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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險管理流程建置管制措施指引 

 

摘要 

本篇指引用於指導臨床檢驗室建立管制措施(control action)，達到全面風險減緩的目的。

檢驗室根據主管機關的法規、製造廠商資訊、檢驗室設置(人員、檢測系統、環境、品

質管理)，及臨床對檢驗要求等，建立客製化管制措施(control action)。管制措施是在品

質管理/品質保證計畫外，也就是一般常規性進行的檢測及管制作業，例如檢體審核/退

件、日常品管、平行測詴、校正查證(calibration verification)、報告核發等作業外，以年

度計畫的方式進行。實施以後，併入品質保證的作業持續監測、管控。在有限的資源下，

以風險管理的原則為依據，優先鎖定造成傷害較大，發生頻率較高的失效予以分析，識

別其中的危害(hazard)，針對危害制定管制措施，以確保檢驗作業風險都在可接受範圍。 

關鍵字：失效、危害、醫療不良事件、風險管理、管制措施 

 

序 

醫療的傷害不像工業產品，不能僅考慮不良率(錯誤率)，還要考慮每一事件的傷害程度。

醫療不良事件（以下簡稱不良事件）分為可避免與不可避免兩類。目前科技無法解決的

問題，也就是現代醫學的限制，屬於不可避免的不良事件。有些則是失效(錯誤)造成的，

失效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實務上卻並非如此。錯誤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個人未依照

計畫執行，意即人為疏漏(fault)，另一類是計畫的錯誤或系統的錯誤，非個人造成。雖

然人們都認知實務上失效是不可避免的，卻不能接受失效引發的嚴重傷害。 

臨床檢驗是醫療業務的一環，檢驗失效也可能帶來醫療的傷害，因此將檢驗風險控制在

可接受範圍，是每一個檢驗室都必頇面臨的課題。檢驗室在財務與人力資源的限制下，

唯一可行的做法，就是實施風險管理，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達到將檢驗風險

減緩至可接受範圍的目標。尤其是使用高度自動化建置的檢驗室，類似像報告更改率這

種量化的指標，往往美化了管理績效，降低了檢驗室管理者對風險的警覺。隨著檢驗方

法敏感性、專一性、準確性(accuracy)日益精進的發展，使得檢驗報告的臨床使用頻率十

數倍的提增，也促使檢驗分析系統高度自動化的夢想成真。每天，數以千計提供醫療處

置依據的報告從檢驗室發出，人們在享受高度自動化的便利時，是否認真思考在很急促

的時間內發出大量報告，偶有疏漏(fault)可能造成的傷害。然而這些複雜的自動化、資

訊化系統，是否超越了可以管理的範圍？到底潛藏了哪些風險？哪一項失誤產生的風險

將造成不可承受的傷害？這些問題隨著檢驗室自動化精進程度，將促使檢驗室正視風險

管理，進而將風險管控作業導入管理議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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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頁序 

摘要  

序  

1 範圍 1 

2 簡介 1 

2.1 減緩風險的作為 1 

2.2 管制措施 1 

2.3 風險管理 2 

   風險分級表(表一) 2 

   風險管理流程圖(圖一) 2 

3 解釋名詞 3 

4 檢驗風險管理的概念 6 

4.1 不符合、失效與不良事件 6 

4.2 檢驗失效引致醫療不良事件 6 

4.3 檢驗風管理的目標著重在降低失效頻率 6 

5 檢驗作業的風險分析 6 

5.1 考量風險高的失效 6 

5.2 識別潛在不符合 6 

5.3 估計失效風險值 6 

5.3.1 失效嚴重度(配分) 6 

5.3.2 失效頻率(配分) 6 

5.3.3 估計失效風險值(表二) 6 

5.3.4 建立失效風險排序表(表三) 7 

5.4 識別危害 7 

5.4.1 製作魚骨圖識別作業的危害 (圖二) 7 

5.4.2 製作流程圖識別作業的管制點(圖三) 8 

6 建置管制措施 9 

6.1 以管制程序表範例陳述研擬管制措施流程(表四) 9 

7 檢驗流程中潛在的不符合 9 

7.1 量測前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9 

7.2 量測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10 

7.3 量測後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10 

7.4 資訊系統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10 

8 風險管控作業的落實與文件化 10 

8.1 製作風險分析排序表(表四) 10 

8.2 訂定失效量化目標 10 

8.3 製作管制措施研擬表(表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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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建立監測/檢討機制建議併入品質保證作業(圖四) 10 

