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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建立抽血之標準作業程序，以維護檢驗品質，患者安全及避免錯誤之發生。 

2 範圍： 

2.1 適用範圍：用於門診及病房患者檢體採集。 

2.2 流程範圍：由病人報到開始到進行採檢程序之進行。 

2.3 檢驗科各組服務時間與聯絡方式： 

單位  服務時間  分機 

主任辦公室  8:30~17:30 3135 

事務員  9:00~18:00 3134 

門診抽血  星期一~五：7:30-21:30 

星期六：7:30-12:30 

3132 

血庫  24 小時 3133 

生化  24 小時 3131 

血液 24 小時 

鏡檢  24 小時 

細菌  24 小時 

血清  24 小時 

     本院地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號 

    服務電話:04-36113611 

3 名詞解釋:無。 

4 相關文件 

4.1 長安醫院病人安全年度目標工作手冊。 

4.2 104 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2.1.5 病人於門診及住院時之檢查、處置與檢體

採集和運送，皆應保障其隱私及權利。 

4.3 104 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2.8.2 具備符合標準之醫事檢驗作業程序，並確

實執行。 

4.4 ISO15189 醫學實驗室-品質與能力要求之 5.4 檢驗前流程。 

4.5 檢驗科檢驗手冊。 

5 權責 

5.1 管理權責：本流程是由檢驗科門診鏡檢組負責。 

5.1.1 本流程訂定、修改、廢止均應由門診鏡檢組提出，經科內文件更改程序，呈主任

核准後提送醫品中心。 

5.1.2 績效衡量機制：負責部門應該針對本流程控制點，定期在部門會議報告，做提

醒，以確保落實執行。 

5.1.3 所有檢驗科及相關護理人員均需依此標準檢驗程序執行相關步驟。 

5.2 相關人員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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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權責 

檢驗科 醫檢師 依據程序，正確辨識，正確採集 

護理部 護理師 依據程序，正確辨識，正確採集 

6 流程圖 

 

 

 

 

 

 

 

 

 

 

 

 

 

 

7 程序說明 

7.1 開立醫囑檢驗單 

7.1.1 電腦醫囑檢驗單 

7.1.1.1 醫囑檢驗單於電腦作業系統正常運作情形下，一律以電腦開立，電腦醫囑檢

驗單內容包括: 

A 病人姓名、病歷號。 

B 病人性別、年齡、身份證字號。 

C 病人來源（門診、急診、住院病房床號、體檢）。 

D 醫囑序號、處方號。 

E 醫囑開單日。 

F 開單科別、醫師。 

G 檢驗項目。 

H 檢體別。 

I 採檢容器及必要時加註採檢注意事項。 

7.1.2 手寫醫囑檢驗單 

7.1.2.1 除非有電腦當機等特殊無法使用電腦開立醫囑檢驗單的狀況，檢驗科才受理

手寫醫囑檢驗單，內容包括： 

A 病人姓名、病歷號。 

門診病人報到 

病人辨識 

檢體標示 

採集前評估 

 

檢體採集 

急診、住院醫師

開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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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病人來源（門診、急診、住院病房床號、體檢）。 

C 醫囑開單日。 

D 開單科別、醫師。 

E 檢驗項目。 

F 檢體別。 

7.2 病患報到及檢體標示 

7.2.1 病患持健保卡於報到系統插卡或其它證件於人工報到櫃臺報到後，醫檢師依標籤

所示容器採檢。 

7.2.2 無醫囑或不需採檢插入健保卡後自動報到機器會無法報到，不在預定採血期間醫

囑可於人工報到櫃檯辦理報到。 

7.2.3 當醫囑開立後，病人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報到採檢，便視同病人同意檢驗，無

需另簽同意書。 

7.2.4 特殊檢驗，如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之檢驗或輸血檢驗，應在臨床端先行徵得病人

同意並簽立同意書始得執行，實驗室端不再另外要求病人簽立同意書。 

7.3 病人辨識  

7.3.1 採檢人員於採檢前務必確實核對病人身份。 

7.3.2 收取病人健保卡(或可辨識身分之證件)與檢驗單時，需先確認其檢驗單上姓名與

健保卡上之姓名是否相符。 

7.3.3 採檢前須再持健保卡及採檢試管，詢問病人姓名，請病人自行答覆姓名，確認身

份無誤後才能進行採血；未能言語者，可請病人出示具照片之證件進行核對。 

7.3.4 無證件可供辨識之病人，可請對方回答生日或身分證字號核對。 

7.3.5 虛弱之病人可由隨行親友代為答覆，採檢人員仍需適度查核病人性別、年齡及所

顯示之採血意願與意識狀態，若無法確認，則不得進行採血。 

7.3.6 兒童應有親屬陪同，以協助辨識身份，陪同家屬應協助輔導兒童之採血意願。 

7.3.7 檢體採集容器上標示內容亦須至少包含病人兩個辨識資料，辨識資料包括但不限

於病人姓名、生日、病歷號、身份證號碼、唯一編號等。 

8 檢體採集原則 

8.1 血液檢體採集 

8.1.1 血液檢體採集前評估 

8.1.1.1 評估(詢問)是否有使用抗凝藥物或為凝血功能異常。 

8.1.1.2 評估(詢問)是否對酒精及乳膠過敏。 

8.1.1.3 若檢驗項目有飲食限定需求者，如 glucose(AC)、glucose(PC)、TG…等，須對

病人進行飲食狀況評估。 

8.1.1.4 若檢驗項目有時間點限定需求者，如 cortisol AM、cortisol PM、GH…等，須

對病人進行採血時間點之合適性評估。 

8.1.1.5 若檢驗項目為血中藥物濃度者，如 Theophylline、Digoxin、Phenytoi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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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病人用藥狀況進行評估。 

