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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品質指標監控醫學實驗室品質與改善作業流程指引 

 
1.  前言  

病人安全一直是醫療的核心價值，當然也是醫學實驗室的首要任務。因此，醫學實驗  

室必須發展一套品質管理系統，用以提早偵測可能的失誤，並在失誤發生後快速的補救

與矯正，以及降低失誤的發生率等。然而，所謂的「品質」是需要定義的。在持續改善

的循環作業中規劃流程與程序，藉此找到適當、可量測、以及可表述的訊息，這些系統

性規劃的程序與收集的訊息就可以作為品質指標。品質指標是醫學實驗室管理重要的一

環，理論上可以設計用來客觀的評估醫學實驗室任何的服務面向，但實際上除了主管機

關或評鑑機構等要求的共通性指標外，並無特定的選定標準。醫學實驗室主管必須著眼

於顧客需求、社會價值、機構發展策略等，同時考量醫學實驗室潛在失誤的風險評鑑結

果與已發生失誤的頻率，建立醫學實驗室所需的品質監控指標。 

 
2.  範圍  

本文件期望引導各醫學實驗室建立或引用其他機構的品質指標，包括從數據收集、處理

、結果解釋，以及長時間的表現監控等作業程序。 

 

3. 名詞解釋 

3.1 稽核(audit) 
系統的、獨立的與文件化之過程用以獲得稽核證據，以及對它作客觀的評估，以決

定其對稽核準則所達成之程度。(ISO 9000) 
3.2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品質管理的一部分，著重於提供能達成品質要求之信心。 (ISO 9000) 
3.3 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 

品質管理的一部分，著重於達成品質要求。(ISO 9000) 
附註 1：品質管制也可用來描述符合品質要求的操作技術或活動。 

附註 2：品質管制的目的是確保所有的品質要求被達成。 

3.4 品質改進(quality improvement) 
品質管理的一部分，著重於增加達成品質要求之能力。(ISO 9000) 
附註 1：品質改進也用來描述尋找系統性改進機會的連續性流程，利用計畫性的監 

控、解釋及為了改變與再監控所需要的活動。 

附註 2：通常被稱為戴明循環(Deming Cycle)，PDCA 循環(Plan-Do-Check-Act)。 

3.5 品質指標(quality indicator) 
一組滿足要求的內在特質之程度評量。(ISO 15189) 

3.6 品質規畫(quality planning)  
品質管理的一部分，著重於設定品質目標與規定所需的作業流程及有關的資源，以 

達成品質目標。(ISO 9000) 
 
4. 內容 

本文架構如附件一，先利用 4.1 說明建立品質指標的目的，之後利用 4.2～4.6 說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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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建立與使用架構，包括品質指標規劃(4.2)、品質指標建立(4.3)、品質指標實施(4.4)、 

品質指標說明(4.5)及品質指標行動(4.6)等。最後於 4.7，提醒指標應用的特殊考量。 

4.1 品質指標目的  

 每個品質指標之建立都應該有其目的性，有效的品質指標的目的，通常指向以下四大

方向： 

4.1.1 監控特定但通常為功能穩定的運行作業  

    例如血庫冰箱的溫度監控。這些被監控的作業運行功能通常具有潛在失誤的可

能，且一旦發生，對於醫學實驗室的運作品質會有重大的影響。這種類型的品質

指標是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的一部份，重複監控，有明確定義的行動閾值。

當超過閾值時，檢驗服務可能會受到影響而需要暫停。品質管制類的指標適合監

控具有潛在微妙變化卻不容易被一般使用者立即察覺的運行作業功能。 

4.1.2 監控涵蓋多因子或多活動的複雜流程  

例如急作檢驗時效的查證。 

這種類型的品質指標是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的一部份，通常也有明確定義

的行動閾值，但因為影響這些流程的因子多元，不容易判斷造成超出閾值的原

因。一旦超出閾值，通常需作進一步調查，而不是暫停服務。 

4.1.3 監控計畫性專案改進活動的有效性 

當品質指標用來作為PDCA循環中的check使用，即屬於此類型的品質指標。這種

類型的品質指標目的是品質改進(quality improvement)，通常沒有明確定義的行

動閾值，其目標可能由管理階層自行定義，或是以統計上是否有明顯的改進決定

。品質改進可能是為了回應顧客要求、哨兵事件、符合機構政策或與社會目標

有更好的連結等。例如「平衡計分卡」即是此類型的指標。 

4.1.4 探索潛在品質風險  

      當管理階層無法確認是否有特定的品質事件存在，或是不清楚造成不符合事件

發生的原因為何時，所建立的監控活動是為了與同儕醫學實驗室表現比較，其

結果不見得會引發進一步的改進行動。這種無特定性原因的監控潛在問題就可

被歸類「探索潛在品質風險」。 

4.2 品質指標規劃  

    品質指標規劃意指如何選擇品質指標，從大方向的理念建立、概念鑑別到末端的特

定指標選定，說明如下： 

4.2.1 建立量測理念(measurement philosophy)  
所謂的量測理念基本上是一種策略，必須隨組織目標與風險管理結果調整。組

織的策略計畫需要鑑別出組織的目標，並提供如何達成目標的方針。同時也需

考量如何鑑別與偵測潛在的失誤，包括它的嚴重性與發生的機率。一旦針對策

略目標訂出行動計畫，也應順勢發展出一套系統性量測表現的方案，方能客觀

的評估目標的達成狀況。 

流程績效(process performance)的量測是醫學實驗室持續改進方案的關鍵，要量測

其績效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與溝通量測理念。醫學實驗室的共識應與組織的品質計

畫合力指引出品質指標的作法，包括要量測什麼（什麼是重要的）、如何收集與

分析數據、建立目標值，以及如何應用數據。量測理念在建立時，應該考量幾個臨

床面向的表現與需要改進的目標，包括安全性(safety)、有效性(effectiveness)、以病

人為中心 (patient-centered care) 、及時 (timeliness) 、效率 (efficiency) 、適當性

(appropriateness)、可近性(availability)及持續照護(continuity of care)等。品質指標的

量測不應限定於醫學實驗室內部可以控制的範圍，應該也要選擇與機構內其他單

位或與外部顧客相關的跨職能單位指標。一旦可以控制的點與職責超過醫學實驗

室的範圍，可能使得指標表現量測更加困難，但是這類活動相對也提供了確認各

職類角色與職責的機會，讓策略目標更有機會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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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鑑別量測的概念(concepts for measurement)  
鑑別量測的概念就是要確認醫學實驗室需要監控哪些種類與階層的指標。不同

的機構、規範、共識標準及合約約定等都會影響醫學實驗室指標種類的選擇。

例如ISO 15189的規範，要求醫學實驗室要審查品質管理系統與包括檢驗、諮

詢的所有醫療服務；在美國，則除一般行政管理外，要求監控檢驗前、中、

後工作流程。每個醫學實驗室應自行精確的定義出所要監控的指標，且這些

指標必須能夠涵蓋相關要求（主管機關或認證體系等）的所有面向。理想狀況

下，醫學實驗室應該建立用以監控所有作業流程的指標，但是礙於資源限制

，這是不切實際的。醫學實驗室可以利用風險評鑑工具縮小選擇範圍，建立

可以符合目標與挑戰且能廣泛量測的指標。 

4.2.3 選擇特定的指標  

當確認了指標的種類與階層後，接著要選定可以準確且精準預測的特定指標， 

作為失誤偵測的預警系統。醫學實驗室必須思考選定這些特定指標的原因，包括

它是否為關鍵檢驗項目？有複雜的流程或手工作業？高度自動化系統？之前頻繁

出問題？之前已經提出要進行改善，需要監控成效的流程？建議可以依照下列分

層策略選定特定的品質指標： 

(1)  關鍵服務指標  

這些指標聚焦在與醫療功效、成本效率、病人/員工安全及機構風險極度相關

的醫學實驗室服務。可從健康照護團隊、外部顧客處找出與醫學實驗室服務

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以監控與預防不利於

病人的活動。這類指標可藉由檢驗資訊得知，如高風險診斷的監控、介入效

用的評估等。舉例來說，監控根據POCT方法通報之血糖危急值（未經實驗室

方法確認）的介入狀況。 

(2)  關鍵流程指標  

這些指標聚焦在檢驗前、中、後流程。可依照檢驗流程，分成監控檢驗前、中

、後之指標；亦可以依照監控流程性質的不同，分成品質管制指標 (QC 
indicators)、品質保證指標(QA indicators)及品質改進指標(QI indicators)。品質

