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術科地點：
檢測方法：
樣品製備方法
□NIEA D401 □NIEA D404 □NIEA D406
□NIEA D409 □NIEA D412 □NIEA D414
□NIEA D415 □NIEA D416 □NIEA D417
□NIEA D419

□NIEA D415
□NIEA D433
□NIEA M105
□NIEA W410

上機方法
□NIEA D431 □NIEA D432
□NIEA D434 □NIEA M104
□NIEA W306 □NIEA W330
□NIEA W415 □NIEAW454

壹、查核內容
一、人員
1.從事本項檢測之人員：（實際具檢測能力者至少應有兩名）
姓

名

學

歷

檢測年資
人員訓練紀錄 □A□B□C□D □A□B□C□D □A□B□C□D □A□B□C□D □A□B□C□D
方法熟悉程度 □A□B□C□D □A□B□C□D □A□B□C□D □A□B□C□D □A□B□C□D
方法操作技術 □A□B□C□D □A□B□C□D □A□B□C□D □A□B□C□D □A□B□C□D
品保品管觀念 □A□B□C□D □A□B□C□D □A□B□C□D □A□B□C□D □A□B□C□D
綜合評量
2.檢驗室主管及檢測報告簽署人：
檢驗室主管 檢測報告簽署人 檢測報告簽署人
職
務
姓

名

學

歷

方法熟悉程度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品保品管觀念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綜合評量
說明：1.各欄之 A 表示非常熟悉或非常完整、B 表示熟悉或完整、C 表示普通或
尚可、D 表示差。
2.方法熟悉程度係指對方法原理（包括儀器設備原理）、適用範圍、干擾、
檢測步驟與流程及數據處理等之了解程度。
3.方法操作技術係指儀器設備操作、數據處理等之實作技術。
4.品保品管觀念係指對儀器設備校正檢量線及相關品質管制規範之了解或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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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一、人員 詳壹、人員。

容查
核
詳壹、人員。

結

二、儀 1. 分析天平、烘箱、蒸餾設備、排煙櫃、液氯採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器、設備
樣容器、採樣管、pH 計（試紙）、濾紙（膜）
及器材
等規格是否符合規定？

2. 原子吸收光譜儀（包括原子化器、氫化物產生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裝置（發生器）
、冷蒸氣原子發生器、或排氣裝
置）、汞測定儀器等是否符合規定？（NIEA
D415、NIEA D431、NIEA D432、NIEA D433、
NIEA D434、NIEA W306、NIEA W330）

3. 離子層析儀（包括注入閥、樣品迴路、保護管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柱、陰離子層析管柱、抑制裝置、具溫度補償
之電導度偵測器）
、或紫外光/可見光吸收偵測
器是否符合規定？（NIEA W415、NIEA W454）

4. 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是否符合規定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如：可調速蠕動幫浦、流量控制器、光譜背
景校正功能、資料儲存及列印功能、如使用自
動取樣器具備有效跨樣洗針動作等）？（NIEA
M104）

5.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是否符合規定（如：分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信號之解析度在 10%波峰高度時的寬度必須
小於 1 amu。量測之質量範圍至少為 6 至 240
amu，並提供同重素干擾校正及內標準定量法
等功能。霧化器流量及樣品溶液導入方式建議
配合質流控制器及蠕動泵的使用，以精確控制
樣品溶液導入效率等）？（NIEA M105）

6. 分光光度計是否符合規定（如：檢測氰鹽時使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用波長 578 nm，附 1、2、5 cm 或更長光徑
之樣品槽。）？（NIEA W410）
三、試劑 1. 試劑水規格是否符合規定（如：比電阻是否在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16 M-cm 或 18 M-cm 以上、不含待測物
等）？
2. 試劑等級是否符合方法規定？購買市售標準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儲備溶液是否具可追溯濃度確認證明文件？
3. 基質空白溶液（檢量線製備用）是否依各飲用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水處理藥劑中不純物含量檢測之樣品製備法
規定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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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檢驗室名稱：

