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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安醫院檢驗科位置圖： 

1.1 抽血櫃檯與急件檢驗實驗室於醫院一樓中後方位置。

 

1.2 一般檢驗實驗室位於醫院八樓。 

 

2 檢驗科提供服務的範圍：包括急診、門診及病房檢體 

2.1 門診鏡檢組:門診抽血、心電圖、快速篩檢、尿液糞便及體液鏡檢。 

2.2 血液血庫組:一般血液常規、白血球分類、血液凝固、血型及輸血前檢驗。 

2.3 生化免疫組:一般生化、毒藥物、甲狀腺功能、B/C 型病毒性肝炎、癌症指標。 

2.4 其它委託代檢之檢驗項目： 

2.4.1 細菌培養及肺結核檢驗委託芮弗士檢驗所代檢(明細如 19 頁 3.2)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10 路 5 號 ; 

2.4.2 特殊檢驗委託聯明醫事檢驗所代檢(明細如 20 頁 3.3)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758 號。 

2.4.3 免疫風濕科特殊檢驗委託台中榮民總醫院代檢(明細如 33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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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3 提供的檢驗項目、檢體種類、檢體所需體積、病人準備、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報

告完成時間及特別注意事項如下: 

3.1 長安醫院操作項目: 

檢驗項目: Urine Routine（院內碼 06012） 檢體種類: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10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請參閱 Urine chemistry（院內碼 06013）與 

Urine Sediment（院內碼 06009）之生物參考值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採檢後 1 小時內常溫(15-30℃)傳送，超過 1 小時後冷藏(2-8℃)傳送。 

檢驗項目: Urine chemistry（院內碼 06013） 檢體種類: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10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顏色：正常為淡黃色至琥珀色。 

外觀：正常為澄清狀。 

葡萄糖(Glucose)：Negative~Trace 

蛋白質(Protein)：Negative~Trace 

膽紅素(Bilirubin)：Negative 

尿膽素原(Urobilinogen)：Normal（0.1-

1.0mg/dl） 

酸鹼值(PH)：5.0-8.0 

比重(Specific Gravity)：1.003-1.035 

潛血(Blood)：Negative~Trace 

酮體(Ketones)：Negative~Trace 

亞硝酸鹽(Nitrite)：Negative 

白血球(Leukocytes)：Negative~Trace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採檢後 1 小時內常溫(15-30℃)傳送，超過 1 小時後冷藏(2-8℃)傳送。 

檢驗項目: Urine Sediment（院內碼 06009）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10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紅血球：0-5/HPF。 

白血球：0-5/HPF。 

上皮細胞：0-5/HPF 

圓柱體：Negative。 

結晶：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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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Negative。 

其他物質：Not Found。 

特別注意事項: 採檢後 1 小時內常溫(15-30℃)傳送，超過 1 小時後冷藏(2-8℃)傳送。 

檢驗項目: Urine pregnancy （院內碼 06505）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tool routine（院內碼 07009） 檢體種類: 糞便 

檢體所需體積: 糞便 5g (約拇指頭大小的量) 病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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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Occult blood(化學法)：Negative。 

Microscopic RBC：0~2/HPF。 

Pus Cell：Negative。 

Parasite or ova：Not found。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Occult blood 化學法（院內碼

07001） 

檢體種類: 糞便 

檢體所需體積: 糞便 5g (約拇指頭大小的量) 病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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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Occult blood 免疫定性 

（院內碼 09134） 

檢體種類: 糞便 

體所需體積: 採檢棒少量的糞便覆蓋滿溝槽 病人準備: 如遇痔瘡出血或女性月經期

間，需暫停採集。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 30 分鐘   

             一般 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tool OB（Immuno-quantitative） 

（院內碼 091341） 

檢體種類: 糞便 



 

文件名稱 檢驗手冊 版次：03/00 

文件編號 LAB-SOP-011 頁次：4/41 
 

檢體所需體積: 採檢棒少量的糞便覆蓋滿溝槽 病人準備: (A)採檢後請勿將採便棒做重

複拉出裝回之動作 (B)採檢完畢後，白色

手把蓋需確實插入採便棒中，不能有任

何間隙。 (C)痔瘡或女性生理期不適合做

此項檢驗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30ng/mL 報告完成時間: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E. Vermicularis (Scotch tape) 

（院內碼 07016） 

檢體種類: 肛門口採樣 

檢體所需體積: 以確定有沾黏過肛門口之蟯蟲

專用貼片送檢 

病人準備: (A)蟯蟲常在夜間爬行肛門周

圍排卵，在早上起床後立即採卵，效果

最好（請在早晨起床沐浴及排便前粘

取）。 (B)撕開浮貼膠紙，用上膠面(即

藍色圓圈)，對準肛門，以手指用力壓

貼，重新黏上浮膠紙，即完成第一天的

採樣。放入小封套，24 小時內送至檢驗

科。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t Found 報告完成時間: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arasite and ova(conc. method） 

