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審查作業指引 

1. 內容： 

受理由國民健康署婦幼及生育保健組轉交申請認證檢驗機構之申請資料，認證審核共

針對書面資料、能力試驗結果及現場實地訪視三部分進行審核。 

2. 申請認證案件之審查流程 

2.1書面審核 

2.1.1 審查工作小組：由計畫主持人聘請周產期醫學會代表、微生物實驗室代表及專家

委員擔任。 

2.1.1.1 書面資料審查方式：由計劃主持人決定，將受審資料以書面方式輪流送

至 3位（含計劃主持人）審查工作小組人員進行審查。 

2.2能力試驗 

2.2.1收到申請案後，一週後寄出外部品管檢體。 

2.3現場實地訪視 

2.3.1在完成書面審核完成後，一週內安排實地訪視。 

3. 申請認證案件之審查審查內容及結果 

3.1書面審核 

3.1.1 審查依據國民健康署 100年 11月 18日公告(102年 7月修訂)之「孕婦乙型鏈球

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則」(附件一)，進行審查。 

3.1.2 審查時，依審查標準之條件內容逐一審視送審之資料，並將補件之原因記錄於審

查表中(附件二)。 

3.1.3 審查結果區分為「通過」、「通過但須補件」與「不通過」；審查內容若為「補件」

時，僅依補件之內容進行審查，無須重複。 

3.2 能力試驗 

3.2.1 測試結果總評 

3.2.1.1測試件可接受件數除以測試總件數≧80分，則測試總評為“可接受”；      

測試件可接受件數除以測試總件數＜80分，則測試總評為“不滿意”。 

3.3 現場實地訪視 

3.3.1 依照專家會議所擬定的「孕婦乙型鏈球菌認證實驗室現場訪視查核表」(附件三)，

調查檢驗醫事機構之檢驗現況，以確認「說、寫、做合一」之認證精神，必要時

進行實地輔導。 

4. 完成書面資料、能力試驗及現場實地訪視此三項認證評估，審查結果與意見均函轉國民健

康署，由國健署進行公布。 

5. 為維護乙型鏈球菌檢驗品質，若通過認證單位，有發生能力試驗不合格或 GBS陽性率小於

15%之狀況時，將啟動退場輔導機制；若輔導訓練後，仍未改善及提升其檢驗品質，則將取

消認證資格： 

5.1 退場輔導機制流程 

5.1.1 現場訪視 

5.1.1.1 若訪視委員發現檢驗單位於操作流程上，有不熟悉或疏失等狀況，將啟動標

竿實驗室訓練。 

5.1.2 標竿實驗室輔導 



5.1.2.1 安排檢驗單位醫檢師至標竿實驗室進行訓練。 

5.1.3 外部能力試驗：至標竿實驗室進行輔導訓練後，將再寄送外部能力試驗至檢驗單

位，測試訓練成果 

5.1.3.1 測試件可接受件數除以測試總件數≧80分，則測試總評為“可接受”；      

測試件可接受件數除以測試總件數＜80分，則測試總評為“不滿意”。 

5.1.3.2 測試結果為“不滿意”建議取消通過認證資格。 

測試結果為“可接受”將進行二次實地訪視。 

5.1.4 二次實地訪視 

5.1.4.1 發現仍未改善檢驗品質狀況，將轉送審查委員會討論使否取消認證資格。 

5.1.4.2 缺失及檢驗品質皆已改善提升之檢驗單位，維持通過認證資格，並持續追

蹤其陽性率及能力試驗等品質指標。 

 

 

  



附件一、 
  

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資格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 100年 11 月 18日公告 

中華民國 102 年 7月修訂 

 

 

一、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預防保健服務孕婦產前檢查之孕婦乙型鏈

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資格審查，特訂定本原則。 

二、設有檢驗單位之醫院或聯合診所，或獨立設置之檢驗所(以下稱檢驗醫事機構)符合下列

資格之ㄧ者，本署得核予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資格： 

(一)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細菌培養檢驗與藥物感受性試驗檢驗項目認證。 

(二)經本署認可之機構或團體之認證。 

(三)經本署委託機構或團體辦理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與藥物感受性試驗能力測試合格。 

