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別

表單

檢驗單是否
檢驗單開放採檢，但下列項目不開放採檢
開放於斗六
，病人需到總院採檢
分院採檢

外科病理組 8121 外科病理組織費用單

不開放

細胞病理組 8122 細胞學檢驗單

不開放

細胞遺傳組 8130 細胞遺傳檢驗單

分子診斷組

開放

8234 組織符合抗原檢驗單

開放

8290 癌症及基因分子診斷檢驗單

開放

8211 自動化生化免疫檢驗單

8212 特殊生化檢驗單

開放

8261 緊急生化檢驗單

冷藏傳送，需當天採、送達
室溫傳送，需當天採、送達

採檢後不離心

室溫傳送，需當天採、送達

8211119(ICG)

1. 紅蓋黃環管採檢後需離心
2. 8211316 (RF)請用紅頭管(需離心)
3. 8211350 (Vit B12)、8211351 (Folate)、8211352 (RBC
Folate)需空腹、避光
4. 8211355 (Homocysteine)、8211357 (ACTH)採檢後需冰浴
傳送

1. 8211347 (C3)、8211348 (C4)、
8211349 (PTHi)、8211350 (Vit B12)、
8211351 (Folate)、8211355
(Homocysteine)、8211357(ACTH)，檢體
Clot後馬上離心，檢體冷藏當天送達。
2. 8211352 (RBC Folate)不可冷凍不需離
心，當天冷藏送達。
3. 除上述項目外，其餘當天採檢當天冷
藏送達。

1. 8212048 (Pyruvate)
2. 遺傳疾病：8212137、8212141(代謝產
物串聯質譜儀)、8212150(Pompe
Disease)、8212151~8212152(Fabry
Disease)、8212154(MMA)、
8212155(Amino acid analysis)
3. 毒物檢驗：8212301(Methanol)、
8212153(PCDF and PCBs)、
8212302(Thiocyanide)、
8212303(Cyanide)、8212304(CHE)、
8212305(Paraquat)

1. 紅蓋黃環管及紅頭管採檢後需離心，紅頭管請分裝。
2. 8212078 (LD EP)檢體不可冷藏或冷凍
3. 8212080 (Lipoprotein EP)請先與總院生化組聯絡

除8212078 (LD EP)室溫傳送外，其餘當
天採檢當天冷藏送達

1. 8213105(δ-ALA)、8213106(Porphobilinogen)需避光
室溫、需當天採當天送達
2. 8213101(VMA)、8213102(5-HIAA)、8213104 (17OHCS)、8213105(δ-ALA)、8213106(PBG)、
8213109(CATE)，需收集24小時尿液(添加10 mL 6N HCl處
理)，採檢10mL尿液兩管並記錄24小時尿量於檢驗單。

開放

開放

傳送條件

採檢後不離心，WBC<3000必須多抽一管

開放

生化組

8213 尿液體液生化檢驗單

8130123 體液染色體不開放
8130025 腫瘤組職染色體不開放
8234005 T Lymphocyte Crossmatch
8234006 B Lymphocyte Crossmatch
*病人需到總院採檢

採檢注意事項

8261156 (Ketone β-HB)
8261150 (Gas)、8261151(Gas)、
8261121(Gas)、 8261124(CO)
*非血液類檢體，不開放

1. 採檢後需離心，紅頭管請分裝。
當天採檢當天冷藏送達
2. 灰頭管(Lac)與紫頭管(Amon)採檢後需冰浴傳送，離心後
請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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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 一般血液檢驗單

檢驗單是否
檢驗單開放採檢，但下列項目不開放採檢
開放於斗六
，病人需到總院採檢
分院採檢
8221008 ESR、8221026 Betke Stain、
採檢後不離心
8221033 RBC Fragility (RT)、8221034
RBC Fragility (incubation)、 8221035
開放
CD4 lymphocyte count panel
*ESR:放太久結果會假性上升，故不開放
8222026 Bleeding Time (Ivy)

8222 血液凝固因子檢驗單

採檢後離心；以塑膠管分裝

開放

血液組

8262208 ESR
紫頭管：採檢後不離心
*ESR:放太久結果會假性上升，故不開放 天藍頭管：採檢後離心，並以塑膠管分裝
8262 緊急血液檢驗單

8223 細胞標記檢驗單
8224 血液科特殊檢驗單
8265 體液檢驗單
血清免疫組 8231 血清免疫檢驗單

鏡檢組

採檢注意事項

8263 緊急尿糞檢驗單
8264 常規尿液檢驗單
8266 精液檢驗單
8267 常規糞便檢驗單

開放

8240 細菌及黴菌培養檢驗報告單

室溫傳送，需當天送達；
若有人工DC，先製作一推片及一拉片。
RBC morp，先製作二片推片。
不接受隔日檢體

若當日速達，冷藏傳送；若無法當日送
達，需保存於冷凍(<-20℃)，並以冷凍
傳送。
紫頭管室溫傳送，需當天送達；
若有人工DC，先製作一推片及一拉片。
不接受隔日檢體。
天藍頭管：若當日速達，冷藏傳送；若
無法當日送達，需保存於冷凍(<-20℃)
，並以冷凍傳送。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開放

8231332 Screening of cryoprotein
8231388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QuantiFERON)

一般通則：單項最低檢體量3 mL，視項目多寡增加檢體量 開放項目當天或隔天送達均可
當天可送達：室溫或冷藏傳送
，採檢後離心。
例外項目：8231353 Cold hemagglutinin test未離心前請勿 隔天送達：冷藏傳送
冷藏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採檢需知及存放溫度請參考網頁或電話詢問總院

微生物組

傳送條件

開放

1. 需當天可傳送回總院檢體才收件
2. 培養基類請室溫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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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組

8236 病毒培養及快速診斷檢驗單

血庫組

8257 血庫檢驗單
8250 備血單

檢驗單是否
檢驗單開放採檢，但下列項目不開放採檢
開放於斗六
，病人需到總院採檢
分院採檢

開放

不開放
不開放

採檢注意事項

傳送條件

1. 一般檢體：2-8℃冷藏傳送；血液類檢體請見以下第三點說
需當天送達，冷藏傳送
明。
2. 披衣菌／淋病雙球菌核酸檢驗項目（8236411、8236412、
8236413）：
（1）拭子檢體：請於採檢後，將棉棒置入BD MAX UVE 樣品
緩衝液管內折斷，旋緊瓶蓋，再以2-8℃冷藏傳送。
（2）尿液檢體：將尿液檢體進行Vortx至少 15秒以上，使用刻
度滴管將約1mL 尿液移至BD MAX UVE 樣品緩衝液管，蓋上管
蓋，上下倒置檢體管3–4次，確保檢體及試劑混合均勻，再以28℃冷藏傳送。
3.血液類檢體請依規定時間傳送，不符規定則退件。
（1）「病毒培養及鑑定」（8236101）、巨細胞病毒快速培養
法（8236201）之血液檢體（深綠頭管）以”室溫”傳送。＊採檢
當日送達病毒組，否則不予受理。
（2）病毒核酸檢驗之血液檢體（紫頭管/紅蓋黃環管）採集，
需於6小時內完成血漿/血清之分離，以800g（2000 RPM）離心
20分鐘，將血漿/血清分裝至康試管（至少1.5 mL），2-8℃冷藏
傳送。
（3）例外項目：HHV-6 PCR（8236812）血液檢體不需離心，
以全血2-8℃冷藏傳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