（院內碼 07012） 

檢體種類: 糞便 

檢體所需體積: 糞便 5g (約拇指頭大小的量) 病人準備: 為避免寄生蟲活動體無法觀

察，糞便檢體採集後，請於室溫下 2 小

時內儘速送檢。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t found 報告完成時間:隔日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leural effusion examination 

（院內碼 16003） 

檢體種類: Pleural fluid 

檢體所需體積:3-5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胸膜液蓄積原本就屬異常現象，故無所謂正

常參考值，本檢查著重於區分胸膜積水為濾

出液(transudate)或滲出液(exudate)，而非區分

是否正常。 

正常胸膜液量約 1-15 mL，外觀呈澄清及淡黃

色，不會凝固（因不含纖維蛋白原）。血狀

報告完成時間:一般件：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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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水可能為創傷、惡性疾病或肺梗塞引起。 

Neutrophil 佔大多數（＞50%），為胸膜發

炎，見於細菌性肺炎、肺梗塞、胰臟  炎及

早期結核病等。 

Lymphocyte 佔多數時（＞50%），見於結核

病、病毒感染、惡性疾病等。 

Eosinophil 增多（＞10%），常見於肺梗塞、

充血性心臟衰竭、寄生蟲或黴菌感染、過敏

性症候群等。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操作前保存於室溫應於採檢後 2 小時內完成細胞計數與抹片製備。 

檢驗項目: CSF examination（院內碼 16006） 檢體種類: CSF 

檢體所需體積: 2-5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正常腦脊液外觀為無色、澄清。 

白血球分類主要為淋巴球及單核球， 

成人淋巴球及單核球比率約為 70：30； 

小孩則單核球比例較成人高。 

正常之腦脊髓液的細胞分類百分比(資料來源：

CLSI H56-A Appendix C) 

Cell Type Adult Neonate 

Neutrophils 中性球 0~2 % 0~8 % 

Lymphocytes 淋巴球 63~99% 2~38% 

Monocytes 單核球 3~37% 50~94% 

Eosinophils 嗜伊紅性

球 

Rare Rare 

Histocytes  組織球 Rare 1~9% 
 

報告完成時間: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不可以與微生物培養檢體共用 

檢驗項目: Synovial fluid examination 

（院內碼 16008） 

檢體種類: Synovial fluid 

檢體所需體積: 4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 正常關節液之總蛋白濃度約 1.3 ~ 2.7 

g/dL ( 平均 2 g/dL )，大約是血漿蛋白濃

度的 1/3 ~ 1/4。 

2. 正常關節液之葡萄糖濃度略低於血漿葡

萄糖濃度 ( 兩者差距小於 10 mg/dL )，

報告完成時間:：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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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化膿性關節炎之滑液葡萄糖濃度會

顯著降低，與血漿葡萄糖濃度差距可達 

50mg/dL 以上。 

3. WBC count:13-180/L 

4. RBC count:0-2000/L 

5. 正常關節液之白血球分類： 

白血球分類 百分率 

多形核白血球 

( PMN ) 

0 ~ 25 % ( 平均 6 %) 

淋巴球 0 ~ 78 % ( 平均 25 %) 

單核球 0 ~71 % ( 平均 48 %)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ynovial Crystal（院內碼 16013） 檢體種類: Synovial fluid 

檢體所需體積: 3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emen examination（院內碼

16001） 

檢體種類: Semen 

檢體所需體積: 須將全部檢體完整收集 病人準備: 建議禁慾 3-7 天再進行此檢驗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禁慾天數：3 ~ 7 天 

Apperance：Opalescent(乳白色)、Gray-

opalescent(灰乳白色)  

Volume：>1.5m 

Liquefaction：<60 mins 

pH：7.0 ~ 8.5 

Sperm number：≧15×106 /mL 

Sperm viscosity：Normal 

Progressional motility(60min)：32 ~ 100% 

Total Motility：40 ~ 100% 

Morphology：30 ~ 100% 

RBC：None /μL 

WBC：0 ~ 1000 /μL  

報告完成時間: 2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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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檢驗項目:CBC Routine（院內碼 08011）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1.5 mL 病人準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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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WBC： 

Male 3.9~10.6 ×103/μL 

Female3.5~11.0×103/μL 

RBC： 

Male：4.5~5.9×106/μL 

Female：4.0~5.2 ×106/μL 

Hb： 

Male：13.5~17.5 g/dL  

Female：12.0~16.0 g/L 

HCT： 

Male：41~53%  

Female：36~46%  

MCV：80.0~100.0 fL 

MCH：26.0~34.0 pg 

MCHC：31.0~37.0 g/dL 

Platelet：150~400 ×103/μL 

RDW-CV:11.5-14.5%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WBC classification（院內碼

08013）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嗜中性多核球(Neutrophilic segmented cells) ：

42~74% 

淋巴球(Lymphocytes) ：20-56% 

單核球(Monocytes) ：0~12% 

嗜酸性多核球(Eosinophilic segmented cells) ：

0~5% 

嗜鹼性多核球(Basophilic segmented cells) ：

0~1%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RBC morphology（院內碼 08009）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1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rmal 報告完成時間: 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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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Reticulocyte count（院內碼

