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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風險管理手法鑑別與控制實驗室的錯誤來源之作業指引 

1. 範圍 

本文件適用於實驗室在引進新系統或新方法或有新的作業程序前，對於可能發生的失 

效模式進行分析與導入管理；也適用於已經發生的失效事件，進行系統性的審查與後 

續管理。 

 
2. 解釋名詞 

2.1 實驗室錯誤(Laboratory Error) : (參考自 ISO22367:2008) 實驗室循環工作中任何一個環 

節，從申請檢驗到報告結果和適當的解釋結果及相應處理結果，不符合原先計畫好 

的步驟而造成的失敗，或是使用錯誤的方案達成目標。 
2.2 傷害(Harm) : (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 

對人類或動植物的健康及環境或財產造成不良影響。 

2.3 危害(Hazard) : (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 
可能導致傷害的來源、狀況或行為。 

註 1: 危害是一個導致傷害事件結果的潛在原因。而將危害與其導致後果陳述出來 

，包含一件事情的”因”與”果”，即為風險(事件)的呈現方式。 

2.4 危害鑑別(Hazard Identification) : (參考自 OHSAS 18001:2007) 
分辨危害是否存在並定義其特性的過程。 

2.5  危害分析 (Hazard  analysis):  ( 參 考自 CLSI  EP18-A2)  已 鑑別的危害、危害情  

(hazardous situation)至該危害可能導致傷害之間的原因與結 果關係鏈的研究。 

註 1 : 危害分析的目的是為了導出足夠資訊，以利其相關風險的評鑑和預防性行動 

方案的鑑別。 

2.6 危險情境(hazardous situation):(參考自 ISO/IEC Guide 51) 
人類、財產或環境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危害的情況時。 

2.7 風險(Risk)：(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ISO31000:20099) 
傷害發生可能性及嚴重度的組合。意即風險是傷害事件發生可能性和其發生後嚴 

重度的函數，風險 Risk = f (Likelihood 可能性, Severity 嚴重度 )。 

註 1：ISO31000 對風險的定義為：「目標(事件)不確定性之影響(effect of uncertainty 
on objectives)」。其中所謂的「影響」是一種預期的正向/或負向的偏差。 

註 2：目標(事件)可包含不同面向(如財務、健康與安全、資訊安全、及環境安全的目 

標等)，並可應用於不同層面(如策略、整體組織、專案、產品與流程)。 

註 3：風險通常是以事件的後果(Consequences)與相關發生可能性(Likelihood)的組合 

來表示。 

註 4：不確定性(Uncertainty)指「對事件後果或可能性的理解或知識相關資訊全部或 

部分不足的狀態」。即無法在事前明確預知未來事件發生可能性與後果為何 

。 

註 5：機會(Opportunity)是指一個事件發生的可能後果，而該事件對目標達成有正面 

的影響者。ISO15189:2012 4.12 持續改進章節，所指「實驗室針對風險評鑑 

(Risk Assessment)所列為最優先範圍進行改進活動。適當時，改進行動計畫 

應予以展開、文件化及實施。」此處的風險評鑑，便是指評鑑具正向影響 

的風險(機會)，因資源有限實驗室應機會(風險)優先次序決定實施優先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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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風險鑑別(Risk Identification)：(參考自 ISO31000:2009) 發現、識別與描述風險的過程

。即發覺預知可能發生的事件與其發生的原因和方式 註 1：風險鑑別包含風險來源

、事件、其發生原因(意即危害Hazard)，以及其可能的 

的後果。 

註 2：風險鑑別可包含歷史資料、理論分析、接受告知與專家意見，以及利害關係 

者的需求。 

2.9 後果(Consequence)：(參考自 ISO31000:2009) 
影響目標事件的結果。 

註 1：單一事件可導致多個後果。 

註 2：後果可以是確定或不確定的，且可能對目標有正向或負向影響。 

註 3：後果可以質化或量化方式呈現。 

註 4：最初的後果可能藉由連環效應而升級(更嚴重)。 

2.10 可能性(Likelihood)：(改寫自 ISO31000:2009) 
事情發生的機會。 

註 1：在風險管理的術語中，"可能性"是用來指事情發生的機會。不論是以主觀地 

或 客觀地、質化或量化的方式去量測或決定，以及用一般用語或數學的(如 

機率、一段期間的頻率)方式來陳述皆可。 

註 2：「可能性」一詞比「機率」涵義更廣，更能解釋一件事情發生的機會。意即 

一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可能包含多個連環事件的發生機率。例如：假設 

實驗 室試劑有問題，可能導致檢驗結果錯誤，當內部品管未發現且醫檢師 

審查核 發報告又未能攔阻而發出錯誤報告時，此時病人則處於危險狀態。 

接著，當 臨床醫師判讀報告時，又未發現檢驗結果有問題而依據該筆錯誤 

報告診斷或 處置其病人，則可能對病人造成傷害。所以，檢驗報告錯誤導 

致病人傷害之 風險事件，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包含上述多個連環事件的 

發生機率的機率 總合。其中，若有一個環節被成功攔阻，便不會發生病人傷 

害事件。 

2.11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改寫自 ISO31000:2009) 系統性的使用可獲得的資訊去鑑 

