非病人，篩檢可能有感染症病原體的血品，預防其

輸入受血者體內。因此篩檢試驗必須具備較高的分析敏感性(analytical sensitivity)，但

並不需要很高的診斷敏感性(diagnostic sensitivity)，相反的，臨床診斷用的篩檢試驗則

需要較高的診斷敏感性，有時因檢體來源或病程不同，可能會需要較低的分析敏感

性。實驗室中，篩檢試驗通常用於第一線使用的試驗，或是用於篩檢環境中（非人類

或非臨床）的檢體是否含有待測病原體。通常篩檢試驗之後，都需要加做其他的試驗

以確認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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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認試驗或追加試驗 

篩檢試驗之後，通常都需要做確認試驗或追加試驗以提高陽性或陰性預測值，或

提高病原體鑑定的準確性。追加試驗可能是同一個試驗再重複一次，或是試驗不同的

標的物以提高確定性，也可以是待培養出來後再鑑定病原體以確認抗原偵測的結果。 

確認試驗或追加試驗可能只是同一件事，也可能一點關係都沒有，但皆可作為最

後的診斷或鑑定。為確認實驗室的檢驗結果，實驗流程中須特別注意特異性及陽性預

測值。如果陽性結果對病人或公共衛生有很嚴重的後果，則必需使用不同檢體、臨床

評估或由其他來源獲得更多資訊以確認其結果。 

篩檢試驗、確認試驗或追加試驗可能用在不同場合，如實驗室、公衛或醫師。因

此，使用時必須界定其定義以免誤用。 

四、 實驗室設計 

實驗室設計是品管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實驗室的動線必須設計合理並確實遵守。理

論上，牽涉到增幅反應的試驗，都需要有三個獨立的空間，包括試劑準備區、檢體處理

及增幅區、產物偵測區（增幅後）。理想上，檢體處理區的設計應為正壓，產物偵測區

為負壓，兩者的空調為各自獨立，人員於進出不同區應更換實驗衣，但如果試驗方法包

括產物去活化，空間區隔的要求就可稍微寬鬆。檢體的處理要在第二級以上的生物安全

櫃或維持在正壓的區域操作。 

五、 操作規範 

操作規範對於預防污染及確保品質是很重要的一環。使用有增幅步驟的方法時，以下

建議的事項可減少污染的風險： 

A. 污染區及非污染區使用不同的設備及用具。 

B. 在試劑準備、檢體處理及增幅後的分析時，使用不同的微吸管分注器(Pipettor)。 

C. 必須使用有濾網的 pipettor tips 可避免污染。 

D. 實驗步驟若有需要，常常更換手套；進入不同實驗區也要更換手套。 

E. 每天用 10-20%漂白水，再用酒精或二次水擦拭工作檯面。儀器設備清理使用廠商建

議的方法。 

F. 至少每個月（或有污染發生時）用 swipe test (wipe test) 檢查工作檯面或設備表面是否

有污染的核酸。 

G. 不同工作區之間的氣流須控制正確的動線。 

H. 小心處理增幅後產物，使用過的耗材應丟棄在固定的地方。 

I. 試管打開前先用 quick spin 把管蓋邊緣可能殘留的液體離下來，蓋子要輕輕打開，避

免氣霧噴濺，動作完成後儘速將蓋子蓋上。 

J. 試劑先加入試管，最後再加入檢體。加入檢體時，每加入一管，要先將蓋子蓋上，再

繼續下一管。 

K. 試劑的蓋子要蓋上，要使用時才打開。 

L. 陰性品管樣本最後加入，以便偵測操作過程中任何可能的污染。 

六、 檢體收集、運送及處理：適當的檢體處理對確保檢體完整性、定量正確性或定性核酸偵

測都是很重要的。檢體採集、運送及儲存條件見”感染症分生檢驗檢體之收集、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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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與儲存＂. 所需的檢體種類及檢體量可由培養的經驗而得。新興的病原體或罕見疾

病則須額外的研究來評估。 

七、 品管物質 

無論是在發展階段(development)、最佳化階段(optimization)、運用階段(production) 或

實施 (implementation) 階段，穩定的品管物質都是評估品質系統中最重要的環節。確效

試驗的標準必須在發展試驗的早期就應該先制定好，以便用來確定品管物質是否合適，

在試驗最佳化時，確認每一批試驗品質，以便在實施階段時使用。一般而言，制定試劑

的規格特性、儀器校正、運送或寄送時的穩定度、再現性、回收率、交叉反應、干擾以

及評估臨床功能特性時，都須有確效試驗的標準並使用穩定的品管物質。 

品管物質可以自行製備或由其他獲得，但必須確保來源穩定。發展階段使用的品管物

質可以包括非臨床來源，例如由菌液、轉殖基因體(cloned genomic)或質體等。在最佳化

的階段，需使用病人臨床品管檢體，若無品管檢體最低限度也要使用與臨床檢體中可能

有的待測病原體量。 

臨床檢體中如果無法獲得剩餘之病人檢體，也可使用替代檢體的物質，例如與臨床檢

體中可能含有細胞量成比例的感染細胞株。 

可購得的品管物質包括細胞株、純化的 DNA、存在保存液中之 RNA 或庫存的病原體。

病人檢體品管物質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已檢驗過，或由其他實驗室或廠商獲得的檢體，但