8.1.1.6 若檢驗項目為特殊凝固學檢查者，如 Platelet function test、Platelet aggregation 

time…等，須對病人過去出血狀況、服用藥及飲食物狀況與血小板數量等進

行評估。 

8.1.1.7 請病人放鬆心情、不要緊張，且隨時觀察及注意病人狀況。協助病人調整適

當的採血姿勢，並露出合宜之採血部位，以便於採血。 

8.1.1.8 小於一歲的嬰兒如果仍在睡覺，應輕拍將他喚醒，以免於採血時受到驚嚇。 

8.1.1.9 評估可能躁動之病人或兒童，應取得病人或家屬同意，予以適當之保護性束

縛，以便於採血。 

8.1.1.10 告知病人於採血過程中會有些微疼痛感，可於短時間完成；切勿告訴病人不

會痛。 

8.1.1.11 採血人員務必穿著本院制式實驗衣、佩戴識別證及執業執照、戴口罩及手

套，必要時應戴防護面罩或穿著隔離衣。 

8.1.1.12 採血前應備妥所有採血相關工具（包括：所需採血試管種類及數量、75%酒

精棉球或消毒用酒精棉片、Providine-Iodine、無菌乾棉球、連續真空採血針

或一般空針、Holder、止血帶等），避免採血時手忙腳亂。 

8.1.1.13 採血前應確實對採血部位以 75%酒精棉球或消毒用酒精棉片進行消毒；若病

人對酒精過敏，請改用 Providine-Iodine 消毒。消毒後，若採血人員需再次以

手觸摸欲採血部位，則需再重新進行消毒動作。 

8.1.2 靜脈血液採集 

8.1.2.1 止血帶應綁在離下針處上方 7.5 至 10.0cm 處。 

A 同一個地方使用止血帶，不可超過一分鐘，若是超過一分鐘，則可能造成血液滯

留，亦可能造成血腫，導致結果值異常。若是鬆綁後要再次使用，尚須相隔兩分

鐘為佳。 

B 若病人皮膚狀況不適合使用止血帶，可將其綁在衣服上方，或以紗布相隔。 

8.1.2.2 血管找尋方式為利用指腹尋找靜脈血管並觀其走向。 

8.1.2.3 一般採血以肘靜脈為主，選擇明顯且具有彈性的血管，一般肘靜脈採血建議

部位如下： 

A 尺骨中靜脈（Median cubital vein）：位於肘窩的表淺靜脈，最常被選的肘靜脈穿

刺部位。 

B 貴要靜脈（Basilic vein）：位於肘前臂，為肱靜脈分枝。 

C 頭靜脈（Cephalic vein）：位於肘上臂，為腋靜脈分枝。 

D 手背上的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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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若找不到適合採血的靜脈或因檢驗需求而需採集動脈血時，通知開單醫師，應由

受過動脈採血訓練之醫師或專科護理師進行採血，並告知病人採血原因及採血後

務必緊壓採血處 10 分鐘以上，直到不再流血為止。 

8.1.2.4 血管選擇位置在下列部位應避免抽血： 

A 面積廣大之傷疤(如燙傷痊癒處)。 

B 乳房切除後同側手臂血管，多半會淋巴滯留不宜抽血。 

C 注射專用之靜脈導管、腹膜透析之靜脈。 

D 廔管及人工血管。 

E 點滴輸入同側手臂。 

F 輸血同側手臂。 

G 水腫部位。 

H 血腫部位。 

I 動靜脈瘻管或任何導管同側手臂。 

J 受感染部位 

8.1.2.5 空針採血： 

A 利用空針採血時，應確定針頭與針筒是否密合，並以排氣的方式來確認針頭是否

流暢。 

B 取酒精棉或以酒精棉片，來回用力擦拭欲抽血之部位，消毒範圍約直徑 10 cm

（消毒後勿再以手觸摸採血部位），去掉針頭蓋，針頭之斜面部分朝上，以約 15 

度角度穿刺，待回血後慢慢拉出血液，切勿用力拉，以避免溶血，若無法順利採

血的話請重抽。 

C 採取足夠的血液後以乾棉球滅菌或紗布或酒精棉片壓住抽血部位，拔出針頭，請

病人按壓止血 5 分鐘。依照試管分裝順序沿著試管斜面使血液自然流入，分裝後

需立即混合血液，使血液與抗凝劑作用完全，試管採血分裝順序及混合次數如

8.1.2.7。 

8.1.2.6 真空採血： 

A 真空採血針去掉尾部白色蓋子，旋轉套牢於 holder 中，將試管置放於 holder 後

方待用，但切勿將試管推入 holder 中，否則試管將失去真空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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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取酒精棉或酒精棉片後，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欲抽血之部位，消毒範圍約直徑 10 

cm（消毒後勿再以手觸摸採血部位），去掉針頭蓋，針頭之斜面部分朝上，以約

15 度角度穿刺，感覺已進入血管後將試管推入 holder 中，若已回血即可進行採

血，於採夠適當血液量後拔出試管，再插入另一支試管直到全部採血完成。若無

回血可以稍微移動一下針頭，若一直無法回血時可以試另一支試管（因為有時是

試管失去真空），若仍無法順利採血的話請重抽。試管採血分裝順序及混合次數

如 8.1.2.7 圖。 

C 抽血後鬆開止血帶，壓上消毒過之乾棉球，並拔出針頭，等病人確實壓住傷口後

才可以放開，並請病人止血 5 分鐘，以達到完全止血避免淤血發生。 

D 多試管之收集：為避免抗凝劑的相互干擾，採血順序如 8.1.2.7 圖所示。 

8.1.2.7 採血試管採及與混合次數： 

 

珍珠白蓋管抽血順序同紫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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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8 血液培養(Blood culture)檢體採檢 

A 依醫囑準備需用之血瓶，尋找到合適之血管後，進行消毒。 

a 血液培養瓶口消毒：去除血瓶瓶蓋，分別以75%酒精棉枝或酒精棉片，由內

往外消毒血瓶口。 

b 皮膚清潔及消毒：採檢前須先清潔皮膚，以75%酒精棉枝或酒精棉片清潔採

檢部位，須待酒精自然風乾。消毒步驟為兩道或三道消毒步驟。 

c 第一道消毒以75%酒精棉枝或酒精棉片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欲抽血部位，待

自然風乾後；第二道以10%酒精性碘液，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欲抽血部位，

停留至少30秒(若使用10%水溶性碘液消毒至少需停留90秒)；第三道以75%酒

精棉枝或酒精棉片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欲抽血部位，若使用2%chlorhexidine

則不須第三道消毒步驟，待自然風乾。若抽血者可能會觸摸到病人採血位置

時，其該觸摸部位亦需進行三道步驟消毒。(說明1：第三道消毒步驟主要為

去除碘之成分；2% chlorhexidine不可使用於2歲以下之新生嬰兒)。 

B 採檢時機：於病人畏寒、寒顫或發熱期間，二至四小時內送檢二至三次，每次間

隔一樣，最好為一小時。盡量於病人未經抗生素治療前採檢，若需立即給予抗生

素治療或非常急迫的狀況下，可於治療前連續在不同部位採集兩套血液培養或間

隔 20-30 分鐘採集第二套血瓶，共採集 2~3 套。 

C 血液分裝 

a 血液培養瓶為第一優先分裝之容器。 

b 空針採血：先注入厭氧瓶培養瓶，再注入需氧培養瓶。 

c 蝴蝶針採血：先注入需氧培養瓶，再注入厭氧培養瓶。 

D 血液培養瓶檢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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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9 血液凝固檢體採檢 

