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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力試驗（Proficiency  testing, 簡稱 PT）是實驗室品質改善過程的一個價值工

具。對於 實驗室顧客、認證機構和主管機關而言，PT 提供了實驗室展現能力

的客觀證據，它的獨 特資訊來源，是無法以其他方式獲得的。本文件提供運

用能力試驗結果(包括可接受或不 可接受結果)來提升實驗室檢驗品質的指引。

目前實驗室認證規範已要求將 PT 整合入實 驗室的品質改善計劃中，本指引

將說明如何達到此要求。另外，要注意 PT  的局限性，傳統上能力試驗活動通

常只與檢驗中程序相關，而與檢驗前或檢驗後程序之能力測試無關。影響能力

試驗結果的變數包含能力試驗測試件備製、基質效應、文書作業、統計方法的

選擇和同儕團體(peer group)的定義等，與病人檢體並不相關；此外，PT 亦無

法檢測出實驗室所有檢驗中程序的問題。因此，不能以能力試驗結果作為評價

實驗室品質的唯一方法，PT 只是決定實驗室品質的一個部份。單一不可接受的

結果，不一定代表實驗室中存在問題，據研究顯示約有 20％至 25％能力試驗

不滿意結果無法調查出原因。 

 
專業術語說明 

臨床實驗室的能力試驗計畫方案(PT Programs)可稱為“外部品質保證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或“外部品質評估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計畫(EQA 
Programs)，以前 較常用的用語是 EQA。本文件中所提出的建議同樣適用於 

PT 和 EQA。然而，在此文件 中只使用“能力試驗(PT) ＂一詞，原因是使用＂

PT/EQA＂這個用語非常不便，而＂能 力試驗(PT)  ＂已是目前慢慢普遍被接受

的國際術語，也是目前大多數國家的現在用詞。 政府主管機構和認證機構

都具監督實驗室的角色，應有認可能力試驗計畫方案(PT Programs) 的程序。

為簡單起見，本文件中將這些機構統稱為“監督機構(oversight bodies )＂。 

 
關鍵字 

矯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外部品質保證(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外部

品質評估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能力試驗  (Proficiency testing) 、品

質改善  (Quality 

improvement) 
 
1. 範圍  

本指引的目的是協助臨床實驗室能運用能力試驗（PT）作為品質改善工具，

以系統性方法來監控能力試驗結果，以及對不可接受之能力試驗結果的調

查和回應，包括不可接受之能力試驗結果原因的分類。本指引也說明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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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可作為實驗室預防問題發生、工作人員的教

育訓練和監測內部流程的工具。本指引適用於定量和定性檢驗，包括定量

血液和液體中分析物濃度、型態鑑定、血液及組織分型等。內容所提到的

某些做法僅適用於定量結果，而某些做法亦適用定性結果，可幫助實驗室

應對監督機構的要求，包括影響評估、根本原因分析與矯正 措施，但實驗

室需注意監督機構可能有其他的額外要求，他們可能對要求有不同解 釋。

本文件亦適用於監督機構和能力試驗辦理機構(PT provider)，作為報告和

說明實 驗室表現的指引。內容除提供追蹤實驗室表現的程序外，還包含

審查不同檢驗方法 的表現，如再現性(Reproducibility)和偏差(Bias)。 本指

引沒有說明特定根本原因的具體矯正或預防措施。此文件適用於臨床實驗

室能力試驗計畫，但不適用於操作者個人能力評估。 

2. 前言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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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驗室檢驗結果品質的外部驗證工具，也作為自我診斷監

測工具，使實驗室、 實驗室的顧客及其監督機構皆受益。以能力試驗作為

內部評估工具，不限於調查不 可接受的結果，監測可接受能力試驗結果的

趨勢，可提供實驗室確認與不精確、系 統誤差和人為錯誤相關的潛在問題。 

以能力試驗結果總結統計資料來比較不同檢驗方法的表現也是有參考價值

的，可用 以識別各檢驗方法之間的差異，如系統誤差或再現性好壞，不

同檢驗方法的相對偏 差和再現性會因不同濃度而改變，因此數據總結應

呈現出所有測試件的結果。傳統 上實驗室間比對計劃只評估檢驗中階段，

但整體實驗室品質改善計劃還需要滿足檢 驗前階段（如檢驗醫囑、檢體採

集等）和檢驗後階段（如病人結果報告），ISO 15189 認證鼓勵實驗室利用

能力試驗方案來思考檢驗前和檢驗後錯誤的來源，故本文部分 內容也說

明使用能力試驗評估檢驗前和檢驗後階段與如何幫助提升實驗室分析能 

力。整個能力試驗計畫應依循 P(Plan 計畫)、D(Do 執行)、C(Check 審查)、
A(Adjust 調整)模式來運作管理(如下圖 1)。 

 

 

圖 1.能力試驗計畫 PDCA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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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解釋 

3.1 準確度 (Accuracy) – 測量結果和量測真值(true value)之間的接近程度。 
3.2 測量偏差 (Bias) – 量測結果和量測真值之間的差異。 
3.3 文書錯誤 (Clerical error) – 不正確的謄寫或不適當的回覆方式導致不可

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 
3.4 矯正措施 (Corrective action) – 為了消除所發現的不符合或其他不良情

況的原因而採取的行動。 
3.5 設備錯誤 (Equipment error) – 用於檢驗、儲存檢體(或試劑)的設備或其

他軟體的問題，導致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 
3.6 外部品質評估 (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EQA) – 指實驗室間比對和

整個檢驗流程所有階段的其他表現評估，包括對結果的解釋，經由實

驗室間比對程序，評估個別和群體實驗室檢驗程序的表現。 
3.7 基質 (Matrix) – 指除了臨床相關分析物之外的一個物質系統其他所有

成分。 
3.8 基質效應 (Matrix effect) – 樣本基質與分析的待測物狀況不一樣，而造

成分析結果的偏差，粘度、表面張力、濁度、離子強度和 pH 值是基

質效應常見的原因。  
3.9 測量變量 (Measurand) – 指特定可測量的量，例如鹼性磷酸酶在 37°C

的活性，對測量變量的說明還需包含如時間、溫度或壓力等的陳述，

例如上述範例中測量變量不僅包含測量的實體(鹼性磷酸酶)，還包含

測量的特定質量(酵素活性)，以及特定的環境條件下(37°C)。 
3.10 方法學錯誤 (Methodologic error) – 指測試系統、試劑套組或手工方法