管制指標用來監控系統中穩定但是可能有潛在的失誤事件，品質保證指標用

來監控系統中包含多因素的複雜流程，品質改進指標則可以監控近期內進行

改進活動的流程。 

以下就檢驗前、中、後之監控指標舉例： 

A. 檢驗前流程指標： 

病人辨識、檢體/檢驗醫令的完整性/正確性、檢體 收集與標示的適當

性、檢體接收紀錄的完整性、檢體儲存與傳送的適當性 

B. 檢驗中流程指標： 

品管表現與矯正措施的監控（品管是否按時、正確執行？如果品管

異常，是否有採取適當的調查與處理？）、能力試驗表現與矯正措

施的監控。 

C. 檢驗後流程指標： 

報告完整性/正確性、報告訊息的完整性（例如生物參考區間與相

關規範的一致性、有足夠的訊息可以解釋結果）、週期性的驗證需

要計算結果的正確性、文件的審查與核准。 

附件二是一般醫學實驗室常見的指標，可供參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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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品質指標 

一旦選定特定的指標主題，指標建立的工作就要展開，這好比PDCA循環的「Plan」階

段。醫學實驗室管理階層要清楚的定義指標與指標相關數據的收集方式。常有機構花

很多時間收集數據，最後卻無法用於解釋或有具體行動，所以建立指標必須有計畫性

，要有清楚的目標與事先規劃好數據收集的方法。所收集的數據越有特定性，代表組

織越能決定其可行性與知道如何說明結果。透過適當的計畫，組織可以確定有適當的

人員、設備及資源可以收集數據。收集資料時可能會受到一些狀況限制，指標管理者

必須能夠認知這些限制。舉例來說，如果有些訊息只能從急症醫院的病人得知，但收

集時卻也詢問了長照機構的住民，就可能得到不可信的資料；員工休長假而由臨時人

員代班的期間所收集的資料可能會影響全年度的數據表現。指標結果的說明可受到表

達方式與向誰說明所影響，所以應盡可能的在收集資料前就先設計好資料的表達方式

與確定觀眾群，將有助於決定要收集什麼，以及如何收集。資料收集前，就要先決定

好目標值或是可接受的範圍、什麼樣的表現點該有改進計畫（行動閾值，action 
threshold）。目標值或是可接受的範圍通常來自文獻或機構自行決定。如果在資料收

集後才決定，容易產生偏差。品質指標開始使用後，不見得要持續的監控。當一個指

標的異常率已經很低且非常穩定時，可以合理的縮減收集數據的頻率。在建立指標前

能有個計畫或是模版可以使用，可讓指標的建立更有系統與成效。附件二是建立指標

的一個模版範例。 

4.3.1 建立指標的操作型定義  

     好的操作型定義可以讓相關人員有藉以溝通的概念，所以定義要明確，不能模 

擬兩可，可以確保資料收集的一致性與為何要監控此指標的目的相符。與指標相

關的人員必須對以下名詞建立共識： 

(1) 指標確認(indicator identification)：指標的名稱或編號，例如急件鉀離子的 

報告時效。 

(2) 指標目的(purpose of indicator)：為什麼要建立此指標，它與顧客或社會需求

等有何關係？在機構中，此指標的價值何在？可以對品質改進作出貢獻？  

預訂的目標為何？此指標的監控是否有終點？一個指標可以有多重目的。 

(3)  範圍(scope)：說明要納入量測的範圍與需要排除的部分。 

(4)  職權(authority)：此指標由誰負責監控？ 

(5) 指標領域(domains addressed by indicator)：如同 4.2.2 所述，每個指標可

以依據不同的分類方式進行領域的劃分。舉例來說，「急診檢驗時效達

成率」，若以CLSI QSE(quality system essential) 分類，可歸屬於流程控

管(process control)領域；以機構內單位分類，可歸屬於急檢組；以檢驗

流程 分類，則歸屬於檢驗中流程。適當的將指標做領域的劃分，有助

於瞭解此 指標監控的多樣性。 

4.3.2 文件化數據收集的流程  

     將數據收集的流程文件化是為了確保資料的一致性。收集資料之前需先考量以下

幾點： 

(1) 資料收集者：這個問題很容易被忽略，需要指定負責收集資料的人員，且給

此負責人現有工作外，適當收集資料所需要的時間。 

(2) 收集頻率：數據多久要收集一次？每次所收集的期間是多久？ 

(3) 資料來源：資料如何收集？是否可以從已經存在的報告或資訊系統中取得？

指標所收集的資料是否還需要經過編碼、編輯、查證等流程？ 

(4) 所需要的資料型態：資料型態可以分為連續性資料(variable data, continuous 
data)或不連續性資料(attribute data, discrete data)。 

(5) 抽樣計畫：所謂的抽樣是指利用觀察或量測某些事件來推測整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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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抽樣？隨機選擇是否可信？是不是固定間隔樣本數抽樣？需要抽

樣多少例？如果分層抽樣會影響數據，各分層抽樣的代表性是否足夠？ 

(6) 資料確認(validation)：是否有可以確認用以收集指標數據所使用的資訊軟 

體正確性的資料？ 

(7) 外部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可支持此指標的重要性或是說明抽樣架構或數據 

的運用方式。 

(8) 目標值與閾值：目前此指標的表現如何(基礎值，baseline)？是否已設定目 

標值與閾值？ 

(9) 試驗性研究(pilot trail)：在正式收集數據前，是否需先執行試驗性研究？數據

收集計畫需包括以下幾點： 

(1) 統計與運用：數據的分析與製表是電腦作業或手工作業？是否需要碼、

編輯、查證？ 

(2) 呈現格式：指標數據如何呈現？以圖或表或管制圖等？是否有計畫宣導

指標結果？ 

(3) 接受者：監控的結果應該交給誰？特定個人或委員會或那個單位？繳交

結果的時間、格式及路徑為何？ 

執行數據收集計畫前，也要思考下列幾個因素： 

(1) 收集數據所有花費的成本為何？包括人力與實際花費。 

(2) 收集這些數據對於病人或員工是否有負面效應？ 

(3) 這些數據將如何帶來改變？ 

4.3.3  設定目標值或行動閾值  

  醫學實驗室品質計畫需要為每一個指標建立目標值，從品質指標的目標值設定就

可以看出醫學實驗室努力與試圖達到的方向。目標值的設立會因指標型態與風險

評鑑結果而不同。如果是與病人安全極度相關，醫學實驗室是期待有戲劇性的巨

大改變，還是可以接受小幅度的改進？中度的目標或里程碑可以點出前進的方向

，特別是在比較大型或複雜的改進計畫中。除目標值外，還需設定需檢討與建立

行動計畫的閾值範圍。這是 PDCA 循環中的「check」階段，藉由與目標值的比較

，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探討或制訂 行動改進計畫。 

醫學實驗室制訂目標值時應思考下列五大步驟： 

(1) 確認目前表現當作基礎值，看看是否有改進的機會？ 

(2) 依據機構的目標建立出適當的目標值。這個目標值是否能夠驅動品質改進？ 

(3) 這個目標值對病人安全、臨床成效、服務品質或成本效益的改善是否具

關鍵性？ 

(4) 目標值必須是可行的。是否有其他機構達到類似目標？醫學實驗室是否

有足夠資源可以達到改進？改進的百分比大概是多少？ 

(5) 有無實證依據的基準？包括研究同儕標準或已發表文獻中的數據。並不是每

一個指標都有已發表的文獻或是同儕基準可以參考，或是可能因為特定因素

而不適用。所以各醫學實驗室在建立目標值前應盡可能的收集所有的資料， 

訂出最適用的目標值。 

4.4  品質指標實施 

4.4.1 試驗性研究與修訂  

一旦訂好指標與其目標值，應該有個短暫的試驗研究期間，確定數據可收集且可

清楚的說明，目標值可達成且符合需求與目標。這種試驗性的研究，最好收集未

來的數據，有困難時也可以使用過去的數據資料統計，但須注意收集資料的方式

、架構的一致性。試驗性研究期間，數據收集程序如被異動都需要文件化，尤其

要備註異動的原因，此為非常珍貴的異動歷程紀錄，可以防止試驗性研究期間的

錯誤再發生。試驗性研究期間，除了收集數據以外，也很適合思考適當的數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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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包括要使用何種表格或圖表，並決定最佳的說明方法以確保訊息的清晰

