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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提供台灣地區細胞實驗室細胞檢查判讀能力之客觀評估測試，及實驗室間判讀結果比對一

致性之參考。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計劃類別：順序參加型計劃 

a. 能力試驗執行機構的名稱及地址 

主辦單位：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地址:104108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32 號 3 樓） 

計畫主持人：陳建欽理事長。 

計畫承辦者：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 

b. 協調者以及其他參與能力試驗計畫設計和執行人員的姓名、地址及聯繫方式： 

1.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黎治平（主任委員）、高瑞聲（品質主管）、詹一秀、鄒梅舉、

吳美玲、陳淑娟、王業翰（詳見附件一）。 

2. 學會秘書（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執行人/聯絡人）：王純怡 

3. 地址及聯繫方式：104108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32 號 3 樓，電話：02-25079593 

c. 預定外包的活動及參與能力試驗計畫執行分包者的名稱和地址： 

1. 外包分為能力試驗物件提供者及運送者 

2. 能力試驗物件預定提供者：高瑞聲（品質主管）、詹一秀、吳美玲。 

3. 地址：嘉義基督教醫院病理科（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539 號）、台大醫院病理檢驗部（台北市

中山南路七號三樓）、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病理科（臺北市北投區一德里 15 鄰立德路 125
號） 

4. 能力試驗物件運送者：統一速達 

5.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200 號 4 樓  

d. 參加計畫應符合的準則（參加實驗室資格） 

1. 以台灣臨床細胞學實驗室為測試單位, 不受理個人申請。各臨床細胞學實驗室僅出具一份個

別報告。各實驗室報名參加時，需詳列主管姓名、聯絡人姓名、聯絡人的辦公地址、電話

(或手機號碼)、E-mail，以為後續回報及聯繫相關事宜之窗口。 

2. 參加費用：4000 元/實驗室。 

1. 報名期間將徵求全國實驗室提供能力試驗物件予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經審核通過

一例減免能力試驗報名費新台幣壹佰元，不易收集檢體類別(CSF、Pancreas、 FNA 等)經
審核通過一例減免能力試驗報名費新台幣貳百元 (最高減免新台幣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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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僅減免當年度能力試驗報名費用，若當年度未報名能力試驗者，則視為無償提供物件，

不得保留其減免資格。審核標準及減免額度概由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

員會制訂。 

3. 故實際金額將於 2023 年 3 月另行公文通知，請先以上述參加費用金額向會計單位申報。 

e. 能力試驗計畫預期的參加者數量和類型：預計參加者數量為 100 家，類型為台灣臨床細胞學實驗

室。 

f. 所選定的受測量或特性，包括參加者需要鑑別、量測或試驗的有關資訊：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物件檢測特性： 

1. 每組題數相同，題數約為 10 至 12 題，每題一組玻片，每組 1 到 2 片。 

2. 染色：Papanicolaou stain、Liu stain 

3. 題目種類涵蓋非婦科細胞學物件(包括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body fluid、respiratory 
tract..等)、婦科細胞學抹片 1-2 片(教育提不列入評核)，依各項答題選項回覆本委員會。 

g. 對能力試驗物件預期的數值範圍和/或特性的描述： 

1. 每組參加者至少需要 14 家實驗室，以 80%以上之一致性為共識值，其統計學的 power 高於

90%，詳見『結果分析與設定值制定作業程序』（文件編號: TSCC.PT.SOP0303）及『共識

值與參加者數目之關連性』。 

2. 教育性性質試題結果得採參考判讀結果或以各實驗室百分比等級方式提供參加實驗室自行評

估之參考。 

h. 所提供的能力試驗領域中相關誤差的潛在主要來源： 

物件惟隨長時間使用及多次寄送作業，環境條件、染色品質及人為因素均可能發生質變或破損，

導致影響判讀，本會已訂定嚴謹的品質管控機制，包括編碼，審查，查驗，核驗等，一旦發生非

本會管控因素造成物件品質瑕疵或玻損時，但仍需要參加實驗室主動回饋（報）以立即性處置，

以延續完成該細胞病理能力試驗之執行。 

i. 對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物件生產、品質管制、儲存、分送的要求與規範： 

1. 能力試驗物件樣本來源：由本委員會能力試驗審查小組所屬細胞病理實驗室或徵求台灣臨床

細胞學會會員提供（需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子宮頸細胞病理診斷單位認證合格之細胞病

