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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識及檢體辨識作業指引 

 

摘要 

病人辨識與檢體辨識在日常健康照護的作業中是非常重要的，錯誤的辨識導致錯誤

的處置，可能對病人造成嚴重的傷害。檢驗室為了要降低辨識錯誤的風險，應建立

病人辨識及檢體辨識系統，除標準化作業流程外，為確保執行病人辨識及檢體辨識

正確性，還須定期執行人員訓練及能力評測，並且設有稽核管制的機制，才能維護

病人安全。 

關鍵字 

病人辨識 檢體標示 檢體辨識 檢體退件 辨識錯誤率 品質指標  

 

1. 序 

提供臨床錯誤的檢驗報告不如沒有報告，張冠李戴產生的錯誤，是造成病人嚴重傷

害常見的原因之一。然而該類的錯誤，是不是可以避免或減少呢？根據  CAP  

Q-Tracks 計畫的一項調查究報告顯示，參與該計畫的檢驗室在連續兩年監控備血檢

體標示錯誤後，其錯誤率明顯下降(中位數從 7.4%降至 3.05%)。顯示辨識錯誤引發

的風險，是可以經由管控而予以改進的。 

雖然目前廣泛採用的條碼辨識及無射線射頻辨識（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系統，大大的降低了錯誤的發生。雖然也發展了許多先進的生物辨

識技術如 DNA、虹膜、指紋等輔助辨識的利器，然而這些自動化的辨識裝置之外

的辨識流程，只要有人為的介入(手工操作)，種種不能預期的隨機錯誤就無法避免。

雖然頻率可能很低，但是辨識錯誤產生的錯誤報告，卻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如輸血

作業。因此檢驗室有義務降低其風險，從建立標準化的操作流程，包括人員訓練與

考核，明確曉諭實務操作的工作人員，使之充分了解其所擔負的責任，一直到持續

稽核及管制錯誤發生。如此在硬體設施、流程及人員訓練全面防堵錯誤的發生，才

能有效的降低辨識錯誤的風險。 

 

2. 適用範圍 

2.1. 急、門診及住院病人等檢體採檢作業。 

2.2. 檢驗室之檢體處理、檢驗分析與報告核發等作業。 

 

 



頁次：第 2 頁共 14  頁 TSLM-GP-G03(1) 

 

3 解釋名詞 

 

 

 

3.1 效能(effectiveness) 以預期目標衡量執行成果的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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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檢驗(examination) 藉由系列的操作例如分析、測量、觀察等，客觀的

決定某種成分的多寡。 

3.4 待測物(measurand) 某項待檢驗的成分。 

3.5 不符合(nonconformity) 無法符合規格、標準或無法實踐要求。 

3.6 醫事人員(Health care 

provider) 

領有證照可以提供健康照護服務的人員。 

3.7 再現性(reproducibility) 在不同條件(地點 、操作者、 儀器、時間等)設定

下產生結果的一致性。 

3.8 標本/檢體(sample) 取自系統某部份，用來決定提供系統或產品的資

料；取自病人身上的樣本。 

3.9 確效(validation) 根據客觀的證據，確認產品或服務已經能實踐使用

的要求。 

3.10 驗證(verification) 根據客觀的證據，確保產品或服務已經符合所訂的

規格。 

 

4  建置病人與檢體辨識系統 

醫療機構決定選擇辨識系統，不論採取何種形式，電子、手工或者兩者並行，最重

要的是建立一套全機構通用的標準化系統。機構中所有單位的醫事人員（Health care 

provider）都必須體認，確保辨識正確性是所有工作人員的責任。檢驗結果的正確

與辨識正確性直接相關，而正確的辨識始於檢體的收集。因此檢驗室有義務制定書

面政策與程序以供遵行，並且建置標準化的病人與檢體辨識系統，尚須曉諭全體參

與採檢工作的醫事人員。政策與程序必須涵蓋從檢體收集、收件/退件、檢驗

（examination）到報告核發等全部的過程，這樣才能確保病人安全，符合評鑑與認

證要求。有關建置系統的注意事項，請參酌本文 13 補充資料（設計一個病人辨識及

檢體標識系統之考量）。 

 