與被瞭解。試驗性研究期間的表現是重要的，可以確保未來收集數據的方法有預

期的價值。貿然開始正式收集數據是不恰當的。 

4.4.2 收集指標資料  

試驗性研究結束後，將有異動處修入資料收集計畫，可以開始正式收集資料。所

有負責收集資料的人對於指標定義與收集的程序都應該熟悉且嚴格遵守。 

4.5  品質指標說明 

4.5.1 資料解析方法  

有效的數據分析是推行品質指標很重要的因素。分析數據的工具很多，需要找

出最適工具，藉由圖表與數據的呈現，讓分析團隊可以辨識出最重要的改善目 

標，容易地從數據中發現特殊的樣態(patterns)與是否已經達成顧客的要求。 

資料解析包括分析(analysis)與說明(interpretation)，最佳的分析路徑是使用統計 

過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方法。 

(1) 辨識出改善目標的工具 

A. 管制圖(control charts) 找出流程中影響表現的因素是很重要的。為了

有效改善，所有影響表現的因子都需要被鑑別出來。舉例來說，如

果要改善檢驗報告時效(從開立醫令到報告傳送出去)，單純的統計消

耗的時間，無法顯現出報告延遲的因素。這些影響的因素稱為獨立變

項(independent variables)，在報告時效的 例子中可能包括可以執行

檢驗的醫檢師人數、抽血排程、檢體傳送排 程等。為了達到改善目

的，所有的獨立因子都要被量測。查檢表與柏 拉圖可以用來點出一

或二個最重要的獨立因子。 

B. 查檢表(check sheets) 查檢表可以系統性的記錄每個獨立因子相關的數

據，這些數據可以從 歷史資料統計或藉由觀察得知。查檢表是用來

統計與累計數據最簡單 的方法，完成後，應以柏拉圖或長條圖呈現

。 

C. 柏拉圖(Pareto chart) 柏拉圖是簡單的條狀圖，利用各個影響因素的    

發生頻率累計相對數 (百分比)順序作圖，可以突顯最有潛力改善的

因素。 查檢表與柏拉圖應用舉例如附件四，先利用簡單的查檢表紀

錄與統計 各個原因的退件數，再將這些數字轉成柏拉圖呈現，則可

以清楚的看 出主要的退件原因為何。 

(2) 發現數據中樣態的工具 

醫學實驗室很習慣使用管制圖(如 Levey-Jennings charts)來呈現品管結果，

管制圖也可以適用在指標數據的分析。管制圖可以顯示數據如何隨著時間而

變化。以 Levey-Jennings charts 來說，橫軸是時間，圖中有三條線，分別是

代表平均值、可容許上限與可容許下限。這三條線可以過去的資料統計而得

，藉由與目前表現的比較，管理者可以看出流程的變異。管制圖的樣式有很

多種，為了正確選用，須先區別所收集的數據是連續型資料或非連續型資料

。 

A. 連續型資料 

連續型資料通常是指長度、重量、體積、金額等可以連續刻度衡量 的

數據。以檢驗室為例，包括試劑用量、報告時間、品管數據等。 連續型

資料的管制圖包括 

個別移動全距管制圖(individual moving range chart):監控單一個樣本 的

數據及與其他樣本的差距。 

平均圖(X with bar) :以一系列觀察值的平均，監控隨時間變化的流程。 

範圍圖(range chart) :監控與其他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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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連續型資料通常是指是否呈現或歸類某種特性，例如性別等。以