9 IVD 廠商與檢驗室的責任 10 

9.1 IVD 廠商的責任 11 

9.2 檢驗室的責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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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險管理流程建置管制措施 
 

1 範圍： 

闡述以國際認可的風險管理原則建立檢驗室風險管制作業，也許不能保證完全

符合各個認證與評鑑機構要求，建議使用者可以參考本指引加以適度修正，使

之符合法規、認證與評鑑要求。 

 

2 簡介： 

檢測系統的製造商在產品上市之前，就必頇完成方法查證 (verification)，取得

主管機構的體外診斷器材(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 IVD)查驗證明書。

檢驗室在應用於臨床工作前，必頇針對各個規格(specification)完成查證

(verification，允收的流程)，正式啟用後需要輔以日常品管(針對量測系統的品

管程序)以確保操作的正確性、一致性，並符合臨床報告時效與各種指標的監測

等，這些就是檢驗室的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簡稱品保)作業的內容。然

而，這些通則性的作業(活動)並不能完全防範醫療不良事件(以下簡稱不良事件)

的發生。因此需要針對造成風險較大(造成傷害較大且較常發生)的失效進行管

控，以系統的方式檢視所有可能的危害(hazard)，例如從年度審查管理、工作人

員提案，或可能的高風險檢驗項目中識別危害，建置管制措施(control action) ，

將風險管控在可接受範圍。 

2.1 減緩風險作為 

2.1.1 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 ) 

消除不符合(nonconformity)的原因，防止該類不符合再發生

(reoccurrence)。一般檢驗室最常運用的 FARCAS，就是從通報不符合

後，分析發生的原因，繼而研擬可行的矯正措施，用以消除該原因。

例如抽血同仁同時處理前來抽血的父子病人，以致張冠李戴，發生錯

誤的身分辨識。因此檢驗室規定，抽血櫃台一次只能處理一個病人，

消除因為這個原因再次發生錯誤辨識的可能。其他矯正措施例如針對

造成錯誤的人員，施以教育訓練，消除人員由於認知、知識、技能不

足的原因造成的失效。 

2.1.2 更正(Correction)  

消除不符合。例如發現不正確報告即時更正，消除錯誤報告。 

2.1.3 補救措施(remedial action)  

發現不符合後，詴圖降低不良影響的作為。例如更正報告後立即通知

醫師。 

2.1.4 預防措施(Preventive action)  

消除潛在的不符合原因；防止失效的發生。 

2.2 管制措施(control action) 

管制措施是一種預防措施，並且是以計畫型的方式進行。藉助系統性的方

式檢視所有作業的風險，針對風險較大的失效，制定管制措施，目標是將

現行作業的風險都減緩至可接受的範圍。方法一，利用管理審查檢視所有

針對不符合所進行的矯正措施，是否能有效的降低失效發生的頻率。這些

矯正措施通常是 FARCAS 的產物(參 5.1)，篩選不能有效管制者。方法二，

則是運用 FMEA 的手法(參 5.2)，發掘作業中或流程中的隱性錯誤（latent 

error），或潛在的不符合。將以上的不符合或失效，列入失效風險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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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表三)。從排序表中篩選風險較大者，分析造成其失效的危害，針對

各項危害，發展預防措施(preventive action)。預期在實施各項預防措施後，

其剩餘風險(residual risk)降至可接受範圍。 

2.3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2.3.1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風險管理第一個步驟就是系統性的分析目前