A 避免經由使用肝素沖洗過的管線採集檢體。如果檢體必須經由內導管來取得，須

要考慮 heparin 的污染及檢體被稀釋的可能。當檢體必須經由肝素沖洗過的管線

採集時，需要使用 5mL 的生理食鹽水來沖洗，且最前面 5mL 的血或 6 倍的管線

量的血量須丟棄後才能採集血液凝固試驗的檢體。 

B 當患者 Hct＜55%時，建議採檢量與抗凝劑比例為 9：1；允收範圍為+/-10%，當

Hct＞55%時，需向血液血庫組索取已調整抗凝劑量之採檢試管。 

C 檢體量可接受範圍以實際需求檢體量±10%為原則 

8.1.2.10 Cold agglutinin、Cryoglobulin、IFE for Cryoglobulin 

A 此項目採集前先通知檢驗科人員。 

B 檢體採集時，於旁準備一杯溫水(37-41℃，水溫不可低於 37℃)，採集後之血液立

即置於溫水中，以人工方式傳送至檢驗科。 

8.1.2.11 酒精濃度(Alcohol)檢體採集 

A 檢體採檢流程同靜脈血液採集，但皮膚消毒需使用 10﹪povidone-iodine。 

B 採檢後，請以乾棉球或棉棒進行止血。 

8.1.2.12 血庫檢體採集 

A 血庫檢體採血管為紫頭管，檢體上需貼上已填寫完整資料之血庫專用標籤紙。 

B 使用血庫專用標籤時，採血者須於標籤紙上簽名，並有第二個人核對複簽

（double sign）確認。 

C 採檢時需適時評估醫囑上病人輸/備血數量，藉此衡量檢體需求量，當備血數目多

時，請勿採取過少之檢體。 

D 緊急輸血及抗體鑑定檢體需於血袋開始輸注前完成採檢動作。 

E 血庫檢體標示範例如下: 

 

 

 

 

檢體標籤黏貼位置， 

多套檢體請標號碼。 

原條碼處禁止

黏貼 

貼標籤時需留空白視窗! 

檢體至少 2.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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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血液氣體分析(Blood gas analysis)檢體採檢 

8.1.3.1 可使用 A-Line 針筒或蝴蝶針採血，依醫囑之檢體別進行動脈血液採檢或靜脈

血液採檢。 

8.1.3.2 若為動脈血液採集時，需以手指觸動脈搏動的準確位置，選擇位置多為橈動

脈、足背動脈及股動脈。若選擇部位為橈動脈，須測試側肢循環，來確認橈

動脈的循環是否充足。 

8.1.3.3 採檢前須先清潔皮膚，以 75%酒精棉枝或酒精棉片清潔採檢部位，須待酒精

自然風乾，進行無菌消毒步驟。 

8.1.3.4 以完成無菌消毒的手指觸動脈搏動的準確位置，使動脈恰在手指的下方，在

食指邊的動脈搏動處進針，穿刺的進針方向為逆血流方向。 

8.1.3.5 當針筒內有回血狀態時，即可拉針栓抽血。取血後，拔出穿刺針，立即局部

壓迫止血 10 分鐘，對有出血傾向、凝血不良或高血壓的病患，壓迫時間應延

長。迅速將針頭已去針器去除，針筒前端套上黑色橡皮蓋防止血液與氣體接

觸。 

8.1.3.6 使用蝴蝶針採血，若為單採 blood gas 者，先用一般針筒將前段空氣排除，若

為同時採多管時，將 blood gas 於最後步驟再採檢。 

8.1.3.7 採完血液後，需於採檢後 15 分鐘內室溫或 30 分鐘內以冰浴方式送達檢驗

科。 

8.1.3.8 抽血檢驗血中氣體(blood gas)、游離鈣、一氧化碳(CO)時，採檢容器均為 A-

line。 

8.1.4 血液游離鈣(Ionized Ca)檢體採檢 

8.1.4.1 採檢前不可過度運動手臂，應平躺或坐姿 10 分鐘後採檢。 

8.1.4.2 採檢可使用 A-Line 針筒或蝴蝶針採血，進行動脈血液採檢或靜脈血液採檢。 

8.1.4.3 採檢過程，於 A-Line 針筒檢體未採滿前，不可先鬆開止血帶，但壓脈帶時間

使用時間不可超過 3 分鐘。 

8.1.4.4 若使用真空採血同時採集多支試管檢體時，可使用真空蝴蝶針採血。 

8.1.5 新生兒腳跟血毛細管採集新生兒腳跟血毛細管採集 

A 穿刺位置取大腳趾中線延伸到腳跟部，取切線外側部份，或取第四、五趾間中線

採血者簽名需 double sign! 

Ex: 李 XX/蕭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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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腳跟的切線外側。(說明：此部分肌肉多且血管分佈較密，穿刺針不致於扎到腳

跟骨引發骨髓炎。) 

 

B 皮膚消毒前，先輕度按摩一下穿刺位置約 5~10 秒使其充血，取酒精棉片或酒精

棉棒於下針處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待皮膚消毒酒精自然風乾。 

C 穿刺時，以中指扣壓腳背，食指夾住腳掌，拇指扣住欲穿刺位置的下方腳踝處，

穿刺針以垂直方向刺入；穿刺後的第一滴血液可能含有體液或皮膚碎片，故用消

毒後的乾棉球拭除。 

D 腳部適度的施壓並採間歇鬆放方式以保持血液的流出，勿把腳跟抬得太高，並應

將穿刺部位向下，使流出的血容易成滴，以便採集。血液流速減慢時，可用乾棉

球將餘血拭去再繼續收集，以免血液凝固；如血量不足時，可再做一次穿刺，但

應避免過度的擠壓，會導致溶血及改變血中物質的濃度。 

E 取預先準備含 Heparin 抗凝劑的毛細管接取血液，毛細管由有「紅色標記」端取

血，讓血液自然吸入毛細管內，勿接觸傷口。採血過程，盡量保持腳部與身體水

平，毛細管最好保持水平，以利吸取，且一支毛細管只能用一次，不可重複使

用。 

F 採血後，即放鬆小腳，用消毒過的乾棉球壓住穿刺孔止血，或以止血貼布止血。

止血時應將小腳墊高於心臟水平位置，有助止血的加速。收集血完成的毛細管，

以食指壓住ㄧ端，另ㄧ端旋轉垂直插入粘土，以阻止管中血液流失。 

8.1.6 快速血糖檢驗指尖血採集 

8.1.6.1 採血部位選擇手部指尖，建議食指指尖為優先選擇部位。 

8.1.6.2 皮膚消毒前，先輕度按摩一下穿刺位置約 3~5 秒使其充血，取酒精棉片或酒

精棉棒於下針處由內往外螺旋狀消毒，待皮膚消毒酒精自然風乾。 

8.1.6.3 取專用拋棄式針具，拔除前端之安全套，於採檢部位直接按壓穿刺。 

8.1.7 常見採血事故及處置 

8.1.7.1 血腫、皮下出血 

A 原因：不充分壓迫止血、靜脈壁損傷引起皮下出血或穿刺部位加以揉搓。 

B 症狀：腫脹、疼痛並伴隨皮下血腫。 

C 處理：安撫病人穩定病人情緒→指導病人正確壓迫止血方法→若會疼痛，請病人

於 24 小時內冰敷，可減少皮下出血及減輕腫脹、疼痛感；24 小時後再熱敷，使

其慢慢散去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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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議：請指導病人正確壓迫止血方法。 