檢驗室舉例而言，非連續型的資料就如錯誤報告件數、病人安全事 

件數、儀器異常件數等，都以整數呈現。 非連續型資料的管制圖包

括 p-chart、np-chart、c-chart、u-chart 等。 

(3) 管制圖說明  

管制圖完成後，可藉由管制圖看出變異，通常變異可以分為特定原因變異與

一般原因變異。所謂特定原因變異指的是非預期、非計畫事件造成的變異，

如人為錯誤、儀器故障、電源不穩定等。特定原因變異在管制圖上的呈現包

括超過控制範圍、多點形成連續性的增加或降低(趨勢)、多點在中間值的同

一側(偏移)、 多點上下形成鋸齒狀且超過任一側的控制範圍。特定原因變

異需要快速的找出原因與解決，一旦原因解除，流程回歸正常。一般原因變

異指的是永遠存在但可以因為流程改善降低影響的因素。這些 因素通常已

經深植在流程中，要克服需要大幅的流程改變。例如儀器不足、試劑不良、

訓練不足等。這些在管制圖上的呈現通常是在管制範圍內波動，代表這些變

異是穩定而且可以預期的，但這並不見得代表醫學實驗室的產品或服務符合

客戶期待。管理階層需要決定管制圖的平均值、波動大小與指標 表現的關

聯性。如果要改進一般原因造成的變異，要從基礎的流程改進， 相對來說

，要改進特定原因造成的變異，則從流程管制著手。 

A.  長條圖  

如果要觀看一段時間的指標表現，長條圖可以提供其分佈狀況，可 

以看出其分佈是否為鐘型曲線。它可用於有變化且數量達到 50-100 
個的數據。評估長條圖應考慮以下幾點： 

a. 向中對齊(centering)：結果是否向指標目標值對齊，或是過高或 過

低？ 

b. 變異度(variation)：查看分散程度，即變異是否過大。 

c. 型態(shape)：是否為鐘型分佈？正向或負向傾斜？還是有二個 高

峰？ 

B. 散佈圖  

散佈圖是用來觀看二個變項是否相關，例如，利用散佈圖查看醫檢 

師人力與檢驗時效的關係。 

4.5.2 指標數據的呈現  

指標的數據需要以最清楚的方式呈現，部分適合用表格，部分適合用圖呈現，選

擇時要考量對觀眾的影響。 附件五為情境模擬範例，可以看出以不同方式呈現血

液培養污染率，效果也不同。5 月與 6 月的污染率在表一、表二及圖一中都容易

被忽略或隱匿，在圖二與圖三則可以突顯。 

4.6  品質指標行動  

對於表現不好的指標應該要有所行動改進。每個參與指標的成員都應該有如何改進的

基本知識與技巧。所謂的「行動」不見得是很複雜或要花費很多的流程，通常小的改

變可能就可以帶來改進成效，故檢驗室可以以小幅、持續的改進行動取代等待大幅改

進的機會。改進行動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決定繼續或停止監控、鑑別改進的機會、

RCA(root cause analysis)分析、矯正措施、建立品質改善策略、修正指標目標值或行動

閾值、 向相關單位報告。 

4.6.1 向顧客、認證單位或主管機關報告  

要向顧客、認證單位或主管機關等報告指標結果，必須以適當的方式呈現，如同

上述，選擇適當的表格或圖，或二者併呈。呈現數據時，要適當的分群，確認數

據合理的被說明。報告中，除了指出可能潛在的效益外，說明數據的限制 

（因為收集方式的敏感性、特異性等所造成的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報告應 

TSLM-GM-L01(1) 草 第 7 頁，共 69 頁



該包括：收集的數據、收集期間、收集方法、數據的解釋（包括長期的分析）、 

數據收集或引用的限制以及需要採取的行動與介入。大部分指標監控的目的都是

用來作為內部品質保證或品質改進，但特定時候，例如年報資料，不僅對品質指

標監控重要，也可以用來說明如何影響醫學實驗室服務品質。 某些認證機構會要

求醫學實驗室收集特定的品質指標，例如檢驗時效。當有規定的收集方法與呈現

格式時就遵循使用，有時候以另一種模式呈現可能會更好。品質指標資料收集方

法與呈現的格式可能會因為醫學實驗室規模與複雜性而有不同設計模式，但要小

心，每一種從特定模式修正的差異，都有可能帶來模擬兩可或錯誤的問題。 

4.7   指標應用特殊考量 

4.7.1 指標監控時間  

指標的監控需要花費時間、人力及金錢等有形與無形的支出，但好的指標管理 也

可能帶來可觀的節省，故應該考量監控時間的適當性。 在指標監控計畫開始建立

時，就應該決定開始收集的時間與結束的條件。舉例來說，檢驗室引進新的檢體

傳送系統時，為了瞭解新系統的表現，每四小時就要量測一次傳送時間，如果結

果都在設定的閾值內，就可以考慮改為週期性的量測，觀察是否有系統性變化的

趨勢，或是改回有特殊原因時才監控。但如果發現延遲傳送的頻率是無法接受的

，除了要有矯正措施外，還需要持續的監控。多數的指標為長時間監控，但有部

分指標僅作一次性的評估，這類指標通常是國家或國際性的計畫所收集，例如國

家衛生研究院定期收集全國性的抗藥性菌株指標資料。這種計畫應該要提供收集

數據的詳細步驟，檢驗室也要非常慎重給予正確的數據，否則將使這大費周章的

研究變得無效。 

4.7.2 多實驗室品質指標  

醫學實驗室大多數指標為內部監控品質使用，定期與之前的表現比較；部分指標

則需與其他實驗室共同監控，此類型指標為「多檢驗室指標」。要發展多家醫學

實驗室一起監控的指標，需注意以下三點： 

(1) 實用性：所建立的指標必須適合多醫學實驗室之間的比較。 

(2) 定義的一致性：要監控的品項必須有嚴格的定義，適合不同醫學實驗室比較。 

(3) 醫學實驗室的異質性：不同醫學實驗室的檢驗項目、儀器、服務範圍等都可

能不同，故若要比較的指標會受到前述項目的異質性影響時，就必須再將醫

學實驗室依照受影響的項目進行分層，例如儀器的不同等，避免不可控的干

擾因子影響數據的正確性。 

發展多醫學實驗室指標的步驟如下： 

(1) 依據病人或健康照護系統結果決定品質指標－確認這些指標在不同時間、 

空間、病人及儀器的狀態下，都能保持穩定。 

(2) 從整個健康照護系統中找出需最優先監控品質指標的量測方法。 

(3) 量測且文件化不同檢驗室隨著時間變化的結果。 

(4) 從醫師或醫院管理者獲得有關指標的回饋意見，再修正或建立符合醫療需 

求的指標。 

4.7.3 利用不同醫學實驗室間比較當作品質指標 

參加實驗室間比對，例如能力試驗，是認證機構與規範的要求，這可以提供醫學

實驗室能力的客觀評估，亦可以作為給顧客或轉包契約時的能力證明。所以很多

醫學實驗室將此當作一項有外部基準可比較的理想品質指標。 監控這些表現是

檢驗階段的關鍵績效指標。長時間實驗室間比對結果比單一次比較更適合當品質

指標。如果有連續表現不佳且未能有效處理時，可能會發生與病人安全相關的問

題。 

如果能力試驗沒有基質效應(matrix effect)問題時，其結果可以讓醫學實驗室對

於一般檢驗流程有信心，相反的，也可以指出流程的弱點。但使用能力試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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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當作指標，最大的挑戰是能力試驗檢體量比起臨床檢體數量比例非常低，通

常在 1：1000 以下。故可能不適合單純使用此指標代表醫學實驗室能力。 

4.7.4 實驗室認證需求 
許多規範與認證組織都會要求醫學實驗室要有品質系統以確保檢驗結果的正確

性與信賴度，醫學實驗室需要有對應的品質保證活動以符合此需求。品質指標

的建立與監控可以作為確認與追蹤持續改善需求的重要證據。在台灣，由全國

認證基金會TAF實施ISO15189醫學實驗室認證作業，依據ISO15189:2012 4.14.7
品質指標之國際規範要求，建議各醫學實驗室參考此醫事檢驗學會所發行之「

利用品質指標監控醫學實驗室品質與改進作業流程指引」與台灣臨床實驗室品

質指標系列(Taiwan Laboratory Indicator Series, TLIS)共54個候選品質指標，依

據自身的醫療環境情境，由檢驗前中後構面的TLIS候選指標中評選出合適的品

質指標。並參與由本會所建置的台灣醫事檢驗品質指標系統平台，定期取得同

儕多實驗室品質指標相關比較數據資料，作為持續改進的參考。(參與TLIS之
相關資訊與辦法，請參閱醫事檢驗學會學會網站) 

 

5. 結論  

這份文件提供醫事檢驗學會建立品質指標的計畫架構，包括資料收集與後續評估的工作流程

等。資料的收集是品質的基石、是持續改進的基礎。沒有精準、可以用以說明及付諸行動的

資料無法啟動持續改進流程；沒有品質指標的建立與應用，對於品質系統的效益可能沒有信

心。當然也要留意，如果收集的資料不完整或是定義不清，則有陷入浪費時間與資源的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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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品質指標建立與使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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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檢驗室常見的品質指標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1 

TLIS指標名稱 檢驗申請辨識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因檢驗申請簽收辨識錯誤，而導致未依照醫

囑執行的情形，以避免重新操作而造成報告延遲或使用

者的抱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筆數：   
  每月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驗申請單

辨識錯誤件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

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

而產生的檢驗單筆數（分子）。 
B=每月檢驗單總筆數： 
  每月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

門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簽收檢驗單總筆數（分

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將

無法統計與分析。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筆數。 

分子包括 因檢驗申請單辨識錯誤導致檢驗項目執行錯誤、把急

件/一般件申請辨識錯誤的案件筆數。 
分子不包括 醫囑變更之申請單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統計實驗室所簽收檢驗申請單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驗單總筆數，

應計算至原始單號。 
分母不包括 當有合併檢驗申請單時，合併單號不列入計算。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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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2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辨識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辨識錯誤的案件，展現檢驗前對受檢者、檢體

核對的嚴謹度，避免不正確的檢驗報告產生，確保提供

醫師正確的檢驗結果，以提升病人安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辨識錯誤筆數： 
  每月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辨識錯

誤錯誤件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

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體辨識錯誤而產生

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

門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

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辨識錯誤筆

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檢體辨識錯誤筆數。 

分子包括 
檢體所標示的基本資料錯誤、不符或不完整的筆數；

拿錯檢體導致操作錯誤或分裝錯誤的筆數，均歸屬在

辨識錯誤的範圍。 
分子不包括 檢體無標示或標示不明。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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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3 

TLIS指標名稱 檢體未標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未標示的情況，展現檢驗前對檢體核對的嚴謹

度，避免檢體未標示的發生而致檢驗錯誤，確保提供

醫師正確的檢驗結果，以提升病人安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未標示檢體筆數： 
  每月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未標示

件數並紀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利用

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體未標示而產生的筆數（分

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

門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辨識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案例

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未標示檢體筆數

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自行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未標示筆

數。 
分子包括 所有因檢體未標示或標示不明的筆數。 
分子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之檢體未標示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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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4 

TLIS指標名稱 檢體種類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當的情況，展現檢驗

前段檢體種類正確性的允收能力，以降低錯誤的檢體種

類致不正確的檢驗報告產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種類錯誤或不適當筆數：  
  每月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檢體種類錯

誤或不適當件數並紀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

紀錄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檢體種類錯誤或

不適當而產生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

門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

案例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種類錯誤或

不適當筆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自行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種類錯誤或

不適當筆數。 

分子包括 檢驗申請單或資訊系統中顯示的檢體類別與實際送檢

的檢體不一致，或不適當的檢體種類筆數，均屬之。 
分子不包括 多採檢體、檢驗申請單與資訊系統資料不符的件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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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5 

TLIS指標名稱 採檢容器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採檢容器錯誤的情況，展現檢驗前段檢體之

採檢容器正確性的能力，以避免採檢容器錯誤致不正

確的檢驗報告產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採檢容器錯誤筆數：  
  每月3日前由實驗室報表統計，經判斷為採檢容器錯

誤件數並紀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

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採檢容器錯誤而產生

的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3日前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

門檢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之總檢體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落實登錄於【檢體類別錯誤原因分析紀錄表】的

案例將無法統計與分析。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採檢容器錯誤筆

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自行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採檢容器錯誤筆

數。 

分子包括 用錯採檢容器、使用不恰當的容器、檢驗前發現試管

蓋子蓋錯的筆數，均屬之。 
分子不包括 檢驗單之檢體類別與檢體不符。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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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6 

TLIS指標名稱 檢體量不足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的情況，以改善因不良不當檢體所

造成實驗室檢驗報告之正確性，包括因重採檢體造成成

本之浪費與影響檢驗時效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量不足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

月份實驗室檢體量不足筆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

月份實驗室收到的檢體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只統計由醫院相關醫護人員所採集之檢體筆數，例

如：病人自抽所送達的檢體量不足，無關醫院醫護

人員之責任。 
2. 檢體退件時，未於電腦系統記錄之檢體量不足筆數

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自行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量不足筆

數。 

分子包括 採集之檢體量不足以可供操作的最低檢體量，而被實

驗室退件或要求重送之檢體筆數。 
分子不包括 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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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7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的情況，以改善因不良不當檢體

而影響檢驗報告之正確性、造成成本之浪費與影響檢

驗時效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檢體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   
  份實驗室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含抗凝劑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指定之權責人員負責統計上一個月份

實驗室收到的每月含抗凝劑檢體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只統計由醫院相關醫護人員所採集之檢體筆數，例

如：病人自抽所送達的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之

檢體，無關醫院醫護人員之責任。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自行採檢及收件時發現之檢體量與抗凝劑

比例不正確的檢體數。（本指標僅監控ESR、PT、
PTT等三項） 

分子包括 

採檢之檢體其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而被實驗室

退件或要求重送之檢體筆數。例如：ESR、PT、PTT
檢驗其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不正確，未達到正確量等

所有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檢體。 

分子不包括 不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正確的檢體數，當ESR
所採用的檢驗方法不受抗凝劑影響，則應予以排除。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ESR、PT、PTT等三項有抗凝劑比例要求的檢體

總筆數。 

分母包括 ESR、PT、PTT等三項有抗凝劑比例要求的檢體總筆

數。 

分母不包括 不需要求檢體量與抗凝劑比例正確的檢體數，當ESR
所採用的檢驗方法不受抗凝劑影響，則應予以排除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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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8 

TLIS指標名稱 實驗室未收到檢體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未收到檢體的情況，展現檢體輸送正確性

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作業疏失，避免影響檢

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實驗室未收到檢體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未收到的檢