08008）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成人：0.5~1.5%。 

報告完成時間: 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ESR（院內碼 08005）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1.28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性:0~10 mm/hr 

女性:0~20 mm/hr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Prothrombin time（院內碼

08026）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7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PT 參考值：8.0~12.0 sec 

INR 參考值：0.85 ~ 1.15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採血後，立即輕輕翻轉採血管 3~4 次以確保血液與抗凝劑確實的混合 

檢驗項目: APTT（院內碼 08036）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7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3.5-35.5sec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採血後，立即輕輕翻轉採血管 3~4 次以確保血液與抗凝劑確實的混合 

檢驗項目: Fibrinogen（院內碼 08023）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7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00-40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 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採血後，立即輕輕翻轉採血管 3~4 次以確保血液與抗凝劑確實的混合 

檢驗項目: Blood parasite（院內碼 08007）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t found 報告完成時間 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D-dimer（院內碼 08038）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7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500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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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Eosinophil count（院內碼 08010）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1.5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5-300/μ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Blood type (ABO) （院內碼

11001）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無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Rh (D) type（院內碼 11003）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無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Antibody Screening（院內碼

11004）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至少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2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Direct Coombs' test（院內碼

12097）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1 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Indirect coombs’ test 

（院內碼 12098）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至少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egative 報告完成時間: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Crossmatching test（院內碼

11002）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至少 2mL 病人準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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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Compatible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3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lbumin（院內碼 09038） 檢體種類: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3.8-5.3 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lcohol（院內碼 1080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採檢時，請勿用含酒精成份的

消毒液消毒採檢部位，改以優碘消毒，請

勿開蓋分裝檢體。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法規規定：<30 mg/dL； 

潛在毒性濃度:＞100 mg/dL； 

危險濃度:＞250 mg/dL 致命濃度:＞40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lkaline phosphatase(ALP)  

（院內碼 0902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54-369 U/L(4-15 歲);53-128 U/L(20-50 歲)   

  56-119 U/L(≧60 歲) 

女: 54-369 U/L (4-15 歲);42-98U/L(20-50 歲)  

  53-141(≧60 歲)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mmonia（院內碼 0903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2~66 u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4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檢體需 30 分鐘內上機。 

檢驗項目: Amlyase（院內碼 0901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43 - 116 I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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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Benzodiazepine（院內碼 10527）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5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00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60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BUN（院內碼 090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8~2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Calcium（院內碼 0901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8.8〜10.2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holesterol（院內碼 090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 20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K（院內碼 0903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性：62~287 U/L 

女性：45~163 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KMB（院內碼 090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5 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reatinine 檢體種類: 血液（院內碼 09015）; 

          尿液（院內碼 09016） 

          24 小時尿液（院內碼

090161）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 2mL;尿液 5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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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ine(blood) 

男性：0.72~1.18 mg/dL 

女性：0.55~1.02 mg/dL 

Creatinine(urine) 

Random urine：39~259 mg/dL 

24hrs urine：600-2000 mg/day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CRP（院內碼 1201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0.5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Direct-Bilirubin（院內碼 0903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4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檢體應避光 

檢驗項目: Digoxin（院內碼 1051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依醫師指定時間用藥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9〜2.0 ng/dl 報告完成時間：1 小時 

特別注意事項:需依醫囑指定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Fe（院內碼 0902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性 54~181 ug/dL 

女性 43~172 u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γ-GT（院內碼 090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0-47 I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Glucose 

        （Random Glucose 院內碼 090051） 

檢體種類: 血液 

          CSF（院內碼 090053） 

          體液（院內碼 090054）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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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院內碼 09005）需空腹 8~10 小時 

PC（院內碼 090052）於飯後 2 小時採檢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Blood:  

  AC：70-100 mg/ dL 

  PC：70-140 mg/dL 

  Random：70~126 mg/dL 

CSF: 40-70 mg/dL 

體液：70-14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GOT（院內碼 0902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8-38 I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GPT（院內碼 0902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4-44 IU/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DL-C（院內碼 0904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禁食 8~10 小時抽血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性：> 40mg/dL 

女性：>5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Na（院內碼 09021） 

(ISE)     K（院內碼 09022） 

Cl（院內碼 09023） 

檢體種類: 血液 

隨機尿液(院內碼 Na:090211、

K:090221、Cl:090231) 

24 小時尿液 

(院內碼 Na:090212、

K:090222、Cl:090232) 

檢體所需體積: 血液 22mL;尿液 5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a:136-145mmol/L(blood)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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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7 mmol/ L(random urine) 

40-220 mmol/ day (24hrs urine) 

K：3.5-5.1 mmol/L(blood)； 

26-123 mmol/ L(random urine) 

25-125 mmol/ day (24 hrs urine) 

Cl：98-107mmol/L(blood)； 

170-254mmol/L(random urine)； 

110-250mmol/ day (24 hrs urine) 

特別注意事項 mmol/L*1.0=MEQ/L，即此兩個單位相等。 

檢驗項目: Lactate（院內碼 0905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隨著運動 lactate 濃度會快速上