別危害(Hazard)與其後果，並估計該風險的過程。意即瞭解風險的本質，並去決定 

風險等級(Level of Risk)的過程。 

註 1：風險分析提供作為下一步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和決定相關風險處理 

(Risk Treatment)決策的基礎。 

註 2：風險分析含危害鑑別(Hazard Identification)與風險評估(Risk Estimation)的過 

程。 

2.12 風險等級(level of risk)：(參考自 ISO31000:2009) 
風險大小嚴重程度，為後果(Consequences)與可能性(Likelihood)的組合。 

2.13 風險評估(Risk Estimation)：(改寫自 ISO31000:2009) 對於傷害事件的發生機率與嚴重

度給予估計指定值的過程。意即將傷害事件的發生 可能性與傷害事件發生後的嚴重

度給予分等評分(Grading)，接著估算出風險值，以 評估出該風險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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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改寫自 ISO31000:2009) 
比較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結果與預先設定的風險準則(Risk  Criteria)，來決定該 

風險大小嚴重程度是否可接受或容忍的過程。 

註 1：風險評價是一種風險的可接受性分析。用以決定風險管理先後次序的步驟， 

將風險與事先設定的風險準則比較，以決定該風險的等級是否可接受。類 

似於實驗室平日執行內部品管時，是否符合品管規則之品管允收(In-Control 
or Out- of-Control)判斷。 

註 2：風險評價可協助下一步風險處理的決策。 

2.15 風險準則(Risk Criteria)：(參考自ISO31000:2009) 用以評估風險顯著性(Significance)的參 

考條件。 

註1：風險準則係依據組織目標與內外部環境況狀，由管理階層決定的。 註2：風險

準則可經由國際標準、法律規範、組織的政策與其他要求衍生出來。 

2.16 風險評鑑(Risk Assessment)：(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 在考量到既有控制措施 

(existing controls)的適當性與足夠性之下，評估一項危害導致之風險的過程，並決 

定該風險控制是否恰當。包括整個工作作業活動的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和風 

險評估(Risk Estimation)、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以及決定風險控制措施(Risk 
Control)等整體作業過程。 

註 1：風險評鑑前應針對風險進行分類，並提出哪些風險需要予以排除或控制。評 

鑑工作應陳述其可能性和後果，並界定所使用風險接受度。同時說明屬於 

高度、中度與低度風險區的風險（風險等級為何？）。然而，亦可採用其 

他相關且適當的風險評鑑方法。 

2.17  安全(Safety)：(參考自 ISO/IEC 指引 51:1999) 
係指沒有無法接受的風險。 

2.18 可接受風險(Acceptable Risk) : (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 係指已被降低至某一程 
度，且基於實驗室組織適用之法規強制性與本身風險管理之安全政策，可被容忍 
之風險。意即風險分析結果低於實驗室所自訂之風險準測(Risk Criteria)者。 

2.19 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改寫自 ISO31000:2009) 
組織中有關風險的指導與控制的協調性活動。 

註 1：可具體解釋為：「在可接受的成本下，對風險所進行的鑑別、分析、評價 

及最小化或消除，並控制在可接受範圍之管理過程。」或「為有效管理可 

能發生事件並降低其不利影響，所執行的步驟和過程。」 

2.20 風險處理(Risk Treatment)：(改寫自 ISO31000:2009) 
修正(Modify)風險的程序。 

註 1：可具體解釋為：「對於風險評價後不可接受的風險，列出可將該風險降低至 

可接受水準之對策，進而發展並執行具體控制措施，以降低事件發生之可能 

性與/或其衝擊影響之嚴重度。」 

註 2：風險處理包含風險處理對策(規避、減少、轉嫁或接受)的選擇、準備及執行 

風險處理計畫等要項，管理階層所決定施行的風險處理選項後，發展出風險 

控制措施。 
註 3：每一個風險事件的風險處理，可選擇一個或多個風險控制措施，並執行此等 

控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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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處理具負面後果(危害風險)的風險處理，有時稱為風險減緩（Risk Mitigation 
）或 消除（ Risk Elimination ） 或預防（ Risk Prevention ）或減少（ Risk 
Reduction）。 

註 5：風險處理可包含決定不著手或繼續活動以避免風險、接受或增加風險以尋求 

機會、移除風險來源、改變可能性、改變後果、分攤風險給其他團體(包 

含合約與風險資金支援)、以及藉由已告知的決定來保留風險。 

註 6：風險處理可能創造新風險(副作用)或修正現有的風險。 

2.21 控制措施(Control Measure)/風險控制(Risk Control)：(改寫自 ISO31000:2009) 降低風 

險所實施的措施(Action taken  to  reduce  risk)/正在修正風險中的措施(Measure  that 
is modifying risk)。 