的問題，包括試劑效能不足、不適當的品質管制程序、攜帶效應

(carry-over)、敏感性和特異性不佳或錯誤的校正。 
3.11 不符合 (Nonconformity) – 未達成或未實現指定的要求、需求或期望。 
3.12 精密度 (Precision) – 在相同的條件之下，相同樣本不同次測試結果之

間接近的程度，實務上通常以不精確的量化術語來表達 – SD 或 CV。 
3.13 能力試驗樣本 (Proficiency sample) – 樣本中含有未公開的濃度或成分，

送到參加能力試驗計畫的實驗室測試，以確認實驗室的技術能力。 
3.14 能力試驗 (Proficiency Testing, PT) – 多個測試樣本定期發送給一批參

加實驗室進行分析或鑑別，每個實驗室的結果再與同一族群的其他實

驗室或一個指定的值比較，並提供報告給參加的實驗室。 
3.15 品質管制 (Quality Control, QC) – 用來實現和驗證品質要求的操作技術

和活動。 
3.16 隨機誤差 (Random error) – 單次測量結果減去在重複性條件進行不限

次數測量的平均值。 
3.17 再現性 (Reproducibility) – 同樣的方法相同的測量項目，由不同操作

者在不同的設備上所獲得測量結果的精密度。 
3.18 根本原因 (Root cause) – 一個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如果矯正可防止該

問題再次發生。 
3.19 分割樣本測試 (Split-sample testing) – 單一樣本被劃分成書等份，不同

等份分別送至特定的儀器或實驗室測試以比較結果。 
3.20 系統誤差 (Systematic error) – 在相同條件下進行無限次重複性測量的

平均值減去分析物的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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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目標值 (Target value) – 又稱為給定值(Assigned value)，定量測試中，

所有參加者的結果去除離群值（大於原始平均值 3SD）後的平均值或

是由國際的、國家或區域級的權威機構所接受已確立的方法或參考方

法所建立的平均值。 
3.22 技術性錯誤(Technical error)－屬於測試時實驗室工作人員的行動錯誤，

導致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例如: 分注動作錯誤和型態學認知錯

誤。 
4. 能力試驗：實驗室改善的工具 

4.1  選擇能力試驗計畫(PT program) 實驗室和其監督機構需同意可接受的能

力試驗計畫，它可能來自條例要求或專 業的建議，而計畫應符合實驗

室的檢驗服務範圍和其顧客端的需求。通常監督 機構會將指定的能力

試驗提供者(PT provider)名單列表，實驗室可根據本身需要 從列表中選

擇 PT provider。適當時，監督機構應根據國際共識提供能力試驗計畫

的可接受標準，標準應包 括能力試驗測試件可追溯至參考方法數值

(reference values)的程度（當使用參考方法數值評估時）、相似於病人

檢體(commutability，替換性）的程度，也應指 出這些能力試驗測試件

的特性是適當的，但這往往無法達成。選擇能力試驗計畫時，針對特

殊項目實驗室可能需要聯繫測試系統的製造商建議合適的能力試 驗計

劃(範例如下表 1.)。實驗室應自行評估需求，制定能力試驗參與計畫並

實施，以符合申請認證與已認證的範圍，並至少滿足頻率的要求。實

驗室也應考慮成本、能力試驗樣本與病人檢體的相似性、同儕團體方

法間的可比較性、同 儕團體的大小、頻率、報告時間及可用性、教育

訓練內容和服務，通常可從之 前參加經驗來考量與評估，並且因應人

員、方法、設備等異動，應定期審查能 力試驗參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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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室能力試驗計畫表 

 

 

4.2  能力試驗測試件處理程序  

    能力試驗測試件應盡可能以病人檢體相同的方式進行測試，但通常能

力試驗測試件需要額外的準備動作，準備測試件的這些步驟不可干擾

常規的檢驗程序，有些能力試驗會提供類似臨床檢體的測試件，來避

免這些額外的準備步驟，凡是需要特殊準備和處理程序的測試件，都

應該遵循能力試驗辦理機構(PT provider)所提供的說明資訊。有些實驗

室不把能力試驗測試件當作病人檢體來進行測試，就算病人檢體於平日

作業只有測定一次，但能力試驗的測試件卻重複測試；或者安排特定

的人員測試，而不是所有授權人員輪流進行，這些做法會影響能力試

驗成效和掩蓋實驗室作業程序品質的重要訊息。報告能力試驗測試件

的結果也可能需要一些額外的步驟，這些報告的核心內容應類似於臨

床報告的內容，假如實驗室常規的報告格式不適用於能力試驗報告，

它可能也是不適當的臨床報告格式。此外，為了驗證能力試驗辦理機

構(PT provider)資料處理的正確性，實驗室應保留所有能力試驗報告的

副本。如果欲 保留測試件做為未來檢測用，儲存的方式應減少測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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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很多檢體一旦經過稀釋或溶解程序，檢體品質變化可能難以避