都需符合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規範。 

A. 陽性品管物質 

陽性品管物質可能只是很簡單的經過純化並稀釋至不同濃度的核酸，或是含有待

測核酸的病人檢體。 

1. 低濃度陽性品管樣本 (low concentration positive control) 

2. 已知含待測病原體的臨床檢體或樣本。 

3. 將不同濃度的待測病原體或核酸放入已知為陰性的檢體內，用以模擬臨床檢體的

狀況。如果可能，應盡量使用非致病性的病原體（例如 M. tuberculosis H37Ra） 

注意：任何品管物質內的待測核酸在存放時都可能損害，此現象可能是由於核酸

酶，冰凍解凍，或其他原因。一般來說，存放越久，所剩餘的核酸量越少。

所以必須依據品管物質的穩定性定期製備或取得新鮮的品管物質。 

B. 空白品管樣品 (Blank)：包括水、緩衝液或其他液體（如檢體輸送培養基），用於排除

試劑污染或太高之背景值。 

C. 陰性品管物質：必須包含已知非待測核酸，而不是僅有水或緩衝液，用於偵測是否有

非特異性的引子黏合，雜交或偵測。可依實驗項目需要選擇以下幾種形式： 

1. 含已知非待測病原體的臨床檢體或實驗室樣本，特別是有類似臨床症狀者。 

2. 來自未被感染的病人檢體。 

3. 已知的陰性臨床檢體，加上臨床上相關，可用於偵測交叉反應 (cross-reactivity)或

評估其特異性。 

注意：為確保病人的檢驗結果不會由於系統、環境或操作者影響而產生 day-to-day 

variation，因此，必須在發展階段或最佳化階段重複用品管物質，包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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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空白品管樣品，陰性品管樣品，低濃度陽性品管樣品（用以確認病人檢

體中可產生陽性結果的最低濃度的核酸）以及內部品管樣品或含已知抑制

物質之對照樣品。 

D. 品管菌株 

1. 由供應商獲得之純培養菌株（如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及 新竹食品研究

所菌種中心等），臨床分離菌株，環境分離菌株，或實驗室庫存菌株。 

2. 在基因分類 16S ribosomal DNA maps 上相近之菌株 

3. 代表不同基因型或表現型的菌株 

4. 根據檢體種類中可能含有的常在菌及病原菌 

5. 已確認純度，並用生化方法，蛋白質方法確認產生預期抗原或數狀圖(dendrogram)

分析鑑定過。 

6. 盡量從對數期 (log phase)後期或停滯期(stationary phase)早期收取菌株。 

7. 將菌株分批庫存。 

8. 可儲存含甘油或血清白蛋白之營養液，並建議保存在-80℃。 

E. 製備核酸對照樣品 

萃取 DNA 或 RNA 的方法有許多種，有些可以得到完整的染色體或質體 DNA 或

RNA；有些則得到不同長度的片段。選擇萃取方法與病原體的種類以及打破細胞的方

法有關。 

在最佳化及確效過程中，必須將這些從培養液或菌落萃取 DNA 或 RNA 的方法

標準化，並可藉此製備合適的品管物質。萃取的 DNA 必須測定濃度（如比色法），稀

釋到適當的稀釋倍數，可用體積重量比(wt/vol)表示，並換算成病原體的濃度，也可以

由跑膠的結果看是否完整。 

儲存品管物質時需注意以下幾點： 

1. 水是最常用稀釋液，純化的 DNA 有不同的用途時，大部分都可用水稀釋。缺點是

再現性較差，有些實驗可能會受影響，也可能有不明來源的核酸酶。 

2. 稀釋過的核酸較不穩定，所以最好儲存一些未稀釋的 DNA ，取出後再稀釋成需

要的倍數。 

3. 為使 DNA 儲存過程中損害最小，蓋子必須蓋緊，最好使用有橡膠襯墊的疏水塑膠

試管。加上 Tris-EDTA 緩衝液可增加在室溫及低溫的穩定性，但是若含有 DNAse，

在室溫就會嚴重影響穩定性。如果不確定純度，應儲存在低於-20℃以增加穩定性。 

4. PE (polyethylene) 材質的試管易與 DNA 結合； PP (polypropylene) 材質的試管在

高離子濃度時會吸收 DNA；而 polyallomer 試管及某些特殊設計的 PP 試管則不會

與 DNA 結合。 

5. RNA 被 RNAse 損害的程度特別嚴重，所以萃取後必須盡快加上穩定劑。最佳的儲

存條件是保存在乙醇中，置於-70℃。儲存試管必須是無菌、疏水性，而且必須戴

手套。 

6. 避免冰凍解凍，要使用不除霜的冷凍櫃。 

7. 病原體（或 genomic copy）量與菌落形成單位(Colony Forming Unit, CFU)或包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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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單位(Inclusion Forming Unit, IFU)之間的關聯性並不準確，因為培養的定量方