三、符合前點資格者，得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三份，向本署提出申請資格審查： 

(一)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衛生局核發之開業執照影本。 

(三)醫事檢驗人員相關證明文件。 

(四)乙型鏈球菌培養檢驗之儀器資料。 

(五)乙型鏈球菌培養及檢驗標準操作程序書。 

(六)符合前點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資格審查由本署為之，必要時得聘請專家或委託相關學會辦理。 

五、檢驗醫事機構應於取得本署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資格審查後，始得接受本署及

醫事服務機構委託辦理預防保健服務孕婦產前檢查之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 

六、通過本署資格審查之檢驗醫事機構，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於收到檢體後七日內，通知委託代檢醫療機構其檢查結果。如有陽性檢查結果，

應優先通知送檢機構。 

(二)孕婦乙型鏈球菌檢查結果，應於檢驗後十四日內，依本署規定之格式(如附表二)，

登錄於本署指定管理系統。 

(三)持續辦理內部品管，並定期依品管稽核表(如附表三)之項目自我稽核，且針對缺失

提出改善措施，相關資料應完整保留，以備本署抽查。 

(四)定期接受本署委託機構或團體辦理此類檢驗與藥物感受性試驗之外部能力試驗。 

(五)因執行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之檢驗醫事機構人員離職，致無具資格人員執行業務，

或有其他因素致不能執行業務時，應立即停止辦理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業務，經主

管機關限期改善，並改善完竣者，始得恢復辦理。 

七、通過資格審查之檢驗醫事機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必須接受實地檢查： 

(一)經檢舉有缺失。 

(二)經資料分析，檢驗品質差異過大。 

(三)其他基於業務需要，應進行實地檢查。 

八、通過資格審查之檢驗醫事機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取消其資格： 

(一)未依規定及期限申報個案檢查資料或申報之資料不完整、不正確，經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 



  

八、通過資格審查之檢驗醫事機構，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取消其資格： 

(一)未依規定及期限申報個案檢查資料或申報之資料不完整、不正確，經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 

(二)經查有偽造個案檢查資料情事或其他情節重大之情形。 

(三)經實地檢查，確有重大缺失。 

(四)使用未經衛生福利部查驗登記領有許可證之檢驗試劑及儀器設備。 

(五)經查有第六點第五款之情形，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未於期限內改善者。 

(六)喪失第二點所定資格。 

(七)外部能力試驗不合格或乙型鏈球菌培養陽性率<15%，經學會輔導計畫仍未改善者。 

九、經取消資格者，自取消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始得檢附第二點文件及改善計畫之實施

成果報告，重新提出申請。 



附表一 

「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含醫院附設醫學實驗室)」資格審查申請表 

 

壹、申請單位基本資料表 

申請醫院(檢驗室) 全名： 

醫療機構負責人 姓名： 

地址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傳真  

實驗室負責人 
姓名  電話  

e-mail  

檢驗室隸屬：□附設於醫院檢驗部門下  □附設於聯合診所之檢驗部門下 

□獨立之檢驗室       □其他，請註明                        。 

 

 

貳、申請單位目前工作人員人數(請將負責乙型鏈球菌培養檢驗之所有工作人員資料填於附表，

並檢送相關證件之影本)。 

姓  名 職稱 
年

齡 

性

別 
學  歷 

醫檢師(生)證

書字號 
工作內容 

到職年

月日 
 

 

 

        

工作內容請寫下列代碼：(A：行政工作；B：檢體處理；C：儀器操作；D：品管；E：資料分析：

H：其他非本項檢驗工作)，請於表格內註明。 

 

 