8.1.7.2 末稍神經受損 

A 原因：針插的太深或入針角度不正確所引起的。 

B 症狀：針扎時有觸電感，採血後手指或手臂有知覺異常（麻痺或持續抽痛感）的

感覺。 

C 處理：安撫病人穩定病人情緒，視病患情形通知主管並請醫師協助處理。 

D 建議：採血時改變抽血角度，並不要插入太深。 

8.1.7.3 靜脈炎 

A 原因：採血部位或採血者的手指未確實消毒。 

B 症狀：抽血後血管有紅腫現象，並引起發炎、疼痛、發熱等症狀。 

C 處理：安撫病人穩定病人情緒，通知主管並請醫師協助處理。 

D 建議：採血時確實落實消毒動作。 

8.1.7.4 暈針-血管迷走神經反射（VVR） 

A 原因：痛覺（穿刺或血管疼痛）的刺激、採血者的恐懼及緊張感所引起。 

B 症狀：胸悶、臉色倉白、冒冷汗、脈搏微弱、血壓下降、意識喪失、昏迷等。 

C 處理：讓病人安靜臥床，並隨時注意病人的狀態（呼吸、脈搏跟血壓），若病患

有意識喪失、昏迷情形→馬上通知主管並立即請(急診)醫師或急診護理師協助處

理。 

8.1.8 檢體保存及傳送 

8.1.8.1 非特殊送檢方式之項目以室溫保存，並於 1 小時內送檢。 

8.1.8.2 不可以氣送項目：血袋、血液培養瓶、Blood Gas、具高度感染性之檢體(如:

疑似 SARS 及狂牛症之檢體)。 

8.1.8.3 需 37℃處理項目（住院病人請聯絡檢驗科）：Cryglobin、Cryofibrinogen、

IFE for Cryglobin 以及 IFE for Cryofibrinogen，採血後需立即放入 37℃水浴

或 incubator。 

8.1.8.4 其它需注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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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後盡快分裝冷凍 沒有馬上上機要分裝冷凍 需盡快上機 上機前勿開蓋 

Free PSA 

AT-III 

TSH receptorAb 

NSE(Neuron Specific Enolase) 

Protein C 

Protein S 

PRA(Plasma renin activity) 

RRC(Plasma renin concentration) 

Growth Homone 

IGF-1 

Acetylcholine receptor Ab 

Lupus anticoagulant 

Homocysteine 

ACTH 

Aldosterone 

IPTH 

  

  

  

  

  

  

  

  

  

  

  

Ammonia  

Blood gas 

Lactate  

Carboxyhemoglobin 

(CO-Hb)  

Ionized Ca  

  

  

  

  

  

  

  

  

Alcohol  

Ionized Ca  

 

8.2 膿瘍檢體採集 

8.2.1 檢體儘可能不要使用棉棒採集。 

8.2.2 若非得使用棉棒採檢時，應將採檢後棉棒置於 50cc 無菌離心管，並加入 2-3cc 生

理食鹽水，再傳送至實驗室。 

8.2.3 棉棒不接受使用傳送培養基運送，若以傳送培養基運送，一律退件。 

8.3 腦脊髓液(CSF)檢體採集 

8.3.1 腦脊液檢體分裝及適當執行之檢驗 

8.3.1.1 分裝第 1 管，可能混有血液成份，故僅適做 Rapid microbial antigen 

agglutination test 及生化及血清測試。 

8.3.1.2 分裝第 2 管，用來做一般常規檢驗。 

8.3.1.3 分裝第 3 管，做微生物培養及細胞染色鏡檢。 

8.4 眼睛檢體採集 

8.4.1 不可以採取使用局部麻醉藥或消毒液沖洗後的眼部檢體。因眼部治療劑與局部麻

醉劑，成份都含有防腐劑，除了對微生物有抑制外，也會將結膜囊內的病原微生

物沖洗掉。 

8.4.2 若使用局部麻醉後再採取檢體，則採取角膜刮取物做抹片，置於無菌容器。 

8.4.3 使用溫和的殺菌劑清潔眼部周圍，眼部如有化妝或擦藥，利用無菌棉棒沾無菌

0.9%食鹽水將化妝品及藥膏除去。 

8.4.4 刮取眼部檢體需由眼科醫師執行。(注意：採取的檢體需註明左眼(OS)或右眼

(OD)，置於無菌試管內。) 膿瘍檢體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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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用兩支無菌棉棒或一支白金圈環採取，若利用白金材質眼科小鏟(platinum  