註 1：控制措施包含任何可修正風險的流程、政策、裝置、操作實務或其他活動。 

註 2：控制措施可能不一定都能發揮預期或事前預想的效果。 

註 3：風險控制(Risk Control) ，目 的在 控 制風險 至可 接受 範圍 ；風險 控制 

(Risk Control)與一般實驗室常見的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不同，風險控 

制的措施常包含品質 管 制 (Quality Control) ，實驗 室 內部品質管制只是 

風 險控 制 (Risk  Control)中的一項選擇。 

註 4：又稱 mitigation 風險減輕措施；類似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但針對未 

發生的事件。 

2.22 預防措施（Preventive Action）：(改寫自 OHSAS 18001:2007) 為了排除潛在不符合 

事項的起因或其他潛在不良狀況而採取的行動。 

註 1：潛在不符合事項的起因可能不只一項。 

註 2：矯正措施旨在防止再發，預防措施旨在防止發生。 

註 3：預防措施亦可視為一種風險控制措施。 

註 4：風險處理所選用之因應對策可能包含預防措施，預防措施主要針對可預防之 

風險；控制措施則針對可控制之風險，以降低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若風險事件為不可預防，也不可控制，則常以「應變計畫」來減輕該風險之 

負面衝擊影響「後果」。 

註 5：預防措施是事先行動過程以鑑別改善機會，而不是對問題或抱怨鑑別後的一 

種反應。 

2.23 剩餘風險(Residual Risk)：(改寫自 ISO14971) 
經過風險處理後所剩餘的風險。 

註 1：剩餘風險可包含未鑑別的風險。 

註 2：剩餘風險或稱殘餘風險，或稱保留風險或自留風險(Retained Risk)。 

2.24 失效事件(Failure)系統未能符合使用者期望；同一般所謂的不符合事項或異常事件。 

包含未能令人滿意地表現出其原意圖的功能或在特定的規格限制內。 

2.25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系統性的審查一個儀器系統或是程序的失效及其效應。 

註 1：FMEA 包括鑑別潛在失效模式、決定每一個失效產生的後果，及審查所導入 

的控制措施以預防或偵測失效事件。 

註 2：如果判斷失效與傷害的風險是分析過程的一部份，則此技巧稱作失效模式、 

影響與關鍵因素分析(Failure Modes, Effects ,and Critical Analysis, FM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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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FMEA 是一種由下而上(buttom-up)的分析。 
2.26 失誤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系統性的審查一個儀器或系統來鑑別潛在的失 效

來源，以認定的一個主要系統的失效並決定其造成的原因開始分析。 

註 1：FTA 是一種由上至下(top-down)的分析 

註 2：FTA 在分析合併有失效事件與人員使用失效的問題上比 FMEA 有效率。 

註 3：FTA 及 FMEA 時常被合併使用來評估複雜的系統，包括由上至下及由下而上 

的風險分析。 

2.27 失效報告及矯正行動系統(Failure Report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 FRACAS) 
所有失效事件被鑑別和分析，以實施矯正措施的一個流程。 

2.28 認知錯誤(Cognitive Error)：(參考自 ISO22367:2008) 由於知識不足、曲解現有資料 

、或應用錯誤的認知規則導致做了不正確的選擇所造成的錯誤。 

註 1：認知錯誤也稱為 “Attentional Error 注意錯誤”或是“Mistake 犯錯”。 

 
3.內容 

實驗室的服務由檢驗系統（儀器、設備及試劑等）、人員與其建立之制度緊密搭配而產生。 

但所有檢驗系統都有其限制，故在實驗室引進之前，必須評估引進使用後可能潛在的風險 

，以及引進後是否有適切的監控工具用以瞭解系統的狀態，減少可能的失效。然而，人 

員與制度一樣有其限制性，因為沒有不可能發生失效的人員及無懈可擊的制度，故與檢 

驗系統相同，都必須有監控的工具，以確認其發生失效的風險，並導入適當的控制措施 

，用以防止實驗室錯誤或失效事件的產生。本文要介紹的重點，即是鑑別與控制實驗室 

錯誤的三種風險管理工具，包括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失誤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FTA)，以及失效報告及矯正行動系統 (Failure 
Reporting and Corrective ActionSystem,  FRACAS)。 