免。 

4.3 不可接受結果的處置 

   實驗室偶爾會有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表現

可能透露出由其他指標無法顯示出的檢體處理或分析過程的問題，應

藉此機會徹底調查每個不可接受的結果，以矯正潛在的問題。多數的

監督機構會要求實驗室對於每個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都應進行調

查，後續行動包括確定是否有其他的結果可能受到影響、錯誤根本原

因的調查、消除根本原因的矯正行動、監督矯正措施，以及必要時回

報監督機構。有些錯誤發生於能力試驗測試件的前處理程序，如溶解

或稀釋，確定這些錯誤原因之前，實驗室需先排除其他因素。能力試

驗結果也可用來提出預防措施建議。可行時，實驗室應利用可接受和

不可接受結果調查所獲得的訊息來導入持續改善活動。這部分可參閱

最新版本的 CLSI/NCCLS 文件：GP22－持續品質改善：整合五個關鍵

品質系統元件及 GP26－實驗室服務品質管理系統模型的應用。另外，

ISO 15189 醫學實驗室－品質 和能力的特定要求，也提供矯正和預防

措施的相關訊息。實驗室應監控本身能 力試驗結果的趨勢，因其可能

表示一個發展中的問題，例如測試結果偏於平均值的一側或連續幾次

能力試驗結果有不精確度(imprecision)增加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及

時採取行動可防止未來能力試驗結果不可接受或病人檢驗結果的不準

確。ISO 15189 要求實驗室管理階層應監控外部品質評鑑結果，包含採

取補救 措施、矯正措施、根本原因的調查、預防措施和後續追蹤稽核。 

5.  監控能力試驗表現  

  實驗室應仔細評估每一個結果（包括滿意和不滿意），並持續追蹤能力試驗

結果，對每個能力試驗活動事件，都應評估其結果的分佈，如果所有的結

果皆高於或低於可接受範圍的平均值，意味可能存在校正問題；評估每個

結果與平均值之間的差異，如果該項目的高值或低值的內部品管結果皆在

品管範圍之內，但能力試驗結果卻遠離可接受範圍的平均值，那麼可能存

在線性問題，這表示測試線性失效和未來可能的能力試驗問題。單一能力

試驗活動事件的不滿意結果，可能是實驗室潛在系統性問題的指標，從時

間點來看，一次能力試驗滿意的結果只代表一次的量測，不斷監測能力試

驗表現有助於實驗室更全面地了解自己的表現，並在小問題變大之前，事

先採取預防性行動。 

單一次結果審查標準應該同樣應用於不同能力試驗活動事件之間的分析。

持續監控能力試驗的表現，可得知實施矯正措施後的影響或提供訊息進而

導入預防性行動。持續監控可發現無法在單一結果看出的明顯趨勢或偏差，

不同濃度表現監測可看出與濃度相關的偏差(Bias)，否則此種偏差不易被檢

測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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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提供評估能力試驗結果程序的指引，鼓勵實驗室使用以評估前次能力

試驗報告與目前能力試驗報告的相關性，這樣的評估也可列於實驗室本身

的品質評價計畫的一部分。好的能力試驗表現已成為許多實驗室監控品質

的工具，因此評估能力試驗結果積極防止未來能力試驗失敗是當務之急，

否則不僅會造成實驗室管控問題，最終可能造成病人照護的負面影響。 

5.1 定量結果的監控程序 

能力試驗結果的具體監控計劃可依據項目和實驗室的目標而有所變化，

理想情況下，能力試驗監控程序與實驗室使用的其他品質監控程序一

致。依據所需資料的詳細程度，能力試驗監控方式可以圖形或表格方

式呈現，重要的是要能顯示能力試驗結果的變化、趨勢及顯示檢驗系

統和程序改變的影響。  

監測能力試驗結果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繪製趨勢圖，在垂直軸(Y)繪製

標準化得分(如差異百分比、z-score 或標準偏差區間(SDI))，橫軸(X)為

每次能力試驗活 動事件(如圖 2)。如果標準化得分始終高於或低於目標值

表示系統誤差或校正問 題，其顯著變化可以反映試劑批號的改變、再校

正或系統問題。詳見附錄 A。另一種標準化得分(縱軸)與濃度(橫軸)的

繪圖，可呈現出特定濃度的偏差，但這種類型圖形只在存有長期偏差

的情況下才會表現出明顯差異。 

 

 

圖 2：使用標準化得分(如差異百分比)監控能力試驗結果。此圖顯示連續四

次能力試 驗測試中每個測試件標準化得分，每次測試包含五個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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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性結果的監控程序  

監控定性(非數字)能力試驗結果比監控定量分析結果更具挑戰性，除

非能力 試驗辦理機構提供計分(Score)作為評估的一部分，用於此目

的計分是將參加者 結果比較標準或共識結果，接著根據事先決定的

標準將定性結果轉為可量化的 數據，這樣的數據可量測也可追踪。

雖然沒有一個計分方式是普遍適用的，計分的目的是作為跟全部參加

實驗室平均結果比較的一個管理及審查個別差異的工具，依據能力試

驗辦理機構所給予的計分，可繪製品管圖來追踪實驗室表現，類似 5.1 
節中描述的方式。  

若不使用計分方式也可用較簡單的替代方法，以結果或測試件"不滿意

"與"滿意"的比值來追踪定性檢驗結果的表現。 

5.3 利用總結統計評估檢驗方法性能 

能力試驗測試的總結統計可深入了解檢驗方法的性能，各檢驗方法平

均值的差 距可能會誤以為此差異可以反映出此方法與標準化方法的差

異，或是能力試驗 測試件基質效應的差異。實驗室間的差異反映了檢

驗方法的再現性，即在不同 條件下表現的一致性，包括操作人員和設備

上的差異等，故相對標準差(或 CV%)可以表示檢驗方法的一致性(當實

驗室數量足夠時)。在下面的例子中，注意使 用檢驗方法 F 的系統再現

性為 5.8%與其他試劑的 2%至 3%相比相對較差。然而，要注意能力試

驗測試件在不同的設備或測量程序可能有不同的表現，故平均值差距

可能反映基質效應，而不是測量偏差(bias)。 

Glucose mg/dL 
 

Method No. Lab. Mean SD CV% 
A 41 272.6 6.4 2.3 
B 333 287.4 9.3 3.2 
C 35 276.5 6.6 2.4 
D 28 284.8 6.4 2.2 
E 287 283.5 6.7 2.4 
F 20 286.2 16.7 5.8 
G 26 278.6 6.1 2.2 

ALL 774 284.1 8.8 3.1 

用此方式進行審查時，須注意 PT 不是專門設計用來做為檢驗方法評估

的。因此，任何根據總結統計資料所進行的評論，都應考量可能影響

結論的重要變數，例如與基質相關的差異、群組大小及檢驗方法與實

驗室類型之間的相關性。 

6.   不可接受結果的調查 

當收到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報告時，實驗室應系統性地評估整個測試

過程。實驗室應有書面化程序說明調查所需的具體活動，了解和矯正調查

所發現的任何問 題，而這些程序應與實驗室監督機構的要求一致。對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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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 醫學實驗室認證要求應有幾項行動措施，包括評

