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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檢體處置與運送作業指引 

1. 目的 
本指引依照血液檢體採檢後檢體處置運送、檢體離心、及分析前檢體保存之相

關程序與注意事項，說明臨床實驗室(以下簡稱為實驗室)應該了解及控制的變

異條件，以提供實驗室檢驗分析所需要的血清、血漿或全血檢體。 
 

2. 適用範圍 

2.1 適用於生化、血液凝固、血液、免疫、生殖、血清、毒物及藥物濃度監測

、病毒、血庫及分子生物領域等實驗室。 

2.2 規範血液檢體自採集後到進行分析前之流程中，處理及操作檢體相關且足

以影響檢驗結果的正確性或造成系統偏差之多項因素，包括：用來分離血

清或血漿的血液採集器材之適用標準以及血液檢體處理時間、處理條件與

運送儲存條件等。 

 

3. 名詞解釋 

     中文          英文                說明 

3.1 待測物  Analyte 指欲分析量測的物質，例如：血漿中血糖

(glucose) 含量，血糖就是待測物；或是血

漿 中 乳 酸 脫 氫 同 功 酶  1 (lactate 
dehydrogenase isoenzyme 1) 的催化濃度，

其 中 乳 酸 脫 氫 同 功 酶  1 (lactate 
dehydrogenase isoenzyme 1) 就是待測物。 

 

3.2 採檢後檢體處置運

送 

Precentrifugation phase 指檢體自採集後到開始離心之期間。包括

採檢後檢體處置與運送流程。 

 

3.3 檢體離心期間  Centrigufation phase  檢體在離心機內進行離心期間。 

3.4 檢體離心後時期  Postcentrifugation phase 指檢體自離心完成到供分析之期間。 

3.5 檢體  Sample 取自系統之一部份或更多部份，以這些訊
息來反應該系統，經常做為判定該系統或
其產物的基礎。 
 

3.6 分裝管 Secondary tube 指用來承裝來自病人檢體的採血管離心

後所分裝的血漿或血清的容器。 

 

3.7 分離血清/血漿 Separated serum/plasma 將血清/血漿與血球/血液凝塊完全分開。 

 
4. 感染防護 

4.1     在處理與操作所有來自於病人或實驗室檢體時，都須依照政府機關或機

構內有關血行傳染檢體傳送相關規定執行。 

4.2 處理法定傳染病或特殊檢體時，須遵照疾病管制署相關規定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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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指引 

    5.1    血液檢體採檢後處置與運送 

5.1.1  除製造商特別要求之外，所有含有添加劑血液檢體收集器材 (採血管)
，採檢後應溫合上下混合 5~10 次，以確保混合均勻。含有檸檬酸

鈉 (sodium citrate) 添加劑採血管應混合 3 ~ 4 次。 

5.1.2  檢體採集後應置於有明顯生物感染標示的袋子或容器內儘速傳送至

實驗室。 

5.1.3  在可能的情況下，運送檢體時檢體需蓋口朝上直立放置，以促進凝

固完全，同時也可以降低管內血液晃動程度以有效降低檢體溶血的

可能。 

5.1.4  除非是需要冷藏 (冰浴) 傳送檢體，所有檢體需在室溫下傳送。如果

採血場所環境溫度超過 22℃，應儘速將檢體移出，否則會導致檢體

品質惡化。 

5.1.5  下列檢驗項目檢體採檢後應立即冷藏：catecholamines、ammonia、
lactic acid、pyruvate、gastrin 以及 parathyroid hormone(PTH)，且傳送

時應維持冷藏狀態。 

5.1.6  冰浴檢體時，可立即將檢體置於碎冰或冰塊與水混合物中加以保存

。避免直接將檢體置於大量碎冰或冰塊中，因為冰塊與檢體間無法

充份接觸。碎冰或冰塊與水混合物的高度應超過容器內檢體高度。 

5.1.7  全血檢體通常不需要冷藏，除非相關文件上有建議。用來分析電解

值的檢體離心前應避免冷藏。 

5.1.8    pH/Blood gas 分析用檢體則另參照相關採檢程序處理。 

5.1.9  在超出檢體預設保存或穩定的時間長度時，需使用代謝抑制劑及保

存劑 (如：fluorides)，以避免待測物的濃度產生變化。新生兒及兒

科病人血液檢體較難抑制紅血球醣類代謝作用，可使用含有適當醣

解抑制劑的微量採血管進行採血。 

5.1.10 對光線敏感的待測物如膽紅素值(用來監測新生兒黃疸是否需要換血)
、維生素 A、維生素 B6、beta-carotene 以及 porphyrins 等，需隨時避