3.1 三種工具的區別 

3.1.1 對實驗室而言，FMEA/FTA適用在檢驗系統引進之前的評估或是新訂定/修改的 

作業程序執行前的風險評鑑，FRACAS則適用在引進後或程序使用時發生任 

何 失效的矯正。FMEA與FRACAS 於實驗室的使用時機說明詳見附件1。而 

因目 前實驗室所有檢驗系統皆以運行使用中，較不適合運用 FEMA 此種較 

複雜且費 時的工具，除非是實驗室引進對臨床衝擊影響較大的新檢驗服務項 

目，否則不 建議實驗室完全參照使用 FMEA或 H-FMEA 來系統性的實施風 

險管理。此外，此舉亦會嚴重增加實驗室人員過多工作負荷，甚至造成人員 

對實驗室風險管理的反彈。 

3.1.2 FMEA/FTA 的目的是將檢驗前、中、後可能面臨的潛在失效模式皆列出，一 

旦鑑別出可能產生失效的來源(意即危害 hazards)，即展開風險評鑑。對於風 

險較大的重要失效模式則可以導入控制措施，以減輕產生錯誤的風險，這樣的 

控制措施又稱為 mitigation。而相對於 FMEA/FTA，FRACAS 除了是針對已經 

發生的錯誤導入矯正措施。目的是要實驗室經由管理審查實驗室內的所有不 

符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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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異常事件)資料與資訊後，決定措施以消除潛在不符合事件的原因，來防 

止發生不符合事件。因此，實驗室可不需花費多資源與時間而可有效率的依 

FRACAS方法來執行風險分析，來鑑別實驗室的風險，建議實驗室應多加強 

此方面的應用。 

3.2 三種工具的使用指引 
FMEA的表格可當作實驗室在引進新的檢驗系統前的檢核表或工具，實驗室評估前 

需先審查廠商的使用說明，將廠商已經執行宣稱的風險管理訊息納入考量，以決 

定實驗室未來建立檢驗項目時可能的失效來源。 

此外在使用 FMEA/FTA 及 FRACAS 工具時可以參照以下指引: 
3.2.1 設立風險控制目標因為資源有限，不管錯誤的嚴重程度如何，都應該存在可 

接 受的風險。理想上，任何風險管理計畫都應該設定失效事件發生機率或 

可觀察已發生失效事件可容許比率之風險控制目標；且這些目標應該是定量 

的、可測量的及實際可行的。但是實際上，FMEA/FTA 的目標比 FRACAS 難 

以設立，因為針對已經發生的失效(FRACAS)可以簡單的監測其發生頻率，但 

是對於潛在的風險(FMEA/FTA 所鑑別之風險)則無法量化評估。 

3.2.2 失效的認定 認定潛在的失效或是觀察到的問題是否真的為失效，通常需要使 

用柏拉圖分析 (Paretoanalysis)，需要由執行 FMEA/FTA 及 FRACAS 的團隊來 

認定，建議在認定上盡量保守。例如，實驗室成員因疏忽而未依照廠商使用指 

引說明要求執行校正，對廠商而言，這不能判定為失效，但是對實驗室而言 

，的確是失效。又如，廠商使用指引中要求的維護保養週期在實際上無法執行 

時，則可視為廠商的潛在風險與責任，雖非實驗室的潛在失效與責任。但實驗 

室仍應列入實驗室的潛在失 效事件(風險)。 

3.2.3 避免在表格同一列中多重輸入 

在 FMEA 或 FRACAS 的表格上，應該避免在同一列中列出多重問題或失效事 

件。當對應某個 失效模式有多種原因列出時，會不知道哪個控制監控是對應 

哪個原因；又如在同一列中列出多種效應，則不易了解此效應對應的嚴重度 
。 

3.2.4 考量實施不同型態的風險控制措施對於潛在失效或是已經發生的失效所要展 

開的風險控制措施(Control Measures)，可以是「預防措施」，或是「設立偵 

測監控並及時恢復機制」，或是兩者都納入。FMEA或 FRACAS的團隊應該 

考量成本與效益的平衡，廣納多種不同型態的做法。 

3.3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MEA)表格填寫 

可參照附件 2 的範例格式填寫，說明如下： 

3.3.1 失效來源程序步驟 在表格的第一欄要填入的是作業程序中的每一個可能會發 

生失效的步驟，這有助於鑑別哪一個步驟最容易出問題(意即鑑別出危害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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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失效模式的根本原因 

「潛在失效來源」的欄位是用來列出潛在的失效模式，附件 2 的範例提供了 

比傳統表格僅分類成檢驗前、檢驗中及檢驗後更好的呈現方式，將檢驗程序分 

成六大步驟。以下就此六大步驟涵蓋的層面進行說明： 

(1) 檢體收集：包括病患準備、檢體收集、檢體傳送、檢驗前的檢體保存等， 

不適當檢體的選擇也包含在此，例如使用一般採集的尿液檢體(非恥骨穿刺 

所得) 進行厭氧菌培養，或是嚴重溶血檢體進行鉀離子的檢驗。 

(2) 檢體檢驗前處理：包括檢體的準備(例如:稀釋)、檢體與試劑的混合、加入 

檢驗設備中等可能的失效。 

(3) 儀器/試劑：因為儀器、試劑、或是使用者的因素導致檢驗中程序發生失效 

。例如使用過期試劑或是週遭環境電磁波干擾儀器運行。 

(4) 結果/判讀/原始報告：檢驗中階段程序結尾最後一關可能發生的失效，例如 

儀器設定不對導致結果有誤，或是使用者目視判讀結果錯誤。 

(5) 初步審查：完成檢測後的結果審查中可能發生的失效，例如未注意到危急 

值的警示、未注意到儀器出現功能警訊、或是未發覺檢驗數據為人體不 

太可能出現的結果等。 

(6) 完成報告/報告進入病歷系統：發出報告時及發出報告後可能發生的失效， 

例如人工登入報告錯誤(transcription errors)、檢驗報告從檢驗資訊系統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傳到醫院資訊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的錯誤等。 