理實驗室）。 

2. 能力試驗物件之挑選：由詹一秀、鄒梅舉、黎治平、吳美玲、高瑞聲、王業翰、陳淑娟等委

員組成能力試驗物件審查小組依本委員會規範之允收標準逐案審查並揀選適當之個案納入能

力試驗之能力試驗物件題庫。 

3. 能力試驗物件儲存：由本委員會秘書（能力試驗執行人）統籌管理，適當分類保存於專用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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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盒，並納入管制及定期維護查驗能力試驗物件品質。 

4. 能力試驗循環週期：由學會直接郵寄給各實驗室，實驗室閱片後郵寄回學會。每兩週輪一個

實驗室。排定每第一週星期一由學會寄出玻片給實驗室，每第二週星期二實驗室寄回給學

會。此為一個循環週期。每一個循環週期結束，會於收到寄回之物件寄回後兩天將會先以

email 寄出累計統計結果通知單，並同時郵寄之。各實驗室執行能力試驗之排程，由學會統

籌辦理，個別通知各實驗室時間。能力試驗物件編碼將逐次於實驗室寄回時進行品質查驗、

適當維護後，重新編碼再寄出供次一實驗室進行測驗，防止參加者串通。 

5. 能力試驗物件分送作業方式：由黎治平審核包裝方式，並與黑貓宅急便公司簽訂大宗郵件寄

送合約。由學會直接將能力試驗能力試驗物件郵寄給各實驗室，實驗室執行能力試驗後將能

力試驗物件及結果回寄學會。原則上，每兩週輪一個實驗室。排定每週一由學會寄出能力試

驗物件，隔週週二實驗室寄回學會，遇連續假日或不可抗拒之狀況，則必要時另作權宜性變

更。 

6. 能力試驗物件品質要求：能力試驗物件自個案挑選、寄發前、回收後及定期均按本委員會審

查程序進行能力試驗物件品質之審查、查驗與適當維護。若能力試驗物件遺失或損壞或任何

影響能力試驗測試之判讀時，即中止該案能力試驗物件之執行，並得另擇其他適當備用能力

試驗物件寄發次一參加實驗室。 

7. 能力試驗執行期間各參加實驗室不得對能力試驗物件玻片作任何變造、破壞與技術處理，包

括封片、退蓋玻片、刮取、塗抹、染色、褪色等，各能力試驗物件寄回前，實驗室應確保侍

測件上無留有任何標記，以免干擾及影響後續能力試驗進行。 

8. 能力試驗物件惟隨長時間使用及多次寄送作業，環境條件、染色品質及人為因素均可能發生

質變或破損，導致影響判讀，本委員會已訂定嚴謹的品質管控機制，包括編碼，審查，查

驗，核驗等，一旦發生非本委員會管控因素造成能力試驗物件品質瑕疵或玻損時，但仍需要

參加實驗室主動回饋（報）以立即性處置，以延續完成該能力試驗之執行。 

9. 為確保能力試驗順利的進行，所有能力試驗物件應備製備份玻片(相同類型題目) 並須考慮均

勻性或另擇其他(相同類型題目)適當之測試物件，以防止因能力試驗物件玻片破損或遺失，

造成能力試驗的中斷或延宕。 

10. 生物安全性：完成染色的玻片無感染性，故毋此顧慮。 

j. 合理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參加者串通或偽造結果，以及懷疑串通或偽造時可執行的程序： 

1. 實驗室均以代碼表示，各實驗室亦僅被告知所屬實驗室代碼。 

2. 能力試驗結果報告中，各實驗室亦均以代碼呈現。報告上不列出各實驗室名稱。 

3. 學會不會將比對結果釋出與第三者，各實驗室需承諾不得詢問其他實驗室之測試結果。 

4. 倘發生串通或偽造結果，經本委員會查證屬實，將中止該參加實驗室之資格，亦不納入統計

且不提供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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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欲提供給參加者的資訊描述，以及能力試驗計畫各階段時間表： 