升，建議病人休息 30 分鐘後進行採血。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4.5-2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DL-C（院內碼 09044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禁食 8~10 小時抽血。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13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DH（院內碼 0903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06-211 U/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ipase（院內碼 0906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60 U/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icroalbumin（院內碼 12111）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5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Random Microalbumin：<2 mg/dL 

Microalbumin/creatinine(ACR) :<30mg/g。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g（院內碼 09046） 檢體種類: 血液 



 

文件名稱 檢驗手冊 版次：03/00 

文件編號 LAB-SOP-011 頁次：15/41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9〜2.5 mg/d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henytoin（院內碼 105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依醫師指定時間用藥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0~20 μg/mL 報告完成時間:60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 需依醫囑指定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Phosphorus（院內碼 0901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7-4.5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RF（院內碼 1201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20 IU/m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otal-Bilirubin（院內碼 0902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2 – 1.2 m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otal Protein（院內碼 09040） 檢體種類: 血液;體液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 2mL 體液 1.5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6.7~8.3 g/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riglyceride（院內碼 0900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空腹 8~10 小時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50 mg/d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Uric Acid（院內碼 0901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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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6~8 mg/dL 

女 2.3~5.5 mg/dL。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IBC（院內碼 0903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男：165~436 ug/dL 

女：180~497 ug/dL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 TIBC=UIBC+Fe 

檢驗項目: Urine Protein（院內碼 090401） 檢體種類: 尿液 

24 小時尿液(院內碼 090402) 

檢體所需體積: 5mL 病人準備: 採集前請勿大量飲水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Random urine：<12 mg/dL 

24hr urine：31.2-120 mg/day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因 CSF 蛋白質濃度較低，生物參考值為 8-43mg/dL，故 Protein(CSF)檢測

需使用此試劑，院內碼 090404。 

檢驗項目: Blood gas 檢體種類: 動脈血液（院內碼 09041） 

靜脈血液（院內碼 090411） 

檢體所需體積: 0.6~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pH：動脈血液 7.35 ~ 7.45；靜脈血液 7.31 ~ 

7.41。 

PCO2：動脈血液 35 ~ 45 mmHg；靜脈血液 41 

~ 51 mmHg。 

PO2：動脈血液 80 ~ 100 mmHg；靜脈血液 30 

~ 40 mmHg 

HCO3-:動脈血液 21~28 mmol/L；靜脈血液

18~23 mmol/L 

ctCO2: 動脈血液及靜脈血液 22~29 mmol/L 

B.E:動脈血液-2~3;靜脈血液-3~3 

SO2(O2 Saturation)：動脈血液 95-100%；靜

脈血液 75-100% 

報告完成時間:15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2+(Free Ca) （院內碼 2400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0.6~1.0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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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1.15~1.32 mmol/L 報告完成時間: 15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OHb（院內碼 1080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0.6~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0.5 ~ 2.5%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15 分鐘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bA1c（院內碼 0900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4.0 ~ 6.0 % 報告完成時間:急件：40 分鐘 

            (星期六、日無急件服務) 

            一般件:星期一至五 17:00

結件前操作，操作日報告

當日發出；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Ferritin（院內碼 1211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Males : 21.81-274.66 ng/mL                                              

Females : 4.63-204.0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EA（院內碼 12021） 檢體種類: 血液;體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5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125（院內碼 1207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35 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153（院內碼 1207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31.3 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199（院內碼 1207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37 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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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PSA（院內碼 1208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 4.0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BsAg（院內碼 1403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n-reactive：<1 S/CO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Bs（院內碼 1403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n-reactive：≤10 mIU/mL 

Reactive：10 mI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CV（院內碼 140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n-reactive：< 1 S/CO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3（院內碼 0911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64-1.52  ng/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4（院內碼 0901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4.87-11.72μg/d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SH（院內碼 0911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35-4.94μI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Free T4（院內碼 09106）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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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0.70-1.48 ng/d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RPR（院內碼 120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n-reactive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igh sensitive Troponin I 

（院內碼 0909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26.2 ng/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NT-proBNP（院內碼 1219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排除 Heart failure <300 pg/mL  

<50 歲:450 pg/mL 

51-75 歲: 900pg/mL 

>76 歲:1800 pg/mL 

報告完成時間: 急件：40 分鐘 

             一般件：當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Intact-PTH（院內碼 0912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5-68.3 pg/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TPO（院內碼 1213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5.61 IU/mL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AV IgM（院內碼 1403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Non-reactive <1.0 S/CO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old agglutinine（院內碼 1200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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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16X(-)。 報告完成時間: 3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3.2 委託芮弗士檢驗所操作項目: 

檢驗項目: IgE（院內碼 120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DA（院內碼 091021） 檢體種類: Pleural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LA-B27（院內碼 1208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BV DNA（院內碼 1218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CV RNA（院內碼 1218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CV Genotype（院內碼 122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Phadiatop（院內碼 3002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pecific Allergen Test 

（院內碼 3002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芮弗士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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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託聯明醫事檢驗所操作項目: 