法可能有誤差，或可能 DNA 是由已死亡或不具感染力的病原體萃取出來。例如，

披衣菌的包涵體形成單位只計算活的基體(Elementary body, EB)，不包括死的 EB

及網狀小體(reticulate body)。 

八、 控制偽陽性核酸放大反應 

核酸增幅方法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控制偽陽性結果的產生。偽陽性的產生主要有以下

四種：1) 待測病原體的氣霧或噴濺的交叉污染，2)陽性品管樣品或空氣中病原體（如黴

菌孢子）污染的核酸或樣品，3)檢體或增幅產物污染的試劑、緩衝液、實驗用品及換氣，

4)偵測系統的非特異性訊號。 

實驗室空間區隔、遵守操作規範使用生物安全櫃、增幅產物去活化、工作環境例行清

潔除污等，都有助於減少偽陽性結果的產生。如果懷疑有污染產生或是已經發生問題，

就必須導入更嚴謹的空間區隔及操作規範等措施。 

A. 試劑：放大反應所使用的試劑必須分裝且儲存於檢體處理或增幅後產物偵測區域以外

的地方。使用的試劑或溶液必須為分子生物等級。 

B. 操作規範：遵守「非污染區」至「污染區」的動線以減少增幅產物的跨次污染。將不

同區域中的試劑、耗材用不同顏色標示，也有助於動線的維持。檢體可先保留一部份，

以備有需要複檢時使用。如果同一個檢體要作許多不同的檢驗（如 CSF），要先分裝

一管以免在操作過程中被污染。 

C. 選擇品管物質 

1. 陽性品管樣品：選擇用含低濃度之標的核酸，可降低污染的機會。 

2. 空白品管樣品 (reagent blank, nontemplate control)：每一批實驗都必須有空白品管

樣品穿插在每一個實驗中。這些品管樣品除不含核酸外應包含所有反應所需的試

劑，整個實驗過程，從檢體的萃取開始，就應包含空白品管樣品。 

3. 陰性品管樣品 (negative control)：陰性品管樣品須含已知非標的核酸，而非僅僅是

水或緩衝液。陰性品管樣品必須是最後加入試劑的一管，才可確保之前操作的每

一步並沒有污染發生。 

D. 增幅產物去活化 

正常 PCR 反應可產生 1012 放大產物。一般而言，在發展試驗的方法時，就應有產

物去活化的方法。去活化是否能成功與放大產物的長度，G+C 含量及產物量（通常是

106-107 倍）有關。酵素法或光化學法都無法預防污染的發生。產物用多種限制酶或

DNase 處理可以去活化。增幅反應完成後，在密閉的反應管中加入漂白水再 丟棄也

可以預防污染發生。 

是否要在檢驗過程中加入去活化反應是根據實驗室技術及成本的考量，並與放大

產物的特性（GC 含量及長度）有關。不管是否有去活化的步驟，每日工作檯表面去

污染，以及防止污染發生的操作規範都必須確實實施。 

1. 酵素法 

酵素法在增幅反應中以 dUTP 取代 dTTP，產物中的 T 都被 U 取代。因此在增

幅反應中加入 uracil-N-glycosylase (UNG)時，會將前次反應所遺留含 U 的片段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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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使其無法成為下一次反應的模版），再將反應升溫至 94℃停止此酵素的作用。

這個方法可以避免產物成為下一次反應的污染源，但是對於增幅反應前就已污染

的核酸模版卻無法去除。 

a. 使用 UNG-引子的最佳化反應：引子的選擇必須確保產物夠長（建議至少要

100-500 bp）。UNG 法的效率與產物中所含的 GC 含量有關，因為 GC 含量高的

產物所含的 U 較少，所以較難去活化。另外有些研究者發現使用 UNG 法會使

試驗的敏感性降低。 

b. dUTP 濃度：為不影響反應必須決定最佳的 dUTP 濃度。有些反應可以容許所

有的 T 被 U 置換，有些仍然 dUTP 及 dTTP 都需要，或是 dUTP 的濃度要高於

其他 dNTPs。這些都與產物的 GC 含量及長度有關。 

c. 解鏈溫度(melting temperature)：即使經過重複升溫及降溫的反應，溫度降低至

55℃以下，UNG 仍然會有活性。如果產物保存在室溫，殘餘的 UNG 活性就可

能會影響反應的敏感性。因此反應完成後須保持在 72℃。另外，實驗必須設計

適當，使引子粘合的溫度大於 55℃。  

d. 探針雜交：dUTP 的取代可能降低探針對產物的親合力，一般來說，降低雜交

緩衝液(hybridization buffer)或洗膜緩衝液(washing buffer)的嚴謹性(stringency)

