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編號：TAF-CNLA-T20(1)

測試領域遊測技術規範

文件類別：技術規範
日

期：2019 年 8 月 15 日

1. 適用範圍：
本文件為本會規範申請或認證測試領域(註 1)實驗室，於非固定場地(註 2)所執行
的實驗室測試活動時，相關特定技術要求。本文件架構為依據 ISO/IEC 17025：
2017(中文版為 CNS 17025：2018)的章節編排，如章節內容之 ISO/IEC 17025：2017
的要求已足夠，無需另增加特定技術要求時，於對應章節將以「無特別要求」呈
現。
註 1. 測試領域的定義，請參考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A01)。本文件之
適用範圍不包括土木工程測試領域實驗室。
註 2. 依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A01)的定義, 非固定場地係指實驗室
總部與測試/校正場地以外之非固定地點，此地點可為顧客委託之場所或移動式設施。

2. 參考資料：
本文件名詞與定義參照下列文件：


ISO/IEC 17000, Conformity assessment — Vocabulary and general principles



ISO/IEC Guide 99, International vocabulary of metrology — Basic and general
concepts and associated terms (VIM)



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A01)



ISO/IEC 17025,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CNS 17025,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事項

3. 名詞定義：
遊測：為實驗室人員於非固定場地，所執行的實驗室測試活動。若抽樣屬於文件
化的遊測方法的一部分時，遊測活動也包含抽樣的行為。
註：非固定場地(Sites away from permanent facilities)：實驗室總部與測試/校正場地以外之非
固定地點，此地點可為顧客委託之場所或移動式設施。實驗室獲得遊測的認證時，於認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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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續頁的測試範圍，會呈現「遊測(on-site testing)」或「含遊測(on-site testing included)」
。

4. 一般要求事項
4.1 公正性(無特別要求)
4.2 保密(無特別要求)
5. 架構要求事項
5.1 實驗室活動範圍包括遊測時，應界定其遊測活動範圍，例如遊測的項目或範圍
(Testing range/ Testing level)並予以文件化。同時，實驗室應有適用於遊測細節與
作業的監督管理措施。
5.2 實驗室應明訂影響遊測活動結果的相關人員之責任、授權及相互關係。
6. 資源要求事項
6.1 一般(無特別要求)
6.2 人員
6.2.1 實驗室應確保執行遊測活動相關人員(如遊測人員、報告簽署人或是約聘人
員)，具有符合其適任性的要求、遴選、訓練、督導(相關時)、授權及監督
管理，並保留相關紀錄。
註：執行遊測活動或簽署報告的人員能力授權，應可識別於對應申請/認證範圍的項
目或代碼。

6.3 設施與環境條件
6.3.1 於非固定場地執行遊測活動時，設施與環境條件應滿足遊測方法或相關規
格或程序的要求。
6.3.2 當執行遊測的環境條件對於遊測結果之效力有影響時，應有措施予以監督、
管制及記錄環境條件。
6.3.3 適當時，應有效隔離遊測活動的區域範圍，使遊測活動不受影響。
6.4 設備
6.4.1 若遊測活動會使用外部提供的設備，實驗室除應記錄與保存此設備的計量
追溯資訊與其他相關的重要規格資訊，且於每次使用前應確保此設備，已
滿足相關規格與遊測方法的要求。
6.4.2 遊測過程所使用到的所有設備(包括輔助性量測設備)，實驗室應有相關程
序以處理、運輸、儲存、安裝、使用及計畫性維護及管理。當遊測過程使
用的設備，脫離實驗室管制至非固定場地使用時，應維持攜出與攜回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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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相關措施與紀錄。
6.5 計量追溯性(無特別要求)
6.6 外部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無特別要求)
7. 過程要求事項
7.1 需求事項、標單及合約之審查(無特別要求)
7.2 方法的選用、查證及確證
7.2.1 遊測人員應可於執行遊測的非固定場地取得最新版本遊測方法或程
序。可行時，遊測活動的執行，應予以文件化，內容應至少包含以下：
1).需使用的設備或操作流程；
2).遊測方法或設施要求的環境條件；
3).遊測方法；
4).執行遊測活動有偏離或不符合時的處理措施；
5).遊測活動的紀錄。
7.3 抽樣(無特別要求)
7.4 試驗件或校正件的處理(無特別要求)
7.5 技術紀錄
7.5.1 遊測紀錄應包含原始量測數據、測試時間及影響測試結果的環境狀況。
應注意紀錄方式的合適性與安全性，以避免因環境因素造成的損壞。
若使用電子形式的紀錄，應有保護或備份及避免非經授權者存取或修
改的措施。
7.5.2 應保存清晰的遊測紀錄，且不致於因遊測活動的可能影響而造成無法
辨識。
7.5.3 實驗室應確保得自遊測活動的資料與紀錄的安全性與保密性。
7.6 量測不確定度的評估
7.6.1 實驗室應鑑別遊測過程的重要量測不確定度來源，並納入量測不確定
度評估。適當時，應將於實驗室總部或測試場地(註)執行測試的最小
量測不確定度，及執行遊測的最小量測不確定度分開評估。
註：實驗室總部或測試場地的定義，請參考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
(TAF-CNLA-A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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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確保結果的效力
7.7.1 實驗室的品保措施，應包含監督遊測過程的結果有效性。可行時，監
督遊測活動的資料與數據，應予分析與應用於品保措施。
7.7.2 可行時，實驗室可考量透過參加能力試驗或實驗室間比對，確保遊測
活動的能力表現。
7.8 結果的報告
7.8.1 實 驗 室 出 具 本 會 認 證 標 誌 的 遊 測 報 告 時 ， 除 應 符 合 ISO/IEC
17025:2017 要求與本會相關認證規範外，遊測報告應包含遊測的相關
細節，可行時，包括執行遊測的非固定場地的地址或地點。
7.9 抱怨(無特別要求)
7.10 不符合工作(無特別要求)
7.11 數據管制與資訊管理(無特別要求)
8. 管理系統要求事項
8.1 選項(無特別要求)
8.2 管理系統文件化(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3 管理系統的文件管制(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4 紀錄的管制(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5 處理風險與機會之措施(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6 改進(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7 矯正措施(選項 A) (無特別要求)
8.8 內部稽核(選項 A)
8.8.1 實驗室規劃與實施的內部稽核方案，應包括遊測項目或範圍的相關要
求，必要時，可規畫至必要的非固定場地，查證遊測執行的能力維持
與持續符合管理系統的要求。
8.9 管理階層審查(選項 A)
8.9.1 管理階層審查應考量到遊測的活動。
聯絡人：本會實驗室認證二處 藍怡雯

聯絡電話: (03) 533- 6333 轉 231

實施日期：2020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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