檢驗業務的風險，辨識風險比較大的危害(hazard)。 

2.3.2 風險估計(risk estimate)－估計危害的傷害嚴重度與發生頻率。 

2.3.3 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合併傷害程度與發生頻率，鑑別其風險是否

可接受，可參考風險分級表(表一)予以分類。  

   表一、風險分級表 

發生頻率 
傷害程度 

輕度 

（自癒） 

中度
註 1

 

（急救箱處理） 

重度
註 2

 

（醫療專業介入） 

極重度
註 3

 

（永久傷害） 
死亡 

數週    × × × × × 

數月 △ × × × × 

每年 △ △ △ × × 

2~5 年 △ △ △ △ × 

5~30 年 △ △ △ △ △ 

       
註 1可能需要醫療訪視，如止血包紮，加做無傷害的醫療檢查或驗(抽血)等等。 

              註 2延長住院、接受額外具風險的醫療處置等等 

       
註 2殘障或終身受到影響 

        風險分級表參考 ISO14971，可接受、不可接受分別以△、×表示 
 

2.3.4 風險管控(risk control)－針對評鑑為不可接受之高風險危害，進行管

控，研擬降低風險的各項管制措施(control action)。管制措施實施後，

進入監測、失效調查及分析檢討與改善的風險管制循環流程。 

2.3.5 風險管理流程圖，以 ISO14971 針對製造業制定的風險管理流程圖說明

風險管理各項程序及其關聯。 

圖一、風險管理流程圖 

 
風險評鑑(一項流程) 

 

 

 

 

 

 
 

 

 

 

 

 

 

 

 

指認危害 
風險估計 

剩餘風險 

預防或管制

措施 

傷害頻率 

傷害程度 

失效調查 

風險評價
 風險管制 

估 

風險管制 風險監測 

發現新危害？ 

修改嚴重度？ 

修改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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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釋名詞(文中第一次出現時，有下引線之名詞，以英文字母為排列順序) 

3.1 準確性 (accuracy) 量測值與真值相似或接近的程度 

3.2 可接受風險 

(acceptable risk) 

雖然仍有造成不良影響的風險，在比例原則的

考量下，決定風險是可接受的。 

3.3 顯性錯誤(active error) 
立即發現明顯的錯誤與不良事件有直接相關，

例如電腦當機、操作人員不安全行等。 

3.4 分析批次(analytic run) 

量測品管程序操作的時機，用時段（如每 8 小

時），或每次操作多少檢體來定義；必頇保證此

時段內所有的運作都相對穩定。 

3.5 校正查證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 

一種比較過程，為了確定未知量測系統中量測

參數的準確性，藉與已知且更準確之量測系統

之量測結果比較，得以確定並因此可追溯到上

一級量測標準系統。校驗可透過直讀方式、比

較方式或其他適當方式加以進行。 

3.6 臨床決策區間(Clinical 

decision intervals) 

對於臨床上用來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處置的決

策值報告，給予合理的容忍區間。其中包括了

個體內生理變異與分析變異的誤差。例如膽固

醇以 200mg/dL 作為臨床決策值，實際上臨床治

療採用為 240mg/dL，所以中間有 20%（＝

(240-200)/200）為其臨床決策區間。 

3.7 正確 (correct) 
操作或結果的準確性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正確

的報告，反之就是不正確報告。 

3.8 管制措施 

(control measures) 

用於減緩風險的各種作為，藉由消除不符合原

因，及消除或減緩不符合的不良影響。例如防

範行動(corrective action)、預防行動(preventive 

action)及矯正行動(correction)。 

3.9 管制點 (control point) 