spatula)刮取眼部檢體，分離病原菌效果更佳，但要注意避免睫毛和眼瞼邊緣的污

染。若有結膜炎以外之眼部感染，可由前房、後房或玻璃體液取得檢體進行培

養。 

8.4.6 角膜檢體若需要觀察原蟲類之感染，則需將檢體置於載玻片上加上些許 0.9%食鹽

水並蓋上蓋玻片或置於含 0.9%食鹽水的容器中儘速送檢。 

8.5 胃腸道檢體採集 

8.5.1 胃液抽取術 

8.5.1.1 採集前禁飲食、禁藥、禁菸 8 小時以上，一般多在晨間進行。 

8.5.1.2 抽取後，取下針筒，將液體注入 50 mL 無菌試管或原無菌針筒(針頭須卸下並

以專用塞子塞住針筒前端)迅速送至檢驗科。 

8.5.1.3 胃活體切片利用胃鏡或手術方式取得感染之標本，置入 50mL 無菌試管或欲

進行 urease test 直接接種於 CLO 容器，迅速送至檢驗科。 

8.6 尿液檢體 

8.6.1 一般尿液檢體採集。 

8.6.1.1 收集尿液前，先排掉前段的尿液，留取中段尿液(大約尿杯 1/4 滿即可)。 

8.6.1.2 打開尿液試管的蓋子，倒入尿液至 8 分滿處（約 10 mL）。 

8.6.2 尿液培養檢體採集 

8.6.2.1 女性：先用水和中性肥皂清潔陰部及手部，並以無菌紗布或滅菌後棉枝前後

擦拭乾淨；將陰唇用手指向兩旁撥開，先打開無菌試管之管蓋，排掉前段之

尿液後，以無菌試管留取中段尿液約 1/3 滿後，迅速蓋上蓋子並鎖緊。 

8.6.2.2 男性：將清洗擦拭尿道口後；打開無菌試管之管蓋，排掉前段之尿液後，以

無菌試管留取中段尿液約 1/3 滿後，迅速蓋上蓋子並鎖緊。 

8.6.2.3 若為幼兒，可用尿袋，但以收集一次小便為限，不可用儲尿；先在嬰幼兒之

陰唇或尿道口作消毒後，貼上尿袋，收集適量後（＞1 mL），將尿倒入無菌

離心管中，蓋上蓋子並鎖緊。 

8.6.2.4 若病人無法採用正常方式收集檢體時，可採用導尿或膀胱穿刺。 

8.6.2.5 導尿採檢：讓病人平躺於檢查床上，導尿人員戴上消毒手套後，消毒男性病

人的尿道口與龜頭或女性病人的尿道口與外陰部，以潤滑膠液潤滑病人尿道

及導管外部，將導管慢慢放入病人尿道中，直至尿液順利導出，直接以無菌

收集盒留取尿液約 1/3 滿後，迅速蓋上蓋子並鎖緊。 

8.6.2.6 膀胱穿刺採檢：先以消毒劑（如 hibiscrub）洗手，受檢者雙腿彎曲呈蛙腿般

姿勢，定出欲下針處，約在恥骨聯合上方 0.5 公分，下腹中線處，戴上無菌

手套，並消毒下針處附近的皮膚，觸摸恥骨聯合，以垂直角度在前者上方 0.5

公分處下針，需一面反抽針筒一面將針深入。一旦有尿抽出時，就不用再深

入，抽出針以無菌紗布墊壓迫下針處，將尿液打入無菌試管中或原針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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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8.6.2.7 收集尿液過程中，請勿將手伸入容器內，且尿液勿滿出容器外，以免污染。 

8.6.3 24 小時尿液檢體採集 

8.6.3.1 24 小時尿液收集（以早上 8 點～隔天早上 8 點為例），第一天早上 8 點

時先排掉尿液不收集，之後有尿就收集，第一次收集尿液後應將防腐劑一並

倒入收集筒中，然後一直收集直到隔天早上 8 點解最後一次尿，這段時間之

間的尿液皆要收集（8 點整為最後一泡尿），並記錄此 24hr 的總尿量。 

8.6.3.2 24 小時尿液添加防腐劑項目一覽表 

檢驗項目 檢體量 防腐劑 

Protein EP 40mL 不加/冷藏 

Protein 10mL 不加/冷藏 

CCR 10mL 不加/冷藏 

Osmolality 10mL 不加/冷藏 

Na 10mL 不加/冷藏 

K 10mL 不加/冷藏 

Cl 10mL 不加/冷藏 

Mg 10mL 不加/冷藏 

Ca 10mL 不加/冷藏 

Uric acid 10mL 不加/冷藏 

Creatinine 10mL 不加/冷藏 

IP 10mL 不加/冷藏 

Microalbumin 10mL 不加/冷藏 

Cu 10mL 不加/冷藏 

VMA 10mL 6N HCl 

Catecholamine 10mL 6N HCl 

17-KS 10mL 6N HCl 

17-OHCS 10mL 6N HCl 

Free cortisol 10mL 
不加/冷藏 

不可複驗 

8.7 精液檢體 

8.7.1 採檢前至少應禁慾三天。(40 歲以下應有 3~5 天，40 歲以上則約需一週時間內，

期間同樣不應有遺精現象發生。) 

8.7.2 需以手淫的方式留取精液檢體。首先使陰莖勃起，用手反複刺激陰莖體，當即將

射精時立即用容器對準尿道口，使得全部精液完全排入到容器內，將容器蓋好，

並註明收集時間，請於 30 分鐘內送到檢驗科檢驗。檢體保存及傳送於接近體溫

條件下送檢。 

8.7.3 不可用保險套收集精液，因套內的粉末及乳膠薄膜的化學作用可影響精力。而且

精液易粘附在套內。 

8.8 糞便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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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常規糞便檢體採集 

8.8.1.1 收集方式可採便盆或坐式馬桶採檢，解便時應盡可能解在馬桶前端，不要解

在水中，若使用坐式馬桶時，可往前或反坐方式，若為蹲式馬桶則盡可能取

未沾水部份之糞便，採取量約為拇指頭大小，採檢完畢後，將檢體裝入糞便

採集瓶後，儘速送檢。 

8.8.1.2 若已知糞便為水樣糞便，請事先向檢驗科索取採檢滴管，採檢時可利用滴管

吸取吸取約 2 mL 的量，採檢完畢後，將檢體裝入糞便採集瓶後，儘速送檢。 

8.8.1.3 因常規糞便檢體檢查包含寄生蟲卵觀察，故檢體採集完成後，需於室溫下 2

小時內送至檢驗科檢查。 

8.8.2 化學法潛血試驗：應於前三日禁食肉類及含動物血食物，並且禁服鐵劑及維生素

C。用容器中杓子取含有粘液、膿血等外觀異常部分的糞便；外觀無異常的糞便

需以表面及深處部位多處取檢體，採取量約拇指頭大小。連同杓子鎖緊於收集

盒，收集盒中勿放入衛生紙。若為水樣糞便可以用吸管，於便盆吸取約 2 mL 的

量，裝入一般糞便瓶後，儘速送檢。 

8.8.3 免疫潛血法：需使免疫潛血糞便收集瓶，用容器中棒子，在糞便不同地方插刺 6

次以上，使少量的糞便覆蓋滿溝槽即可，再將棒子插回收集盒中，旋緊蓋子，激

烈搖盪混合即可。如遇痔瘡出血或女性月經期間，需暫停採集；糞便太硬時可加

水弄濕，待糞便軟化後再以棒子插採，若有水便狀況，不易取樣時，需改日再採

取。 

8.8.4 糞便培養檢體採集 

8.8.4.1 準備一乾淨及乾燥的容器，將糞便直接排入容器中後，以糞便培養容器內附

的棉棒拭子沾取似拇指頭大小且含黏液、血液、或膿之糞便。 

8.8.4.2 去除含有培養基管子之白色上蓋後，將已沾取糞便的棉棒拭子插入培養基管

子中，並確實使其密合。 

8.8.4.3 如採用直腸拭子採集時，以培養拭子，插入肛門約 3 公分 處輕輕旋轉，使拭

子與直腸黏膜表層接觸，取出後插入培養基管子中，並確實使其密合。 

8.8.4.4 若疑似 E. coli O157 感染，同上採集法。 

8.8.4.5 若疑似 Campylobcter 感染，需使用 Campylobcter 專用拭子採檢。若有其他懷

疑之感染請先聯絡檢驗科再送檢。 

8.8.4.6 Clostridium difficile 培養：以厭氧培養專送棉棒沾取有濃或有組織碎片之糞便

送檢。 

8.9 痰液檢體 

8.9.1 建議以收集清晨第一口痰為佳。 

8.9.2 取痰前，請先以煮沸開水漱口(勿使用漱口水或牙膏)，以減少口內之食物殘渣、

漱口液、藥物等物質污染檢體。 

8.9.3 打開無菌收集容器的蓋子，將肺部深處之痰液咳入收集盒中，立即將收集盒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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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緊，切勿再開蓋以免檢體受到污染影響檢驗結果。(注意：咳痰時應用力將肺部