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

檢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

如：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未收到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未收到的檢體包含有檢驗單沒有檢體、有檢體容器卻

沒有裝檢體或LIS電腦系統呈現送檢狀態但未收到檢

體…等所有造成實驗室無檢體可供操作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送錯單位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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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09 

TLIS指標名稱 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情況，展現檢體妥

善保存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保存作業疏失，避免影

響檢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檢體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未被妥善保存的檢

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

檢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

如：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檢驗分析前檢體未被妥善保存的比率。 

分子包括 
未被妥善保存的檢體包含：生化或fresh cytology 檢體

分析前在室溫被放置過夜，檢體未被及時離心處理等

所有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檢體。 
分子不包括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檢體。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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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0 

TLIS指標名稱 輸送過程檢體毀損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收到檢體毀損的情況，展現輸送過程檢體保

全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過程作業疏失導致檢體

毀損的發生率，避免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過程毀損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毀損的

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

檢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

如：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輸送過程毀損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輸送過程檢體毀損包含潑灑、打翻、外漏、破損…等

所有造成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採檢單位或實驗室內毀損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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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1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輸送溫度不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輸送溫度不當的情況，展現檢體輸送溫度正

確性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溫度作業疏失，避

免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溫度不當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輸送

溫度不當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

檢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

如：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輸送溫度不當檢體數。 

分子包括 

檢體輸送溫度不當包含需冰浴沒有冰浴或冰已溶化、

應37℃水浴卻已涼了、或將不應冰浴檢體與冰浴檢體

放在一起輸送.…等所有造成影響檢驗報告正確性的總

筆數。 
分子不包括 採檢單位或實驗室內保存溫度不當的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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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2 

TLIS指標名稱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檢體輸送時間過長的情況，展現檢體即時輸送的

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體輸送延遲的作業疏失，避免影

響檢驗報告正確性或重新採檢。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檢體輸送時間過長筆數： 
  每月第3天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實驗室收到輸送

時間過長的檢體數（分子）。 
B=每月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採

檢單位送出的檢體總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送檢之檢體無法計算，例

如：自送檢體。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輸送時間過長的檢體數。 

分子包括 檢體輸送時間過長包含採檢單位延遲送出、輸送人員

延遲送達的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未收到的檢體。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實驗室收到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檢體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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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3 
TLIS指標名稱 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受污染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生化與血液學檢體受到污染而退件的情況，藉由此

數據提醒採檢單位，以降低採檢作業疏失，避免檢體受

污染影響檢驗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受汙染退件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生化類與血液學類的檢體退件

報表，各自以人工搜尋退件條件為[檢體受污染]的筆

數，再將二類筆數相加（分子）。 
B=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生化類與血液學類的工作量報

表，將二類的工作筆數(報告筆數)相加（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發現或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污染退件筆數無法納

入監控。 
2. 未經由 LIS 發出報告者無法計算，如匿名篩檢等之

書面報告。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登錄因檢體受污染而退件的生化與血液學筆

數。 

分子包括 
由檢驗結果所發現受污染的生化或血液學檢體，包括遭

點滴輸注液、EDTA、Heparin抗凝劑污染等，所有造成

報告干擾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污染退件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生化與血液學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簽收之生化與血液學檢體

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SLM-GM-L01(1) 草 第 23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4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當培養結果
為污染時，容易造成臨床診斷困擾。故定期監控此數
據，提醒採檢單位，以降低採檢疏失。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血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

血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病人僅送驗單套血液培養檢體，當結果為污染菌時，僅

能納入計算，無法排除污染。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受污染血瓶套數」定義的報告。 
「血瓶套數」定義： 
同一次抽取的需氧與厭氧血瓶視為一套；若一次僅抽取
一瓶血瓶者（可為需氧血瓶或厭氧血瓶或小兒血瓶）也
視為一套。 
「受污染血瓶套數」定義： 
同一病人在24小時內連續送檢的血瓶套數中，僅有一套
血瓶（包括同一套中僅有一瓶生長或兩瓶皆生長）分離
出下列細菌者，視為受污染血瓶（下述污染菌定義依據
CLSI M47-A）： 
Bacillus spp., Corynebacterium spp., 
Propionibacterium spp.,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Aerococcus spp., Micrococcus spp.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LIS發血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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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5 

TLIS指標名稱 尿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尿液檢體培養是提供泌尿道感染最直接的證據，但如果檢體

品質不良，則其報告可能不具參考意義。故定期監控此數

據，提醒送檢單位應於病人採檢前給予適當衛教，以降低污

染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尿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尿

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尿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報

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單次導尿、小孩導尿、恥骨上穿刺腎臟尿、腎臟造廔管尿

因有長就會提供報告因此不會有發疑似汙染報告。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尿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尿液檢體受污染」定義的報告。 
「尿液培養汙染」定義：生長≧3種菌株以上且無主要量多

的泌尿道致病菌 
說明(參考Clinical Microbiology Procedures Handbook ):  
1. ≧3 種的泌 尿 道 致 病 菌，定量均≧100,000  CFU/mL

者或無主要量多的泌尿道致病菌時 
2. 主要量多：≧100,000  CFU/mL 
3. 泌尿道致病菌：GNB, Staphylococcus, Yeast, beta-

streptococcus, Enterococcus spp., G. vaginalis, 
Aerococcus urinae, Corynetobacterium ( urease 
positive)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尿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LIS發尿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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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6 

TLIS指標名稱 痰液培養檢體污染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痰液檢體培養是多數醫師用來診斷下呼吸道感染的工具之
一，但如果檢體品質不良，則其報告可能不具參考意義。
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送檢單位應於病人採檢前給予適
當衛教，以降低污染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痰液培養檢體汙染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結果報表，挑選符合

痰液污染檢體定義者，計算其筆數（分子）。 
B=每月痰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總

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此檢體品質評估規則不適合neutropenia 和 
immunocompromised 病人。(實驗室視污染定義決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結果符合污染定義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以下「痰液檢體受污染」定義的報告。 
「痰液培養檢體污染」定義： 
每個痰液培養檢體需以Gram stain 進行檢體品質評估： 
當抹片評估為不合格則納入檢體污筆數。(以下為某實驗室與
感染科醫師討論共識) 

EP( /LPF) Neutrophils 
( /LPF) 

Intracellular 
cell 

操作法 

< 25 > 25 (+)或(-) 此檢體接受 
< 25 < 25 (-) 此檢體不合格 
< 25 < 25 (+) 此檢體接受 
> 25 < 25 (+)或(-) 此檢體不合格 
> 25 > 25 (-) 此檢體不合格 
> 25 > 25 (+) 此檢體接受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每月痰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等須於LIS發痰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需
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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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7 

TLIS指標名稱 生化檢體溶血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生化檢體溶血退件的情況，展現審核檢體狀態品

質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前作業疏失，避免重新採

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生化檢體因溶血退件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生化檢體溶血退件檢體數

（分子）。 
B=每月生化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生化檢體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生化溶血退件檢體數。 

分子包括 生化檢體溶血價數不符合收件標準而退件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不包含因病人因素所造成的溶血檢體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生化檢體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有登錄之生化送檢的檢

體。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生化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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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8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的情況，展現審核檢體狀態

品質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重新採

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而退件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血液學檢驗檢體凝固檢體數 
（分子）。 

B=每月血液學檢體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血液學檢

體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發現檢體凝固或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無法監

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退件之檢體數。 

分子包括 血液學檢驗因檢體凝固而退件之檢體數。 

分子不包括 未發現或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的血液學檢體凝固

件數無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血液學檢驗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代檢及健檢等有登錄之血液學檢驗(含
所有使用抗凝固劑)送檢的檢體。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血液學檢驗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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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LM-GM-L01(1) 草 第 28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19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門診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門診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

現檢驗前正確採檢及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

驗作業疏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

人診斷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分

子）。 
B=每月門診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門診採

檢 
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行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門診病人重採

筆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門診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採檢問題與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門

診重新採檢病人數(含採檢容器錯誤、採檢量不正確、

檢體運送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失、離心條

件錯誤、打翻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 非實驗室因素導致病人重新採檢不納入計算。 
2.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住院病人數

無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實驗室門診採檢總病人數。 

分母包括 門診採檢總病人數。 

分母不包括 不包含團體健檢或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門診

病人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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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0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急診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急診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

現檢驗前正確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

疏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

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分

子）。 
B=每月急診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急診採

檢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行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急診病人重採

筆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急診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重新採檢急診

病人數(含 檢體運送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

失、離心條件錯誤、打翻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 不包含採檢問題導致之重新採檢。 
2. 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急診病人數

無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急診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急診病人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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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1 

TLIS指標名稱 因實驗室因素導致住院病人重新採檢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因實驗室因素導致住院病人重新採檢的情況，展