檢驗項目:Anti-Thrombin III（院內碼 0807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7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rotein S（院內碼 0812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7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rotein C（院內碼 0807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7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upus Anti-coagulant（院內碼 0812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7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Insulin（院內碼 0812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u（院內碼 0904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b 檢體種類: 血液 

（院內碼 09049） 

 尿液 

（院內碼

090491）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G6PD 

  （院內碼 090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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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全血檢體不能溶血 

檢驗項目: VMA(24hr urine) （院內碼 09052）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10mL 病人準備: 詳注意事項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在醫師同意下，收集尿液的前兩天停止 phenothiazine、抗高血壓藥物、

levodopa(停兩週)。直到最後一次滿 24 小時收集尿液後回復 

檢驗項目: Catecholamine(24hr urine) （院內碼 09077）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10mL 病人準備: 採檢前 72 小時

禁食 Aspirin、抗血壓藥、

香蕉、酪梨、柑橘類、啤

酒、葡萄酒、咖啡、茶、巧

克力、可可、香草、胡桃。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在醫師同意下，收集尿液的前兩天停止 phenothiazine、抗高血壓藥物、

levodopa(停兩週)。直到最後一次滿 24 小時收集尿液後回復 

檢驗項目: Stone Analysis（院內碼 09078） 檢體種類: Stone 

檢體所需體積:NA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無，報告以成份百分比表示，因為碎石機的廣泛使用，結

石成份百分比與可得到的檢體有關。 

報告完成時間: 14 工作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rogesterone（院內碼 0910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記錄最近月經的

第一天日期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Free T3（院內碼 0910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Growth Hormone（院內碼 0910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病人準備: 無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需視醫囑要求，是否需運動後採檢。  

檢驗項目: Thyroglobulin （院內碼 09111）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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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易受 Anti-Thyroglobulin Ab 干擾 

檢驗項目: Theophylline（院內碼 1050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需依醫囑指定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Cortisol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 3mL 

尿液 10mL 

檢體種類: AM7-9 血液 

（院內碼 09113） 

PM3-5 血液 

（院內碼

091131） 

Random 血液 

（院內碼

091132） 

Random 尿液 

（院內碼

091134） 

24 小時尿液 

（院內碼

091135） 

Free Cortisol 24

小時尿液 

（院內碼

091136）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病人準備:抽血前 12 小時不

要運動，4 個小時不要進

食，30 分鐘前輕鬆休息。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Free Cortisol 24 小時尿液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Procalcitonin（院內碼 1219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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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Prolactin（院內碼 0912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estosterone（院內碼 0912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FSH （院內碼 0912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H（院內碼 0912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Estradiol，E2（院內碼 0912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peptide（院內碼 0912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Vitamin B12（院內碼 0912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應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 Folic Acid（院內碼 0913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 Aluminum，Al（院內碼 100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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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Arsenic，As   檢體種類: 血液 

（院內碼

10003） 

尿液 

（院內碼

100031）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 3mL 

尿液 10mL 

病人準備: 檢查前三天不吃

海產類食物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rbamazepine（院內碼 105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 mL 病人準備: 依醫囑時間用藥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依醫囑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Valproic Acid（院內碼 1051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 mL 病人準備: 依醫囑時間用藥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依醫囑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Vancomycin（院內碼 10531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依醫囑時間用藥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依醫囑時間採檢 

檢驗項目: Methanol（院內碼 1080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不可溶血或乳糜 

檢驗項目: Amphetamine Screen  （院內碼 10810）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orphine，Opiate，Heroin Screen   

（院內碼 10811） 

檢體種類: 尿液 

檢體所需體積: 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Widal＆Weil-Felix（院內碼 12002）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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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TPHA （院內碼 1201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β-hCG  （院內碼 1202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3c（院內碼 1203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4（院內碼 1203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aptoglobin（院內碼 1204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2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yoglobin  檢體種類: 血液 

（院內碼 12061） 

尿液 

（院內碼

120611） 

檢體所需體積: 血液 3mL 

尿液 10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應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 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ies，ATA 

(院內碼 1206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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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ryptococcus Ag 檢體種類: 血液 

(院內碼 12069） 

CSF 

(院內碼 120691） 

檢體所需體積: 血液 3 mL; 

CSF:0.5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SCC(院內碼 1208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omocysteine,HCY(院內碼 121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應立即離心分裝血清冷凍 

檢驗項目: HLA-B 1502(院內碼 1219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溶血檢體無法檢驗 

檢驗項目: Amoebic Antibody,IHA(院內碼 130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Legionella pneumophila Antibodies  (院內碼

1211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 pylori Ab (院內碼 1301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MV IgG (院內碼 14004）or IgM  (院內碼

14048）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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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SV 1 IgG (院內碼 14005） 

HSV 2 IgG (院內碼 1400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easles IgG (院內碼 14070）or IgM(院內碼