在流程中的某一個步驟或關鍵點，設置管制方

法，藉以消除錯誤原因或預防錯誤的發生，從

而降低危害風險。 

3.10 矯正行動 

(Corrective action)  
消除造成失效的原因，防止該失效再發生。 

3.11 更正（Correction） 消除不符合，例如更正報告。 

3.12 成效 (effectiveness ) 所做的事情有多接近目的；把事情做對。 

3.13 效率/效益 (efficiency ) 投入一定的資源做到最大的產出；把事情做好。 

3.14 量測 (examination) 
系列的操作測定某項有形或無形物的量或特

性，例如定性或定量的程序。 

3.15 失效/錯誤 (failure) 
當發生無法符合使用者期望的情事，例如檢測

品管失效，指其無法確認檢測系統是否正常。 

3.16 失效模式(failure 

mode) 
觀察失效發生或產生的途徑或方式 

3.17 疏漏/瑕疵(fault) 
人、儀器、物或操作程序無法執行或達到所賦

予的功能或要求；太過或不及。 

3.18 FMEA 

(Failure modes and 

一種流程，系統性檢視發生在分析系統或流程的

失效，如何影響分析系統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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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analysis) 

3.19 FRACAS 

(failure report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一種流程藉以識別失效原因，並發展可行的防範

行動（corrective action），持續改善。 

3.20 傷害 (harm) 
對人體及健康的傷害，或財產環境的破壞，本

指引專指對病人傷害而言。 

3.21 危害 (hazard) 造成傷害的潛在因素或變因 

3.22 體外診斷器材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 

一種人體外檢驗的設計可單獨或結合其他設計

使用，操作於人類檢體，用作醫學診斷、醫學

監測及相容性檢驗。包括詴劑、校正物、品管

物、軟硬體配件等。 

3.23 隱性錯誤(latent error) 

潛藏在系統中的錯誤，不易察覺會導致操作者

出錯。包括相關軟硬體、訓練與維修隱藏在或

操作細節中尚未發生的失效。 

3.24 管理審查 

(management review) 

管理階層進行的年度品質檢討會，針對品質目

標達成的成效。例如檢討顧客的回饋，內部稽

核的發現及各種矯正措施的執行成效及決定研

擬預防措施的必要。 

3.25 緩減措施 (mitigation) 可以消除或降低風險的行動 

3.26 跡近錯誤 (near miss) 由於人員的介入使得該發生的錯誤沒有發生。 

3.27 不符合(nonconformity) 無法達到規格或要求 

3.28 平行測詴 

(parallel testing) 

採用品管標本或臨床檢體測詴批次間詴劑的變

異，以此方法查證新批號的詴劑。 

3.29 柏拉圖分析 

(Pareto analysis) 

以圖表方式依照各原因的影響大小排列；用以

印證80%的問題其實是由前20%因素造成的。 

3.30 預防行動 

(preventive action) 

消除潛在不符合事件的原因；防止日後類似錯

誤的發生。矯正行動則是防止錯誤再發生。 

3.31 流程圖 

(Process mapping) 

以圖表示重要工作及價值傳遞鏈(value delivery 

stream) 

3.32 品質 

(quality) 
某些固有的特質符合要求的程度 

3.33 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品質管理的一部份，主要功能是提供符合品質

要求的保證。例如建立品質指標及不符合的管

控與檢討等作業或計畫。 

3.34 品管 

(quality control) 

品質管理的一部分，著重在落實品質達成要

求；系列的機制、流程及程序設計，用以監測

檢測系統，確保其可靠性符合臨床使用的要

求；包括操作技術與作業用以實現品質要求；

一種機制、流程或程序用以監測檢驗程序的表

現，確保檢驗結果的可靠性。 

3.35 品質管理 

(quality management) 

一種管理系統，能主導並且監測組織運作，達

到既定的品質目標。包括以下要素：文件、紀

錄、組織、人員、設備、採購、庫存、流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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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管理、不符合管理、評核、持續改善。 

3.36 可信度(reliability) 

在某時段內既定條件下，能夠執行賦予功能的

機率。檢驗可信度則泛指鑑別疾病的篩檢、診

斷、分級與治療成效評估等的一致性。 

3.37 補救行動 

(remedial action) 