深處之痰液咳出。) 

8.9.4 痰液檢體收集完成後，請儘速將檢體交至檢驗科或護理站(請於 1 小時內完成傳

送)。 

8.9.5 具臨床症狀及胸部 X 光發現結核病徵者，建議開立 3 套痰液檢體進行抗酸菌抹片

及培養檢驗，每套收集間隔 8~24 小時，至少有一套需為早晨第一口痰。 

8.9.6 如為多套檢體需採檢時，請於檢體標籤上標示此次為第幾次送檢與採檢日期。 

8.10 呼吸道檢體 

8.10.1 採檢步驟 

8.10.1.1 上呼吸道檢體採集： 

A 鼻腔：以一根培養拭子，伸進一邊鼻孔約 2.5 公分，然後輕輕的旋轉，使拭子與

鼻孔黏膜接觸，緩慢抽出後，再伸進另一鼻孔收集檢體。 

B 鼻咽：採檢時，通常由病人肩膀後方放置一光源，用一隻手指頭將病人鼻前端往

上壓，再使用一支小的可彎曲的金屬採檢棉棒，先用蒸餾水或 0.9 %食鹽水潤濕

後，伸入其中之一的鼻孔採檢，沿鼻中隔來回擦拭直到接觸到後咽部的阻隔，緩

慢移出棉棒。如果未能接觸到後咽部，則須從另一鼻孔再操作一次。 

C 咽喉：病人頭部後傾和深呼吸，以壓舌棒壓住舌頭使得扁桃腺及後咽部清晰可

見，再以棉棒來回擦拭懸壅垂及扁桃腺之間，應避免碰觸舌部及臉頰處以減少口

腔正常菌叢污染，可以叫病人發出〝啊〞長音以免提高懸壅垂及避免反胃，利用

培養棉棒仔細擦拭扁桃腺、後咽處及任何化膿分泌物。收集完後，應置於培養收

集管內，以防檢體乾燥，立即送至檢驗科。 

 

8.10.1.2 下呼吸道檢體採集：（能在用藥之前採檢最佳） 

A 支氣管肺泡沖洗液：對重症、難治、或免疫抑制、或疑似厭氧菌引起的醫院內肺

部感染可採用纖維支氣管鏡或人工氣道作防污染雙套管毛刷(PSB)或防污染支氣

管肺泡灌洗(PBAL)，由醫生執行纖維支氣管鏡灌洗出樣品、保護性支氣管刷採集

樣品和肺泡灌洗液，裝於 50 mL 無菌試管內，迅速蓋上容器蓋子送至醫事檢驗

科。 

B 氣管穿刺抽取液：對重症、難治、或免疫抑制、或疑似厭氧菌引起的醫院內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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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可採用環甲膜穿刺經氣管吸引(TTA)、經胸壁穿刺肺吸引(LA)，由醫生執行

氣管穿刺吸取術，將其抽取之樣品，將液體注入無菌試管或原無菌針筒（針頭部

分需與無菌膠布固定）迅速送至檢驗科。 

8.11 器材工具 

器材名稱 用途說明 

空針 血管彈性不足患者採血 

雙向針 肉眼清晰可見的血管棌血 

真空採血套組 有彈性小血管且採血量大於 10ml 或病房患者採血 

採血試管 盛裝血液送檢 

尿液容器 盛裝尿液送檢 

糞便容器 盛裝糞便送檢 

痰液容器 盛裝痰液送檢 

行動抽血車 病房患者抽血專用 

9 退件準則 

9.1 一般常見檢體退件原因  

9.1.1 檢體溶血 

9.1.2 檢體(體液、血液或血漿檢體)凝固 

9.1.3 血液常規檢查血小板凝集 

9.1.4 採集檢體量不足或太多 

9.1.5 檢體未標示、標示不完全或來源不明 

9.1.6 輸血交叉試驗檢體未有雙人簽核 

9.1.7 檢體污染 

9.1.8 採檢容器過期 

9.1.9 採檢容器不符(如試管不符) 

9.1.10 檢體未塞塞子(如血液氣體、酒精濃度檢測) 

9.1.11 檢體運送過程，有漏出、破損 

9.1.12 檢體不新鮮(檢體放置過久才送檢) 

9.2 依照各項檢驗項目特性，當採檢時間至檢體完成檢驗時間超岀下列規範時，需以退

件處理 

檢查項目 可接受之檢驗時間 

血液常規檢查(CBC)  8 時內 

血液白血球分類(DC) 4 小時內 

紅血球沉降速率檢查(ESR) 4 小時內 

APTT、Fibrinogen 4 小時內 

PT 24 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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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檢驗  1 小時內 

糞便常規檢查 

寄生蟲卵檢查 

需一小時內送達，若

無法送達請於檢體上

備註採檢時間。 

動脈血液氣體檢查 30 分鐘內 

一般生化檢查 
未離心檢體需於 1 小

時內送達檢驗科 

痰液結核菌檢查 3 天內(需冷藏) 

9.3 常見血液檢驗項目受影響因素列表 

檢驗項目名稱 
可能造成影響因素 

溶血 血液凝固 脂血 

GOT ≧1 價 PASS PASS 

GPT ≧2 價 PASS PASS 

ALP ≧2 價 PASS PASS 

LDH ≧1 價 PASS PASS 

CK ≧1 價 PASS PASS 

AMY ≧2 價 PASS PASS 

T-Bi ≧2 價 PASS PASS 

D-Bi ≧2 價 PASS ≧4價有負影響 

TP ≧2 價 PASS PASS 

ALB PASS PASS PASS 

Phos ≧1 價 PASS PASS 

Mg ≧1 價 PASS PASS 

Fe ≧2 價 PASS PASS 

UIBC PASS PASS PASS 

NH3 ≧1 價 PASS PASS 

Na PASS PASS PASS 

K ≧1 價 PASS ≧4價可能干擾判讀 

CL PASS PASS PASS 

GLU PASS PASS PASS 

BUN PASS PASS PASS 

CRE PASS PASS PASS 

UA ≧2 價 PASS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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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O ≧2 價 PASS PASS 