參、乙型鏈球菌檢驗設備、試劑之資料(請附乙型鏈球菌檢驗設備、試劑相關證明文件)，每台設

備皆須衛生福利部核可及填妥以下資料，若表格不夠請自行影印填寫。 

編號 廠牌/型號 是否通過衛生福利部許可(是或否) 

   

   

 

肆、應檢附文件 

□開業執照影本                   □醫事人員證明文件 

□儀器通過衛生福利部核可之證明文件   □通過認證之證明文件 

□品管稽核表(請先自行評核，並由實驗室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附表二、 

孕婦乙型鏈球菌檢查資料電子檔申報格式(由檢驗醫事機構申報) 

 

電子檔輸入格式注意事項： 

1. 首次申報檢查結果資料電子檔時，請先至孕婦乙型鏈球菌檢查結果管理系統申請帳號及

密碼（欄位如表 1-1），俾利回覆資料檢核結果。每次結果並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上傳（欄

位如表 1-2）。 

2. 格式欄位：V為必填；△為非必填；☆為條件式 

3. 英數文字請使用英數半型字元輸入，請勿使用全型數字字元(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０)。 

4. [檢驗結果]欄位：若填為 0(陰性)，則[檢驗結果-陽性]1~5不必填；若填為 1，[檢驗結

果-陽性]1~5必填；若填為 9(其他)，[檢驗結果-其他]必填。 

 

1-1 醫事機構聯絡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 長度 必填 備註 

1 機構代碼 文字 10 V 

(1) 檢驗醫事機構代碼格式：

0123456789,jy12345678,JY12345678 

(2) 衛生行政機關代碼格式： 

012345678i、012345678I   

2 聯絡人姓名 文字 30 V  

3 聯絡人電話 1 文字 20 V 

分 機以 #表 示。 可接受 格式 ， 如 ：

02-3456-7890#123； 

(02)3456-7890#123等。 

4 回覆報告的電子信箱 文字 50 V 
必須填寫正確電子信箱格式，如：

test@email.com.tw 

5 聯絡人電話 2 文字 20 △  

6 機構地址 文字 60 V  

7 機構名稱 文字 50 V  

8 前機構代碼 文字 10 ☆ 
若為變更機構代碼申請新帳號者，請填

此欄，其餘不需填寫。 

第一筆資料總長度 250   

 



 

  
 

1-2 檢查結果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屬性 長度 必填 備註 

1 姓名 文字 30 V  

2 身分證、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文字 10 V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護照

號碼，以大寫半型英數字元輸入。 

3 出生日期 文字 7 V 民國年(YYYMMDD) 

4 聯絡電話 1 文字 20 V 分機以#表示。可接受格式，如：

02-3456-7890#123； 

(02)3456-7890#123等。 
5 聯絡電話 2 文字 20 △ 

6 鄉鎮市區代碼 文字 4 V 鄉鎮市區代碼 4碼，非郵遞區號 

7 居住地址 文字 60 V  

8 採檢醫事機構代碼 文字 10 V  

9 採檢日期 文字 7 V 民國年(YYYMMDD) 

10 採檢時之孕期週數 文字 2 V 僅取 2位整數；如 35 週又 4天:35 

11 檢驗醫事機構代碼 文字 10 V  

12 檢驗日期 文字 7 V 民國年(YYYMMDD) 

13 檢驗結果 文字 1 V 

0：陰性 

1：陽性 

9:其他 

14 檢驗結果-其他 文字 20 ☆ 
[檢驗結果-其他]之文字 

說明 

15 
檢驗結果-陽性-1 

(Penicillin) 
文字 1 ☆ 

1：具敏感性 

2：具抗藥性 

16 
檢驗結果-陽性-2 

(Ampicillin) 
文字 1 ☆ 

1：具敏感性 

2：具抗藥性 

0：不做測試 

17 
檢驗結果-陽性-3 

(Clindamycin) 
文字 1 ☆ 

1：具敏感性 

2：具抗藥性 

3：中間值 

18 
檢驗結果-陽性-4 

(Erythromycin) 
文字 1 ☆ 

1：具敏感性 

2：具抗藥性 

3：中間值 

19 
檢驗結果-陽性-5 

(Vancomycin) 
文字 1 ☆ 

1：具敏感性 

2：具抗藥性 

 