1. 報名時間：2022 年 12 月 19 日到 2023 年 2 月 4 日。 

2. 參加費用：4000 元/實驗室。 

3. 執行測試時間：2023 年 3 月 14 日至 11 月 30 日。 

4. 實驗室分組：每組 14 到 16 家實驗室 

5. 預定參加實驗室：以 100 家實驗室來估算。 

6. 預計分組：5～9 組(準備 9 組的玻片)，玻片數視題數而定。 

7. 比對結果報告：預定 2024 年 1 月 31 日釋出結果報告 

l. 對於連續型能力試驗計畫，給參加者分發能力試驗物件的頻率或日期，參加者回覆結果的截止日

期，適當時，參加者進行測試或量測的日期： 

1. 由學會直接將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物件郵寄給各實驗室，實驗室執行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後將物

件及結果回寄學會。原則上，每兩週輪一個實驗室。排定每週一由學會寄出物件，隔週週二

實驗室寄回學會，遇連續假日或不可抗拒之狀況，則必要時另作權宜性變更。 

m. 參加者用來準備試驗材料及進行試驗或量測所使用的方法或程序的有關資訊： 

參加者逕依照本會提供的測試物件，進行判讀並於規定的時間內回覆結果。 

n. 用於能力試驗物件均勻性和穩定性測試的試驗或量測方法的程序，適當時，確定其生物活性： 

1.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執行期間各參加實驗室不得對物件玻片作任何變造、破壞與技術處理，包

括封片、退蓋玻片、刮取、塗抹、染色、褪色等，各物件寄回前，實驗室應確保侍測件上無

留有任何標記，以免干擾及影響後續細胞病理能力試驗進行。 

2. 物件惟隨長時間使用及多次寄送作業，環境條件、染色品質及人為因素均可能發生質變或破

損，導致影響判讀，本會已訂定嚴謹的品質管控機制，包括編碼，審查，查驗，核驗等，一

旦發生非本會管控因素造成物件品質瑕疵或玻損時，但仍需要參加實驗室主動回饋（報）以

立即性處置，以延續完成該細胞病理能力試驗之執行。 

3. 物件品質要求：物件自個案挑選、寄發前、回收後及定期均按本會審查程序進行物件品質之

審查、查驗與適當維護。若物件遺失或損壞或任何影響細胞病理能力試驗測試之判讀時，即

中止該案物件之執行，並得另擇其他適當備用物件(所有能力試驗物件應備製備份玻片(相同

類型題目) 並須考慮均勻性)寄發次一參加實驗室。 

o. 準備參加者使用的標準化報告格式： 

1. 試驗結果之回報：參加者應於排定時程之第二週結束前，以紙本回寄（報）到學會。細胞病

理能力試驗結果回報單格式，如附件二、SOP0501-(01)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細胞病理實驗室能

力試驗參加者結果回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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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所使用統計分析的詳細描述： 

1. 本次能力試驗採將二種答題類型應用於同一題 

(1)   常規測試題：結果納入統計及實驗室表現之評比，評比結果可納入實驗室內部品質系統運

作 

(2)   教育性測試題：不列入評比，僅供實驗室作為自我教育之參考。 

2. 統計分析：每組參加者至少需要 14 家實驗室，以 80%以上之一致性為共識值，其統計學的

power 高於 90%。 

3. 教育性性質試題結果得採參考判讀結果或以各實驗室百分比等級方式提供參加實驗室自行評

估之參考。 

q. 所有指定值的來源、計量追溯性和量測不確定度； 

r. 參加者表現評估的準則：  

1. 符合: 和 80％以上實驗室一致 

2. 不滿意：和 80％以上實驗室不一致 

3. 無法評比：一致性低於 80％ 

s. 回饋參加者的資料、中期報告(interim reports)或資訊的描述； 

1. 學會收到實驗室寄回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結果回報單後，立即以 email 及紙本回報目前統計之