估對病人檢驗結果的影響、問題根 本原因調查、採取矯正措施(適當時消

除問題根本原因)，並稽核矯正措施是否有效。行動步驟如下，範例說明於

附錄 B1 到 B3。 

6.1 資料收集和審查 

調查牽涉最初處理能力試驗測試件的操作者和收集能力試驗測試相關

資料，包含記錄(工作單、實驗室/儀器資料檔案、品管表及實驗室報告

等)，調查當時能力試驗測試件測試的整個過程。可使用下列問題來協

助調查： 

(1)  收到測試件時的狀況是否符合收件標準？ 

(2)  執行測試的測試件樣本是否適當？ 

(3)  是否遵循測試件備製程序？ 

(4)  分析的法是否適當？ 

(5)  是否根據試劑說明書程序執行檢驗？ 

(6)  是否使用適當的試劑和品管液？ 

(7)  是否根據儀器設備操作手冊執行操作？ 

(8)  儀器設備是否適當維護？ 

(9)  測試時內部品管是否允收？ 

(10) 結果的解釋是否適當？ 

(11) 前次能力試驗是否有問題？數據分佈與前次能力試驗一致嗎？是

否有偏移趨勢？ 

(12) 重複測試適當保存的剩餘測試件是否得到相同結果？  

(13) 執行能力試驗測試時病人的結果是否可接受？ 

6.2  能力試驗問題分類 

能力試驗結果不可接受之可能原因分類如下： 

(1)文書上的錯誤 

 (2)方法學問題  

(3)設備問題 

 (4)技術問題 

 (5)能力試驗材料的問題 

 (6)結果評估問題 

 (7)調查後無法解釋 

6.2.1 文書上的錯誤 

文書錯誤是報告能力試驗結果時常見錯誤，謄寫錯誤會導致單一

錯誤，而報告錯置則會導致多個錯誤。文書上的錯誤還可進一步

細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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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果從儀器端輸出或轉換成報告格式時謄寫錯誤(例如：順序

相反或全部數據相差一個位置)。 

(2)  操作時能力試驗樣本標示錯誤 

(3)  報告時選擇不正確的儀器或方法代碼 

(4)  報告單位不正確 

(5)  小數點位置不對 

(6) 報告時選擇不正確的結果代碼  

文書錯誤是報告能力試驗結果時相對常見的問題，因報告能力試

驗結果的程序與報告臨床檢體不同，故文書錯誤似乎並不直接與

實驗室表現相關，然而這樣的筆誤可能反映了潛在的問題，而影

響日常實驗室病人結果的報告，潛在問題可能包括，不適當的人

員訓練、能力試驗辦理機構提供的說明不足、儀器結果輸出不適

當。故確定"文書錯誤"是調查的重要第一步驟，然後再深入評估

錯誤的根本原因。 

6.2.2 方法學問題 

方法學問題與測試系統(儀器或試劑)或手工方法本身文件化程序

相關。相較於文書上的錯誤，方法學問題可能是一個更深層次

原因的指標，例如未能遵循預防性維修或系統性檢查的建議。

方法學的問題，可以進一步分 為： 

(1)  沒有文件化的操作程序(SOP)可供人員遵守 

(2)  流程步驟描述不適當、不完整或不正確 

(3)  沒有按照目前的操作標準執行(例如不正確使用 CLSI 抗生素

報告規則) 
(4)  製造商試劑或參考物質的問題 

(5)  數據接近檢驗方法的偵測極限導致結果不精密(imprecision) 
(6)  試劑批號的變化導致結果不準確(inaccuracy) 
(7)  校正液設定值不正確 

(8)  校正結果不穩定 

(9)  內部品管不適當，如： 

–品管物質與分析物濃度不相關 

                     –不適當的品管規則或範圍 

(10) 結果超出儀器或試劑系統測量範圍(線性)內 

(11) 檢驗方法偏差 

(12) 檢驗方法缺乏敏感性  

(13) 檢驗方法缺乏特異性 

(14) 前一個檢體汙染(carry-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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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不適當的培育條件(時間、溫度或氣體)  
(16) 電腦資料庫系統不正確鑑別微生物 

(17) 自動化系統產生不正確或不適當的藥敏試驗結果 

(18) 使用未經驗證的方法 

(19) 不適當的參考區間 

(20) 培養系統的失敗導致無法得到正確微生物培養結果 

6.2.3 設備問題 

設備的問題屬於使用方法的一部分，實驗室可能需要聯繫製造商

或供應商以評估設備問題。設備的問題包括：  

(1)凝塊或蛋白質阻塞儀器的管路或孔洞 

(2)儀器探針沒有校準  

(3)儀器資料處理功能的問題  

(4)試劑或參考材物質的問題  

(5)設備安裝設定的問題  

(6)自動吸注器沒有校正到可接受的精密度和準確度不佳  

(7)設備故障  

(8)設備軟體應用程式編程的錯誤或遺漏  

(9)儀器定期維護程序不適當 

6.2.4 技術問題 

技術問題與人員有關，可能也與設備操作或檢驗方法性能相關。

技術問題可以進一步分為： 

(1) 未遵循原廠建議檢查儀器的功能(例如：溫度、空白、壓力等) 

(2) 不正確的泡製或存儲參考物質或試劑 

(3) 不當的泡製、準備或儲存能力試驗測試件 

(4) 泡製後的能力試驗測試件延遲測試導致蒸發或變質 

(5) 未遵循書面程序(SOP)作業 

(6) 未遵循能力試驗操作說明 

(7) 測試件放置在儀器上的順序不正確 

(8) 品管問題未能採取行動，表示方法問題 

(9) 吸取或稀釋錯誤 

(10) 計算錯誤 

(11) 鏡檢微生物、細胞或組織形態時判讀錯誤 

(12) 不適當的染色導致判讀錯誤 

(13) 檢驗反應判讀錯誤 

(14) 不適當地觀察混合細胞族群 

(15) 不適當地觀察微生物混合生長培養 

(16) 能力試驗測試件處理過程中污染 

(17) 選擇不適當的培養基、抗生素或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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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能力試驗測試件問題 

能力試驗測試件問題可能包含： 

(1)能力試驗測試件和病人檢體之間的差異 

     (2)測試件運送中變質（如對時間或溫度敏感） 

–細菌污染 

–溶血 

–無生長性(微生物) 
–非均質性 

     (3)測試件為弱反應 

(4)測試件含有干擾因素(可能有方法特異性) 