1400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不接受 CSF 檢體 

檢驗項目: Anti-VZV IgG (院內碼 14068）or IgM  (院內碼

1401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不接受 CSF 檢體 

檢驗項目: HBeAg (院內碼 1403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Be  (院內碼 1403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Bc  (院內碼 1403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Bc IgM  (院內碼 14038）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HAV IgG (院內碼 14040）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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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Rubella IgG (院內碼 14044）or IgM (院內碼

1404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HIV Ag/Ab Combo (院內碼 1404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Mumps Virus IgG (院內碼 14009）or IgM (院內

碼 1405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  

(院內碼 2402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ldosterone(院內碼 270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 避免溶血，盡快分離分裝冷凍 

檢驗項目: Anti-Smooth muscle Ab，ASMA  (院內碼

1205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應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DHEA-S (院內碼 H015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CA 72-4 (院內碼 H20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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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檢體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 25-OH Vitamin D Total (院內碼 LEN25D）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Erythropoietin，EPO (院內碼 LENEPO）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Acetylcholine Receptor Ab (院內碼 LSIACR）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4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盡快分裝冷凍送檢 

檢驗項目: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院內碼

LSINSE）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10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盡快分裝冷凍送檢，避免溶血 

檢驗項目: HPV DNA (院內碼 LVPHPG） 檢體種類: 子宮頸檢體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Antinuclear Antibodies，ANA (院內碼 1205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聯明醫事檢驗所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7 天 

特別注意事項:  

3.4 委託台中榮總病理檢驗部操作項目: 

檢驗項目:Anti-cardiolipin antibody, IgG(院內碼 3002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Anti-cardiolipin antibody, IgM(院內碼 30028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centromere antibody (院內碼 121742）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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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Anti-mitochondria antibody(院內碼 1205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Anti-nuclear antibody(院內碼 120531） 檢體種類: 血液 

CSF 

pleural effusion 

urine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3 mL 

CSF:0.5 mL 

pleural effusion:1 mL 

urine:8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院內碼 121711） 

檢體種類: 血液 

urine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3 mL 

urine:8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MPO 

(院內碼 12171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驗項目: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PR3 

(院內碼 12171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parietal cell antibody(院內碼 12058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2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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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lizarin red S stain (synovial fluid) 

 (院內碼 16012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 :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y(院內碼 1205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β2-glycoprotein I antibody , IgG 

(院內碼 12133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β2-glycoprotein I antibody , IgM 

(院內碼 12133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basement membrane zone antibody 

(院內碼 106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1 esterase inhibitor(院內碼 3001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1q circulating immune complexes 

(院內碼 3000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3(院內碼 120341） 檢體種類: 血液 

pleural e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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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血液:3 mL 

pleural effusion:1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4(院內碼 120381） 檢體種類: 血液 

pleural effusion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3 mL 

pleural effusion:1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IgG 

(院內碼 12201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arbohydrate-deficient transferrin 

(院內碼 0913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Free Igκ/λ(院內碼 1216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CH50(院內碼 12104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需分裝冷凍送檢 

檢驗項目: Cystatin C(院內碼 0813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需提供病人 creatinine 檢測數值 

檢驗項目: Anti-dsDNA antibody(院內碼 120601） 檢體種類: 血液 

CSF 

檢體所需體積: 血液:3 mL 

CSF:0.5 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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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Eosinophil cationic protein(院內碼 3002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請於 2 小時內離心，分離血清後送檢 

檢驗項目: Anti-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 antibody 

(院內碼 12138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histone antibody(院內碼 30019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Haptoglobin(院內碼 1204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intercellular substance antibody 

(院內碼 1206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IgA(院內碼 1202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IgG(院內碼 1202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IgG1(院內碼 1214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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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IgG2(院內碼 1214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IgG3(院內碼 12148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IgG4(院內碼 12149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IgM(院內碼 12029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Kappa/Lambda light chain ratio(院內碼

121601） 

檢體種類: 血液 

urine 

檢體所需體積:血液:3 mL 

urine:8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無 

檢驗項目: Anti-Jo-1 antibody(院內碼 12154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Lupus anticoagulant(院內碼 0812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 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檢體需分裝冷凍送檢 

檢驗項目: Anti-Mi-2 Antibody(院內碼 12137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DNA (IFA) (院內碼 12060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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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Prealbumin(院內碼 1211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Procalcitonin test(院內碼 12192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PM-Scl Antibody(院內碼 12174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Rheumatoid factor, IgA(院內碼 120111） 

Rheumatoid factor, IgA(院內碼 12011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ribosomal P antibody(院內碼 12156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cl 70 antibody(院內碼 12174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keletal muscle antibody(院內碼 1205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m, RNP antibody(院內碼 12173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egg molecular (f232, f233)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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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碼 3002208）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food animal origin (f1, f2,  

          f23, f24, fx74) (院內碼 300220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food plant origin (f10, f14,  

          f91, fx1, fx21) (院內碼 3002204）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indoor inhalant (e1, e5,  

          hx2, i6, mx2) (院內碼 300220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insect (i1, i3, i5, i70, i71) 