5  檢體(sample)採集的病人辨識 

5.1 檢驗醫令 

 檢驗室接受檢驗醫令(醫令)必須是被醫院或主管機構授權的醫事人員所開立，

正式醫令可以是電子與紙本，必須要有開單者的身分辨識資料與日期 

 醫檢師遵照正式醫令執行檢驗，口頭醫令不能作為正式醫令。如果檢驗室接

受口頭醫令，必須要界定口頭醫令開單的時機與正式醫令補件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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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室須確保經資訊系統下載或手工轉謄的醫令資料是正確的 

 檢驗醫令啟動檢體採集(採檢)，因此醫令是病人辨識最重要的依據。檢驗室

人員應該授以查詢受檢病人病歷相關資料之權限，作為必要時之確認途徑  

 作為病人辨識依據的醫令，醫令至少必須要具備以下之資料： 

― 病人姓名、年齡/出生年月日、性別 

― 病歷號(唯一且獨特) 

― 檢體類別 

― 開單日期時間 

― 開單者 

― 檢驗項目 

5.2 檢體採集 

 檢驗室提供醫事人員採檢時使用的檢體採集手冊，明訂採集檢體（採檢）

前須先完成病人辨識，程序書內容要包括檢體辨識及檢體標示詳細的步驟 

 採檢者須移除前一位接受採檢病人的所有資料及標籤後，才能受理下一個

受檢病人 

 採檢者必須經過訓練及評測合格後方可執行病人辨識程序。人員在擔任檢

體採集工作的期間，定期的教育訓練與能力評測應持續進行，確保目前擔

任採檢工作醫事人員都能正確遵照書面程序執行 

 執行雙重辨識(要確認兩種以上之辨識要件)。採檢者應該要隨時謹記，同

名同姓及手足，甚至雙胞胎同時前來受檢的可能，因此雙重辨識是不能省

略的步驟 

 辨識要件 

― 姓名 

― 生日 

― 病歷號 

― 健保卡或其他有照片之身分證件；住院病人手圈 

 住院病人床號與病床號則不能作為辨識要件 

5.3 病人參與辨識 

病人辨識涉及病人安全，讓病人直接的參與辨識流程，更多了一層保障，對於

辨識正確性的維護的確是必要的。因此對於病人參與建立以下的作業原則：   

 請病人回答以下身分辨識問題 

―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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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齡或出生年、月、日 

 病人睡著時，須叫醒病人回答身分辨識問題 

 若病人無法回答問題，如語言障礙、意識不清、年紀太小等等，則請家屬、

看護或負責照護的醫護人員協助確認，最好能於檢驗單註記協助確認人員的

身分(與病人關係)與姓名 

 姓名不詳病人，如病人意識不清且無家屬，或緊急處理大量傷患病人時。病

人辨識流程則依據機構原則先給予暫時辨識碼。譬如依照急診檢傷掛號所提

供之暫時 病歷號碼以及檢驗單內容，作為採檢時病患身份辨識依據，最好先印

製許多暫時 病歷號碼標籤，可以隨時撕下黏貼在檢體容器上作為檢體標示之用 

 新生兒之辨識碼依據各機構的辨識原則執行 

 當病患或家屬回應辨識問題後，醫護人員應依照病人手圈、檢體標示、檢

驗單等內容核對， 若有任何不一致，則不得採檢，直到能正確辨識為止  

 

6  檢體標示 

6.1 標示原則 

 制定標準化檢體標示操作流程 

 規定操作人員必須通過能力評測後方可執行，確保所有操作者都能正確的執行

程序 

 採檢者須移除前一位接受採檢病人的所有資料(電子及紙本，如檢驗單及標籤)

