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令英文名稱 醫令中文名稱 本院醫令代碼 檢體種類 容器名稱 檢體量 採檢/送檢注意事項
檢體

傳送條件
收檢時間 操作時間 檢驗報告時間 加做時限 複檢時限

檢驗後檢體

保存方式

報告完成後

檢體保留期

限

檢驗方法 生物參考區間或判讀標準 干擾物質 臨床意義 健保 (點) 自費 (元)

MULTISTIX (Routine) 尿一般生化檢查 06012CZ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化學法 尿液比重 (Specific gravity)：1.003-1.035。

尿液pH值：5.0-8.0。

尿液蛋白質 (Protein)：(-)~(+/-)。

尿液葡萄糖 (Glucose)：(-)。

尿液酮體 (Ketone)： (-)。

尿液潛血 (O.B.)： (-)。

尿液尿膽素原 (Urobilinogen)：≦1.5

mg/dL。

尿液膽紅素 (Bilirubin)： (-)。

尿液亞硝酸鹽 (Nitrite)： (-)。

尿液白血球 (WBC esterase)： (-)。

尿液白蛋白(Albumin)：10 mg/L。

尿液肌酸酐(Creatinine)：N/A。

Albumin/Creatinine：Normal (<30) 。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8

MULTISTIX(RAPID)(STAT

)

尿一般生化檢查(急件) 06012CX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急診:30分鐘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化學法 尿液比重 (Specific gravity)：1.003-1.035。

尿液pH值：5.0-8.0。

尿液蛋白質 (Protein)：(-)~(+/-)。

尿液葡萄糖 (Glucose)：(-)。

尿液酮體 (Ketone)： (-)。

尿液潛血 (O.B.)： (-)。

尿液尿膽素原 (Urobilinogen)：≦1.5

mg/dL。

尿液膽紅素 (Bilirubin)： (-)。

尿液亞硝酸鹽 (Nitrite)： (-)。

尿液白血球 (WBC esterase)： (-)。

尿液白蛋白(Albumin)：10 mg/L。

尿液肌酸酐(Creatinine)：N/A。

Albumin/Creatinine：Normal (<30) 。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8

Multistix (STAT) 尿一般生化檢查(急件) 06012CU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急診:30分鐘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化學法 尿液比重 (Specific gravity)：1.003-1.035。

尿液pH值：5.0-8.0。

尿液蛋白質 (Protein)：(-)~(+/-)。

尿液葡萄糖 (Glucose)：(-)。

尿液酮體 (Ketone)： (-)。

尿液潛血 (O.B.)： (-)。

尿液尿膽素原 (Urobilinogen)：≦1.5

mg/dL。

尿液膽紅素 (Bilirubin)： (-)。

尿液亞硝酸鹽 (Nitrite)： (-)。

尿液白血球 (WBC esterase)： (-)。

尿液白蛋白(Albumin)：10 mg/L。

尿液肌酸酐(Creatinine)：N/A。

Albumin/Creatinine：Normal (<30) 。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8

SEDIMENT (Routine) 尿沈渣顯微鏡檢查 06012CY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人工顯微鏡鏡

檢+自動化尿沈

渣分析儀

RBC：(0-2)/HPF

WBC：(0-5)/HPF

Epith：Squamous epithelial cells：(0-

5)/HPF

Cast：Hyaline cast (0-2)/LPF

Crystal：None of Abnormal crystal/HPF

Bacteria：(Fresh) - /HPF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7.5

SEDIMENT

(RAPID)(STAT)

尿沉渣顯微鏡檢查(急件) 06012CW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急診:30分鐘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人工顯微鏡鏡

檢+自動化尿沈

渣分析儀

RBC：(0-2)/HPF

WBC：(0-5)/HPF

Epith：Squamous epithelial cells：(0-

5)/HPF

Cast：Hyaline cast (0-2)/LPF

Crystal：None of Abnormal crystal/HPF

Bacteria：(Fresh) - /HPF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7.5

Sediment (STAT) 尿沈渣顯微鏡檢查(急件) 06012CV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11 mL 尿液於室溫下應於2小時完