結果給實驗室，如附件三。本次細胞病理能力試驗採將二種答題類型應用於同一題 

2. 常規測試題：結果納入統計及實驗室表現之評比，評比結果可納入實驗室內部品質系統運

作； 

3. 教育性測試題：不列入評比，僅供實驗室作為自我教育之參考。 

t. 根據能力試驗計畫產出所做的結論及參加者結果對外公開程度之描述： 

1. 問卷統計及分析 

2. 各種問題回覆 

3. 統計分析：每組參加者至少需要 14 家實驗室，以 80%以上之一致性為共識值，其統計學的

power 高於 90%。 

4. 教育性測試題：不列入評比，僅供實驗室作為自我教育之參考。 

u. 能力試驗物件遺失或損壞時採取的措施： 

為確保細胞病理能力試驗順利的進行，所有物件備製備份玻片（至少一組），以防止因物件玻片

破損或遺失，造成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的中斷或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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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能力試驗聯絡人：王純怡 
辦公地址：104108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32 號 3 樓 
電話：02-25079593 
E-mail：tscc.cyto@gmail.com 
代理人：黎治平 (電話: 0933992422 / Email: t000172@gmail.com) 

w. 附件： 
附件一、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成員資訊［表單編號：QP01-(01)］ 

附件二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結果回報單格式（範本）［表單編號：SOP0501-(01)］ 

附件三 能力試驗結果通知（範本）

mailto:tscc.cyto@gmail.com
mailto:t00017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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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成員資訊［表單編號：QP01-(01)］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細胞病理能力試驗委員會成員通訊資料 
屆次：第三屆 (任期：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09 月) 

 
姓 名 職  稱 現   職 

黎治平 主任委員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兼任教師 

賴瓊如 委員(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高瑞聲 委員兼品質主管 嘉義基督教醫院病理科 

詹一秀 委員 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鄒梅舉 委員 台北馬偕醫院病理科 

吳美玲 委員 和信醫院病理檢驗科 

王業翰 委員 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淑娟 委員 台北病理中心 

王純怡 秘書兼能力試驗執行人（聯絡人）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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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細胞病理能力試驗結果回報單格式（範本）［表單編號：SOP0501-(01)］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細胞病理實驗室能力試驗參加者結果回報單 

 

檢驗單位：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報告日期： 年 月 日 

物件编號 實驗室判讀結果 
單選題(請填寫判讀結果代碼，見后) 
(本欄僅供教育性參考，不列入評核成

績) 

物件相關建議 
或品質問題反映 

 
□ 陽性 
□ 陰性  

 

 
□  陽性 
□  陰性  

 

 
□  陽性 
□  陰性  

 

 
□  陽性 
□  陰性  

 

 
□ 陽性 
□  陰性  

 

 
 
陽性：Positive for malignancy, including definite or suspicious for malignancy. 
陰性：Negative for malignancy, including normal, reactive or inflammatory change. 

 
※結果判讀標準－陽性或陰性結果一致性達到 80%以上 

 
 
 
 
 
 
 
 
 
主管審核：________   _ _聯絡人：___   _   ___日期：____   __    
 版本：2.0   修訂日期：2018/09/18 表單編號：SOP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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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能力試驗結果通知（範本） 

 
致，貴實驗室細胞學診斷回報之結果為： 

題目

編號 
物件編號 貴實驗室判讀 群組判讀結果 目前參與實

驗室數目 
參考判讀結果 貴實驗室表現 貴實驗室判讀

結果代碼 
參考判讀結果

代碼 
1 N0041 陽性 陽性(100%) 16 陽性 符合 4182 4182 

2 N0051 陰性 陰性(100%) 16 陰性 符合 1110 1110 

3 N0053 陰性 
陽性(75%) 

陰性(25%) 
16 陽性 無法評比 1108 4162 

4 N0059 陰性 
陽性(18.75%) 

陰性(81.25%) 
16 陰性 符合 1110 1110 

5 N0063 陽性 
陽性(18.75%) 

陰性(81.25%) 
16 陰性 不滿意 4148 1108 

 
符合: 和 80％以上實驗室一致 
不滿意：和 80％以上實驗室不一致 
無法評比：一致性低於 80％ 

報告日期：   年     月    日 

  

單選題結果 
(本欄僅供教育性參考， 

不列入評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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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基本資料： 

題目

編號 
物件

编號 
性

別 
年

齡 
染色法 檢體別 個案病史說明 外科病理之參考診斷 單選題結果 

(本欄僅供教育性參考，不列入評核成

績) 
判讀結果代碼 群組判讀

結果代碼 
判讀 
結果 

1 N0041 F 29 Liu stain       

2 N0051 M 68 Pap stain       

3 N0053 F 83 Pap stain       

4 N0059 F 72 Pap stain       

5 N0063 F 43 Pap st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