後，才能執行下一個檢體標示工作 

 作為檢體標示的標籤，最好具備雙重辨識資料，至少應具備唯一獨特的編碼可

以連結醫令。宜於採檢地點製作，為避免人為錯誤，最佳的方式是以電腦印製

標籤，內容為儀器可讀之條碼 

 住院病人掃描手圈連結醫令製作標籤 

6.2 原始檢體  

 原始檢體係指直接取自人體的檢體 

 該類檢體標籤須標示的資料，除具備兩種辨識要件外，其中包括唯一獨特的編

碼可以連結醫令，並具備採檢時間、採檢人等資料 

 規定採集檢體前，完成核對病人身分與醫令(電子或書面)，製作標示標籤後，

核對標籤與病人身分，確認上述核對均相符，才能確保原始檢體標示之正確 

 檢體標示標籤宜於採檢地點製作，完成病人辨識後，隨即印製標籤。最好的方

式是以電腦印製具備儀器可讀之條碼標籤 



頁次：第 5 頁共 14  頁 TSLM-GP-G03(1) 

 

 或者先備好貼好檢體標示標籤之容器，再攜至採檢地點進行檢體採集。此時，

必須在檢體採集前核對病人身分與標籤，確認無誤後再進行採檢 

 最佳檢體標示方式，是直接掃描病人手圈或檢驗單上獨一的辨識條碼，兩者均

以條碼形式連結病人辨識資料比對正確後，印製病人條碼化的標示標籤，黏貼

在檢體容器上 

6.3 分樣檢體 

 檢體標籤內容須能回溯至原始檢體 

 分樣檢體不能再倒回原檢體容器內 

 當以手工進行檢驗時，無論是取樣（為了檢測、稀釋、除干擾）或登錄結果，

當無法直接以原始檢體辨識標示進行辨識時，如糞便潛血檢驗之批次操作，則

須利用能回溯至原始檢體的編碼予以標示，最好建立原始檢體標示與新的編碼

對應的工作清單，以確保新編碼可以追溯至原始檢體 

 

7  檢體辨識 

7.1 辨識時機 

 檢體簽收時 

 進行檢驗時，亦即每一次取樣前。目前自動分析儀都有具備自動檢體辨識裝置，

執行辨識與檢體分樣；手工取樣前則必須要先完成檢體辨識程序 

 當異常檢體需要取出部分檢體進行後續處理(如稀釋、去干擾)，此時必須再次

執行檢體辨識 

 手工登錄結果時 

 核發重要報告時 (如須通報的報告)  

7.2 檢體簽收 

 機構內部的檢體 

― 針對機構內部採檢的檢體，檢驗室收到檢體後，條碼化的標示經掃描後，

顯示電子醫囑(電子或紙本)，立即對照檢體標籤核對，做雙重辨識無誤後

完成檢體登錄。非條碼的檢體標示系統，則以人工目視方式完成核對檢驗

單與標籤資料無誤後，進行檢體簽收 

― 針對非於機構內部採檢的檢體(病人自行取得的檢體)，檢驗室收到檢體後，

請送檢人提示檢驗單及病人身分辨識證件，並請其於檢驗單上簽署。其後

依序完成檢體標示，條碼化的系統經掃描後，顯示電子醫囑(電子或紙本)，

立即對照檢體標籤核對，做雙重辨識無誤後完成檢體登錄。非條碼的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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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系統，則以人工目視方式完成核對檢驗單與標籤資料無誤後，進行檢