TG PASS PASS PASS 

HDL PASS PASS PASS 

LDL PASS PASS PASS 

CA PASS PASS PASS 

LIP PASS PASS PASS 

LACT PASS PASS PASS 

CRP PASS PASS PASS 

GGT ≧2 價 PASS PASS 

T4 ≧2 價有負影響 PASS PASS 

Blood GAS PASS 不允收 PASS 

血液凝固檢查 ≧1 價 不允收 ≧4價可能干擾判讀 

血液常規檢驗 ≧3 價 RBC、Hct 有負影響 不允收 PASS 

輸(備)血 ≧2 價 不允收 PASS 

9.4 檢體外觀判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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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退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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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檢體追加/複驗時效 

檢驗項目 加作時效 複驗時效 當日檢體保存條件 檢體保存天數

Alcohol 不受理 48小時 離心後於-30℃下保存 2個月(-30℃)

Blood GAS 不受理 不受理

free Calcium 不受理 不受理

COHb 不受理 不受理

iPTH 不受理 不受理 採檢後需立即冷凍檢體 1個月(2-8℃)

BNP 不受理 24小時 離心後於15-30℃下保存

LACT 不受理 不受理 離心後於15-30℃下保存

NH3 不受理 不受理 分離後的血清或血漿於15-30℃下保存

Glcose 2小時 48小時 分離後的血清或血漿於15-30℃下保存

HS-Trop I 4小時 4小時 分離後的血清或血漿於15-30℃下保存

血液凝固檢查 4小時 4小時 離心後於15-30℃下保存

血液常規檢查 4小時 4小時 15-30℃下保存

GOT

GPT

ALP

LDH

CK

AMY

T-Bi

D-Bi

TP

ALB

Phos

Mg

Fe

UIBC

Na

K

CL

BUN

CRE

UA

T-CHO

TG

HDL

LDL

CA

LIP

CRP

GGT

血清免疫檢查 48小時 2週 分離後的血清或血漿於2-8℃下保存

血庫血品合血 離心後於2-8℃下保存

長安醫院自行操作之檢驗項目加作/複驗檢體之有效期限及檢體保存條件

2週(2-8℃)

1個月(2-8℃)

需立即上機之全血檢體，無特殊保存。

分離後的血清或血漿於15-30℃下保存8小時 48小時

72小時(不含採檢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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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品質管理 

監測點 內容 

11.1 血液檢體退件率 11.1.1 分子/分母定義： 

分子：退件件數 

分母：總檢體件數 

11.1.2 蒐集方法：經資訊系統跑出報表 

11.1.3 監測頻率：每月 

11.1.4 閾值：<0.5%〈參閱地區醫院同儕值〉 

11.1.5 分析檢討與改善：分析退件原因及數量，提供採檢

品質改善 

12 教育訓練 

對象 具體作法 

12.1 新進人員 12.1.1 新進人員三個月內完成實體課程 

12.2 在職人員 12.2.1 每年舉辦一次抽血教育訓練 

13 風險管理 

風險來源 預防與應變措施 

13.1 暈針 13.1.1 依 8.1.7.4 暈針-血管迷走神經反射（VVR）處置 

14 紀錄管理：無。 

15 附件： 

15.1 附件一 院內採檢容器一覽表 

15.2 附件二 檢體收集衛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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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院內採檢容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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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檢體收集衛教單 

 

 《 抽血注意事項 》  

1. 如有特殊情況：如對酒精過敏、裝有靜脈導管或服用抗凝血藥物者以及曾有暈針現象

者請主動告知採血人員。 

2. 對於醫師囑咐「禁食」後方可抽血之檢驗項目，病患需在空腹至少 8 小時後方可進行

抽血。 

3. 飯後血糖：從吃第一口開始算起，第二小時準時抽血。（請提早 5～10 分鐘至檢驗科

抽取號碼牌，等候叫號抽血） 

4. 抽血完畢後，病患須以手指緊壓抽血部位上之棉球 5 分鐘，不可揉搓，以免造成血腫

淤青現象。若抽血部位發生血腫或淤青現象，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壓迫時間不夠或壓迫

位置不對所致，若有發生血腫或淤青現象，請於 24 小時內冰敷，24 小時後熱敷。 

5. 特殊約定時間採血之檢查，請確實遵守約定採血時間，以避免檢驗結果之誤差。 

注意事項: 

（1） 抽血時需出示健保卡(或其他有照片之身分證件) 

（2） 如插卡報到時顯示無資料或未帶健保卡，煩請至檢驗科抽血櫃檯詢問 

 

抽血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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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液採檢注意事項 》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 一般尿液檢查 

1. 前段尿液請先排掉，再以尿杯接取中段尿液。 

2. 將收集好的尿液倒 10c.c 入尿液收集管(約八分滿)。 

3. 尿液收集後，請將尿管儘速送交檢驗科。(勿超過一小時，避免尿液成份

改變與孳生細菌) 

□尿液培養檢查 

1. 先旋開無菌容器上之蓋子，排掉前段尿液後，再以無菌盒接取中段尿液

約 1/3 滿後，立即將蓋子蓋上並鎖緊。(不可先排尿於其他容器後再倒入

無菌尿杯) 

2. 若為嬰幼兒可用尿袋，但以收集一次小便為限，不可用儲尿。尿袋貼上

前須先清潔陰唇或尿道口，收集後再將尿液放入無菌盒中，確定蓋子鎖

緊後儘速送至檢驗科。 

3. 尿液收集後，請將尿管儘速送交檢驗科。(勿超過一小時，避免尿液成份

改變與孳生細菌) 

注意事項: 

（1） 若病人無法以正常方式收集檢體時，可使用導尿或膀胱穿刺之方法採檢。 

（2） 婦女正值月經期間，原則上應避免做尿液檢驗。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文件名稱 檢體採集標準檢驗程序 版次：02/01 

文件編號 LAB-SOP-004 頁次：33/42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 糞便採檢注意事項 》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一般糞便檢查 

1. 收集方式可採便盆或坐式馬桶採檢，解便時應盡可能解在馬桶前端，不

要解在水中，或直接將糞便排至乾淨容器中，不得混有尿液、汙水或衛

生紙。 

2. 請旋開檢體採集盒後，以內附之採檢棒，挖取約拇指頭大小之糞便裝入

容器內。(請勿裝過滿) 

3. 若已知糞便為水樣糞便，請事先向檢驗科索取採檢滴管，採檢時可利用

滴管吸取吸取約 2 mL 的糞便量，採檢完畢後，將檢體裝入糞便採集瓶

後，儘速送檢。 

4. 糞便檢體採集後，請於 2 小時內儘速送交檢驗科。 

□本次檢驗含糞便潛血檢查(化學法)，請於採集糞便前三天，禁食紅肉

類、含動物血食物、維他命 C 和鐵劑；女性需避免於生理期間採檢。 

□免疫糞便定性潛血檢查 

1. 利用糞便收集瓶中所附之採檢棒，在糞便不同地方插刺 6 次以上，使少

量的糞便覆蓋滿溝槽即可，再將棒子插回收集盒中，旋緊蓋子後送檢。 

2. 如遇痔瘡出血或女性月經期間，需暫停採集。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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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糞便培養採檢注意事項 》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準備乾淨及乾燥容器，將糞便直接排入容器中後，以培養專用拭子沾取