發現失效後，詴圖降低不良影響的作為。例如

更正報告後，立即通知醫師。 

3.38 剩餘風險 

(residual risk) 
估計管制行動實施後的風險。 

3.39 風險 (risk) 
造成不良事件的可能，以兩個向度發生機率與

傷害的嚴重度評價其程度。 

3.40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 

系統性的使用既有的資訊，以辨識危害

(Hazard)、影響，並估計其風險大小的程序，包

含危害識別與風險評估過程。 

3.41 風險估計 (risk 

estimate) 

決定兩個向度(危害發生機率 及嚴重度)大小的

過程，危害的機率(頻率)及其傷害嚴重性。 

3.42 風險評價 (risk 

evaluation) 

結合風險估計的兩個向度大小，與風險基準(可

接受風險)進行比較，決定風險是否可接受。 

3.43 風險評鑑 (risk 

assessment) 
包含風險分析與風險評價的整個過程 

3.44 穩定度 (stability) IVD 詴劑隨著時間維持其一致性的能力。 

3.45 嚴重度 (severity) 危害或失效事件造成傷害嚴重度的分級。 

3.46 規格 (specification) 針對一種物質設計流程產品訂定允收標準。 

3.47 系統 (system) 內部相關或相互作用的元件 

3.48 系統性錯誤 

(systematic error) 

一種檢測錯誤，重複檢測時，常態且固定的存

在；或者是以可預測的可變方式存在。 

3.49 趨勢(trend) 
發現不符合，隨著時間往同一方向偏離，警示

失效發生。 

3.50 確效(validation) 

根據客觀的證據，確保產品服務或系統的品質

符合顧客預期的使用要求；通常是內部進行的

流程。換言之，就是產品做好符合顧客預期。 

3.51 查證(verification) 

根據客觀的證據，確保產品服務品質或系統符

合各項規格；通常是系統或機構外部進行的認

可，也可以是內部機構審核。換言之，就是建

置合乎規定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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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驗風險管理的概念： 

4.1 不符合、失效與不良事件 

不符合是不符既定的規定；失效是不符顧客期望；不良事件則是造成病人

傷害。不符合不一定會造成失效，失效也不一定會造成不良事件。不良事

件也不完全是失效引起，然而失效造成的不良事件原則上是可以防範的。 

4.2 檢驗失效引致醫療不良事件 

大致可以分成：不正確報告、延遲報告、抽血傷害，及檢體遺失等。 

4.3 檢驗風險管理目標著重在降低失效的頻率 

檢驗作業的風險減緩著重在降低失效發生的頻率，因為嚴重度是檢驗室無

法介入減緩的。由於資源有限，零失效率(錯誤率)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不

是所有失效都必頇納入風險管控的作業。資源的投入必頇做出最好的效

益，就是以有限的資源達到全面風險減緩的目的，而風險分析就是決定資

源運用的適當性。風險管理通常是以失效率或錯誤率當作評量基準，藉此

做為評估效益的量化指標。通常失效率每百萬件發生的件數為單位

(PPM)，譬如報告更改率如為 0.001%，則以 10PPM 表示。 

 

5 檢驗的風險分析 

5.1 考量風險高的失效 

運用年度審查與 FRACAS，例如造成中度傷害以上，及不能以現行矯正措施

有效管控(發生頻率超過預期)的不良事件。 

5.2 識別潛在不符合 

可用 FMEA 手法，藉由工作人員提報，或選擇風險較大的檢驗項目，例如： 

 危險值(critical value)通報的項目或緊急項目，如血鉀、血鈣、血糖、心肌

標記、DIC 檢驗組合、血液培養、腦脊髓液的快速抗原篩檢等。 

 傳染病通報項目，如 TB、肝炎、HIV 等。 

 危害性高的檢驗項目，如以輸血及器官移植為目的檢驗項目。 

 具備臨床決策值(clinical decision intervals)的檢驗項目。 

5.3 估計失效的風險值 

5.3.1 決定失效的嚴重度(配分) 

     嚴重度: 殘障或死亡(4)、重度(3)、中度(2)、輕度(1)危險值 

  重度:需要醫療專業介入，延長住院或額外接受具風險的醫療處置 

  中度:需醫療探視，接受不具風險的醫療處置如止血、包紮等 

輕度:不頇額外醫療處置可自癒 

5.3.2 決定失效的頻率(配分) 