體簽收 

 代檢檢體 

檢驗室無法負責病人辨識，一般為非條碼標示檢體，應由委檢機構負責。由於

其檢體標示可能無法顯現兩項辨識要件，但是至少檢驗室要製作唯一且獨特的

辨識要件，藉以連結至原機構之標示或醫令。以人工目視方式完成核對檢驗單

與標籤資料無誤後，進行檢體簽收 

7.3 檢體標示異常及退件 

 無法通過辨識的檢體，若檢體可以再予採集者則予以退件 

 無法通過辨識的檢體，若檢體無法或非常困難取得的檢體，其處理原則： 

― 請採檢人確認檢體辨識，完成更動(補正或更正)標示，使之符合雙重辨識

後，收件。應於報告上註明原本標示不全的情形、更動時間與採檢人 

― 更動檢體標示的過程應嚴加管控，必須取得要求更改標示者之簽章，並且

在核發報告時註明更改標示的人員，以釐清責任確保正確性 

― 血庫檢體則不能以上述情況處理，須通知開單醫師取消醫囑並註記取消原

因及無法再採檢的原因 

― 將個案狀況紀錄存檔 

7.4 進行檢驗 

 自動化的辨識 

實驗室可利用條碼化的檢體標示，並配合可讀條碼之自動化儀器執行檢體辨識，

自動化儀器直接讀取條碼連結在檢驗室資訊系統之檢體醫令。並在分析過程隨

時監控檢體取樣與分樣，確保檢驗過程中維持辨識的正確。針對儀器自東產生

結果的系統，最好建置自動驗證（verification）核發報告機制。使用自動報告

核發系統可以有效消除人為介入的錯誤，且增進報告時效。但使用該系統前，

須以足夠的自動驗證樣本確效（validation）自動驗證報告的正確性與時效性後，

才能運用於日常的報告核發作業。 

 人工的辨識 

手工取樣過程最好建立防呆或偵錯功能，取樣前先進行人工辨識，核對工作清

單與檢體標示相符，確認為正確的檢體。然而有些檢體如委託代檢之檢體、檢

體由實驗室以外之醫護人員採集、檢體經分裝後未標示條碼、解剖檢體或子宮

頸抹片、血片、尿液、糞便、體液檢體、培養用之培養皿分生檢體(如 PCR 產

物)等。其中檢體標示可能無法完整顯現上述兩項辨識要件，但是至少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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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製作唯一且獨特的辨識要件，藉以連結至原始檢體或醫令。 

7.5 結果登錄與報告核發 

無論手工或電子作業，結果登錄都必須確保正確的結果登錄於受檢的病人病歷中。電

子傳輸發生錯誤的機率極低，手工的作業必須建立繁複的複檢機制―所謂複檢係指

每次操作(辨識或登錄結果)後，再重複檢視一次，可以由操作者本人或換不同人

檢視，但並不能完全避免錯誤的發生。 

 電子傳輸結果與報告核發 

― 電子傳輸結果的資訊系統作業必須完成確效辨識正確性、傳輸完整性與時

效性等後，方得運用於常規檢驗作業。辨識正確性是指將產生的該檢體結

果配對正確的受檢病人；傳輸完整性是指將正確的結果及標註(如高於或

低於參考值的符號)，正確的登錄至醫令的每一項待測物（measurand）的

報告欄位；核發時效是結果審核(自動驗證或人工驗證)後能及時以報告格

式送出 

― 建立核發報告的偵錯功能，如設置核發報告規則，如品管驗證、異常高低

值、邏輯規則、危險值等，或用差值比對（delta check）―針對同一病人

同一種待測物，當次結果與上次結果的差異，藉以發覺流程中病人辨識或

檢體辨識的錯誤 

― 當必須以手工修正儀器產生的結果時，除了做檢體辨識外，人工輸入報告

的步驟也須做複檢 

 手工方式核發報告 

― 核對該結果的檢體標籤與報告格式中病人辨識相符 

― 儘量減少人工辨識，例如抹片檢體，以條碼化的標籤當作檢體標示，就可

以直接掃描條碼執行檢體辨識 

― 不論以手工謄寫或人工鍵入方式執行，都要執行複檢 

7.6 檢體儲存 

 檢體保留，建議仍以具有原始標示之原始檢體狀態保存供後續必要之查詢 

 檢體儲存時，檢體標示應可正確連結至原始檢體 

 當須查詢、重測檢體或確認檢體辨識之正確性時，可經由檢體標示建立回溯

鏈，讓檢體能連結至原始檢體 

 

8  照護點檢驗（Point-of-Care Testing, POCT） 

一些特定檢驗項目照護地點直接進行檢驗(檢驗室以外區域)，由非醫檢工作人員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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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照護點檢驗（Point-of-Care Testing, POCT）。操作 POCT 也必須遵行正確的辨