少許糞便 (請選有黏液、膿、血液… )。 

2. 去除採檢棒上之白色蓋子後，將已沾取糞便之培養專用拭子插回採檢棒

中，並需使其確實密合。 

3. 採集完畢後，請將收集好之檢體立即送至檢驗科，若無法立即送達請置

於冷藏(4℃)保存，儘速送檢。 

注意事項: 

（1） 無法採集糞便檢體時，可採集直腸檢體，將肛門周圍清洗乾淨後，用培養專用拭子插入肛門約

3～5 ㎝，輕輕旋轉，取出放入收集管。 

□《 蟯蟲檢測採檢注意事項 》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撕開浮膠貼紙用上膠面(即圓圈處)對準肛門,手指用力壓，再將收集膠紙

沿對摺線對折，並撕開收集膠紙下方之長方型浮貼紙黏住紙面後，即完

成收集。 

2. 採集完畢後，請將收集好之檢體立即儘速送至檢驗科。 

注意事項: 

（1） 因蟯蟲常在夜間爬行至肛門口產卵，故於早上起床後採檢為最佳時機。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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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 痰液培養採檢注意事項 》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最佳的檢體為早晨第一口痰，避免收集到唾液 (以利咳出肺部深處的

痰)。 

2. 咳痰前，請先以開水漱洗口腔，以免口腔內物質影響檢查結果。 

3. 以下唇靠菌容器邊緣，深呼吸並用力深咳，將痰液直接咳入無菌容器

內，蓋緊蓋子裝入夾鏈袋後即可送檢。 

4. 如醫師開立三套檢驗，請分三天收集檢體，並於檢體標籤上標示日期。 

 

注意事項: 

（1） 採集後，請盡快將檢驗單與檢體送至檢驗科，若無法立即送檢，可暫放 4℃冰箱冷藏。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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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液分析採檢注意事項》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採檢前須禁慾 3 天以上，不能超過 7 天。 

2. 以手淫方式將全部的精液檢體收集至無菌容器內(不能使用保險套)。 

3. 採集完成後應於 30 分鐘內，以室溫送達檢驗科，不可冷藏或置於高溫環

境中。 

4. 採檢完成後，請於本衛教單上註明採檢時間與禁慾天數，繳交檢體時請

一併交回此衛教單。 

 

★檢體是否為已結紮檢體:□已結紮 □未結紮 

★禁欲天數:       天 

★採檢時間:       月       日      時       分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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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時尿液採檢注意事項》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需完整收集 24 小時內的每次尿液。(例如:第一天早上 8 點開始收集，請

先將 8 點前尿液排光，之後的每次尿液都要收集入桶內，直到隔日早上 8

點) 

2. 收集完後，請在本衛教單上記錄 24 小時的尿液總量。 

3. 充分搖勻收集桶，用本科所附的滴管吸取尿液至尿管內，約 8 分滿。 

4. 完成上述步驟後請將本衛教單與尿管送回檢驗科，待檢驗科人員確定檢

體正確無誤後，回家再將尿桶內尿液丟棄。 

5. 如果尿量超過收集桶(收集桶容量約 3500mL)，請您搖勻收集桶內的尿

液，先倒掉 1000 mL 的尿液，〉再繼續收集直到 24 小時。倒掉的 1000 

mL 請務必記錄下來。 

          尿液總量=收集桶內的尿量+倒掉的尿量 

注意事項: 

（1） 收集期間檢體須存放在冰箱冷藏。 

（2） 女性月經期間請勿採檢 

 

★尿液總量:                mL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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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時尿液採檢注意事項》-內加防腐劑 

收集容器由檢驗科提供，請持健保卡至檢驗科插卡領取專用容器 

1. 本科會將所需防腐劑加入收集袋內，請不要將袋內物品倒出來。 

2. 需完整收集 24 小時內的每次尿液。(例如:第一天早上 8 點開始收集，請

先將 8 點前尿液排光，之後的每次尿液都要收集入桶內，直到隔日早上 8

點) 

3. 收集完後，請在本衛教單上記錄 24 小時的尿液總量。 

4. 充分搖勻收集桶，用所附的滴管吸取尿液至尿管內，約 8 分滿。 

5. 完成上述步驟後請將本衛教單與尿管送回檢驗科，待檢驗科人員確定檢

體正確無誤後，回家再將尿桶內尿液丟棄。 

6. 如果尿量超過收集桶(收集桶容量約 3500mL)，請您搖勻收集桶內的尿

液，先倒掉 1000 mL 的尿液，〉再繼續收集直到 24 小時。倒掉的 1000 

mL 請務必記錄下來。 

          尿液總量=收集桶內的尿量+倒掉的尿量 

注意事項: 

（1） 收集期間檢體須存放在冰箱冷藏。 

（2） 女性月經期間請勿採檢 

（3） 如情況允許，檢驗前 3 天請禁食巧克力、咖啡、香蕉、柑橘類水果、Aspirin 及抗血壓藥以免

引起假性增高。 

 

 ★尿液總量:                mL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7:30-21:30 

星期六：7:30-12:30 

 

諮詢電話: 

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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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糞便定量潛血檢查-使用廠商內附之衛教單) 

 

 

 (免疫糞便定性潛血檢查-使用廠商內附之衛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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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科口服葡萄糖耐受性檢驗試驗採檢須知 

●檢測項目：75公克口服葡萄糖耐受性檢驗  

一、試驗前病人準備：  

1. 檢測當天須空腹 8~10 小時。  

2. 此檢驗項目約需花費 2小時。  

二、測試步驟：  

1. 空腹時，請先至檢驗科抽血處抽第一次血液。並領取糖粉、杯子及攪

拌棒。  

2. 泡製糖水：取約 300 mL 溫開水加入糖粉，以攪拌棒攪拌至糖粉完全

溶解。  

3. 喝下糖水：慢慢將糖水喝下，請於 10 分鐘內將糖水喝完。  

4. 喝下第一口開始計時，30分鐘、60分鐘、90分鐘及 120分鐘需進行

第 2次第 5次抽血，共需抽血 5次。 

5. 等待抽血期間請安靜休息，勿抽菸及過度運動，可以喝少許水。  

 

門診櫃台服務時間: 

星期一~ 五：7:30-21:30(至門診結束) 

星期六：7:30-12:30(至門診結束) 

 

諮詢電話:04-36113611 分機 3131 

                       長安醫院檢驗科祝您健康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