現檢驗前正確處理檢體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

疏失，避免重新採檢影響報告時效造成延誤病人診斷

及治療時機。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前一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分

子）。 
B=每月住院採檢病人總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擷取上一個月份總住院採

檢 
病人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落實執行記錄或非經電腦系統紀錄之住院病人重採

筆數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重新採檢之住院病人數。 

分子包括 
實驗室因素造成檢體前處理不當導致之重新採檢住院

病人數(含 檢體運送及保存不當 、檢體損毀、分裝疏

失、離心條件錯誤、打翻檢體...等)。 

分子不包括 
1.不包含採檢問題導致之重新採檢。  
2.非經電腦系統(或人工)紀錄重新採檢的住院病人數無

法監控。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住院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採檢總人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採檢作業的住院病人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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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2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但當檢體品

質不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擾，且可能失去最佳

採檢時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採檢單位與採檢、

傳送檢體等相關條件，以降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退件之血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

筆數（分子）。 
B=每月所有血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

總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血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

人資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

件；檢體量不足(成人血瓶未達5mL)、容器錯誤(已用

抗生素治療病人使用一般血瓶)、冷藏或冷凍檢體等血

液培養特定退件條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LIS發血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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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3 

TLIS指標名稱 尿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尿液檢體培養是提供泌尿道感染最直接的證據，但當檢

體品質不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擾，且可能失去

最佳採檢時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醒採檢單位與採

檢、傳送、暫存檢體等相關條件，以降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退件之尿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

筆數（分子）。 
B=每月所有尿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尿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

總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尿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

人資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

件；未標示採檢時間、距離採檢時間大於2小時且未冷

藏保存、24小時尿液、距離採檢時間大於24小時、48
小時內重複送檢(同採檢方式)、容器錯誤(未使用無菌

容器)、導尿管檢體、尿袋檢體、冷凍檢體、外漏檢體

等尿液培養特定退件條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尿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LIS發尿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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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4 

TLIS指標名稱 痰液培養檢體退件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痰液檢體培養是多數醫師用來診斷下呼吸道感染的工具

之一，但當檢體品質不佳需退件時，容易造成病人困

擾，且可能失去最佳採檢時機。故定期監控此數據，提

醒採檢單位與採檢、傳送、暫存檢體等相關條件，以降

低退件比率。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 / B x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退件之痰液培養檢體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報表中之

筆數（分子）。 
B=每月所有痰液培養檢體總筆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痰液培養的工作量報表中的

總報告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未於資訊系統登錄的退件筆數無法納入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的筆數。 

分子包括 

符合痰液培養檢體退件原則之筆數，如檢體未標示病

人資訊、檢驗單與檢體上之訊息不符等一般退件條

件；未標示採檢時間、距離採檢時間大於2小時且未冷

藏保存、距離採檢時間大於24小時、48小時內重複送

檢、容器錯誤(未使用無菌容器)、口水樣檢體、外漏檢

體等痰液培養特定退件條件。 
分子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痰液培養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LIS發痰液培養報告之筆數。 
分母不包括 Fungus culture、Anaerobic culture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月       日前。(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檢討，必要時，

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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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5 
TLIS指標名稱 內部品管CV值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該項檢驗的報告品質及選擇品管策略的執行成效，以

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如臨床要求、法規要求、認證

的要求等。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年內部品管CV值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數 
  內部品管CV值(該年度內部品管所算出量測不確定度)年度

超出目標值之檢驗項目數（分子）。 
B=每年已知監控CV值之總檢驗項目數： 
   已設定監控CV值的總檢驗項目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排除定性及半定量項目，因其內部品管非量化數據，故指標

無法有效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內部品管表現不佳的項目數。 

分子包括 監控的項目: Glucose, Creatinine, Potassium, CRP, 
Troponin, TSH, CEA, PT(INR), Hb)。 

分子不包括 定性及半定量項目，意指不具CV值統計之內部品管項目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內部品管已知監控CV值之總檢驗項目數。 

分母包括 監控的項目: Glucose, Creatinine, Potassium, CRP, 
Troponin, TSH, CEA, PT(INR), Hb。 

分母不包括 定性及半定量項目，意指不具CV值統計之內部品管項目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年。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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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6 
TLIS指標名稱 沒有能力試驗之檢驗項目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外部能力試驗是利用與同儕團體、參考標準或參考實驗室間比

對來評估個別實驗室的分析能力及檢驗結果品質的外部驗證工

具，也作為自我診斷監測工具。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年沒有能力試驗監控之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每年2月統計去年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項目未參加外部能力

試驗（PT）之檢驗項目數。 
B=每年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每年2月統計去年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

（含單位）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項目未參加外部能力試驗（PT）之檢驗

項目數。項目說明如下: 
1. 過敏原視為一個操作項目。 
2. 微生物分項：細菌染色、黴菌染色、抗酸菌染色、Indian 

lnk、細菌培養、黴菌培養、抗酸菌培養、病毒培養、細菌

藥物敏感性試驗、黴菌藥物敏感性試驗、抗酸菌藥物敏感

性試驗等各算一項。 
3. 個別操作微生物分子檢驗(含病毒)各算一項。 

分子包括 同上。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eGFR及A/G等不採計。 
3.參與能力試驗之報告中不評估的項目。 

指標分母定義

（含單位）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 。項目說明如分子。 

分母包括 實驗室所有自行操作總檢驗項目數。 
分母不包括 同分子不包括。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年。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因

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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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7 
TLIS指標名稱 能力試驗結果不可接受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分析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果，可作為實驗室問題發生、

工作人員的教育訓練和監測內部流程的工具。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年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

數： 
  每年2月統計去年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

可接受之總測試件數（分子）。 
B=每年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試件數： 
  每年2月統計去年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

試件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去年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其測試件結果為不

可接受之件數加總。 

分子包括 每年歷次所有檢驗項目中只要有測試件不可接受便列

入，並非該檢驗項目之總評為不可接受才列入。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eGFR及A/G等不採計。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去年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之總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包括 去年參與能力試驗的所有檢驗項目測試總件數之加總。 

分母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eGFR及A/G等不採計。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年。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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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8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LIS指標名稱 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分析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

果，可作為實驗室對該項目檢討改善措施有效性之監控機制以

及是否發掘造成再發生不可接受的能力試驗結果之真正原因。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年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結果再發生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

數： 
  每年2月統計去年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

受項目是否為前年已檢討過之不可接受項目的總測試件數

（分子）。 
B=前年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受之總測試件數： 
  去年2月統計前年實驗室所有參與能力試驗項目結果不可接

受之總測試件數 （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以能力試驗機構所辦理的活動為指標監控範圍。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前年已檢討過之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於去年再發生不可接

受之件數加總。 

分子包括 前年有不可接受件數的檢驗項目中，去年再度發生不可

接受之測試件加總。  

分子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eGFR及A/G等不採計。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前年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為不可接受的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包括 前年能力試驗測試件結果為不可接受的測試件數加總。 

分母不包括 1.實驗室間比對及廠商自行邀約之比對不採計。 
2.相關計算取得之檢驗項目如eGFR及A/G等不採計。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年。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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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29 
TLIS指標名稱 實驗室發出錯誤報告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釋出錯誤檢驗報告的情況，展現報告正確性的

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用不正確的

檢驗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實驗室所發出錯誤報告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

報表（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利用此報表自動計

算每月檢驗報告更改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檢

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報告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

檢驗單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HIS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為每月發出錯誤檢驗報告而更改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錯誤報告包含原始檢驗結果錯誤(含儀器分析錯誤與人為

結果判讀錯誤之不準確檢驗結果)、人工Key in登入錯誤、

儀器及電腦連線傳輸錯誤、檢驗結果單位或解釋性備註錯

誤及參考值錯誤…等所有造成的錯誤檢驗報告的總筆數。 
分子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及團體健檢等須於HIS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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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0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LIS指標名稱 人工報告登錄錯誤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因人工登錄釋出錯誤檢驗報告的情況，展現報

告正確性的能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

用不正確的檢驗報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人工登錄報告錯誤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

報表（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經醫檢師判斷為人

工登錄報告錯誤件數並紀錄於【檢驗報告更改原因分析

紀錄表】，利用此紀錄每月計算因人工登錄錯誤而更改

報告的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檢

驗業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

檢驗單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HIS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因人工登錄發出錯誤報告而更改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所有因人工登入錯誤所造成的錯誤報告筆數。 

分子不包括 不包含因儀器、電腦連線傳輸錯誤所造成的錯誤報告筆

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及團體健檢等須於HIS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TSLM-GM-L01(1) 草 第 41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1 
TLIS指標名稱 不準確的結果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釋出錯誤檢驗結果的情況，展現報告正確性的能

力，以降低各種檢驗作業疏失，避免醫師誤用不正確的檢驗報

告導致病人不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00 0/000。 
單位：萬分比(0/0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不準確的結果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修改檢驗報告報表