識原則，以降低錯誤發生。 

8.1 正確的病人辨識 

 每次執行一個病人的檢測，完成後再進行下一個辨識工作 

 採檢前必須對照醫令病人基本資料做病人辨識，讓病人參與辨識程序(參照

5.3)，作雙重辨識(確認至少兩個辨識要件)；或掃描住院病人手圈，以條碼形

式連結病人辨識資料加以比對 

 不能以床號作為辨識要件，也不要因為先前的印象認為已認識病人而省卻雙

重辨識的程序 

8.2 結果登錄之檢體辨識 

結果登錄前，不論是手寫方式登錄於紙本病歷或電子病歷，還是需要再核對病歷上

之雙重辨識要件，或者採用病歷號作為辨識的依據 

9  不符合(nonconformity)的管制 

藉由通報機制，界定需要通報的不符合，建議將跡近錯誤(Near-misses)也納入通報

範圍，才能發揮防微杜漸的功能。 

9.1 通報不符合 

調查辨識不符合可以區分：實際發生的錯誤；還是發生錯誤前被攔截(內部系

統的防誤機制)的跡近錯誤。不符合表單的設計須能擷取重要資訊，除了人、

事、時、地、物等變因外，還需要填報錯誤是如何被發現的，及實際造成的影

響或可能造成的影響，藉以檢討分析。  

9.2 評估與矯正措施 

評估錯誤造成的影響，如果是有關病安的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或發生頻率高

的不符合，應啟動風險管理機制，評估是否積極介入，研擬矯正措施等。如果

歸類為跡近錯誤(Near- misses)，而且是由內部正常的稽核機制偵測的，表示稽

核機制是生效的；如果是由於人員的機警而發現，就要模擬如若該類錯誤發生

的傷害程度，評估是否進一步啟動風險管制流程，及研擬於檢驗流程中設置管

制點進行偵錯的可能。 

 

10 稽核機制 

10.1 病人辨識稽核 

為了落實病人辨識的正確性，定期或不定期的對採檢工作人員做查核，有其

必要。首先檢驗室製作病人辨識查核表，據以觀察工作人員的採檢步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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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勾稽。實地的稽核有助於矯正採檢者執行上的偏差行為，降低個人辨識錯

誤的機率。人員的訓練與稽核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藉此養成正確的辨識工

作文化，確保人員執行的正確性與再現性（reproducibility），達到正確病人

辨識的目的 

10.2 檢體辨識稽核 

一般檢體辨識錯誤率極低（PPM 為單位），一般都會以零發生率為目標，因

此建議採用異常管理的方式進行個案檢討。根據不符合的個案詳細分析犯錯

的原因，歸類為個人在執行辨識程序中未遵行標準流程所致，還是疏忽造成。

若為前者則施予再訓練，若為後者且其發生頻率高，則應密切觀察考核評估

其能力是否適任，而予以調整工作。 

10.3  建立監測品質指標 

將辨識錯誤率當作品質監測的一項量化品質指標如辨識錯誤率以該時段內

（如每月）辨識病人為分母；檢體辨識的錯誤可用該時段（如每月）檢測總

數為分母，以每百萬發生的件數為單位（/PPM）。當錯誤發生時，每件都應

該以個案方式調查原因、分類原因、分析趨勢(再犯機率)，及檢討是否存在系

統性的瑕疵，找出根本原因予以消除；或藉由教育與訓練降低人為的隨機錯

誤。持續監測與管制，證明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辨識錯誤的發生，進而提升照

護品質。 

 

11 結論 

人為錯誤是辨識錯誤最主要的發生原因，然而由於人為錯誤是隨機而不可預測的，

因此針對手工的作業只能建議複檢，或設計防呆與偵錯功能。上述種種的防誤機制，

卻往往流於繁複，犧牲了效率（efficiency）卻不一定能減緩錯誤的發生。因此人工

辨識的頻率應該儘量降低，以掃描條碼的方式取代，咸信是日後檢驗室在辨識作業

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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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個病人辨識及檢體標示系統之考量     朱益民編寫 

 