  
附表三、品管稽核表 

 

項           目 符合與否 

一、品管措施  

(一)內部品管：  

1.培養基品管- 

2.藥敏試驗品管 

3.試劑品管  

 

4.執行紀錄：相關紀錄保存完整  

5.結果審查及追蹤：品管結果審查及異常追蹤紀錄   

(二)外部品管  

1.參加 TAF 細菌培養檢驗與藥物感受性試驗檢驗項目認證或本

署認可之機構或團體認證或乙型鏈球菌檢驗能力試驗項目(最

近三年內參加能力試驗項目) 

 

2.執行紀錄：原始測試數據保存完整性  

3.成績紀錄：最近三年內能力試驗項目結果成績紀錄  

4.結果審查及追蹤：結果審查、檢討紀錄、追蹤改善  

二、儀器設備  

(一)具適當的檢驗儀器設備  

(二)定期保養儀器設備，並有適當紀錄  

三、試藥管理  

(一)使用衛生福利部許可之試劑  

(二)入出庫管理紀錄完整性  

(三)試藥標示開瓶日期  

(四)使用試劑均在有效期限內  

四、檢驗流程  

(一)乙型鏈球菌檢驗檢體處理流程，包括： 

1.採檢說明及衛教單張 

2.檢體姓名及編號等標示 

3.檢體簽收紀錄 

4.檢體之登錄 

5.檢驗後檢體之適當保存 

6.執行檢驗完整紀錄(人員、時間)  

 

 

 



  

 

(二)檢驗操作流程： 

1.乙型鏈球菌檢驗標準作業操作手冊之完整性，包括：原理、使

用試藥、使用儀器、操作步驟、參考值、負責醫檢師(生)每年

檢閱等。 

2.原始檢驗數據保存之完整性(可以電子檔保存)。 

3.依照標準作業操作手冊規範實地操作。 

4.備有退件紀錄本及檢體退件通知，並向採檢單位敘明退件原

因。 

 

(三)檢驗報告之完整性 

1.手工報告鍵入經第二人覆核 

2.檢驗值自動傳送後須經驗證步驟  

 

(四)結果紀錄之完整性(包括：檢驗日期、病人姓名、檢驗項目、檢

驗結果、採檢單位、收檢體時間、發報告時間、註明執行醫檢

師(生)等)   

 

(五)結果保存時間(3 年)   

(六)每月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陽性率及藥物感受性試驗相關統計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附件二、 

 

「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審查會議之委員審查意

見彙整表 

 

申 請 檢 驗
醫事機構 

 負責人  

一、開業執照 □符合 □補件 

二、醫事人員證書或執業

執照 
□符合 □補件 

三、資格證明文件 □符合 □補件 

四、儀器 □符合 □補件 

五、試劑 □符合 □補件 

六、標準作業流程（SOP） 

1.檢驗流程（增菌液） □符合 
□補件 
 
 

2.鑑定 □符合 
□補件 
 
 

3.藥敏 □符合 
□補件 
 
 

4.品管 □符合 
□補件 
 
 

5.報告方式 □符合 
□補件 
 
 

綜合意見： 

  □通過     □不通過（需補件）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 ： 
 



附件三、 
  

孕婦乙型鏈球菌認證檢驗醫事機構實地訪視查核表(一般) 

受訪檢驗醫事機構名稱： 

訪查日期： 

一、 人員素質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訪視結果 

訪視事實及說明 
是 否 

人員及訓練 

人員有能力試驗的記錄    

人員了解 GBS 檢驗相關流程

(口頭問試) 

  

人員對 GBS 檢驗相關流程的

記錄是否完成 

  