頻率(配分)：一年數次(4)、1 年(3)、2~5 年(2)、5 年(1)以上 

5.3.3 風險值(Criticality) 

風險值等於嚴重度配分乘以頻率配分，風險值可以作為初步參考。檢

驗室可以依據歷史經驗自行定義高危險值。譬如定義為等於或大於 8，

高的一定要處理，低於 8 也不能將之排除在風險減緩計畫範圍外。風

險值高低只是做初步篩選，風險值不是絕對與實際風險呈正相關，例

如 4(嚴重度)×2(頻率)，其風險不等同 2(嚴重度)×4(頻率)的風險。失效

之嚴重為重度以上者，儘可能考慮納入風險減緩的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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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建立失效風險排序表(表二) 

不良事件/失效 
Severity 

嚴重度 

Frequency 

頻率 

Criticality 

風險值=嚴重度×頻率 

以下範例(表四)僅提供參考，同樣的失效，因為各檢驗室設置及其與臨床

業務的關聯性，會出現不同的風險值。 

表三 風險管制排序表(範例)  

不正確報告/ 

延遲報告 

或不良事件 

Severity 

嚴重度 

Frequency 

頻率 

Criticality 

風險值=嚴重度×頻率 

aPTT 中風病人 

(TAT > 20m) 
4 3 12 

抽血將護欄放下

病人跌倒 
3 1 3 

  TAT(Turn Around Time) :檢驗室收件到報告核發的時間 

5.4 識別危害 

經過 5.3 分析風險排序，鎖定了風險較高的失效後，可以用以下兩種方式，

利用魚骨圖與流程圖，分析系統與作業中的變因(弱點)，及識別危害(弱點)

或管制點(control point)，及，據以發展預防措施 

5.4.1 以魚骨圖要因分析手法識別作業的危害/弱點(圖三) 

以檢驗室的各項變因: 1 檢體 2 儀器 3 詴劑 4 報告 5 人員 6 環境，

根據 FRACAS 統計資料，勾稽魚骨圖中失效頻率高的作業與程序，如

下圖三範例所示。檢驗室設置不同，以下範例並不適用於所有檢驗室。 

圖二、製作魚骨圖識別作業的危害(範例) 

 

 

 

 

 

 

 

 

 

 

 

 

 

 

 

 

 

 

 

識
別
潛
在
危
險

5

人員
1

檢體

2

儀器

3

詴劑

品質
− 容器
− 干擾*

− 準備/時機
− 不足量
− 保存
− 標示 收件/登錄

− 退件
− 失蹤
− 編號/辨識
− 保存
− 處理

訓練

− 資淺
− 兼職
− 高技能
− 一般技能

− 提供足夠知識
− 複雜工作訓練
− 熟練度評量

組成

6

環境

環境
− 落塵
− 溫度
− 濕度

− 供電
− 水質
− 供氣
− 交通
− 通訊

設施

校正物

試劑

取樣

故障發報告查檢
− 運送
− 保存
− 泡製
− 允收

− 不足
− 氣泡
− 清洗/汙染

− 軟體當機
− 光源偏移/染塵
− 供電不穩

− 運送
− 保存
− 泡製
− 允收

錯
誤
檢
驗
結
果

− 完備性
− 適切性
− 警示

4

報告

資訊系統

− 硬體設施
− 軟體設定
− 警示功能
− 傳輸

品管
− 時機/頻率
− 濃度範圍
− 規則
− 偵錯率
− 假拒絕率

警示

− 電流/壓力/溫度
− 定位(檢測 取樣 分配詴劑)
− 校正係數容許範圍

後續驗證行動

− 較多手工操作
− 二次辨識

＊
:如 hemolytic、Icteric、Lip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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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製作流程圖識別作業的管制點 