成檢驗，若無法即時送檢，

請冷藏保存。不可添加任何

保存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急診:30分鐘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1天 人工顯微鏡鏡

檢+自動化尿沈

渣分析儀

RBC：(0-2)/HPF

WBC：(0-5)/HPF

Epith：Squamous epithelial cells：(0-

5)/HPF

Cast：Hyaline cast (0-2)/LPF

Crystal：None of Abnormal crystal/HPF

Bacteria：(Fresh) - /HPF

尿液保存劑、

檢體久置。

腎功能評估與

泌尿道感染

75 97.5

Pregnancy test 尿液懷孕試驗 06505CZ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至少1 mL 不適用(N/A)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2小時 室溫 1天 快速免疫層析

法

不適用(N/A) 不適用(N/A) 懷孕篩檢 100 130

Pregnancy test(STAT) 尿液懷孕試驗(急件) 06505CYP 尿液(Urine) S-Y定量尿沈渣

離心管(56)

至少1 mL 不適用(N/A)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2小時 室溫 1天 快速免疫層析

法

不適用(N/A) 不適用(N/A) 懷孕篩檢 100 130

Occult Blood(I)

(Routine)

糞便潛血反應檢查(化學法;

常規)

07001CZP 糞便(stool) T 型糞便收集管

(58)

花生米粒之大小(1g) 檢體採集後應儘速送檢,若

無法及時送檢請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4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不適用(N/A) 化學法 Negative 不適用(N/A) 消化道出血之

篩檢

20 26

Occult Blood(OB)(STAT) 糞便潛血反應檢查(化學法;

急件)

07001CXP 糞便(stool) T 型糞便收集管

(58)

花生米粒之大小(1g) 檢體採集後應儘速送檢,若

無法及時送檢請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不適用(N/A) 化學法 Negative 不適用(N/A) 消化道出血之

篩檢

20 26

Immunochemical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iFOBT)

糞便潛血免疫定量檢驗法

(下消化道出血用)

09134CZP 糞便(stool) iFOBT糞便潛血

採集管(14)

刮取量為採便棒螺紋完

全覆蓋

檢體採集後應儘速送檢,若

無法及時送檢請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週二、週五

08:00~16:00

3天 無法加做 4小時 冷藏(2~8℃) 1天 乳膠凝集散色

比濁法

Negative (<100 ng/mL) 不適用(N/A) 大腸直腸癌篩

檢

80 104

Stool: WBC 糞便白血球（膿細胞）檢

查

07018CZP 糞便(stool) T 型糞便收集管

(58)

花生米粒之大小(1g) 檢體採集後應儘速送檢,若

無法及時送檢請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不適用(N/A)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 3 WBCs/HPF 不適用(N/A) 篩檢細菌性或

潰瘍性結腸炎

25 33

Stool: WBC(Pus

cell)(STAT)

糞便白血球（膿細胞）檢

查(急件)

07018CYP 糞便(stool) T 型糞便收集管

(58)

花生米粒之大小(1g) 檢體採集後應儘速送檢,若

無法及時送檢請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檢 室溫 不適用(N/A)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 3 WBCs/HPF 不適用(N/A) 篩檢細菌性或

潰瘍性結腸炎

25 33

CSF, India ink (CSF) 腦脊髓液暗視野檢查 13006CZP 腦脊髓液(CSF)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1 mL 除血液樣檢體外，請勿添加

任何抗凝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4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Not found 不適用(N/A) 檢查腦脊髓液

是否感染新形

隱球菌

45 59



醫令英文名稱 醫令中文名稱 本院醫令代碼 檢體種類 容器名稱 檢體量 採檢/送檢注意事項
檢體

傳送條件
收檢時間 操作時間 檢驗報告時間 加做時限 複檢時限

檢驗後檢體

保存方式

報告完成後

檢體保留期

限

檢驗方法 生物參考區間或判讀標準 干擾物質 臨床意義 健保 (點) 自費 (元)

CSF, India ink

stain(STAT)

腦脊髓液墨汁染色法(急

件)

13006CRP 腦脊髓液(CSF)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1 mL 除血液樣檢體外，請勿添加