能力試驗測試件的問題，應盡可能報告給能力試驗辦理機構，

在此之前應進行調查，先排除測試件在實驗室中儲存或處理問

題。通常分析全部參加實驗室結果後，能力試驗測試件問題會

變得更明確，這類問題通常應 該由供應商主動向參加實驗室

說明。 

6.2.6 能力試驗結果評比問題  

能力試驗結果評比問題可包含： 

 (1)不適當的同儕團體 

(2)不適當的目標值(從參加者結果算出不適當的目標值，可能是測

試件不 均勻或沒有刪除離群值所導致，能力試驗辦理機構應使

用穩健的統計技術或程序，以確保測試件均勻和消除極端結果，

以防止離群值或正確檢測 出離群值，但是偶爾不適當的目標值

還是會出現)。 

(3)不適當的評比區間(評比的區間可能是不適當的，例如，如果使

用過度 精確的方法計算±2 標準差，可接受的範圍可能比實際臨

床應用所需更為 狹窄)。 

(4)能力試驗辦理機構數據輸入不正確。 

6.2.7 調查後無法解釋 

已發表的研究報告中顯示，有 19%至 24%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

果調查後 無法解釋原因。 

6.2.7.1 隨機誤差 

當所有可識別的錯誤來源都被排除後，出現單一個不可接

受的結果 可歸納為隨機誤差，尤其當重複分析保留測試

件後結果為可接受時，在這種情況下，不須採取矯正措施，

因為此矯正行動可能會增加未來不可接受結果的機率，因

為單一個輕微不可接受的結果，而推測問題是系統偏差

(Bias)而調校系統可能是不正確的。隨機誤差可 由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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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手工吸取量不精確)或方法學設備問題(如檢測系 統溫度

不穩定或血塊阻塞)造成。 

6.2.7.2 系統誤差 

在測試件保存良好的情況之下，如果重新分析保留測試件

後結果仍 為不可接受，則單一不可接受的結果不可歸納為

隨機誤差，同樣地， 如果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結果不可接受，

且都偏移同一個方向，可能是系統誤差。重複分析後結果

分別落在平均值值二側，則可能是實驗室的方法不夠精密；

多個不可接受的結果且偏移在同一方向，表示是方法學的

問題(例如校正、儀器設定不正確)或與干擾物質(即 基質效應)

問題有關的系統誤差。 

6.3 根本原因分析 

應用 6.2 節的分類方式，可確保調查的完整性而不會遺漏掉潛在的問題。

6.2 節所列出的問題可能造成能力試驗不可接受的結果，但他們通常不

是問題的根本原 因，通常需要進一步探討鑑定並矯正潛在的根本原因，

例如"文書錯誤"是調查的 第一步，但若更深入的調查可能會發現是人員

訓練不足、供應商說明不完整或設備輸出不適當等根本原因。能力試驗

表現的根本原因可包括以下內容： 

(1)人員訓練不足 

(2)缺乏對能力試驗的認知、了解或經驗 

 (3)主管的溝通或指示不適當 

 (4)設備不適當或設備使用不適當 

 (5)工作場所設計不當 

以上根本原因在於實驗室管理人員是否有採取管理作為，要實驗室承認

沒有採取管理行動是能力試驗問題的根本原因可能有些困難，但除非直

接矯正組織的運作，否則錯誤有可能再發生，更重要的是錯誤可能發生

於病人檢驗結果。描述根 本原因時必須詳細明確，才能導入適當的矯

正措施，例如描述"監管不力"不是問 題的根本原因，前面所描述的"主

管的溝通或指示不適當"更接近特定的根本原因，雖然最終原因可能還要

再更深入。 

6.4 病人結果影響的調查與補救措施 

調查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時，首先需要執行影響評估和補救行動，

包括審查 病人的結果，確定問題是否會影響病人的照護，如果病人結

果審查證明可能已經影響臨床病人的照護，實驗室需採取以下措施： 

  (1)適當時記錄每一個不符合個案 

(2)應考慮每個不符合個案檢驗結果的臨床意義 

TSLM-GM-L08(1) 第 13 頁，共 26 頁



(3)必要時通知臨床醫生 

 (4)必要時應停止檢驗和發出報告 

 (5)必要時召回或識別任何不符合的結果 

 (6)應定義要採取的進一步行動 

 (7)指定專責人員解決問題 

 (8)定義恢復檢驗的權責 

6.5 矯正措施  

實驗室需採取矯正措施以消除問題的根本原因，在能夠識別潛在系統問

題的情況下，實驗室可能需要改變流程進而改善系統以及減少相同問題

再發生的風險，並監控所有矯正措施的有效性。實驗室應說明並記錄矯

正的過程，例如，重新校正或操作改變。 

6.6 記錄 

實驗室應仔細記錄所有調查、結論和矯正措施，應使用標準格式的表單

記錄每個不可接受能力試驗的調查結果。附錄 B1 至 B3 是輸血醫學、細

菌學和臨床化學不可接受結果調查的紀錄格式範例。  

大多數的評鑑機構要求實驗室提交不可接受結果的回應與調查的記錄及

可實施的解決方案。 

6.7 評估檢驗前、檢驗後階段 

  傳統能力試驗的測試重點在檢驗中階段，即模擬病人檢體進行分析，雖

然某些方面可發現檢體製備過程和結果報告階段的問題，但一般而言能

力試驗執行過程與實驗室檢驗前和檢驗後的關係不大，因為能力試驗檢

體及其結果回覆單與病人檢體及檢驗報告間有明顯差異。有些能力試驗

方案已制定相關機制，例如利用問卷調查和操作模式調查來評估檢驗前、

後的表現。問卷回收訊息顯示，如果問題將 原因進行分類，他們與上

面討論的原因類似。範例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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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檢驗前和檢驗後階段評估的範例 

 

 
 

檢驗階段 

 
 

問題 

起因 

方法 人員 設備 文書 

缺乏規則 
未遵守 

程序 

LIS 的 

限制 

數據輸 

入錯誤 

 

 
檢驗前 

病人辨識錯誤 X X   

檢體處理不適當 X X   

缺乏適當的臨床病史 X X   

病人的基本資料登錄入錯誤  X  X 
檢體傳送延遲 X X   

 

 

 

 

 
 

檢驗後 

記錄保存不適當 X X   

缺乏危險值通報程序 X X   

模棱兩可的結果報告 X X X  

不適當的結果報告 

–缺乏發報告機制 

–不適當的生物參考區間 

 
 

X 

 
X 

 
X 

 