為了找出檢驗作業或流程的弱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繪製流程圖，指

認弱點，並且直接標示管制點，在管制點處介入管制行動以補強弱點。

圖二以自動量測流程為範例。 

圖三、自動量測系統流程圖 

 

 

 

 

 

 

 

 

 

                       

 

  

 

  

 

 

 

 

 

 

 

 

 

 
 

 

 

 

 

 

 

 

否 

否 

是 

是 

開始 

1 檢體符合要求 

，完成登錄 

 

3 詴劑/耗材 5 開機／校正 

QC 系統備妥 

2 人員，完成訓

練與能力評核 

5 進行檢測 

4 環境符合要求 

5 訊息 

標本保存 

核發報告 

排除問題 

復原 

 

結束 

6自動驗證 

後續行動包括:檢體

辨識，重檢、去干擾、

稀釋、查詢病人資料

(臨床處置)、通報等 

人工審核

與編號 

否 

重檢 

＊後續行動 

＊其他的危害或弱點的考量因素，如: 

 標本允收/退件的原因 

 檢測系統精確的設計，包括取樣定量，定溫，定時的確保與監控 

 校正時機與校正確效/檢測品管時機與品管允收 

 結果驗證失效處理/問題的排除 

 操作者的訓練與能力 

 詴劑、品管物、校正物的保存 

 維護保養的程序，如更換零件頻率 

 環境監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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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置管制措施 

6.1 以管制程序表範例，陳述發展管制措施之流程 

情境:中風病人到院一小時內施打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tPA)比率為主管機關稽核重點，由於 aPTT 結果作為施打條件之一。因

此醫師要求該類病人，其 aPTT 報告時效應少於 20 分鐘(收件至報告核

發)。但是現況反應時間正常 6.5 分鐘，離心 10 分鐘。檢驗室依據臨床需

求模擬因延遲報告可能的後果及目前頻率，評估其風險值。分析可能的

管制措施，並預期實施所有管制測失後，其剩餘風險為可接受後，才完

成建置管制措施，見表四 

表四 管制措施研擬表(範例) 

失效 後果 原因 現行管制 

/限制 

風險值 

嚴重度\

機率 

研擬管制措施 管制 

執行 

預期剩餘

風險 

腦中

風病

人
aPTT

延遲

報告 

錯失

黃金

治療

期，

可能

造成

終身

傷害 

無法識別

腦中風檢

體 

無 4×3=12 

不可接

受 

請護理師在該

類檢體檢驗

單上貼紅色

貼紙標示 

該類檢體

TAT 月報檢

討 

可接受* 

 

離心時間

太長 

TAT 看板

警示/太忙

無暇注意 

縮短離心時間 

12,000 RPM 

for 90 sec. 

太忙耽誤

報告核發 

無 自動核發報告 

 *目前 TAT 平均值為 20 分鐘，SD 為 3.0 分鐘。矯正措施實施後平均減少 11.5

分鐘(減少離心時間 8.5 分鐘與收件處理 3 分鐘)，預估平均值為 8.5 分鐘，估

計逾時機率< 300PPM(3.8σ)。該類檢體每月 50 件，其發生頻率屬於 2~5 年，

傷害程度為極重度，依照表 1 分險分級表(P2)，鑑定為可接受。 

 

7 檢驗流程中潛在的不符合  

檢驗前流程中，檢驗室可能產生的疏失包括檢體收件、編號錯置與前處理(及

時離心或儲存)等問題。由於這個流程很早就引起注意，目前很多檢驗室都

會以條碼取代人工辨識與編號，因此錯誤機率大幅降低。 

檢驗中流程的錯誤機率是三個流程中最小的，但是一旦發生且歸屬於系統性

錯誤時，整個分析批次(analytic run)的結果都會受到影響。 

檢驗後流程有較多手工作業，因此在高度自動化的檢驗室容易因人員手工作

業的操作頻率較低、訓練較少，而有最高的錯誤率。手工作業不可能零失誤，

因此應該要詳加分解檢驗後流程的手工作業程序，找出適切有效的管制點導

入管制措施，用以減少錯誤發生的頻率。 

7.1 量測前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量測前作業疏失可能造成必頇重新採檢、報告延遲等事件。例如 