3.3.3 失效事件依據上述可能發生失效的原因，列出其可能會發生的失效狀況。 

3.3.4 失效事件的效應 

對任何 失效 事件 而 言 ，都 可能 有像 瀑 布一樣 的下 游事 件 ，在 FMEA 或 

FRACAS 的分析中，有可能是以其下游的事件當成效應分析。實驗室在分析 

其效應時應該將臨床的結果考量進來，意即考量當醫師看到檢驗報告後會發 

生什麼事?例如當檢體辨識錯誤時，其效應不只是發錯報告，更應該思考臨床 

上會產生什麼影響。失效事件的嚴重程度之風險評估時，應以可能 產生的最 

嚴重結果為之。實驗室失效產生 的效應有兩個常見的典型，包括「發錯報告 

」，可能會影響臨床決策，也可能沒有影響；另一個是「延遲報告」，可能 

對臨床照護會產生影響，也可能 沒有影響。失效事件除了可能產生與病患照 

護相關的效應外，也可能產生其他 效應，如增加檢驗成本、對取得認證資格 

產生威脅、可能導致顧客抱怨等。此外，實驗室亦應注意醫師檢驗報告判讀 

錯誤的風險。 

3.3.5 適用與否(Yes/No) 範例表格中所列出的原因或事件是針對一般常見檢驗而設計 

，實 驗室導入使用時 須實際考量所探討的檢驗系統是否適用而酌以加減原 

因或效應。 

3.3.6 關鍵性 (Risk 風險) 關鍵性(意即風險)的分析是以事件的嚴重度乘以發生的機率 

(FMEA)或已發生的頻率 (FRACAS)。通常使用柏拉圖分析判斷(柏拉圖說明詳 

見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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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嚴重度 

嚴重度的判斷在於失效事件所產生的效應，通常以四級區分，第四級是最嚴 

重。就如同前面所述，事件的嚴重度要以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程度視之。對 

FRACAS而言，實際上的事件可能僅造成輕微的影響，但分析其原因可能產 

生的效應時，發現此原因可以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那麼在嚴重度的分類上就 

要以可能發生的最嚴重效應歸類。 

3.3.8 發生機率 

通常也以四級區分，第四級發生頻率最高。上述的關鍵性、發生機率及嚴重 

度可以附件 4 表格歸類分析。 

3.4 失誤樹分析(FTA)方法 

FMEA 的限制就在於其呈現方式為表格，每一個失效模式都以水平方式展開，僅看 

的到原因及效應。實際上事件的發生可能不僅止於失效模式、原因及效應三者的相 

關性。失誤樹可以以圖在一個失效模式中展開多種原因，故有輔助 FMEA 的效果 

。以附件 5「發出偽高鉀離子報告」為例說明 FTA 做法，先以圖示方式，從一失效 

事件的效應(對病患的傷害)開始展開可能原因的推測，當有不同的單一因素會導致 

同一效應時，單一原因之間以「OR」串聯；當需要兩個以上不同的因素結合導致 

同一效應時，這些相關因素之間以「AND」串聯；當「AND」所串聯的因素特別重 

要時改以「PAND」串聯。之後可從失誤樹中再將重要的失效模式及其原因、效應 

切片取出做成表格(如附件 5 所示)，更清楚呈現三者關係。 

3.5 失效報告及矯正行動系統(FRACAS)表格填寫 

可參照附件 6 的範例格式填寫，說明如下： 

3.5.1 失效模式(Failure Mode)欄位 

不同於 FMEA列出潛在未發生的失效事件，FRACAS 列出的是已經觀察到的已 

發生失效事件。這看 似簡單的事，卻很容易被低估，所以不管事件的嚴重度， 

實驗室成員平日都需要養成習慣將不符合(失效)事件紀錄下來，失效事件的來源 

可以包括： 

(1) 顧客抱怨：例如醫師抱怨。 

(2) 資訊工具：例如從資訊系統中得知 TAT(turnaround-time)目標未達成，不管是 

否伴隨顧客抱怨都應納入紀錄。 

(3) 觀察：例如人為疏失。 

3.5.2 失效因素(Failure Mode Cause)欄位根本原因是用來解釋為什麼會產生失效事件( 
不符合事件)，但根本原因可能不只有一個。實驗室也可能面臨無法找出根本原 