（檢驗報告任何異動皆列入），經醫檢師判斷為原始檢驗結

果錯誤，並紀錄於【檢驗報告更改原因分析紀錄表】，利用

此紀錄計算每月更改檢驗結果的筆數（分子）。 
B=每月實驗室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每月第3天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各部門檢驗業

務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非經電腦系統發出之檢驗報告無法計算，例如：以書面檢驗

單發出的民眾自費檢驗及代檢檢驗報告。 
2.未發現或未於電腦系統HIS修改的錯誤報告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所發出不準確的檢驗結果而更改的報告筆數。 

分子包括 

原始檢驗結果錯誤包含儀器分析錯誤與人為結果判讀錯誤之不

準確檢驗結果等。修改檢驗結果報告係指為異動報告中檢驗結

果（results）欄位；而修改檢驗報告包括異動檢驗結果

（results）欄位、單位、參考值、解釋性備註…等。 

分子不包括 錯誤檢驗結果不包含檢驗單位、參考值或解釋性備註錯誤所造

成的報告修改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品質指標所涵蓋的部門範圍所發出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院及團體健檢等須於HIS發報告之自費檢驗。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發出的檢驗報告。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0/000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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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2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初步報告發布平均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越早取得初步培養

報告，將有助於臨床初步診斷與抗生素的選用。故定期監控此

數據，當有異常表現時，可以從工作流程找出延遲原因，避免

延遲抗生素的選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單位：小時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臨床實驗室收件至初步報告時間總

和：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將每一筆初

步報告時間減掉收件時間，加總後以小時為單位（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中的陽性檢體

總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當初步報告有修正時，系統以第二次發出之報告時間進行

統計。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臨床實驗室收件至初步報告時間總和。 
臨床實驗室=檢驗部門 

分子包括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發出初步報告時間距離收件時間差距的總

和，以小時計算。 

分子不包括 初步報告修正前報告時間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陽性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LIS發血液培養陽性報告之檢體數。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小時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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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3 
TLIS指標名稱 血液培養最終報告發布平均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血液檢體培養是提供菌血症最直接的證據，越早取得報

告，將有助於臨床診斷與抗生素的選用。故定期監控此數

據，當有異常表現時，可以從工作流程找出延遲原因，避

免延遲抗生素的選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單位：小時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臨床實驗室收件至最終報告

時間總和：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將每一筆最

終陽性報告時間減掉實驗室收件時間，加總後以小時為單位

（分子）。 
B=每月血液培養陽性檢體數： 
  每月由LIS產出前一個月血液培養報告時效報表中的陽性檢體

總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自臨床實驗室收件至最終報告時間總

和。臨床實驗室=檢驗部門 

分子包括 血液培養陽性檢體發出最終報告時間距離收件時間差距的

總和，以小時計算。 
分子不包括 NA.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血液培養陽性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診等須於LIS發血液培養陽性報告之檢體數。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小時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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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4 
TLIS指標名稱 急診INR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INR在第90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間，降低

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90%的報告確實能及時提供醫

師用藥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急診INR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B-A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90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急診INR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後確認發出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INR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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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5 
TLIS指標名稱 急診WBC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WBC在第90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間，降

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90%的報告確實能及時提供

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急診WBC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B-A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90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急診WBC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WBC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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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6 
TLIS指標名稱 急診Potassium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Potassium在第90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時

間，降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90%的報告確實能及

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急診Potassium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B-A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90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急診Potassium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後確認發出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Potassium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或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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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7 
TLIS指標名稱 急診Troponin I 或 T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急診病人Troponin I 或 T在第90百分位數的報告完成

時間，降低極端數據的干擾，監控至少90%的報告確實能

及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之用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到大排序

後，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急診Troponin I 或 T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分

鐘)。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每次發出報告所得到B-A的
時間數值，所有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後之第90百分位數

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急診Troponin I 或 T之第90百分位數報告完成時間 
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之Troponin I 或T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事後補發的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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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8 
TLIS指標名稱 急診Troponin I 或 T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醫療對Troponin I 或 T時效之要求，以符合預定

時限及配合急診醫療之要求，展現實驗室在急診醫療檢驗

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急診Troponin I 或 T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急診來源Troponin I 或 T檢

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急診Troponin I 或 T檢驗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Troponin I 或 T

檢驗報告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急診Troponin I 或T檢驗報告完成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逾時：超過訂定的報告完成時間標準。 

分子包括 每月急診Troponin I 或T檢驗報告完成超出預定時限筆

數。 

分子不包括 門、住診所有項目及急診除Troponin I 或T之外的檢驗報

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急診Troponin I 或T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每月急診Troponin I 或T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非經電腦系統登錄的檢體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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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39 
TLIS指標名稱 門診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門診醫療之

要求，展現實驗室在門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

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門診急件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從病人抽血或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

準。 

分子包括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急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急、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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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0 
TLIS指標名稱 急診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急診醫療之要

求，展現實驗室在急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急診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

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急診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報告總筆數

（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從臨床實驗室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

準。 

分子包括 含急診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門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急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急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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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1 
TLIS指標名稱 住院急件檢驗報告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實驗室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效，配合門診醫療之

要求，展現實驗室在門診醫療檢驗品質之貢獻。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0/0。 
單位：百分比(0/0)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 
  每月由實驗室統計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完成時

間超出預定時限筆數（分子）。 
B=每月門診急件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急件檢驗報告

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時

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從臨床實驗室收件到報告完成時間逾時的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標

準。 

分子包括 含住院所有急件檢驗項目。 

分子不包括 門診、急診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住院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所有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門診、住院急件與非急件檢驗報告總筆數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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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2 
TLIS指標名稱 每月收到血漿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從臨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血漿類血品

出庫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監控至少90%的血漿類發血時

效，做為流程改善的依據。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血品出庫的系統時間-輸血單位決定輸血時的叫血

通知時間，將每次的時間差，由小到大排序後，其第90百
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收到血漿類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90百分

位數時間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次(電腦出庫-收到血漿輸用醫囑通知)的所有時間排序後

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單位: 分鐘) 
分子包括 新鮮冷凍血漿FFP、冷凍血漿FP。 

分子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製劑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SLM-GM-L01(1) 草 第 53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3 
TLIS指標名稱 血漿類血品出庫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從臨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血漿類血品

出庫時間，未在預定時間內發出的比率，做為輸血治療流

程改善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收到血漿類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超出預定

時間筆數： 
  每月由LIS系統自動統計血漿類從收到輸血醫囑到完成出

庫之超出預定時間筆數（分子）。 
B=每月血漿類血品之叫血單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

數： 
  每月由LIS系統自動統計血漿類領血單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電腦出庫時間-收到輸用醫囑通知時間)超出預定時間之筆

數 
分子包括 新鮮冷凍血漿FFP、冷凍血漿FP。 

分子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血漿類血品電腦醫囑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等輸用新鮮冷凍血漿FFP、冷凍血漿FP。 

分母不包括 冷凍沉澱品、血小板類血品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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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4 

TLIS指標名稱 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90百分

位數時間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提供從臨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濃厚紅血球

血品出庫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監控至少90%的濃厚紅血

球發血時效，做為流程改善的依據。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血品出庫的系統時間-輸血單位決定輸血時的叫血

通知時間，將每次的時間差，由小到大排序後，其第90百
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整數位，四捨五入)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第90

百分位數時間 
  每月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次(電腦出庫-收到濃厚紅血球輸用醫囑通知)的所有時間

排序後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單位：分鐘 

分子包括 濃厚紅血球PRBC 

分子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LPR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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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5 
TLIS指標名稱 濃厚紅血球血品出庫逾時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從臨床單位通知輸血醫囑後，到血庫完成濃厚紅血球

血品出庫時間，未在預定時間內發出的比率，做為輸血治

療流程改善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

例) 
A=每月收到濃厚紅血球血品輸用醫囑到完成出庫之超出

預定時間筆數： 
  每月由LIS系統自動統計紅血球類從收到輸血醫囑到完成

出庫之超出預定時間筆數（分子）。 
B=每月濃厚紅血球血品之叫血單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

筆數： 
  每月由LIS系統自動統計濃厚紅血球領血單總筆數（分

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無法監控血品完成電腦出庫後，但尚未離開血庫的時

間。 
2. 未使用電腦系統叫血時無法監控。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電腦出庫時間-收到醫囑通知時間)超出預定時間之筆數 

分子包括 濃厚紅血球PRBC 

分子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LPR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濃厚紅血球電腦醫囑或領血單或輸血醫囑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急、住等濃厚紅血球PRBC血品。 

分母不包括 全血類血品、洗滌紅血球、減白紅血球LPR等其他含紅血

球製劑之血品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

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SLM-GM-L01(1) 草 第 56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6 
TLIS指標名稱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門診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報，且