報告發給錯誤的醫師  X  X 
報告發到錯誤的病人 X X  X 
不適當的檢驗報告完成時間(TAT)  X  X 

 

7.  能力試驗計畫審查與調整(PT program review and adjust) 
       實驗室應定期審查(Check)能力試驗計畫，檢視能力試驗執行成效與所發現

的問題，作為調整計畫依據。定期審查一般於年度管理審查會議中進行，

實驗室應彙整年度能力試驗表現並討論不可接受結果的矯正確效；此外應

審查能力試驗計畫的適當性，重新分析實驗室需求及風險管理等因素，依

據審查結果應導入必要的預防措施(持續改善)、能力試驗流程標準化以及調

整能力試驗計畫包含參加項目、參與頻率、 能力試驗辦理機構等作法。能

力試驗計畫審查與調整示意圖如下。 

 

 

圖 3.能力試驗計畫審查與調整示意圖 

 

 

TSLM-GM-L08(1) 第 15 頁，共 26 頁



8.  能力試驗訓練工具 

經由客戶滿意度調查顯示能力試驗測試件是實驗室持續訓練的最重要來源

之一，大多數能力試驗方案提供一些訓練工具。 

8.1  能力試驗活動事件資訊表 

    許多能力試驗活動後會提供資訊表或稱總結報告，內容討論測試結果

和相關的事件。不僅說明預期的正確答案，也說明不正確或不太理想

的答案以及如何導致這些結果。相關的說明可提供實驗室思考為什麼

應檢討他們答案，總結報告的訊息可成為實驗室內部討論的基礎，或

納入實驗室的流程或程序中。 

8.2  通訊報導 

能力試驗辦理機構通常會提供相關的教育訓練訊息，即使這些訊息不

直接涉及 特定的測試件或測試活動。通常是有關品質管理方面的議題、

會議的舉行、訓練機會或涉及到更廣泛的實驗室背景的文章，這些可

能是實驗室持續教育訓練 更重要的來源。以前大多數的資訊都是用列

印方式呈現，實驗室往往會在集中處張貼這些訊息，現在許多供應商

的資料都電子化，因此實驗室可以列印出張貼或以電子郵件轉寄給實

驗室人員參考，讓人員可以共享這些訓練訊息。 

8.3 無法評估或教育題  

   能力試驗教育題提供了參加實驗室資訊分享的機制，這些資訊在某些領

域特別有價值，例如在微生物學領域，當微生物命名法改變時或者出

現在其他領域的特殊問題而某些實驗室可能有經驗時。某些情況下，

這些測試件的主要目的是資訊分享而不是評估實驗室能力。 

   當所有參加實驗室回覆的結果或參考實驗室的結果有足夠的偏差或變異

時，測試件會被定義為無法評估，可能是導致於意想不到的基質效應

或供應商對測試 件說明不明確。未評估的測試件也有可能是能力試驗

計畫改善的機會，對大多數實驗室而言他們仍然具有訓練價值，而未

評估測試件的總結報告通常會對這 些結果做說明，往往與特殊的檢體

或臨床情境有關。 

8.4 能力試驗結果說明會 

   有些能力試驗辦理機構會因為特殊事件或專業議題而定期舉行會議，

這些會議提供了參加實驗室和供應商經驗交流、解決問題，討論建議

與需求的機會，參加者會議幫助供應商了解實驗室需求和分享有關訊

息。 

9. 能力試驗執行建議 

  本指引的建議內容可由不同的利益關係者做不同程度的實行，其中大多數是

給實驗室的建議，而其他建議最好由能力試驗辦理機構來實施，所有建議需

要監督機構的鼓勵與支持。總之，這些建議內容應由實驗室、能力試驗辦理

機構和監督機構共同來採取 行動。 

9.1 實驗室的責任 

   實驗室應具有下列流程和程序： 

  (1)選擇合適的能力試驗辦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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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照病人檢體處理能力試驗測試件  

(3)應回應所有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適當時應包括： 

–調查錯誤的根本原因以及是否已經影響病人的結果 

–必要時採取矯正措施，防止未來發生同樣的錯誤 

–監控矯正措施的有效性  

(4)監控所有能力試驗結果以發現偏移趨勢或偏差，適當時應採取預防行

動 

(5)維持所有能力試驗參加紀錄與不可接受結果的調查紀錄 

9.2 能力試驗辦理機構的責任 

   能力試驗辦理機構應滿足下列要求，以協助實驗室和監督機構進行相關規

劃： 

(1)應具備辦理能力試驗的管理制度和技術能力 

   (2)協助實驗室調查不可接受的結果，包括技術諮詢和補寄測試件等 

   (3)提供下列報告幫助實驗室解釋測試結果： 

–充分說明每個結果的目標值和評估標準 

–能力試驗中其他檢驗方法的彙總統計 

–所有參加實驗室表現的圖形化結果 

–監控實驗室的能力試驗表現 

–提供訓練資訊，如 PT 運作或影響 PT 表現的因素與錯誤來源的相關

訊息 

9.3 監督機構的責任 

   能力試驗是實驗室必要但昂貴的品質保證工具，為了從這些花費中獲得最

大價 值，能力試驗結果應不只用於管理監督，監督機構應具備以下的政

策和程序：  

(1)制定能力試驗方案的可接受標準，應包括所有在 8.2 節中指出的職責 

   (2)強制要求實驗室應對所有不可接受的能力試驗結果做出回應 

   (3)評估實驗室調查和矯正措施的適當性  

   (4)適當時應監控和更新能力試驗要求與頻率的標準 

10. 參考文獻 

10.1 Using Proficiency Testing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Laboratory; Approved 
Guideline, Second Edition, GP27-A2, CLSI。 

10.2.  能力試驗活動要求-實驗室認證規範 TAF-CNLA-R05(4))。財團法人

全國認證基 金會，2012.05.01。 

10.3「電子試算表（Excel Open office）在醫學實驗室品質管制之應用」，

第五章：電子試算表(EXCEL)在外部品質管制的應用。台北縣政府衛

生局於，200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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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 長期監控定量分析結果的範例 
 