(院內碼 3002205）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occupational (k78, k79,  

          k82, k86) (院內碼 3002206）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peanut molecular (f352,  

          f422, f423, f424, f427) (院內碼 3002207）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llergen-specific IgE, pollen (gx2, wx5, tx3, t73) 

(院內碼 3002202） 

檢體種類: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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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SA(52 D) antibody (院內碼 120642）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SA(60 D) antibody (院內碼 120643）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SA, SSB antibody (院內碼 12064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Anti-skeletal muscle antibody(院內碼 120551）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檢驗項目: Urine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院內碼 12159） 

檢體種類: 血液 

檢體所需體積: 3mL 病人準備: 無 

生物參考值(臨床決策值): 詳閱台中榮總網站 報告完成時間:21 天 

特別注意事項: 無 

 

4 實驗室接受與拒收樣本準則： 

4.1 檢體與檢驗單不符合 

4.2 容器不符 

4.3 開立錯誤之檢驗項目 

4.4 檢體量不符 

4.5 檢體運送及保存條件不符 

4.6 溶血、黃疸及脂血性檢體 

4.7 不當凝固之檢體 

4.8 精液檢體採集後超過 30分鐘送檢 

4.9 特殊檢驗項目未於規定時間內送達 

4.10 體液檢體太黏稠，無法執行細胞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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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驗結果解釋的臨床建議可參考下列網站： 

5.1 台中榮總病理檢驗部：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UnitContentView?WebMenuID=c46bb940-bcf8-

4cdd-97e3-dd402e133bdf&UnitID=140e7889-fbe3-45fc-b3d5-

cab817b00a9b&UnitDefaultTemplate=1 

5.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

http://web.cmuh.cmu.edu.tw/HTML/dept/1t24/andow3.htm?depid=99999 

5.3 彰化基督教醫院檢驗醫學部： 

http://www2.cch.org.tw/labsearch/ 

5.4 聯合醫事檢驗所： 

http://www.ucl.com.tw/webshop/shop/ServiceAddress.asp 

5.5 芮弗士醫事檢驗所： 

https://docsplayer.com/22817024-Microsoft-word-檢驗手冊.html 

6 實驗室保護個人資訊的政策： 

6.1 本實驗室人員因檢體採集、保存、使用所知悉之受檢人秘密、隱私或個人資料，不

得無故洩密。 

6.2 本科人員從事醫事檢驗業務時，乃遵循檢驗醫學倫理之規範，對於操作有關作業系

統，決不私自擷取任何病患資訊，使其流傳在外，如因疏失而致發生第三者受害情

事，願負法律上之一切責任。 

6.3 本科人員接受媒體採訪前，須先取得院方高層同意後方可為之，以保守病人隱私。 

6.4 研究用的檢體和檢驗數據，應符合衛生署「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

之規定，注意不得帶有人名或病歷號碼之註記。 

6.5 本實驗室人員不得蒐集與檢驗不相關之病患個人資料。 

7 顧客抱怨處理程序：參閱流程-LAB-3-080 抱怨的解決管理作業程序 

7.1 抱怨來源 

7.1.1 院方抱怨專線：顧客可透過口頭、書面、官網及電話表達抱怨，接獲訊息後應

儘速處理。 

7.1.2 科內員工之意見處理：本科同仁有任何意見可親自於科內部門會議提出討論，

也可利用意見反應單書面填寫、電話或當面將意見反應給主管。 

7.2 病患(或家屬)抱怨之處理 

7.2.1 病患(或家屬)之口頭抱怨 

7.2.1.1 病患(或家屬)與工作人員或服務人員發生糾紛時，檢驗單位現場之技術負

責人或代理人，先安撫病患(或家屬)並帶離發生糾紛現場，以免影響其他

病患情緒，或造成其他病患鼓動。 

7.2.1.2 各組負責人或代理人先與病患(或家屬)溝通，瞭解病患 (或家屬)抱怨之內

容，能化解糾紛者，予以說明或保證改善，或請病患 (或家屬)填寫意見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UnitContentView?WebMenuID=c46bb940-bcf8-4cdd-97e3-dd402e133bdf&UnitID=140e7889-fbe3-45fc-b3d5-cab817b00a9b&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UnitContentView?WebMenuID=c46bb940-bcf8-4cdd-97e3-dd402e133bdf&UnitID=140e7889-fbe3-45fc-b3d5-cab817b00a9b&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UnitContentView?WebMenuID=c46bb940-bcf8-4cdd-97e3-dd402e133bdf&UnitID=140e7889-fbe3-45fc-b3d5-cab817b00a9b&UnitDefaultTemplate=1
http://web.cmuh.cmu.edu.tw/HTML/dept/1t24/andow3.htm?depid=99999
http://www2.cch.org.tw/labsearch/
http://www.ucl.com.tw/webshop/shop/ServiceAddress.asp
https://docsplayer.com/22817024-Microsoft-word-%E6%AA%A2%E9%A9%97%E6%89%8B%E5%86%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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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單。 