免將血液檢體暴露於陽光或人工照明下。檢體可用以鋁箔紙包裝容

器、使用棕色容器，或是其他類似方式加以處理。 

5.1.11 由院外採檢單位 (如：診所、採檢站) 傳送未離心全血檢體到實驗室

時，應在確定待測物質穩定性的前提下，在適當的運送溫度及允

許時間範圍內送至實驗室，同時需確定實驗室有足夠時間處理檢

體例如進行離心。如果檢體無法在規定時間內送達實驗室，則應在

採檢單位先進行離心，將血清或血漿保存於適當條件下再傳送至實

驗室。所使用的分裝管應防裂防漏。實驗室所提供之相關特定處理

流程文件需加以公告。 

5.1.12 使用快遞方式自診所、採檢站或其他實驗室傳遞檢體時，檢體的包

裝與傳送方式需特別考慮有關檢驗結果穩定性之相關需求，同時參

考政府相關規定。另外需特別留意傳送過程中周圍環境是否會有過

熱或過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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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如果檢體應在維持體溫之溫度條件下傳送時，檢體不應以氣送系統

傳送。 

5.1.14 如果沒有特定文件說明，實驗室需評估自動傳送系統、氣送系統或

其他類似裝置對實驗室檢驗結果的影響。評估方式主要是針對紅血

球細胞膜完整性的部份加以探討。通常以 lactate dehydrogenase、 

potassium 、 plasma hemoglobin  及 acid   phosphatase 等檢驗項目來評估

。 
                   5.2      檢體離心 

5.2.1   血清或血漿建議在採檢後兩小時內儘速以物理方式與血球分離。 

5.2.2  血漿檢體是使用含有抗凝固劑做為添加劑的採血管採檢，採檢後可

立即離心。血清檢體離心前需等待充份時間讓檢體完全凝固。如果

血液未完全凝固就加以離心，易形成肉眼無法辨識的 fibrin，引發儀

器問題而導致檢驗結果錯誤。在室溫 (22~25℃) 下正常血液自然

完全凝固時間為 30 ~ 60 分鐘。檢體冷藏 (2~8℃) 會延長血液凝

固時間。使用含促凝劑採血管(如：thrombin、矽膠或玻璃顆粒)可以

將血液完全凝固時間提早至採血後 5~30 分鐘。有服用抗凝固劑的病

人血液凝固時間會延長。 

5.2.3    冰浴檢體在離心前應維持冷藏狀態。 

5.2.4  不建議使用木棒沿採血管壁攪動血塊使血塊脫離，這是造成檢體溶

血的來源之ㄧ。 

5.2.5  離心前後採血管需隨時蓋緊，若採血管未加蓋將使檢體本身 CO2 含

量減少影響檢驗結果(例如：pH 值增加、ionized calcium 降低、acid 
phosphate 降低)。檢體加蓋同時可以排除外來物質汙染檢體的可能

，也避免檢體蒸發及氣膠噴溢的可能。 

5.2.6  如果離心前須放置分離用器材在採血管中，且該器材無法封住採

血管開口時，應另使用適當蓋子加蓋。 

5.2.7  需特別留意採血管開蓋及回蓋時應避免氣膠產生。人員需採取適當

防護，可以在壓克力屏障後或生物防護箱中進行拔蓋的動作。採血

管開蓋後應回蓋或另使用適當的蓋子加蓋，並確定蓋子有確實蓋緊

。 

5.2.8    所使用的離心機應有適當的上蓋。 

5.2.9    檢體離心前需確認離心機離心溫度、離心力及離心時間設定是否適

當。 

5.2.10 實驗室應詳細參考製造商說明文件，針對檢驗項目、檢體及採血管

種類設訂適當的的離心溫度、離心力及離心時間。實驗室應使用 g-
force 來描述離心力的大小。 

5.2.11 離心時離心機內部溫度上升可能影響待測物質的穩定性 (例如：凝

固因子方面研究)。建議離心溫度應維持在 20~22℃。實驗室應有具

溫度控制功能的離心機，以處理對溫度敏感的待測物質，例如：

ACTH、cyclic-AMP 離心時溫度應控制在 4℃。 

5.2.12 具分離膠之微量採血管可利用特殊離心裝置加以離心。需參考製造

TSLM-GP-G01(1) 第 3 頁，共 7 頁



 
商說明來訂定離心條件。 

5.2.13  冰浴檢體離心時建議溫度控制在 4℃。 

5.2.14 具分離膠採血管使用懸籃式離心機 (swing-bucket centrifuge) 離心

可以形成較明確的分層。必要時仍需以肉眼確認檢體與分離膠分層

的完整性。 

5.2.15  若具分離膠採血管使用固定角度式離心機 (fixed-angel centrifuge) 離
心時，且血清需保存在分離膠上層時，需以肉眼確認採血管內分層