因的窘境，例如，醫師抱怨檢驗結果有問題，實驗室重複測試後果然發現需要 

修改報告，但卻找不到第一次檢驗失效的原因。 

3.5.3 失效效應(Failure Mode Effect) 
欄位同 FMEA 



TSLM-GM-L07(1) 頁次：第 9 頁共 22 頁 
 

3.5.4 嚴重(Severity) 
欄位同 FMEA 
發生頻率(Frequency of Occurrence)欄位不同於 FMEA 發生機率可能以半定量方 

式呈現(如附件 4 中，四種分級事件發生 機率的定義)，FRACAS 因為是實際發 

生過的事件，所以發生頻率是定量的真實 數據。依照定義，納入 FRACAS 的 

都是發生過的事，而 FMEA 則可能包括潛在 的失效及已 經發生的失效事件； 

當同時有關鍵性(風險)相同的 FRACAS 及FMEA 時，實驗室可能需要先處理 

FRACAS，因為其失效事件已經發生，但之後 仍需處理 FMEA，因為 針對潛在 

失效事件的處理仍有助於實驗室的持續改善。 
3.5.5 關鍵性(Criticality) 

欄位同 FMEA 
3.6 控制措施 對已發失效事件之矯正措施與風險控制措施，兩者的施行都只能夠藉由降 

低失效事件發生的機 率，但無法改變事件的嚴重度。控制措施可區分成預防 

(Prevention)、偵測 (Detection)及恢復(Recovery)三方向呈現。 

3.6.1 失效事件預防 利用改變程序步驟等預防或是減少失效事件的發生。例如利用 

電腦資訊系統的 防呆設計，減少或預防不合理的檢驗數據發出。 

3.6.2 失效事件偵測不同於上述的預防，偵測指的是可以及早警示操作者失效已經發 

生，藉由此偵測可以預防下一步失效效應的產生。例如透過檢體狀態檢視的步 

驟可以偵測到檢體不足(視為一種失效)，之後就不會將檢體上機、不會發出錯 

誤報告。例如利用品管規則偵測到超出品管規範的狀況，可以預防檢體上機 

發出錯誤報告。因偵測失效事件 A 而預防失效事件 B 的發生機制如下圖所示 
。 

 
 

 
 

「失效事件的偵測」類似於臨床檢驗正確性的評估，並不知道何者真的為「 

正確」。以下表說明，雖然啟動偵測機制，但事先並不知道透過偵測後的「真 

實 (truth)」結果應該為何。可以透過獨立的稽核制度收集「真實」結果，驗證 

此偵測步驟的效益。 
 

真實(truth) 陽性偵測結果 陰性偵測結果 

失效事件發生 結果正確* 偽陰性結果 
失效事件未發生 偽陽性結果 結果正確** 

 

*結果正確指的是發生失效事件且被偵測到 

**結果正確指的是失效事件未發生且未被偵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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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失效事件恢復 