能力試驗表現的判定可包含兩個部分：  

(1)以目標值來評估實驗室表現（利用一給定值及其不確定度）  

(2)以測試件的評估區間 (SD)或允許誤差 

 
目標值有三種類型：  

(1)共識值，通常是該檢驗方法的平均值或中位數  

(2)來自另一組實驗室的共識值  

(3)外部的參考值（例如來自參考實驗室或明確的參考方法） 

 
一般而言評估標準有兩種類型： 

(1)符合目標區間，包括固定區間（例如±4 mmol/L）、固定百分比（例如目標

值±10％）或這兩者的結合（例如±12 mmol 或目標值的 10%，以較大者為準） 

(2)目標區間以標準差（SD）呈現（例如±2 個標準差） 

許多能力試驗以”z score”做標準化評估，計算公式為：z = (R-T)/σ R =參加者

結果 

T =目標值 

σ=測試件的 SD 值 以上述公式評估能力試驗表現的等級建議如下：  

0 <∣z∣<2 可接受 

2 <∣z∣<3 不確定 

3 <∣z∣不可接受 

 

對於單一次能力試驗測試活動(通常為一到五個測試件)，評估能力試驗表現最簡

單的 方法就是繪製圖表，水平軸(X)是目標值，垂直軸(Y)是結果與目標值之間

的差異， 同時繪出可接受的評估範圍。表 A1 為一血糖能力試驗的數據；圖 A1 
是數據的繪製圖。 這個例子顯示測試結果與目標值間變異過大，大到造成最低

濃度的測試件(121-05)結果 為不可接受。 

表 A1. 血糖能力試驗結果(單一次測試活動；單位為 mg/dl) 
 

測試件名稱 測試結果 目標值 差異值 容許差異值(+/-) 容許差異值的% 
121-01 194 185.

 
8.8 18.50 47.6% 

121-02 162 165.
 

-3.8 16.60 -
 121-03 233 235.

 
-2.6 23.60 -

 121-04 74 78.
 

-4.3 7.80 -
 121-05 49 56.

 
-7.0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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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結果不可接受 
 

 

 

圖 A1.血糖能力試驗活動 953 的結果─圖形呈現每個測試結果與目標值之間的差異 

 
若要監測不同次能力試驗活動事件的結果，可增加時間維度，並轉換數據以監控評估不 

同濃度變化。實驗室可轉換能力試驗的結果為"容許差異百分比"，將結果和目標價值的 差

異除以該測試件的可容許差異，換算成百分比。若容許差異百分比結果呈現 100％或以

上(或者-100％或更低)表示結果不可接受的。大多數的值將介於-100％和+100％之 間，轉

換後的結果可以利用傳統的“Shewhart”(或 Levey-Jennings)來呈現，X 軸為能力試驗活動事

件，Y 軸是容許差異百分比，為了方便評估，轉換後的結果可用連接線連接起來。 

 

表 A2 為上述做法的範例，表中呈現連續四次血糖能力試驗的結果。事件 111 和 112 呈 

現一致的正偏差，111-01 為不可接受的結果，112  事件測試後實驗室重新校正儀器並改 

變試劑批號。事件 121 後偏差(Bias)明顯減少，但在不同目標值的差異卻呈現較大的變異 

(精密度降低)，且包含了另一個無法接受的結果(測試件 121-05)。122 事件結果雖然與目標

值之間的一致性提高了，但相較之下仍不如事件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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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血糖能力試驗結果(共有四個測試活動；單位為 mg/dl) 
 

測試件名稱 測試結果 目標值 差異值 容許差異值(+/-) 容許差異值的% 
111-01 288 260.5 27.5 26.20 105.0%* 
111-02 240 223.5 16.5 22.30 74.0% 
111-03 75 71.4 3.6 7.20 50.0% 
111-04 76 75.2 0.8 7.30 11.0% 
111-05 45 43.5 1.5 6.00 25.0% 
112-01 55 52.3 2.7 6.00 45.0% 
112-02 258 241.3 16.7 24.20 69.0% 
112-03 53 48.9 4.1 6.00 68.3% 
112-04 270 250.7 19.3 25.30 76.3% 
112-05 84 80.2 3.8 8.10 46.9% 
121-01 194 185.2 8.8 18.50 47.6% 
121-02 162 165.8 -3.8 16.60 -22.9% 
121-03 233 235.6 -2.6 23.60 -11.0% 
121-04 74 78.3 -4.3 7.80 -55.1% 
121-05 49 56.0 -7.0 6.00 -116.7%* 
122-01 260 253.5 6.5 25.20 25.8% 
122-02 101 96.7 4.3 9.80 43.9% 
122-03 43 46.2 -3.2 6.00 -53.3% 
122-04 181 180.0 1.0 18.10 5.5% 
122-05 93 95.2 -2.2 9.40 -23.4% 

*表示結果不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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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1 血庫能力試驗不可接受結果調查表範例 
 

 

血庫能力試驗不滿意調查表 

能力試驗機構： 

品管名稱代號： 

測試日期： 

測試者： 

請回答下列問題： 

1.收到能力試驗測試件時狀態完整嗎? □是 □否，請說明：  

2.有發現與下列分類相關的問題嗎?若有再描述於下頁。 

A.文書處理 C.測試方法 

1. □結果謄寫到能力試驗報告錯誤 31. □沒有撰寫書面 SOP 
2. □結果報告給錯誤的測試件 32. □SOP 內容不足或宣導不足 

3. □方法代碼選擇錯誤 33. □沒有按照現行標準方法執行 

4. □試劑代碼選擇錯誤 34. □試劑檢驗性能問題或試劑活性衰退 

5. □抗體代碼選擇錯誤 35. □方法不精確 

6. □試管標示錯誤 36. □方法缺乏敏感度/特異性(請圈選) 
7. □電腦數據輸入錯誤 37. □方法沒有確效 

8. □記錄審查不適當 38. □培育條件不適當 

9. □沒有執行最後確認 39. □品管沒有涵蓋檢驗偵測範圍 

10.□能力試驗工作單不易使用 40. □品管計畫不適當 

11.□其他請說明：  41. □LIS/軟體問題 

42.□其他請說明：  

B.技術操作 D.設備功能 

12. □檢驗方法選擇錯誤 42. □設備功能問題 

13. □沒有遵照書面 SOP 操作 44. □設備故障 

14. □沒有遵照說明書指示操作 45. □儀器數據處理問題 

15. □沒有遵照製造商指示操作 45. □先前檢體 Carry-over 
16. □試劑使用錯誤 47. □儀器管路或孔洞阻塞 

17. □試劑或檢體添加錯誤 48. □儀器檢體吸取不足 

18. □內部品管異常處理不當 49.□其他請說明：  

19. □測試件混淆 

20. □測試件備製或儲存不當 

21. □微量分注器沒有適當校正 

22. □設備沒有適當維護 

23. □檢驗結果判讀錯誤 

24. □說明書提供的臨床資訊解釋錯誤 

25. □測試流程錯誤 

26. □粗心大意 

27. □沒有進行額外測試 

28. □人員間任務協調不足(以為別人做了) 