NIEA-PE-W19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果
三、試劑 4. 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或感應耦合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電漿質譜法執行檢測時，於混合標準溶液製備
之前，是否對儲備溶液進行分析，以釐清可能
光譜或質譜的干擾或不純物的存在；並須確認
這些元素在混合溶液中可相容且可穩定的存
在？（NIEA M104、NIEA M105）
5. 各類試劑是否依規定準備及均有適當之儲存，□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且未超過使用期限？
四、採樣 1. 是否依據採樣目的選擇最適當的採樣點及採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及保存
樣時間，以取得有代表性之樣品？
2. 是否依方法規定進行採樣和保存？
（1）液態氯化鐵樣品是否以樣品瓶收集，而固態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樣品先磨成粉末，混合均勻後，再使用氣密
之玻璃容器儲存？（NIEA D401）
（2）是否以採樣管進行每批樣品以 3 個容器各盛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裝至少 0.45 kg 樣品，總樣品再予混合均勻，
取 3 份各 0.45 kg 樣品，並密封於不透氣、
乾燥之玻璃或塑膠容器，每一樣品均貼樣品
標籤（採樣者簽名及註明採樣日期）？
（NIEA D404）
（3）樣品數是否為包裝或容器數目 5%？任何破掉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之包裝是否不進行採樣？是否以採樣管進
行顆粒或粉狀樣品？粒片狀是否由容器中
隨機取樣？固態樣品是否自每一包裝或容
器中採取大致等量樣品，至少 7.3 kg，混合
均勻，取 3 份各 0.45 kg 樣品，並密封於不
透氣、乾燥之玻璃或塑膠容器（置於抗腐蝕
容器或金屬製鼓狀容器裝運），每一樣品均
貼樣品標籤（採樣者簽名及註明採樣日
期）？（NIEA D412）
（4）是否以塑膠瓶收集次氯酸鈉、氫氧化鈣（樣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品瓶儘速置於防潮容器）、聚氯化鋁或聚矽
酸鐵樣品？（NIEA D406、 NIEA D409、
NIEA D417、NIEA D419）
（5）是否以 1 L 廣口聚乙烯瓶收集氫氧化鈉樣品，□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冷藏於 4±2℃？（NIEA D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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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檢驗室名稱：