 檢體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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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體干擾物 

 辨識錯誤/標示不全 

 檢驗容器錯誤 

 檢體處理及保存問題 

7.2 量測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量測作業疏失造成誤發不正確報告，其可能變因，例如 

 準確性查證(校正與量測品管程序) 

 詴劑 

 儀器內建管制設計無法偵測的限制 

 操作不當 

7.3 量測後作業潛在的不符合 

造成不正確報告、延遲報告，其可能的潛在變因，例如 

 結果技術審核與醫學審核(臨床相關) 

 後續行動的錯誤，如檢體辨識、檢體稀釋，及手工確認操作等 

 結果傳輸 

 危險值通報 

7.4 資訊系統潛在的不符合 

由於資訊軟硬體，資料傳輸、轉換，備份維護、當機作業等等，以上作

業的變因，都可能存在潛在的不符合。 

 

8 風險管控作業的落實與文件化  

8.1 製作風險分析排序表(表三) 

8.2 在剩餘風險為可接受風險的要求下，訂定每項失效的量化目標(頻率) 

8.3 管制措施研擬表(參考範例，表四) 

8.4 建立監測/檢討機制(圖四)，建議併入品質保證作業 

 

圖四、風險管制循環圖 

 

 

 

 

 

 

 

 

 

 

9 IVD 廠商與檢驗室的責任 

做為IVD系統製造商應該將潛在或現況發生的失效，用分析柏拉圖手法分析

， 採用保守態度(趨向較嚴重的分級評分)作風險評估分級，依據風險大小

列表。使用者不能忽視廠商的警示或說明，漠視製造商的建議，若發生問

題實驗室必頇負起責任。然而製造商在建議各種管制措施時，必頇要合乎

比例原則，譬如要使用者逐一檢查抽血真空管是否完整，這種超乎常態的

查核的要求與頻率；或維護的程序繁複耗時不切實際。若因此造成發生問

題，則廠商必頇負起因失效引發不良事件的責任。 

9.1 廠商的責任 

否 是 

否 

持續監測 

 

 

新危害 

是 

是 

是 

研擬管制措施 

調查 

 

 

風險評估  修訂風險 

可接受風險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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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軟硬體設計在上市前必頇完成 IVD 查驗登記，進行 FMEA 或其他

方式的風險分析，主要的目的是識別所有可能的危害狀態，並且評估其

風險，以柏拉圖風險優先表列，並且公告內建的管制設計，針對剩餘風

險為不可接受之危害，及建議使用者採取的各項管制措施。管制措施應

該是可行，並且是合乎比例原則，如果需要太複雜的操作與步驟，日後

產生問題應由廠商負責。 

在上市以後，也要持續監測系統(包括量測前中後)的新危險，與發生頻率

的改變，是否影響風險等級，如果有臨界不可接受風險的趨勢，應立即

召回或研擬管制措施公告讓使用者遵行。  

9.2 使用者(檢驗室)的責任 

除研讀廠商說明書充分了解使用者端應該遵行的管制措施，也應查證廠

商宣稱的各種方法性能評估，並且評估該設計應用於目前檢驗室的做法

，是否造成的風險等級的改變，以品質保證作業進行監測改善，確保剩

餘風險為可接受。使用者應慎選合作廠商，並且維持良好互動，敦促檢

驗照護安全性的改善，使用者的責任舉例如下： 

• 選擇值得信賴的供應廠商 

維持與廠商良性的互動與溝通非常重要，此有助風險的管控。當發生

任何召回事件時，檢驗室能及早獲得通知，特別是當作量測標準的校

正物質有瑕疵時。 

• 因器材造成不良事件的通報 

當發現因為設計缺陷造成病人照護的影響時，必頇及時通報製造商及

當地主管機構。 

• 與廠商良性的互動 

檢驗室與廠商間良性互動與雙向回饋，是直接驅動檢驗品質進步的最

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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