任何抗凝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Not found 不適用(N/A) 檢查腦脊髓液

是否感染新形

隱球菌

45 59

CSF Routine 腦脊髓液常規檢查 16006CZP 腦脊髓液(CSF)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1 mL 除血液樣檢體外，請勿添加

任何抗凝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4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Cell count : 0 - 5 mono nuclear cells/μL 檢體久置、抗

凝劑

鑑別診斷中樞

神經感染、出

血。

170 221

CSF Routine(STAT) 腦脊髓液常規檢查(急件) 16006CXP 腦脊髓液(CSF)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1 mL 除血液樣檢體外，請勿添加

任何抗凝劑。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Cell count :  0 - 5 mono nuclear cells/μL 檢體久置、抗

凝劑

鑑別診斷中樞

神經感染、出

血。

170 221

Ascites routine 腹水常規檢查 16002CZP 腹水(Ascites)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最佳檢體量：10 mL；

次佳檢體量：3-10

mL。

檢體以當天(12小時內)送檢

為原則，若無法即時送檢，

應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8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自動血球分析

儀,染色法及顯

微鏡鏡檢

不適用(N/A) 檢體久置 鑑別診斷濾出

液和滲出液

170 221

Ascites Routine(STAT) 腹水常規檢查(急件) 16002CYP 腹水(Ascites)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最佳檢體量：10 mL；

次佳檢體量：3-10

mL。

檢體以當天(12小時內)送檢

為原則，若無法即時送檢，

應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自動血球分析

儀,染色法及顯

微鏡鏡檢

不適用(N/A) 檢體久置 鑑別診斷濾出

液和滲出液

170 221

Pleural effusion routine 胸水常規檢查 16003CZP 胸水(Pleural

effusion)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最佳檢體量：10 mL；

次佳檢體量：3-10

mL。

檢體以當天(12小時內)送檢

為原則，若無法即時送檢，

應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8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自動血球分析

儀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不適用(N/A) 檢體久置 鑑別診斷濾出

液和滲出液

170 221

Pleural fluid (STAT) 胸水分析(急件) 16003CYP 胸水(Pleural

effusion)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最佳檢體量：10 mL；

次佳檢體量：3-10

mL。

檢體以當天(12小時內)送檢

為原則，若無法即時送檢，

應冷藏保存。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1小時 冷藏(2~8℃) 1天 自動血球分析

儀

染色法及顯微

鏡鏡檢

不適用(N/A) 檢體久置 鑑別診斷濾出

液和滲出液

170 221

Rapid test for bacterial

antigen(STAT)

細菌抗原快速鑑定 000PP305 腦脊髓液(CSF) 15mL無菌塑膠

離心管(06)

1 mL 採集後儘速檢驗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5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驗 冷藏(2~8℃) 1天 乳膠凝集法

(Latex

Agglutination)

Negative 檢體久置 偵測腦脊髓液

內是否有感染

病原菌。

670 871

Influenza A+B Rapid

Screening Test

流感病毒抗原快速篩檢試

驗

000PP306 鼻腔拭子

(Nasal

swab)：快篩專

用Swab(16)

流感抗原快篩

Swab(16)

不適用(N/A) 採集後儘速檢驗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1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驗 不適用(N/A) 不適用(N/A) 螢光免疫分析

法(Fluorescent

Immunoassay)

Negative 不適用(N/A) 快速定性檢測

並區分人類鼻

咽檢體中之流

感病毒抗原，

以幫助快速區

分診斷急性流

行性感冒之致

病原為A或B型

流感病毒感

染。

300 390

ESR: 1HR 紅血球沈降速率檢查 08005C0P 全血( Whole

Blood)

黑頭管(含 3.2

% sodium

citrate)

1.5 mL 1. 檢體量只能介於白色上下

環線之間。

2. 採檢完後檢體建議上下翻

轉，使檢體與抗凝劑混合均

勻。

室溫 24小時收檢 24小時作業 4小時 無法加做 無法複驗 冷藏(2~8℃) 1天 Westergren

method血球沉

降法

Male：2-10 mm/1hr；

Female：2-15 mm/1hr

嚴重脂血與溶

血

發炎指數 30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