7.2.1.3 各組負責人或代理人若無法解決糾紛時，報請科主任處理。 

7.2.1.4 科主任若無法解決糾紛時，報請公關或院部長官處理。 

7.2.1.5 抱怨事由與處理經過情形記錄於病患(或家屬)意見反應處理紀錄表，檢討

糾紛發生之原因及提出改進或防範之措施。 

7.2.2 病患(或家屬)之書面(包括信、電子郵件等)抱怨 

7.2.2.1 檢驗科主任先瞭解病患(或家屬)之抱怨內容。 

7.2.2.2 指派品管負責人為書面抱怨處理人員。 

7.2.2.3 書面處理人員瞭解抱怨內容後，先擬定解決糾紛之辦法，並請公關人員

協助。 

7.2.2.4 能解釋之糾紛以書面予以回覆說明或保證改善。 

7.2.2.5 不能書面解釋之糾紛：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先與抱怨者聯絡，再以電話或造

訪方式，與抱怨者溝通，並採取必要措施，以化解抱怨者之誤會。 

7.2.2.6 處理人員無法解決糾紛時，由科主任接手處理；主任無法解決糾紛時，

報請院部長官處理。 

7.2.2.7 抱怨事由與處理經過情形記錄於病患(或家屬)意見反應紀錄單，檢討糾紛

發生之原因及提出改進或防範之措施。 

7.3 醫師抱怨之處理 

7.3.1 醫師之抱怨由各組負責人、科主任處理。 

7.3.2 各組負責人或主任應先瞭解醫師抱怨之內容。 

7.3.3 根據抱怨內容，予以解釋或保證改善。 

7.4 抱怨事由與處理經過情形記錄於意見反應紀錄單，並檢討原因及提出改進之措施。 

7.5 對抱怨或意見之處理流程 

7.5.1 院方抱怨專線之抱怨事件，檢驗科在接獲口頭通知時即應馬上處理，由品管醫

檢師及當事者、主任討論，形成矯正措施共識，經主任核准後立即實施，接到

書面通知時立即將報告記錄在意見反應處理紀錄單。 

7.5.2 非院方抱怨專線之抱怨或意見表達事件應及時作處理。 

7.6 抱怨之處理結果由品管醫檢師將相關文件資料彙整存檔。 

7.6.1 院方抱怨專線之部分要接受醫品針對提出之矯正措施、改善方案、預防措施作

持續追蹤； 

7.6.2 非院方之抱怨專線部分，則填寫意見反應處理單，持續作矯正措施、改善方案

及預防措施之追蹤。 

7.6.3 以上抱怨之處理及彙整資料應於管理審查報告，做為矯正、預防措施及持續改

善參考資料。 

7.7 顧客滿意度之調查 

7.7.1 顧客對醫療品質之期盼是推動品質提昇之動力，瞭解顧客之需求，才能滿足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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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期盼及減少糾紛之發生，滿意度之調查乃設計用以瞭解顧客之需求，每年

管理審查前應實施，由品管醫檢師負責執行。 

7.7.2 病患（或家屬）滿意度之調查：本部與病人（或家屬）直接接觸之業務主要為

抽血工作，故滿意度之調查內容依病患（或家屬）對抽血相關項目如技術、等

候時間、環境等來設計，醫師滿意度之調查：醫師最能感受檢驗品質是否優

良，故實施醫師滿意度之調查，可間接瞭解現行檢驗之品質。醫師滿意度之調

查依醫師對品質相關項目如報告時限、準確性、問題解答、諮詢服務等之需求

來設計。 

7.7.3 滿意度之調查結果應加以統計分析，瞭解顧客之需求，以為作業改善及避免糾

紛之依據。 

8 若檢驗項目需要轉檢時，其檢驗項目需向相關醫療專業人員透露病人臨床資訊與家族病

史時，採檢前應同時向病人說明並取得病人同意後再採集檢體。 

9 本檢驗手冊相關之醫療單位及人員包括：院內之醫護人員及院外之代檢單位，所以關於

檢驗服務的協議(如檢驗申請單之內容、院外健診及代檢單位)，若有任何的改變與任何

相關的討論，實驗室應與所有受影響的相關單位人員溝通，並公告週知。 

10  

附註：新版本發行記載與前版本重要不同之處或小幅修改之紀錄。 

新增 修改 刪除 

 

 

 

 

 

 

 

 

 

K：3.3-4.8 3.5-5.1 

mmol/L(blood)； 

Phosphorus: 生物參考值(臨

床決策值):2.4  2.7-4.5 mg/dL 

CK: 

男性：56~244  62-287 U/L 

女性：43~165 45-163 U/L 

ALP:男:40~129 53-128 U/L 

女:35-104 42-98 U/L 

ESR:報告完成時間:急件：30 

40 分鐘 

7.1.2 非院方抱怨專線：顧客

可透過口頭、書面、官網 

 

7.1.1 院方抱怨專線：顧客透過

抱怨專線(行政處處理)抱怨

後，檢驗科會被知會，並會收

到如附件一之意見反應單書面

通知。 

7.1.3 電子信箱(主管信箱)、 

 

 

 

 

 

 

 

 

 

 

 

 

人員閱讀記錄(簽名及日期，範例：王得功 107/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