就可以改善。 

2. 光化學法：使用新補骨脂素（Psoralen）衍生物溶液或紫外線可以將增幅反應的放

大產物去活化。新補骨脂素耐熱，因此可以在反應前加入 PCR 試劑中。反應完成

後，打開蓋子前，用長波紫外線照射試管，紫外線可穿透 PP 材質試管，活化新補

骨脂素衍生物卻不傷害 DNA。活化的新補骨脂素會與嘧啶鹼基共價交聯形成環丁

烷四圓環(cyclobutane)，抑制 DNA 聚合酶的作用，因而無法在接下來的反應中繼

續放大。這個方法的效率與產物的長度及鹼基成分有關。一般來說，長度大於 300 

bp，且 GC 含量約 50%時，幾乎所有放大的產物都可以被去活化。文獻報告使用

此法可能得到偽陰性的結果，特別是在反應中待測核酸量很低的時候。光化學法

與 UNG 法不同處在於光化學法會將原始的 DNA 也去活化，因此可以同時減少增

幅反應前就存在的核酸污染。  

3. 局部去活化法：用於清除反應物濺灑或溢漏，或用於日常清理工作檯或儀器表面。 

a. 10%漂白水為有效的方法。漂白水的穩定性和溫度及儲存容器有關（最好使用

避光容器）。如果含有有機物，就會降低效果。漂白水是醫療院所常用的消毒

劑，但是對去除核酸的效果仍未完全確定，有時病原體的感染性已不復存在，

在 PCR 反應中卻仍能偵測到核酸。使用漂白水危險性很小，只要注意不要接

觸到皮膚或眼睛即可。 

b. 核酸量很少（低於 100 pg）的時候，使用紫外線照射工作檯表面可以預防污染。

紫外線照射距離在 2 英呎以內可達最大的效果，因為強度足夠，對小片段的

DNA 也有效。紫外線僅照射 1 到 2 小時效果不大，如果要去除 200 bp 以上的

放大產物，必須隔夜照射。紫外線照射及高溫高壓滅菌去除 PCR 污染的效果

並未完全確定，因此不能當作第一線控制污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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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使用紫外線照射法，紫外線燈管必須每週清潔，去除可能阻斷殺菌

效果的灰塵。並且要定期檢測，確保紫外線強度足夠。工作時，必須將

紫外線關閉，保護眼睛及皮膚，因其可能造成眼睛灼傷及皮膚癌。  

4. 去活化的確效試驗：使用控制污染的方法時，必須使用與原產物略加改變的產物，

與未使用污染控制方法前的結果比較，評估其效果。如果實驗室要改變方法，也

必須作新方法的確效試驗。 

九、 評估效能特性之時機及項目 

A. FDA（美國藥物食品管理局）核准之檢驗方法 

1. 與現有方法或參考方法比較 

2. 根據發表於經同儕審閱的文獻報告所做的評估 

3. 進行實施階段 (implementation phase)所列的驗證項目 

B. 其他方法，包括未經 FDA 核准之檢驗方法、修改過之 FDA 核准檢驗方法、經修改過

文獻上的方法、或自行發展的方法 

1. 進行發展階段 (Development phase)/最佳化階段 (optimization phase)之所列之項目

並達到允收標準 

2. 進行實施階段 (implementation phase)所列的驗證項目 

十、 發展階段 (Development phase)/最佳化階段 (optimization phase)  

A. 分析規格 

每一試劑必須用合適的分析方法（如純度、分子量、質體限制片段等）決定其分

析規格。 

1. 引子及探針 

外購引子和探針之產品證明必須包含序列（名稱及其所在的位置）、不含附加

物的寡核酸分子量、純度以及鹼基成分。實驗室必須檢視產品證明所載項目，包

括穩定性及儲存條件。例如，以純度來說，雖然預期的結果可能會有差異，供應

商仍應提供至少 95%的純度。以 PAG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或

CE(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只能看見一個預期大小的亮帶。每一段序列所含的鹼

基成分都不同，所以必須注意廠商提供的分析結果與預期結果相同。 

注意：未純化的寡核酸含有除了預期的產物之外，可能含有被截短的序列，此現

象與合成時的聚合效率和長度有關。合成 DNA 的聚合效率>98.5%，假設是

15-mer 的寡核酸，最低的最終純度為(0.985) n-1*100%，或約 81%。合成

RNA 的聚合效率約 96.5%，因為在 2’OH 位置有 protecting group 所產生立

體效應的影響。因此，越長的寡核酸，被截斷的比例越高。HPLC 是最常用

來將之去除的方法。 

實驗室自行合成的寡核酸也必須純化，可用以上所列的規格作為制

訂允收標準的參考。合成寡核酸必須在無增幅產物污染的環境進行。每

一批合成或是購入的寡核酸使用前都必須與現有的規格相符。反應條件

最佳化之後，引子可以先混合在 master mix 中。 

a. 純度 (p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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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加物 (attachments)：分子附加物可用分析方法檢查（如 biotin-avidin assay），