NIEA-PE-W19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果
四、採樣 （6）採樣運送及檢驗時是否配備適當之安全防護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及保存
設施，如具有氯吸附劑之排煙櫃、護目鏡、
手套及呼吸防護器等？採樣分析是否由具
經驗者從旁協助指導，不得單獨操作以避免
危險？採樣前，將採樣容器與管線連接後，
是否先進行滲漏檢查，再將液氯由管線上移
至採樣容器內，採得約 300 mL 液氯，妥善
密封送至實驗室立即進行樣品處理？
（NIEA D415）
（7）是否以玻璃或塑膠樣品瓶收集液態硫酸鋁樣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品，並立即以濃硝酸調整 pH 至 2 以下？
（NIEA D416）
3. 樣品是否於採樣後（保存期限）28 天（氰鹽 14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天）內完成分析工作？
五、檢測 樣品製備
步驟
NIEA D401
1. 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發射光譜法檢測時是否依樣品中鐵含量換算
稱取相當於 0.6 g 氯化鐵（精稱至 0.1 mg）之
樣品，加入 25 mL 濃鹽酸後以 0.15% (v/v)硝酸
溶液定容至 100 mL？
2. 以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冷蒸氣原子吸收光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譜法檢測，是否依樣品中鐵含量換算稱取相當
於 0.06 g 氯化鐵（精稱至 0.1 mg）之樣品加入
25 mL 濃鹽酸後，以 0.15% (v/v)硝酸溶液定容
至 100 mL？
3.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NIEA D404、NIEA D412
1. 含水率測定是否依 NIEA R203 相關檢測步驟檢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測？
2. 樣品以試劑水溶解後是否在排煙櫃內以濃鹽酸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NIEA D412：濃硝酸）調整 pH 值至＜2？樣
品加熱是否為不沸騰狀態？是否以試劑水定
容至 100 mL？
3. 是否製備試劑空白樣品？步驟是否同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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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果
五、檢測 NIEA D406
步驟
1. 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發射光譜法檢測時是否依藥劑中有效氯（Cl2）
含量之不同，稱取相當於含有 1.25 g 有效氯（精
稱至 0.1 mg）之藥劑為分析樣品，在排煙櫃內
以濃鹽酸調整至 pH 值＜2 後，再以試劑水定
容至 50 mL？
2. 以氫化砷原子吸收光譜法、冷蒸氣原子吸收光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譜法檢測，是否稱取 2 g（精稱至 0.1 mg）藥劑
為分析樣品，在排煙櫃內以濃鹽酸調整至 pH
值＜2 後，再以試劑水定容至 50 mL？
3. 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檢測，是否 取約 0.5 g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精稱至 0.1 mg）藥劑為分析樣品，以含 1%
硝酸及 0.5%鹽酸之混合酸液定容至 250 mL？
是否 依各檢驗項目之濃度做適當的溶液稀釋
與添加？
4. 以離子層析法或水中無機氧鹵化物檢測方法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檢測，是否 取約 0.5 g（精稱至 0.1 mg），或適
量的藥劑為分析樣品，以試劑水定容至 50
mL？是否 依各檢驗項目之濃度做適當的溶液
稀釋與添加？
5.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檢測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無機氧鹵化物以 0.45 µm 的濾膜）過濾？
NIEA D409
1. 是否在 100 mL 燒杯中置入 5 mL 試劑水，於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加熱板上加熱，使水溫上升至大約 60℃，再稱
取相當於含有 1.5 （
g 檢測硒為 0.15 g）Ca(OH)2
（精稱至 0.1 mg）之藥劑為分析樣品，緩緩攪
拌並加入上述試劑水中（必要時可將燒杯從加
熱版上移開，使溶液不至濺出）
，成為糊狀溶液
後，加入 25 mL 溫度 80℃之試劑水，冷卻至
室溫，加入 12.5 mL 濃鹽酸，添加試劑水至總
體積為 50 mL？
2. 樣品製備溶液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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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五、檢測 NIEA D414
步驟
1. 是否稱取相當於含有 1.0 g NaOH（精稱至 0.1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mg）之藥劑為分析樣品，並置於經酸液清洗過
之燒杯中，加 30 mL 試劑水使樣品均勻溶解
（加入過程中可能會有熱產生，必要時需用水
浴使其降溫），將溶液置於排煙櫃內，若使用
NIEA D431、NIEA M104 分析，以濃硝酸（若
使用 NIEA D432、NIEA D433、NIEA D434 分
析，以濃鹽酸）調整溶液至 pH 值＜2，再以
0.15%硝酸溶液定容至 50 mL？
2.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NIEA D415
1.

杜而瓶是否置於排煙櫃中？瓶內是否加入碎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乾冰塊，並加入二氯甲烷形成低溫浴？

2.

是否等置於浴面錐形瓶溫度達平衡後，再由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液氯採樣容器內緩慢導出約 100～200 mL 之
液氯於錐形瓶中，俟穩定後將錐形瓶移出秤
重（精稱至 0.1 g），並記錄液氯重量？

3.

是否在排煙櫃中將插有玻璃管之矽膠塞塞住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錐形瓶瓶口，使液氯在室溫下自由揮發，直到
完全揮發為止，才加 10 mL 硝酸溶液(1＋9)
於錐形瓶中，以溶解液氯揮發後留下之殘渣，
再加 25mL 試劑水後移入 50mL 量瓶中，以
試劑水定容至刻度備用？

NIEA D416
1.

是否依藥劑中鋁含量之不同，稱取相當於含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有 1.68 g Al2(SO4)3‧18H2O（精稱至 0.1 mg）
，
之藥劑為分析樣品，置於 100 mL 燒杯內，以
10%（v/v）硝酸溶液添加至總體積約 80 mL？

2.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之？
3. 是否添加 10%（v/v）硝酸溶液定容至 100 mL？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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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五、檢測 NIEA D417
步驟
1. 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發射光譜法檢測時，是否依藥劑中鋁含量之不
同，稱取相當於含有 0.99 g AlCl3‧6H2O（精
稱至 0.1 mg）之藥劑為分析樣品，添加 0.15 %
（v/ v）硝酸溶液至總體積為 80 mL，添加 2
mL 的氯化鈉-鹽酸羥胺溶液，再添加 0.15%
（v/v）硝酸溶液至總體積為 100 mL？