「恢復」動作是伴隨在「偵測」之後，例如:檢視到檢體不足後，有防止此檢體進 

行後續檢驗的動作；又如偵測到品管超出可接受範圍，將同一段時期操作之檢 

體重新檢驗。恢復動作緊接在偵測之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還是容易疏忽。 

例如，實驗室報告系統有儀器訊息之警示功能，但操作者未留意仍將錯誤報告發 

出。又如廠商的試劑說明書已經提出干擾因素(偵測步驟)，但實驗室使用者未留 

意，檢驗報告因干擾因素而有錯誤，此即有偵測出問題，但未執行恢復步驟。 

3.7  控制措施的實際範例 

3.7.1 設備功能(built-in control；工程控制) 利用實驗室的設備來預防或是偵測失效 

的產生，例如 blood gas 儀器可以偵測到氣泡且有所警示。 

3.7.2 人員訓練/要求修正操作步驟(管理控制) 透過人員訓練或修正檢驗步驟預防失 

效事件的產生，例如blood gas 檢驗可以訓練採送檢人員抽血後針筒排出氣泡 

送檢，儀器可同時內建具有氣泡偵測警示功能。 

3.7.3 品質監控與監控頻率 透過品質監控減少或偵測到非設備能夠警示的失效，包 

括品管結果的監控、能力試驗結果的監控、各種紀錄的審查、人員能力的評估 

及必要時的重新訓練等。監控頻率需 視失效事件的特性及監控所需耗費的成 

本而定，與法規相關時也須納入考量。例如：POCT 原本更換批號才執行內部 

品管，考量風險後，控制措施為更改品管監控頻率，改為每週或每日一次。 

3.8 其他執行 FRACAS 注意事項 

3.8.1 實驗室發生的人為失效事件可以區分成認知錯誤(Cognitive error)與非認知錯誤 

，前者是因為缺乏相關知識所致，可以藉由訓練預防；後者又稱做"slip"，可 能

是因為疏忽導致，無關認知問題，此種失效事件通常不考量預防方式，而 是

設計偵測方 法，防止後續的失效效應。 

3.8.2 經過 FRACAS 分析，通常會設定失效事件再發生的比率(rate)當作監控的目標 

，建議實驗室在設定風險控制目標時，併入此檢驗項目使用率的考量，以每 

百萬次檢驗發生的失效進行統計(意即Sigma metric)；另常有實驗室將目標設 

定為 0(zero defect)，這可能不切實際，設定時需留意。 

3.8.3 FRACAS 資料的收集如同前面所提，需要實驗室成員養成平日紀錄的習慣， 

將 顧客抱怨、資訊系統報表中的異常狀況、觀察到的不符合事項等收集成失 

效事件。 

3.8.4 FRACAS資料的分類則可以透過經常性的會議，由團隊進行失效與否的判定 

，之後再依事件關鍵性進行分類處理。對於會引發嚴重後果的"near-miss"事件 

，通常需要有偵測恢復機制來預防；難以偵測或偵測的機會極低的"near-miss" 
，則需視為失效事件處理。 

3.8.5 FRACAS 的報告需要包括柏拉圖分析其關鍵性(風險高低)，及目前所有失效事 

件發生的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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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FRACAS 分析需要由有解決事情能力者組成團隊執行，包括失效事件判定、 

後續的矯正行動執行觀察、目標設定、檢討成效等。 

 
4. 實驗室執行 FRACAS 的實際範例 

附件 7 是某實驗室在系統性的整理、歸類完年度的 171 件不符合事件後，利用柏拉圖 

分析，找出風險係數最高的5件不符合事件進行 FMEA 的分析結果。如本文所述FMEA 
及FRACAS 的區別，此分析應可歸類為 FRACAS，只是此名詞一般實驗室較不熟悉， 

通稱為 FMEA。 此範例可提供實驗室完整的FRACAS分析手法與記錄方式，值得同儕學

習。簡要說明如 下： 

4.1 實驗室先成立小組，確認小組的功能為資料的收集、事件討論判定、數據分析與改 

善進度跟催，並依照預定進度執行。 

4.2 在事件歸類上，先圖示方式，將檢驗前中後的作業流程畫出，方便FRACAS分析， 

並將焦點縮小到門診檢驗作業。 

4.3 利用柏拉圖分析將門診檢驗作業的 31 件不符合事件進行風險係數評估，找出係數 

最高的前五名(附件 7 所示)。 

4.4 利用 FRACAS 表格找出 17 個潛在因素(即附件 6 表中所列之原因欄位)進行分析， 

不同於前文介紹，此表多納入了決策樹分析及行動建議，其項目與功能類似附件 6 
中所 提的預防、偵測及恢復；以行動方式是否執行、負責人、及日後是否納列入平 

日的品質指標管理取代附件 6 矯正行動執行前後失效事件發生比率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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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FMEA 與 FRACAS 使用時機說明 

 

 
 

附件 2：柏拉圖分析(Paretoanalysis) 柏拉圖分析是利用圖表方式列出各種事件的關鍵性(風 

險)，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讓使用者考量著手改善的先後順序，舉例如下表： 
 

失效模式 嚴重度 發生機率 關鍵性(風險值) 
干擾 4 2 8 
病患檢體錯誤 4 1 4 
檢體量不足 3 2 6 
溶血檢體 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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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FMEA 範例 

”System-Specific Source of Failure”Matrix 
說明：僅列出六大步驟中數個可能產生失效的原因 

 

潛在失效來源(Potential Source of Failure) 關鍵性(Criticality) 控制(Control) 確認 

(Validation) 
失效來源步驟 

(Stepsinwhichf 

ailureoccurs) 

失效事件 

(Failure) 

原因(Cause) 效應 

(Effect) 

適用 

(Y/N) 

嚴重度 

(Severity) 

發生機率 

(Probability) 

關鍵性 

(Criticality) 

預防 

(Prevention) 

偵測 

(Detection) 

恢復 

(Recovery) 

結果監控 

(Outcome 

measure) 
1.檢體收集  1.1 污染          

  1.1.1 酒精          
  1.1.2 其他清 

潔劑 
         

  1.1.3 管路抗 
凝劑 

         

  1.2 檢體不足          
  1.2.1 血管評 

估不良 
         

  1.2.2 抽血技 
術不良 

         

  1.2.3 一次要 
採集的量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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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失效來源(Potential Source of Failure) 關鍵性(Criticality) 控制(Control) 確認 

(Validation) 
失效來源步驟 

(Stepsinwhichf 

ailureoccurs) 

失效事件 

(Failure) 
原因(Cause) 效應 

(Effect) 

適用 

(Y/N) 

嚴重度 

(Severity) 

發生機率 

(Probability) 

關鍵性 

(Criticality) 

預防 

(Prevention) 

偵測 

(Detection) 

恢復 

(Recovery) 