檢查是否已加上放射線同位素，或檢查純度（用電泳或層析光譜）。探針黏附

於固相時，必須有另外的方法檢查附加物的穩定。 

c. 濃度：方法的選擇根據寡核酸的純度以及所需的精確度。 

1. 比色法：已純化的樣本（無 RNA，蛋白質、酚、或瓊脂糖凝膠 agarose 等）

最簡單的方法是將寡核酸用水或緩衝液稀釋，用比色計以波長 260 nm 測吸

光質，再根據分子量計算。在波長 260 nm 時，一個吸光單位表示 50 g/mL

雙股 DNA，約含 37 g/mL 單股 DNA 或 40 g/mL 單股 RNA。 

2. 瓊脂糖凝膠 agarose 法：比較 DNA 在瓊脂糖凝膠 agarose 上由 ethidium 

bromide 發出的螢光強度與已知濃度 DNA 樣本比較而得。 

3. 螢光法：使用選擇性結合 DNA minor groove 的染料。可測量低濃度的 DNA，

即使含 RNA 或其他雜物時也可使用。 

2. 酵素 

根據所需試劑規格及化學特性選擇合適的聚合酶、其他核酸 modification 

enzymes、催化酶、限制酶，以及去除污染物的酵素。供應商必須提供可達最低效

能的規格以及反應條件及其他相關的物理特性（如 pH 值、純度）。每一批新的酵

素都必須作功能性驗證，用已知的品管檢體及病人檢體，如果可能的話，應同時

對舊的和新的批號產品做平行測試。 

3. 其他成分（鹼基及緩衝液） 

根據試劑在增幅反應中的重要性以及可能被外來核酸污染的程度，測定純度及

制訂規格。使用新的批號時必須作功能測試。 

注意：有些緩衝液可能影響再現性，並對試驗有抑制性。例如偵測 RNA 的試驗，

緩衝液（通常是 Tris）不能含有 EDTA。 

B. 檢體類別 

適當的檢體類別通常藉由由其他方法（如培養、免疫組織化學法、鏡檢、或病理）研

究或臨床經驗來決定。對於新興的感染症，需要作臨床的研究才知道合適的檢體為

何，並且必須是臨床容易取得及運送的檢體種類。病人被感染或是有症狀時，必須能

偵測到病原菌；需要的檢體量必須是臨床上容易取得的體積。如果不是用臨床檢體，

而是使用由培養液或分離出來的菌株，需要考慮的點就比較少。 

1. 如果從以往的經驗知道所使用的檢體種類會出現或可能出現抑制物時，必須釐清

這些抑制物是內源性或外源性。 

2. 容器或收集檢體的物品必須排除核酸酶及其他可能產生干擾的物質。 

3. 有些檢體類別不是呈液狀(homogeneous)，可能需要特殊處理（如液化黏液、離心、

過濾等）。所有檢體處理的步驟都必須評估是否可能造成干擾。許多時候，由於疾

病病程的關係，無法從單一個檢體獲得可靠的結果時，應該取多個檢體送檢（如

在下呼吸道偵測 M. tuberculosis） 

C. 檢體處理方法（細胞 lysis 及萃取） 

檢體處理方法最主要考慮的是用最有效的方法從檢體中釋放出核酸物質(cell lysis)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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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如果同時可以濃縮更好）標的核酸，而且在處理過程不會產生抑制物或污染物。

當然理想的方法是簡單、有效率、再現性高、並且可以提高產量。如果處理的是病毒

或其他胞內寄生的寄生蟲，檢體處理的方法必須除了將細菌細胞壁或病毒殼體蛋白溶

解外，還能將病原體包覆的宿主細胞溶解。所使用的方法，不管是自行發展或是商用

套組，都必須評估萃取效率及是否產生干擾。 

1. 如果檢體中的病原菌濃度通常很高，並且幾乎不會有抑制物，萃取液就不需經過

純化，可以直接使用。 

2. 越來越多人使用同序列捕捉法(sequence capture)將標的物與抑制物分開，並且也可

以同時達到濃縮的效果。 

3. 商用萃取套組很廣泛的使用，而且可以應用在許多不同的檢體類別上。但是有些

商用套組過份簡化了檢體處理及核酸萃取的步驟，有時候並無法完全將不同檢體

中的病原體溶解。 

4. 在發展的階段，所有用於處理檢體的試劑（如緩衝液、添加物等），包括商用套組，

都必須確認不會產生干擾。 

為了確保有足夠的檢體可以重複檢驗，如果可能的話，檢體必須在萃取前或前處理前

先分裝。萃取後，在進行下一步之前，仍然可以再分裝。 

 