E.組織因素 
50. □人員配置不足 

51. □職前訓練不足 

52. □設備不足或不適當 

53. □工作流程設計不當 

54. □管理無效 

55. □人員間溝通不良 

56. □缺乏組織意識 

57. □其他請說明：  

29. □人員知識運用不足 

30.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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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到報告後，是否重新檢測原始測試件?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4.  是否要求補寄測試件並檢測之?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5.經由第 2 點勾選的發現，描述問題並說明調查發現： 

6.說明問題的根本原因(可行時)： 

7.矯正措施： 

管理者： 

實驗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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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2 微生物能力試驗不可接受結果調查表範例 
 

 

微生物能力試驗不滿意調查表 

能力試驗機構： 

品管名稱代號： 

測試日期： 

測試者： 

請回答下列問題： 

1.收到能力試驗測試件時狀態完整嗎? □是 □否，請說明：  

2.有發現與下列分類相關的問題嗎?若有再描述於下頁。 

A.文書處理 C.測試方法 

1. □試管或玻片標示錯誤 22. □沒有按照現行標準方法執行 

2. □結果轉謄到能力試驗報告錯誤 23. □流程撰寫不適當 

3. □結果報告給錯誤的測試件 24. □抗生素報告規則與 CLSI 指引不一致 

4. □方法代碼選擇錯誤 25. □使用錯誤的 CLSI 標準 

5. □抗生素代碼選擇錯誤 26. □使用過時的 CLSI 標準 

6. □電腦數據輸入錯誤 27. □資料庫微生物鑑定錯誤 

7. □其他請說明：  28. □自動化儀器問題產生錯誤的敏感性試驗 

29. □培育條件不適當 

30. □方法沒有確效 

31. □方法缺乏敏感度/特異性(請圈選) 
32. □品管計畫不適當 

33. □LIS/軟體問題 

34. □其他請說明：  

B.技術操作 D.設備功能 

8. □測試件混淆 35. □設備功能問題，請具體說明：  

9. □測試件處理或儲存不當 

10. □使用過期的試劑套組 

E.組織因素 11. □人員知識運用不足 

12. □人員間任務協調不足(以為別人做了) 36. □人員能力不足 
13. □Gram stain 判讀錯誤 51. □人員配置不足 
14. □混合生長培養(mixed culture) 51. □未能確保相關訊息(知識)有效傳遞到所有人員 
15. □檢驗結果判讀錯誤 52. □人員訓練不足 
16. □測試流程錯誤 56. □缺乏組織意識 
17. □沒有遵照書面 SOP 操作 57. □其他請說明：  
18. □使用錯誤培養基接種 

19. □沒有遵照說明書指示操作 

20. □內部品管異常處理不當 

21. □其他請說明：  

3.收到報告後，是否重新檢測原始測試件?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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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要求補寄測試件並檢測之?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5.經由第 2 點勾選的發現，描述問題並說明調查發現： 

6.說明問題的根本原因(可行時)： 

7.矯正措施： 

管理者： 

實驗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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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3 生化能力試驗不可接受結果調查表範例 
 

 

生化能力試驗不滿意調查表 

能力試驗機構： 

品管名稱代號： 

測試日期： 

測試者： 

請回答下列問題： 

1.收到能力試驗測試件時狀態完整嗎? □是 □否，請說明：  

2.有發現與下列分類相關的問題嗎?若有再描述於下頁。 

A.文書處理 C.測試方法 

1. □測試件標示錯誤 29. □SOP 內容不足或不適當 

2. □能力試驗工作單不易使用 30. □檢驗方法不準確/不精密 

3. □轉謄錯誤 31. □檢驗方法缺乏敏感度/特異性(請圈選) 
4. □單位或小數點位數錯誤 32. □檢驗方法易受干擾 

5. □結果漏填 33. □檢驗方法沒有確效 

6. □數據輸入錯誤 34. □校正液設定值錯誤 

7. □方法代碼改變未通知 PT 供應商導致族群錯誤 35. □校正液或試劑性能不佳 

8. □報告填錯項目 36. □品管物質不適當 

9. □其他請說明：  37. □內部品管允收範圍過大 

38. □品管沒有涵蓋檢驗偵測範圍 

39. □先前檢體 Carry-over 
40. □水質問題 

41. □檢驗方法受實驗室溫度影響 

42.□其他請說明：  

B.技術操作 D.設備功能 

10. □測試件混淆 43. □設備軟體問題 

11. □粉末測試件溶解不當 44. □儀器管路或孔洞阻塞 

12. □測試件沒有混合均勻 45. □儀器檢體吸取不足 

13. □沒有遵照說明書指示操作 46. □電流干擾 

14. □微量分注器沒有適當校正 47. □偵測系統問題 

15. □儀器異常訊息解讀錯誤 48. □其他請說明：  

26. □儀器校正錯誤 

17. □計算錯誤 E.組織因素 

18. □檢驗結果判讀錯誤 49. □未能確保相關訊息(知識)有效傳遞到所有人員 

19. □稀釋錯誤 50. □設備不足或不適當 

20. □內部品管異常處理不當 51. □人員配置不足 

21. □測試件或試劑添加錯誤 52. □人員訓練不足 

22. □測試件配製後延遲上機 53. □缺乏組織意識 

23. □儀器重大異常修復後沒有校正 54. □其他請說明：  

24. □報告單位換算錯誤 

25. □試劑或校正液過期 

26. □設備沒有適當維護 

27. □沒有遵照書面 SOP 操作 

28. □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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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到報告後，是否重新檢測原始測試件?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4.  是否要求補寄測試件並檢測之? □是 □否 

假如是，請說明重測結果： 

5.經由第 2 點勾選的發現，描述問題並說明調查發現： 

6.說明問題的根本原因(可行時)： 

7.矯正措施： 

管理者： 

實驗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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