檢驗前階段包括檢驗醫令開立、正確病患辨識、採檢、檢體標示、簽收、離心、分杯… 

等，錯誤發生無所不在。醫療照護機構須先決定辨識系統，要使用人工或資訊化系統

或是兩 者兼併，無論哪一種選擇，需先確定全機構之身分辨識之統一標準。每一家醫

療機構都須建 構一套足以辨識病人之機制，如給予病歷號或唯一序號…，藉它讓每一

位醫療人員都可以正 確辨識病人。執行醫療照護時正確核對病人身份是重要。而政府

主管機關或認證機構常常會 看實驗室是否有一套政策及程序，來確保病患檢體從採集、

標示、簽收、分析到報告發放都 正確無誤。 

若採檢人員為醫檢師，實驗室通常較能夠掌控採檢過程的正確性，但若採檢人非醫檢師， 

則採檢過程發生錯誤之機率較有可能高出許多，所以須有一套程序來確保檢體標示正

確，並 週期性稽核此程序是否有效。實驗室可藉由檢驗手冊提供正確的病人辨示步驟

以及檢體標示 方式，協助其他臨床醫護人員能夠正確執行檢體採檢作業。 

常利用於輔助病人辨識與檢體標示之工具有︰ 

 

(1) 條碼︰住院、急診病患手圈條碼化 

(2) RFID 辨識技術：它最優於條碼的地方是不需要直接接觸掃描、可以在 RFID 標籤

（ TAG ）內儲存更多資訊、並可同時多重讀取，缺點是建置費用較高 

(3) 生物技術，最常被引用於病患辨識之生物技術有︰指紋、音紋、虹膜、視網膜

等。這些生物技術之運用要結合可攜式電腦、與無線資訊網路之環境，因此使

用 上較不普及 

無論選哪一種工具，都要將步驟標準化，最理想的狀況是該標示規格同時適用於醫院

資  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以及檢驗資訊系統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如此可以直接從醫院資訊系統接收採檢時間與採檢人員相

關資料，增加處理檢體之效 率。自動化辨識可以增進正確性及效率，適當使用可以擷

取更多資訊並藉此增進病人安全； 然而，資訊再多的手圈還是有可能根本掛錯人，或

正確標示的檢體來到實驗室被錯貼成別人 的標識。若技術不方便使用，反而會增加錯

誤率。 

實驗室應有檢體退件之政策，無法明確辨識之檢體原則上應予以退件；退件程序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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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可重採及不可重採之檢體之處理原則。一般而言，可重採之檢體若標示不正確或

無標示則 應予以退件重採；不可重採之檢體若標示不正確或無標示，則應向採檢單位

或採檢者查證， 若查證來源可以被證實方可簽收檢體，否則也應予以退件。查證之過

程應加以記錄。不可重 採之檢體若臨床有需求，仍可簽收檢體與分析，但應將處理之

過程記錄於報告。對於各項退 件類別所發生之頻率應加以統計分析，回饋給採檢單位

或採檢者，進行檢討並加以改善。有 關正確病患辨識及檢體標示不符退件類別應包含

但不限於﹕檢驗單或檢體基本資料不齊全或 不正確、檢驗單與檢體之資料不符、有(無)

檢驗單無(有)檢體、檢體或檢體容器錯誤、重複送檢等。當建立新的病人辨識系統或是

變更現有病人辨識系統時，須事先加以驗證，確認可達到 預期效果。要驗證一個新的

(或修改的)病人辨識系統，須驗證相關步驟或防止潛在可能之錯誤 導致該系統失能，如

前所述檢體或病人有不同來源(如門診、急診或住院等)，所以需以不同流 程來驗證所有

過程，從產生病歷號、給予辨識工具、病人與檢體辨識方法，直到確認為止； 可供協

助病人辨識系統驗證之項目包括但不限於： 

(1) 產生含辨識力之工具，如手圈 

(2) 由家屬、病患、照護人員口頭確認身分無誤 

(3) 使用條碼、晶片作為辨識工具 

(4) 檢驗單、基本資料正確核對 

(5) 採檢時在病患面前就貼好標示 

(6) 簽收時有轉碼之檢體，或分析時有分杯之檢體，應可追溯至原辨識號 

(7) 也可利用 FMEA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品管工具來找出可能失

效之地方、評估失效之後果，並矯正預防之 

實驗室可以用圖示化流程模擬演練驗證系統，對於協助找到缺點是有幫助的。當引進

新 的系統或修改現有病人辨識系統，在正式使用前，對於相關醫療人員(包括醫檢師、護

理人員、 醫師等)施以完整之教育訓練與提供相關參考資料(如操作手冊或標準作業程序)