D. 功能測試確效(validation)項目 

實驗方法必須詳細紀錄評估過的參數，實驗設計原理的闡述，允收標準，未達允

收標準時的矯正措施等。操作規範必須詳細記載步驟，確保實驗可以重複。 

1. 最低檢測濃度(limit of detection)或分析敏感性 (analytical sensitivity)  

a. 定義：在一定信賴區間內，檢驗方法可測得的最低待測序列濃度在許多臨床實

驗室，分析敏感性和最低檢測濃度常交互使用，但最低檢測濃度較常用。 

b. 用途：用於將試驗結果最佳化並評估每一環節的效能。監控最低檢測濃度可以

評估方法改變時的效應，選用的萃取步驟是否合適等各項參數。由於所使用的

品管物質，待測物或實驗條件可能不同，因此不同實驗室所測定出來的值可能

會有差異。發展試驗一開始，就必須使用穩定，並且已知的低濃度陽性品管樣

品。 

c. 方法：用於評估檢驗方法的確效時，最低檢測濃度必須針對將要使用的臨床檢

體種類做測定；也可以用已知陰性的檢體加上已知量病原體代替。偵測病毒的

試驗，可以用未感染的細胞株加上稀釋的已感染細胞。試驗的敏感性也應考慮

微生物的變異性（地域性、血清型、致病型、或抗藥性表現型）。測定敏感性

應包含從檢體處理一直到放大產物的偵測。 

d. 步驟 

1. 決定陽性判定值（區分背景值及真正陽性訊號的點）。先用空白品管樣品，

最後再用臨床檢體來決定背景值（噪音值）。一般來說，在 PCR 反應中，

訊號對噪音的比例若為 2-5:1，就可以區分。 

注意：陽性判定值在往後的試驗中可以再調整，也可以劃定一個區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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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ocal/indeterminate region. 

2. 用幾個不同濃度先作測試，估計可能的最低檢測濃度。 

注意：因為會有來自抑制物或檢體本身特性的干擾，使用空白品管樣品加上

待測核酸有時無法真正預測檢體的效能。 

3. 用此估計的最低檢測濃度，用許多重複的試驗（用空白品管樣品及可能最

低的濃度）以決定統計信賴度。舉例說明最低檢測濃度可接受的標準：在

兩批實驗中，至少 58/60 重複試驗的結果為陽性的濃度（在 95%信賴區間，

此 DNA 濃度可重複被偵測，亦即在此濃度偽陰性比例小於 5%），並且可明

顯與空白品管樣品區分。 

4. 一旦萃取步驟已經最佳化，必須將 DNA 加入檢體來預測檢體本身特性對試

驗的反應。 

5. 用在最低檢測濃度實驗中的萃取方法必須與最後試驗用在臨床檢體的方法

相同。 

6. 在最低檢測濃度附近的低濃度品管液是用於試驗的最佳化所必須的，當實

驗步驟改變時，也可用來評估確效。 

7. 針對已選定的陽性判定值的最低檢測濃度必須用臨床檢體進行確效試驗。 

e. 將此濃度文件化（轉化成單位），表示法可為： 

1. 最低濃度（以重量或 copy number 為單位） 

a. 所使用樣本的濃度，以樣本取得時的重量體積比（例如 1 ng/mL）以及

在試驗中所用的體積（例如加入的樣本體積為 1 pg/10 uL），文件中應清

楚註明體積。 

b. 估計的 copy number（或微生物量）。  

2. 檢體中已知菌落形成單位(Colony Forming Unit, CFU)、空斑形成單位

(Plaques Forming Unit, PFU)或顯微微粒(microscopic particles)。 

注意：臨床診斷試驗的最低檢測濃度必須與特定體積臨床檢體中可萃取出

的 DNA 量作對應，不能只表示每次試驗可偵測的量。 

2. 分析特異性 (analytical specificity) 

a. 交叉反應 (cross reactivity)：使用與待測病原體相近的病原體測試交叉反應。另

外，檢體中可能出現的常在菌，以及產生類似疾病的病原體也都應用來測試。

這些測試病原體的屬名、種名、菌株編號(如 ATCC number)，測試菌株數、以

及接種量都應該註明。首先用純化的核酸測試，之後必須用臨床檢體測試。 

b. 偽陽性：需有足夠的陰性檢體（不含待測核酸）測試偽陽性率。 

c. 偽陰性可能是因被待測核酸或增幅反應產物污染，背景值太高，或其他非特異

性的訊號所致。 

3. 精密度：測試定性試驗（結果以陽性或陰性呈現）的再現性，評估由一樣本重複

取樣檢驗所得結果差異的程度。評估方法可為每天操作一個品管物質，連續操作

20 天；或每天操作 2 個品管物質，連續操作 10 天，計算陽性及陰性品管物質符合

預期結果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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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陽性判定值 (cutoff values) 