結果監控 

(Outcome 

measure) 
2.檢體準備  2.1 步驟錯誤          

  2.1.1 污染          
  2.2 檢體錯誤          
  2.2.1 檢體種 

類不適當 
         

  2.2.2 檢體稀          
  釋步驟不適   

當 
3.  儀器/試 

劑 
 3.1 嚴重環境 

問題 
         

  3.1.1 溫度          
  3.2 過期試劑          
  3.3 試劑運送 

不當 
         

4. 結果/判 

讀/原始報告 
 4.1 肉眼判讀 

錯誤 
         

  4.2 檢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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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失效來源(Potential Source of Failure) 關鍵性(Criticality) 控制(Control) 確認 

(Validation) 
失效來源步驟 

(Stepsinwhichf 

ailureoccurs) 

失效事件 

(Failure) 

原因(Cause) 效應 

(Effect) 

適用 

(Y/N) 

嚴重度 

(Severity) 

發生機率 

(Probability) 

關鍵性 

(Criticality) 

預防 

(Prevention) 

偵測 

(Detection) 

恢復 

(Recovery) 

結果監控 

(Outcome 

measure) 
  設定錯誤          
  4.3 儀器設定 

錯誤 
         

5.  初步審查  5.1 品管結果 
判讀不當 

         

  5.2 未識別出 

不尋常報告 
         

  5.3 未識別出 
超出線性報 

告 

         

6.  完成報告 
/報告進入病 

歷系統 

 6.1 沒有結果 

紀錄 
         

  6.2 報告錯置          
  6.3 報告內容 

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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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關鍵性(風險)分析 

 嚴重度分級 
 

事件嚴重度 分級 
因失效而引起死亡或是劇烈的傷害 4 
因失效而引起嚴重的傷害 3 
因失效而引起中度的傷害 2 
因失效而引起輕微的傷害 1 

 

 發生機率分級 
 

事件發生機率 分級 
頻繁的：短期間內再發生(一年發生數次) 4 
偶爾的：大概會再發生(一~二年發生數次) 3 
不常的：可能會再發生(二~五年內可能會發生) 2 
微乎其微的：不太可能再發生(五~三十年內可能會發生) 1 

 

 關鍵性(風險)分級 
 

發生機率  嚴重度 
劇 烈 傷 害 嚴 重 傷 害 中 級 傷 害 輕 微 傷 害 

(4) (3) (2) (1) 
頻繁的(4) 16 12 8  4 
偶爾的(3) 12 9 6  3 
不常的(2) 8 6 4  2 
微乎其微的(1)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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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失誤樹分析(FTA) 
 
 
 
 
 
 
 
 
 
 
 
 
 
 
 
 
 
 
 
 

3 
 
 
 
 
 
 
 
 
 
 

3 
 
 
 

2 
 
 
 
 
 
 
 
 
 

4 
 

失誤樹切片分析 
 

步驟 失效模式 效應 原因 
檢體取得 檢體溶血 1 鉀離子報告偽高 3 未知 
檢體狀態確認 檢體狀態確認失效 2 鉀離子報告偽高 3 

醫檢師疏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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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FRACAS 紀錄表單範例 

說明：僅列出檢驗前中後數個可能產生失效的問題 
 

失效來源步驟 失效事件 原因 效應 嚴重度 發生機率 關鍵性 預防 偵測 恢復 矯正行 矯正行 
(Steps inwhich (Failure) (Cause) (Effect) (Severity) (Probability) (Criticality) (Prevention) (Detection) (Recovery) 動前發 動後發 

failureoccurs)          生率 生率 

檢驗前 檢體辨識 在病房 與其他 4 2 8 修正黏貼 檢體送 有問題檢   
 錯誤 外黏貼 病患檢    標籤 到檢驗 體退件及   
  標籤 體弄混    SOP；人 室確認 重抽檢體   
       員重新訓 標籤正    
       練 確性    

試劑運送 試劑過程 運送中 試劑損 4 3 12 廠商執行 試劑到 退還有問   
 冷凍又解 未放入 壞，病    試劑運送 實驗室 題批次試   
 凍 冰箱 患報告    監控、額 時確認 劑   
   錯誤    外執行 試劑容    
       QC 器的冷    
        凍狀態    
        與溫度    

檢驗中 宜器過熱 夏天且 分析失 4 3 12 將儀器移 分析失 夏天不執   
  無空調 效    至溫度適 效 行檢驗直   
       當的地方  到購買空   
         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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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來源步驟 失效事件 原因 效應 嚴重度 發生機率 關鍵性 預防 偵測 恢復 矯正行 矯正行 
(Steps inwhich (Failure) (Cause) (Effect) (Severity) (Probability) (Criticality) (Prevention) (Detection) (Recovery) 動前發 動後發 

failureoccurs)          生率 生率 

            
檢驗後 要求加驗 門診病 有潛在 4 1 4 如果檢體 以資訊 特殊檢驗   

 存放超過 患較延 錯誤報    穩定性 系統監 項目延長   
 7 天檢體 遲數日 告的可    夠，延長 控保存 保存時間   
  掛號看 能    保存時間 時間    
  結果，          
  故於 12          
  天後要          
  求加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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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FMEA 實際分析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