2. 以氫化砷原子吸收光譜法、冷蒸氣原子吸收光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譜法檢測，是否稱取 2 g（精稱至 0.1 mg）藥
劑為分析樣品，添加 0.15%（v/v）硝酸溶液至
總體積為 50 mL？

3. 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檢測，是否 取約 0.5 g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精稱至 0.1 mg）藥劑為分析樣品，以 1%硝
酸及 0.5%鹽酸之混合溶液定容至 250 mL？是
否依各檢驗項目之濃度做適當的溶液稀釋與
添加？

4.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NIEA D419

1. 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發射光譜法檢測時，是否依樣品中鐵含量換算
稱取相當於含有 0.2 g 鐵（精稱至 0.1 mg）之
樣品，以 0.15 %（v/v）硝酸溶液定容至 100
mL？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法分析鉻時，是
否每 100 mL 溶液添加 1 mL 濃鹽酸及 1 mL 濃
氨水？

2. 以氫化物原子吸收光譜法、冷蒸氣原子吸收光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譜法檢測，是否依樣品中鐵含量換算稱取相當
於含有 0.02 g 鐵（精稱至 0.1 mg）之樣品，
以 0.15 %（v/v）硝酸溶液定容至 100 mL？

3. 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法檢測，是否 取 約 0.5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mL（精稱至 0.1 mg）樣品，以 1%硝酸定容至
250 mL？

4. 樣品製備溶液中若有殘渣，是否以濾紙過濾？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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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5. 檢測氰鹽是否取約 100 m（精稱至 0.01 g）L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樣品，以試劑水定容至 5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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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五、檢測 樣品分析
步驟
1. 樣品含水率測定是否達到恆重？

容查

核

結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2. 執行添加分析時之程序及添加量是否適當（小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於樣品體積之 2%）？是否採用高濃度低體積
添加？

3. 試劑標定方式是否正確？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4. 製備溶液樣品之前處理方式是否正確？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5. 檢量線製備
（1）製備檢量線時，是否包括至少 5 種不同濃度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不含空白）的標準溶液。
（2）檢量線最低一點的標準品濃度是否與方法定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量極限（約為 3 倍方法偵測極限）之濃度相
當？
（3）是否以同一儲備標準溶液，分別配製一系列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之標準工作溶液？
（4）檢量線相關紀錄是否註明製備日期、檢測項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目、標準品來源、標準品濃度、配製流程及
儀器感應訊號值等資料？
（5）檢量線製備完成，是否即以第二來源標準品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配製接近檢量線中點濃度之標準品進行分
析作確認？

6. 為確保儀器處於正常狀態，上機前是否執行儀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器（調）校正、感度確認、訊號穩定確認、儀
器歸零等？相關儀器最適操作條件之設定是
否恰當？

7. 儀器測定是否有適當程序，以檢查系統是否遭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受污染或是否有跨樣效應存在？

8. 樣品添加或稀釋過程是否正確？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9. 樣品編碼標示是否完整，足供識別？若樣品添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加之回收率或參考樣品之回收率異常時，是否
有能力判別其干擾之可能來源及程度以及干
擾之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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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果
五、檢測 10. 使用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或感應耦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步驟
合電漿質譜儀，是否符合該儀器方法品管規
範？樣品濃度過高需要稀釋時，是否保持與檢
量線標準溶液相同之酸度？（NIEA M104、
NIEA M105）

11. 以 ICP-OES 或 ICP/MS 進行複雜樣品基質的檢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測時，是否事先確認有無發生干擾效應，並針
對所遭遇的光譜性、化學性、物理性或同重素
干擾問題，研擬一適當的修正對策，以求得正
確的檢測結果？（NIEA M104、NIEA M105）

12. 樣品與檢量線標準溶液之內標準品添加方式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是否一致？（NIEA M105）