陽性判定值為界定陽性、equivocal、陰性、indeterminate 結果的值。利用由臨

床診斷或其他方法得知結果之檢體。陽性判定值是否適當由臨床試驗才能最後決

定。用來決定陽性判定值的統計方法應該清楚說明。如果可能的話，如何訂出

equivocal zone 也應該定義清楚。ROC curve 或其他圖形可用以輔助決定陽性判定

值。造成 indeterminate 或 equivocal 結果的原因可由其他方法或用不同檢體測試來

瞭解。 

決定陽性判定值時，必須考慮該試驗的目的（例如使用此試驗是重在敏感性、

特異性或預測值）。發展及評估篩選試驗時，必須注意敏感性及陰性預測值，若是

確認試驗，則需注意特異性及陽性預測值。 

性能測試結果應該整體上都是在可接受的範圍，不能因為特別強調其中一個參

數，而忽略其他參數的重要性。例如發展偵測 HSV 的 PCR 方法時，如果此試驗

是用來排除腦膜炎，最理想的檢體是脊髓液，並且應注意敏感性。其陰性預測值

應該要高，因為陰性結果應該能解釋為沒有 HSV，並導入後續的檢驗，或是導致

治療策略的改變（例如停止 acyclovir 的治療）。 

決定之後的陽性判定值必須用其他實驗室方法或臨床標準來決定臨床檢體之

測試是否適當。 

E. 其他功能性測試 

1. 放大效率：可用低濃度陽性品管、變異株陽性品管樣品、或用偵測抑制性作用的

品管樣品來評估放大效率。 

2. 附加物之附加效率/一致性：使用固相平台（如 polymer beads, silicon chips）時，

功能測試須評估一致性及重複性。 

3. 雜交：用陽性及陰性品管物質，在達成反應的最低條件附近來操作試驗，以偵測

可能交叉反應的病原體，重複試驗時，在最低檢測濃度皆應得到正確的反應。 

4. 控制污染的效率：再檢驗步驟中加入控制污染的方法時，必須注意所加入的酵素

或試劑不可干擾增幅的效率或產物的偵測，並且要評估控制污染的效率。 

5. 儀器及系統的跨次反應(carry over)：實驗室須制定方法來評估由儀器或設備而來的

污染，例如用空白品管樣品穿插在高濃度陽性品管樣品中，重複作許多次實驗，

並且測試使用不同儀器時是否會造成跨次污染。 

6. 限制切割型式(restriction patterns)：新的限制酶批號用在臨床診斷試驗前，必須先

經過兩次以上確定其限制切割型式要與廠商提供的大小一致。 

7. 整個試驗功能比較：試驗中每一項試劑分析規格都確認之後，用舊的和新的引子、

探針、品管物質等在同一批實驗中操作，測試整個試驗的功能。 

F. 限制(Limitation)：臨床評估時應界定方法的限制，包括合適的檢體、採集方法、運送、

儲存、干擾物質，及造成偽陽性或偽陰性的因素。 

G. 品管 

1. 污染風險評估：評估影響試驗品質及可信度的因素 

a. 操作規範：在發展及最佳化的階段，實驗方法必須詳細紀錄評估過的參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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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設計原理的闡述、允收標準及未達允收標準時的矯正措施等。操作規範必須

詳細記載步驟，確保實驗可以重複。如果變更文獻報告上的方法，必須仔細作

確效，以確保得到預期並可重複的結果。文獻報告上的方法如果符合以下幾種

情形，可視為通過確效試驗，並用於研究用途：1)已廣泛使用，2) 最低檢測濃

度及特異性在兩個以上外部實驗室，同時使 calibrated artificial 檢體及真正臨床

檢體通過確效試驗者，3) 文獻報告針對分析特異性時，已用相近之病原體以及

廣泛使用原核及真核生物測試過。 

十一、 實施階段 (Implementation) 

臨床實驗室必須驗證所使用的方法與廠商提供的功能規格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相似（包括正確性、精密度、量測區間等），並且所載明的參考區間（正常

值）用於待測的族群是適合的。建議至少評估 50 個陰性檢體及 20 個陽性檢體，並符合

預期結果。 

A. 分析規格：確認每一試劑的分析規格合乎實驗室所制訂之允收標準方法 

B. 功能測試驗證(verification)項目 

1. 陽性判定值 

需由臨床試驗驗證陽性判定值是否合適。應說明陽性判定值如何決定出來。如

果測試結果不合適，就必須重新評估。 

偽陽性及偽陰性結果須用其他方法評估，例如可在檢體中加入待測核酸，以排

除抑制作用所造成的偽陰性結果；或輔助以培養或其他方法，以判斷偽陽性或偽

陰性的原因。另外，病人臨床資訊、對治療的反應，以及其他診斷結果都有助於

瞭解偽陽性或偽陰性結果的原因。 

2. 診斷敏感性(Diagnostic sensitivity)：有疾病的人所得的檢驗結果高於特定陽性判定

值時的比例。當疾病後果非常嚴重且可治療時，或是會導致嚴重公共衛生問題，

敏感性就很重要。若偽陽性的結果不會導致病人心理上嚴重的損害或浪費太多成

本，並且，所衍生的不當治療對病人或成本效益都沒有太大的影響。如果檢驗的

偽陽性結果會造成嚴重的後果，這些疾病的檢驗就需要更嚴謹的檢驗流程。 

3. 診斷特異性(Diagnostic specificity)：沒有疾病的人所得的檢驗結果低於特定陽性判

定值的比例。當疾病後果非常嚴重且無法治療時，或是偽陽性結果會導致心理上

嚴重的損害或不當治療時，特異性就很重要。 

4. 預測值 (Predictive values) 