已「確認」臨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及病

人安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且

已確認臨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利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門診

病人危險值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門診病人危險臨界值通

報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後，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

實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僅

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無讀

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有

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符合

「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

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每月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因

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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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7 
  TLIS指標名稱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急診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

報，且已「確認」臨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

質目標及病人安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

且已確認臨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利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

急診病人危險值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急診病人危險值通

報統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後，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

實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

僅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

無讀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

有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

符合「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

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

單位） 每月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

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因

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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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8 
TLIS指標名稱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為維護住院病人安全而監控其若有產生危險值檢驗報告之通報，且已

「確認」臨床照護單位收到，以達成符合檢驗室的品質目標及病人安

全的要求。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 A/B*100%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確認已收到」的筆數: 
  每日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產出前一日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且

已確認臨床照護端有收到的報表，利用此報表自動計算每月住院

病人危險值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比率（分子）。 
B=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每月由醫院電腦系統自動擷取上一個月份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統

計報表計算所發出總筆數（分母）。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

單位）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後，臨床照護單位「確認已收到」之筆數。即

實驗室需能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或讀取訊息之件數。 

分子包括 

1. 直接口頭通知者，可以確認被通知者有聽取。但簡訊通知，若僅

有通知動作或通知後僅能確認簡訊成功送出，但無法確認有無讀

取者則不能納入計算。 

2. 舉凡簡訊通知、語音通知、電子郵件通知或書面通知等，都需有

其他方式可以確認被通知者確實有聽取或讀取訊息方能視為符合

「確認已收到」要求。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所發出的報告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危險值通報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

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因

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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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49 
TLIS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時

間(分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在90百分位的完成時

間，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

改善的依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

提供醫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至大

排列，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

參考案例) 
A=每月完成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

時間(分鐘) ：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

標/6.10.1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

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

計資料，即可得到第90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不含達異常通報的體檢報告。 
2.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

範圍。 
3.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

際"簽收"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

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位） 每月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

成第90百分位的時間(分鐘)。 

分子包括 每月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

成第90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

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

時，需檢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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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0 
TLIS指標名稱 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比率，

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改善的依據，讓

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筆

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

迄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數。 
B=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

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

迄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每月門診危險值總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不含達異常通報的體檢報告。 
2.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3.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的

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門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

數。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

間標準。 

分子不包括 體檢檢體異常通報的報告。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

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門診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門診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體檢檢體異常通報的報告。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

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因

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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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1 
TLIS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在90百分位的完成時間，以

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

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至大排

列，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分鐘)：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

/6.10.1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

（簽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即可

得到第90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

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

收"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

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第90百分位的時間(分
鐘)。 

分子包括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第90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

醫師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分鐘(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製表：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TLIS工作小組 

TSLM-GM-L01(1) 草 第 62 頁，共 69 頁



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2 

   TLIS指標名稱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比

率，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治療

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案例) 
A=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筆

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
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

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

數。 
B=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
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

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每月急診危險值總筆

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

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

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數。 
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時間

標準。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急診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討原

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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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3 
TLIS指標名稱 每月完成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分

鐘)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在90百分位的完成時間，以

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改善的依

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師診斷

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報告完成時間-收件時間=TAT，TAT由小至大排

列，其第90百分位之數值。 
單位：分鐘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完成急診病人危險值報告之第90百分位數時間

(分鐘)：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

/6.10.1結果通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

（簽收日期：起日、迄日），跑出統計資料，即可

得到第90百分位的時間點。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

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

收"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

法反映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百分位的時間(分鐘)。 

分子包括 每月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第

90百分位的時間。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

醫師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NA 

分母包括 NA 。 
分母不包括 NA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分鐘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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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S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列-指標操作型定義-54 
TLIS指標名稱 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限比率 

目標 設立指標管理目的 

監控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未在急件規定時間內完成的

比率，以了解危險值報告完成的時效，並提供流程改

善的依據，讓達危險值通報標準的報告能即時提供醫

師診斷治療的參考。 

方法 指標資料收集方法 

公式：A／B *100 ％。 
單位：百分比(％) 
方法：(由實驗室自行決定資料蒐集方式，以下為參考

案例) 
A=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時間超出急件完成時

限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通

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超出完成時間的筆數。 
B=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總筆數： 

於OSUN-LIMS 6.品保作業/6.10 TLIS品質指標/6.10.1結果通

知（作業時間）TAT/設定查詢條件（簽收日期：起日、迄

日），跑出統計資料，計算每月門診危險值總筆數。 

限制 指標的限制與範圍 

(由實驗室依指標收集狀況而定) 
1. 未設定危險值通報標準的項目均不包括在統計範圍。 
2. 若以實驗室簽收時刻算起，則檢體"收件"到實際"簽收"

的時間，即為實驗室本指標的限制，因為可能無法反映

實際 TAT。 

說明 

指標分子定義（含單

位） 每月住院病人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筆數。 

分子包括 
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完成逾時的總筆

數。逾時：超過不同檢驗項目類別所訂定的急件報告完成

時間標準。 

分子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指標分母定義（含單

位） 每月住院病人符合危險值通報標準的總筆數。 

分母包括 住院病人（含急件與非急件）危險值報告的總筆數。 

分母不包括 法定傳染性疾病陽性通報、微生物培養通報項目，及醫師

特別要求之非critical項目的警告值。 

行動

計畫 

目標值(閾值) ＜_____％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資料收集負責人／ 
檢討改善負責人 (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指標提報日期 每年___月___日(由實驗室自行設定)。 
檢討頻率週期 每月。 
指標檢討場合 實驗室      會議；針對指標超出閾值者，必要時，需檢

討原因並提出行動措施。 
量測

期間 資料收集頻率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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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品質指標模版範例 

 

品質指標名稱  急診檢驗時效達成率 

定義 來自急診的檢體，生化急件於檢驗室收件後至發出報告 

時間不大於 40 分鐘與血液急件不大於 30 分鐘的比率。 

目標 本急診檢驗時效是與急診醫師討論後設定，希望藉由此指

標的監控，了解與督促檢驗室時效達成情形，並適時回饋 

給急診參考。 

量測期間 長期監控(暫不設立停止時間)，每月量測。 

資料收集方法 急診檢驗時效達成率：

A/B*100% 
A： 當月急診生化急件於檢驗室收件後至發出報告時間不

大於 40 分鐘與血液急件不大於 30 分鐘的件數。 

B： 當月急診生化急件與血液急件的總件數。 
上述數據可從 LIS C01 報表產出 

數據呈現方式 (圖表)         

           

目標值/閾值 95％（圖中紅線） 

說明 10月份起新人上線，對於尖峰時段檢體一起湧入的處理方

式較不妥。於 11 月份開始請組長於尖峰時段協助與再次實

作指導，狀況稍有改善。 

限制 目前的資訊系統僅能從檢驗室簽收檢體開始計算時間，對

於有特殊因素未能在檢體送達檢驗室時及時簽收的檢體， 

此指標無法有效監控。 

行動計畫 短期計畫：11、12 月份由組長於尖峰時段協助與實作指導

，讓新人再 次學習面對眾多檢體處理的方式。 

長期計畫： 在新人上線前，必須有一週以上尖峰時段實作

的經驗，由帶領者在旁觀察，並適時的指導較佳的檢體處

理模式。此 作法於教學會議提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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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查檢表與柏拉圖範例 

檢體退件統計表 

 

 

 

 

 

 

 

檢體退件柏拉圖 
 

168 96% 100% 

92% 99% 
154 90% 

140 
80% 

126 
70% 

112 
63% 

98 60% 

84 50% 

70 40% 

56 
30% 

42 
20% 

28 
 
14 10% 

0 0% 
溶血 檢體凝固 檢體量錯誤 缺檢驗單 檢驗單與檢體不符 

退件原因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溶血 13 22 18 18 18 17 106 
檢體凝固 10 12 8 6 7 5 48 
檢體量錯誤 1 2 0 1 2 1 7 
缺檢驗單 2 0 0 1 0 2 5 
檢驗單與檢體不符 0 1 0 1 0 0 2 

檢體退件總數合計 26 37 26 27 27 2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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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以不同方式呈現血液培養污染率 

 

A 醫院檢驗室每月監控血液培養污染率之品質指標，以國際標準 2%為目標值/行動閾值， 

有明確的污染定義。以下為 2014 年血液培養污染率的相關數據與圖表。 

 

表一、2014 年血液培養結果統計表（以件數統計） 
 

 
 

表二、2014 年血液培養結果統計表（以%統計） 

 
 

圖一、2014 年血液培養污染統計圖（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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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4 年血液培養污染統計圖（陽性與污染率線形圖） 
 

 
 

 
圖三、2014 年血液培養污染統計圖（污染率與行動閾值線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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