13. 離子層析樣品分析前是否視需要先將樣品通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過 0.45 μm 之濾膜，以去除樣品中之粒子？
（NIEA W415、NIEA W454）

14. 是否依飲用水處理藥劑之樣品製備法所產生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的製備液，直接吸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並使用基質匹配（Matrix match）方式之檢量
線，測定其中重金屬之濃度。（NIEA D431、
NIEA W306）

15. 飲用水處理藥劑製備液中的硒，是否經鹽酸溶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液消化成四價硒，於氫化物產生裝置與氫硼化
鈉反應為硒化氫，藉由氬氣（或氮氣）載送至
原子吸收光譜儀，在原子化器中生成硒原子，
於波長 196.0 nm 處測其吸光度並定量之。
（NIEA D432）

16. 飲用水處理藥劑酸化液中的砷，是否經硫酸及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過硫酸鉀溶液消化並氧化成為五價砷，再以碘
化鉀還原成三價砷，於氫化物發生器還原為砷
化氫，經由氣體載送至原子吸收光譜儀，在原
子化器中生成砷原子，波長 193.7 nm 處測其
吸光度定量之。（NIEA D433）

17. 飲用水處理藥劑酸化液中的汞，是否經硫酸、□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高錳酸鉀及過硫酸鉀溶液氧化成為兩價汞離
子。於冷蒸氣發生器以硼氫化鈉或氯化亞錫還
原為汞原子，經由空氣、氬氣或其他氣體載送
至原子吸收光譜儀，在波長 253.7 nm 處測其
吸光度定量之。（NIEA D434、NIEA W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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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檢驗室名稱：

NIEA-PE-W19

壹、查核內容
項
目內
容查
核
結
果
五、檢測 18. 檢測氰鹽之前處理及蒸餾方式是否正確？氰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步驟
鹽濃度之測定是否依檢測方法操作？（NIEA
W410）
六、結果 1. 結果處理計算是否正確？例如乾基換算、單位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表示等。
處理
2. 樣品經稀釋處理，計算測定值是否正確？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七、品質 1. 以 ICP/MS 檢測時是否監測內標準品訊號強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度，以瞭解是否發生儀器訊號改變、物理性干
管制
擾、標準品添加錯誤或樣品中含有天然存在之
內標準元素而導致內標準品訊號強度改變之
問題？是否有能力排除問題？
2. 是否每次樣品分析前重新製備檢量線？線性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相關係數是否大於或等於 0.995？
3. 檢量線確認與查核（離子層析法移動相溶液須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重新配製）之相對誤差值是否在規定範圍內？
4. 是否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至少執行一次空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白樣品分析，且空白分析值是否符合規定？
5. 是否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至少執行一次查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核樣品分析，且回收率是否在規定範圍內？
6. 是否每批次或每 10 個樣品至少執行一次添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加樣品分析，且回收率是否在規定範圍內？
7. 若添加回收率超過管制範圍，且待測元素(項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目)又不能以稀釋方式測得時，是否採用標準
添加法？
8. 當以紫外光/可見光吸收偵測器檢測 BrO3 －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時，是否同時監測導電度偵測器上擬似標準品
之訊號，其回收率應介於 90~115％？ （NIEA
D454）
9. 含水率測定是否依 NIEA R203 執行 3 重複， □是□否□不完整□不適用
且差異值與結果處理是否符合規定？

2017/06/29

3.0 版

第 12 頁，共 14 頁

飲用水處理藥劑不純物檢測上機術科考試評分表
NIEA-PE-W19

檢驗室名稱：
貳、現場評鑑評分表
項目

配分

得分

10
一、人員
10
二、儀器、設備及器材
10
三、試劑
10
四、採樣及保存
35
五、檢測步驟
10
六、結果處理
15
七、品質管制
100
總
分
備註：1. 最高得分為 100 分；得分達 60 分以上，且各分項目得分均高於該項
目配分之 50%者為合格。
2. 評鑑項目有部分合格及不合格時，請直接在得分欄區分不同之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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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室名稱：
叁、現場評鑑意見
項目

代碼

評鑑意見

備註

註:代碼說明 C:主要缺失 M:次要缺失 R:建議事項
現場評鑑專家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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