單位預留 20組或一週的培養皿，實際了解人員鑑定乙型鏈球菌的能力，並進行實地輔導，如有人員

能力問題，將建議引用「孕婦乙型鏈球菌實驗室實作教育訓練」的訓練模式的人員訓練。 

二、 檢驗流程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訪視結果 

訪視事實及說明 
是 否 

檢體採集與接收 

有採檢須知(網頁或衛教單)   

 實驗室有明定可接受檢體(採檢位置及數目)   

實驗室有使用採檢拭子(註明廠牌)   

檢體接種 

有增菌培養基(註明種類)   

 初次培養有使用固態培養基(註明種類)   

次培養有使用固態培養基(註明種類)   

培養 

使用 CO2 培養箱   

 次培養後培養基觀察時間為 48 小時   

broth 陰性有做次培養   

鑑定 

有操作觸媒試驗(Catalase)    

有操作 Gram Stain    

採用(學會)建議之鑑定方法(說明方法)    

藥敏試驗 

有操作 D-zone test    

抗生素總類包括(P, E,CC,VA)    

有操作步驟與判讀標準    

 

 



 

檢體採集與接收 

採檢須知：應為網頁或衛教單張、不應只寫於 SOP 內。 

接收檢體：應有明訂採檢位置及數目，如：兩支拭子區分陰道與肛門或一支拭子合併陰道

與肛門、不應只一支陰道拭子或不清楚來源。 

採檢拭子：Stuart’s 或 Amies 為主、不建議一般棉籤或未使用具保存效果的拭子 

增菌培養基：LIM broth 或其他建議的增菌培養基、不應使用 Thio、TSB 或未使用增菌培

養基。（確認所使用之增菌液，含效期、使用量與檢體量的吻合度、任何紀錄足以證明增

菌液的使用，例如流程紀錄或採交叉詢問操作者操作流程等） 

檢體接種與培養 

次培養之固態培養基：broth 陰性皆應作做次培養，BAP 或 CNA、GBS 產色培養基或其

他含血培養基皆可。 

次培養後培養基觀察時間：陰性者觀察至 48 小時。（確認菌落辨識能力，是否對光觀察；

由交叉詢問操作者操作流程或紀錄中確認接種與培養流程） 

鑑定 

Catalase、Gram stain 或其他鑑定試劑，應確認現場有試劑且在有效期限內。 

採用(學會)建議之鑑定方法，註明為何種方法，並確認現場有試劑且在有效期限內。 

藥敏試驗：確認是否使用含羊血 MH（有的實驗室可能使用替代） 

三、 品質管理 

訪視項目 訪視內容 
訪視結果 

訪視事實及說明 
是 否 

內部品管 

有操作試驗品管查核   

 有品管記錄與審查   

有品管異常追蹤機制與紀錄   

外部品管 

有能力試驗結果合格之檢閱紀錄    

有能力試驗結果不合格之檢討紀錄    

有相關記錄保存時間    

儀器設備 

有培養箱溫度設定、記錄與查核    

有培養箱 CO2 濃度設定、記錄與查核    

有維護保養與異常處理紀錄    

檢驗程序與報告記錄 

有完整的 GBS 檢驗 SOP    

有退件標準與退件記錄    

有檢驗程序書之審閱    

報告內容之完整性    

內部品管 

所有試驗、培養基及試劑均依規範操作品管，尤其是增菌液的品管。藥敏試驗至少執行週

品管（CO2培養箱為重要設備，請確認使用情形，若無 CO2培養箱或無使用時，應現場告

知限期改善，否則將由國健署取消認證資格） 

 



 
 

外部品管 

應包括操作人員及主管之檢閱記錄及檢討記錄；有規定 PT 記錄保存三年時間並依規定保

存 

檢驗程序與報告記錄 

包括陽性與陰性之報告內容規範與報告完整；實驗室是否有對陽性率進行監控，適當時

進行原因探討與改善措施 

現場評估摘要 

 

 

 

訪視委員簽名：       

受訪單位主管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