是否完整。 

5.2.16 具有分離膠的採血管禁止以原採血管再次離心，因為再次離心會破

壞已形成用來分離血清/血漿與血塊/血球的分界。不論採血管是否有

分離膠，禁止由已收集過血漿或血清的採血管再次離心收集血清或

血漿，因為血清/血漿與紅血球之間的比例已經改變。待測物質會藉

由血塊再次擠壓收縮而釋出到預備檢驗用的血漿或血清中，造成錯

誤的檢驗結果。 

 5.3     分析前檢體保存 

5.3.1  所有檢體分析前的保存條件皆應依照試劑說明書規範執行。以下所

述為一般性原則，仍應以試劑說明書之條件為主。 
5.3.2  已分離的血清/血漿在室溫下放置時間需不得超過 8 小時。如果確定

無法在 8 小時內完成分析，血清/血漿應置於 2~8℃冷藏。 
5.3.3  血清/血漿可以在分離膠上置於 2~8℃保存 48 小時。血清/血漿儲存時

建議以肉眼確認採血管中分離膠分界是否完整後再加以儲存。 

5.3.4  如果檢體無法在 48 小時內完成分析，建議將血清/血漿冷凍保存在-
20℃或更低溫度下。 

5.3.5  血清/血漿不得重複冷凍及解凍，因為會導致待測物品質惡化。無霜

冷凍冰箱不適用於保存檢體，因為冷凍/解凍循環會使冰箱溫度重覆

上升下降，造成檢體重覆解凍與冷凍。 

5.3.6  如果待測物質有特殊處理方式、使用之採血管或分離血清/血漿器材

製造商有特殊規定時，實驗室需在相關文件中加以說明並告知作業

相關人員。 

  5.4    檢體退件 

5.4.1  檢體不適用於進行檢驗分析時應予以退件。退件條件應經由實驗室

主管及監督人員審慎專業考量後執行。 

5.4.2    建議退件條件： 

(a)  檢體標示不正確：參考各機構規範執行。 

(b) 血液量不正確：採血管需標示可置入血液量。檢驗單位應參考

相關特定文獻制訂允收檢體量並公告給採檢單位，以避免檢體

過多或過少的問題。 

(c) 使用錯誤的採血管：檢驗單位應依照檢驗方法的特定要求選擇

採血管。使用多種採血管採血時，錯誤的採血管使用順序會因

添加劑污染影響檢驗結果。 

(d) 溶血：如果重新採檢檢體仍然溶血，或是檢驗單位連續收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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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病人溶血檢體時，通常代表病人出現血管內溶血，檢驗單

位需主動通知臨床醫師此種情形。 

(e) 錯誤儲存及運送條件：例如應冷藏 (2~8℃) 送至實驗室的檢體收

到時未冷藏；或是應冷凍保存的血清或血漿檢體，實驗室收到

時檢體已溶解。 

 

 6.      注意事項 

  6.1   實驗室應使用符合相關法規規範之器材及設備 (如：取得衛生福利部醫療

器材許可)。 

6.2 不論使用何種類型採血管或器材，應仔細閱讀製造商的說明書並切實遵守

相關注意事項。當有必要時，可要求製造商提供更詳細的說明。 

6.3  所有用於分離血清/血漿器材及採血管，使用前需依廠商規定條件加以儲存

，並在使用效期內使用完畢，以確保其有效性。 

6.4  如檢體離心後使用填充式過濾器將血清/血漿與血塊/細胞分離時，過濾裝

置的構造應有防止血清/血漿透過過濾器回流的設計，同時避免異物  
          (例如：fibrin) 通過過濾器進入已濾出的血清/血漿中。如需將血清/血漿保

存於此類器材中，需有適當的正式文件說明檢體置於這類特殊器材時，血

清/血漿中待測物質的穩定性及被干擾情形。 

6.5  採血管分離膠可能會對某些待測物質造成干擾，如：aminoglycoside、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drugs、progesterone 等。LD 的數據在統計學上具升

高的顯著差異，但在臨床上並無顯著差異。 

6.6  不可使用含分離膠採血管採集用來分析 direct antiglobulin test  (DAT) 的血液

檢體，因分離膠會導致紅血球黏在一起形成假性凝集。 
 

 7.     參考文獻 
7.1 Procedures for the Handling and Processing of Blood Specimens for Common 

Laboratory Tests, 4th Edition, GP44, CLSI 
 7.2 實驗室認證規範 TAF-CNLA-R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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