檢驗結果為陽性，實際上病人有此疾病的機率。陽性預測值為所有陽性結果內

真有疾病的比例；陰性預測值為所有陰性結果內實際上沒有疾病的比例。 

族群中疾病的盛行率會影響預測值。因此採用評估預測值的結果，必須確定此

評估所用的族群有相似盛行率。不當治療將導致嚴重的後果時，就必須強調陽性

預測值。陰性預測值用於排除病人有疾病的可能性。 

5. 診斷正確性 

診斷正確性評估檢驗方法是否可得正確的結果。用已知結果的臨床檢體評估，

需有足夠的檢體數才能得到統計上有意義的結果。當疾病盛行率很低時，檢體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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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就要更多。 

如果現行方法普遍可接受，欲評估新方法時，可將檢體同時用兩種方法平行測

試。也可用前瞻性的評估方式，與參考方法比較。參考方法可為單一或多種方法

同時使用，可包括實驗室方法、影像分析、病理學或其他臨床診斷。 

表達診斷正確性的方式很多，包括敏感性、特異性、概似比 (likelihood ratio)、

勝算比 (odds ratio)以及 ROC curve 下的面積。 

可用 ROC curve 評估不同方法的正確性。在不同的陽性判定值時，所判讀的陽

性或陰性結果，分別計算敏感性及特異性，再將這些數值點分別對應點在 x 軸及 y

軸來評估正確性。 

C. 診斷價值 

分子診斷方法的最低檢測濃度可能較低，但必須瞭解其在臨床應用上的意義。例

如，由於最低檢測濃度較低，可能可以避免使用一些侵入性的方法收集檢體，或可收

集較少量檢體。與其他分子診斷方法或傳統方法的異同、優缺點都應在操作手冊中說

明。並且必須提供與其他方法合併使用的時機及流程。例如，用核酸增幅方法直接偵

測臨床檢體中的肺結核菌時，仍需要傳統的培養。但是 Chlamydia trachomatis 的診斷

方法可取代傳統的培養。 

D. Limitation：臨床評估時應界定方法的限制，包括合適的檢體、採集方法、運送、儲存、

干擾物質，及可能造成偽陽性、偽陰性的因素。 

E. 品管 

1. 污染風險評估 

a. 偵測污染核酸序列或其他可能干擾的原因 

b. 評估試劑所造成的抑制作用 

2. 品管物質：從萃取、放大及偵測，所有的步驟都要包括陽性品管樣品（如果沒有

實際陽性檢體，也可以使用加入 DNA 的陰性檢體）及陰性品管物質。陰性品管物

質必須含非待測物 DNA（與待測 DNA 無相似性）。此陰性品管物質也可用來稀釋

待測 DNA。 

3. 操作規範：臨床實驗室應有操作規範或步驟以減少污染造成偽陽性的可能性，以

及預防因抑制性作用造成的偽陰性。  

4. 品管測試項目及頻率：至少操作檢體當天必須操作一次下列品管測試： 

a. 至少需包括陽性及陰性品管物質各一個。 

b. 結果表示法若為 Graded or titered 的結果，需包括一個陽性的品管物質以 graded 

or titered 結果表示。 

c. 如果試驗方法包括萃取的步驟，必須包括兩個品管物質，至少一個可以偵測到

萃取過程所發生的錯誤。 

d. 包含增幅反應的試驗步驟，必須包含兩個品管物質。，如果抑制性作用是產生

偽陰性結果很重要的因素，則必須包含一個可以偵測到抑制性作用的品管物

質。 

十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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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種病原體可能用不同的增幅方法，用不同核酸片段或得到不同功能的測試結

果。因此實驗室在報告中應適當的描述檢驗結果，包括所使用的方法，核酸標的，測

定範圍，以及試驗的限制。例如，報告不可只有「陽性」或「陰性」結果，必須描述

待測病原體及核酸（例，HIV proviral DNA detected, Chlamydia trachomatis plasmid DNA 

detected 或 HCV RNA detected）。另外，報告中也應包含測定範圍（如 < 50 IU/mL）

及已知的限制（包括交叉反應、基因型不同可能造成的偏差、或可能之干擾物質）。

對病人臨床上有嚴重影響的結果必須有危險值通報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