是必須的。再好的系統都會發生人為疏失或系統失控的情形，但可以藉由許多步

驟來幫助發現錯 誤，如核對檢體是否標示錯誤、漏貼標籤、重複貼標籤、比對診斷、

或由內外部顧客之不符 合事件回報與抱怨、DELTA CHECK 等都可發現錯誤，像 

DELTA CHECK 就是可發現檢體可能抽錯人的有效機制。常應用於 DELTA CHECK 之

要項如下： 

(1) 血型 (Blood group)  

(2) 醣化血色素(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3) 平均紅血球體積(Mean corpuscular volume, or mean cell volume, MCV)  

(4) 血漿總蛋白質(Serum total protein)、血漿白蛋白(Serum albumin)  

(5) 血中尿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血漿肌酐酸 Serum Creatinine 

(6) 血漿鹼性磷酸酵素(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血漿總膽紅素(Serum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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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rubin)  

(7) DNA  

適當的管理身分辨識與檢體標示錯誤之不符合事件，可以降低採檢錯誤，因

此建立一個不符合事件回報系統是重要的一環，藉由持續監控、回報及分析，

可以找出適當的矯正預防 措施，讓錯誤率有效降低。 

每一個實驗室應有程序來規範不符合事件之矯正措施，包括報告發送前或發送後，

檢體 重採等。當發現不符合事件應展開調查，對每一不符合事件均應填寫紀錄，

紀錄內容應包含 但不限於： 

(1) 病患姓名、病歷號 

(2) 病患所在位置 

(3) 發生時間 

(4) 記錄者之所屬單位、職稱 

(5) 事件描述 

(6) 偵測到之種類： 

 跡近錯誤(Near-misses)發生在醫療行為中如採檢、輸血。 

 報告發送出去前被實驗室內部發現。 

 醫師或護士判讀報告時發現不尋常。 

 病患安全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 

(7) 跟催過程與結果 

 

檢體若重採，宜訂出多少時間內應重採完畢。當需更正報告時，應保留原有錯誤報告

可供查詢，同時必須告知結果使用者。檢驗報告應呈現採檢時間、送檢單位、採檢人

員。若對 收件分析過程中有不符合事項(如檢體不良、送檢時間超過規定、檢體種類不符

等)，最好能註 記於報告上。 

教育訓練是提高執行準確度及精密度之基本要件，對於涉及相關作業之所有人員，要

一 套有效之訓練機制，應將訓練時間、課程內容、訓練方式、出席人員、考核與授權

等詳細記 錄。對於訓練成效如何，可藉考詴、實測、―不符合事件‖的回饋與常規稽核

獲得評估，若有 需要則再教育之。實驗室新建置或修正任一程序與步驟、變更採檢工

具，或是改變分析儀器 原理時，都應再重新訓練所有參與人員。 

病人從進入醫院掛號到收到報告的過程，涉及許多需要正確辨識病人身份的時機，因

此 是否建構一套完整的病人辨識系統，關乎醫院品質管理系統運作能否成功，居於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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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位。 而對實驗室而言檢體採檢時正確的病人辨識與正確的檢體標示是實驗室品質

管理的源頭，檢 體自採檢到送至實驗室之過程通常會有許多醫護助理人員經手，實驗

室應制定明確可行之政 策或程序，通常是以檢體採檢手冊提供給相關人員，說明如何

正確採檢及標示檢體且經常與 其它部門充分溝通可降低錯誤，此外檢體傳送可借助實

驗室配置升降梯、氣送、或軌道等設備，可減少人為疏失與提升效率；再搭配不符合

事件回報及常規稽核管理，對它們呈現之缺 失加以分析檢討改進，若可能，則擬定矯

正預防措施並落實執行，可以逐步降低錯誤之發生 率，所有醫護人員都應了解正確病

人身份辨識與檢體標識之重要性 以及他們自己在避免錯誤 的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