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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培養檢驗作業指引 
 

1. 引言 
泌尿道感染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是人類最常見的感染症之ㄧ，感染的

主要部位包括尿道、膀胱和腎臟等，會引起頻尿、解尿困難和排尿有灼燒感等臨

床症狀。除了相關的臨床症狀外，尿液常規檢查項目中的亞硝酸鹽 (Nitrite) 和白

血球酯酵素 (Leukocyte esterase) 以及尿液培養 (Urine culture) 都是臨床上診斷泌

尿道感染的方式，而尿液培養的結果則是能提供診斷泌尿道感染最直接的證據。 
正常情況下，尿液是屬於無菌的體液，但在檢體採集的過程中，常常受到來

自尿道、會陰部、前列腺或陰道等部位之菌叢 (microbiota) 的污染。在正常無症

狀的人類尿液中，也經常帶有少量的細菌 (<103 CFU/mL)，而尿液本身也是非常

適合細菌生長的環境，因此，在尿液培養方面，臨床細菌 實驗室的醫檢師必須

提供正確檢體採集、運送與保存的方式，以及符合臨床診斷的報告內容，以確保

報告的有效性與正確性。 
尿液培養的結果在 UTI 的診斷上，常常和性別、年齡及檢體取得的方式有很

大的相關；在急性感染的病患中，尿液中細菌的濃度通常會大於 105 CFU/mL，
而在嬰孩、導尿的病患以及排尿困難的 UTI 女性中，即使低濃度 的細菌也具有臨

床意義。菌落計數在泌尿道感染診斷極具重要性，因此，在檢體處理時，實驗室

必須採用定量接種的方式，並在結果報告時，也須提供定量計數的結果。 
根據日前學會問卷調查結果，目前各實驗室對於尿液培養的檢驗作業多有歧義，

因此，依據 Clinical microbiology procedure handbook 與 Cumulative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等標準規範，制定「尿液培養檢驗作業指引」，

提供尿液檢體在臨床細菌實驗室從檢體採集、傳送至實驗室接種、培養與鑑定，

以至最後實驗室報告的準則，使得臨床細菌實驗室在從事該項檢驗時，有規範可

依循。 
 

2. 檢體種類 
2.1 中段尿 (clean-voided midstream urine) 
2.2 導尿 (indwelling catheter) 
2.3 單次導尿 (straight catheter) 
2.4 小兒導尿 (pediatric catheter) 
2.5 恥骨上方穿刺 (supra-pubic aspirate) 
2.6 腎臟尿或腎臟造廔管尿 (kidney or percutaneous nephrostomy(PCN) urine) 
2.7 膀胱鏡尿 (cystoscopy urine) 
 

3. 檢體收集與傳送 

尿液檢體的收集時機儘可能在抗生素使用前採檢，檢體應直接收集於無菌螺旋

蓋容器中，不可使用紙杯或非無菌容器收集後再倒入無菌採檢容器，送檢時，

應將螺旋蓋緊閉密合避免外漏，置於檢體夾鏈袋內，於 2 小時內送至實驗室，

若無法立即檢驗，應儲存於 2-8℃則勿超過 24 小時；檢體不可冷凍。實驗室接

收檢體後應儘速執行定量接種。除非是不合格檢體得重新送檢，一般建議在間

隔大於 48 小時後，始得送同樣方式採檢之檢體。 

 



 
 

4. 培養基選擇 
4.1 血液培養基 (Blood agar plate) 
4.2 選擇性培養基 (Eosin methylene blue agar (EMB) 或 MacConkey agar) 

 
5. 尿液檢體接種 

5.1 中段尿和導尿以 0.001-mL 定量接種環接種；單次導尿、小兒導尿、恥骨 

上方穿刺、腎臟尿或腎臟造廔管尿以及膀胱鏡尿以 0.01-mL 定量接種環 

接種。 

5.2 接種前先將尿液搖晃以混合均勻。 

5.3 旋開無菌容器之螺旋蓋，將滅菌冷卻後之接種環，垂直浸入尿液中 (環狀部

分即可)，取出後，於血液培養基中做定量接種。 

5.4 無需滅菌，再次以接種環取得檢體後，在選擇性培養基中 (EMB 或 

MacConkey agar) 做三區劃線接種。 

5.5 置於 35℃二氧化碳培養箱中培養 24 至 48 小時。 

 

6. 培養的判讀 

6.1 尿液之微生物菌叢 (附表一)： 

微生物菌叢(microbiota) 菌種

 泌尿生殖道常在菌 (urogenital 

microbiota) 
Viridans group streptococci, Neisseria spp., 
diphtheroids, Lactobacillus spp. anaerobes 

皮膚常在菌 (skin microbiota) Diphtheroids, Staphylococcus spp. 
泌尿道致病菌 (uropathogens) GNB, Staphylococcus, Yeast, beta-streptococcus, 

Enterococcus, G. vaginalis, Aerococcus urinae, 
Corynebacterium (urease positive) 

6.2 定量接種與定量後鑑定標準 
(1) 不同採檢方式之定量接種與鑑定標準請見附表二。 
(2) 有泌尿道感染的症狀 (如 dysuria) 或泌尿道感染相關診斷 (如 UTI) 的

檢體：任何量的泌尿道致病菌均需鑑定與藥物感受性試驗。 

 

7. 結果報告 

7.1 陽性結果報告： 

(1) 泌尿道致病菌 (uropathogens)：如附表一說明。 

(2) 生長量達鑑定與藥敏試驗標準者，報告菌名、菌落定量結果與藥物感 

受性試驗結果。 

(3) 生長量未達鑑定與藥敏試驗標準者，報告染色及菌落定量結果。 

(4) 生長 3 種以上(含)且無主要量多的泌尿道致病菌者，可報告污染：「疑似 

污染，臨床上有需要的話，請再重新採檢開單送驗。」 

 

 

http://en.wikipedia.org/wiki/Eosin_methylene_blue


 
 

7.2 陰性結果報告： 

(1) 只有泌尿生殖道常在菌 (urogenital microbiota) 或皮膚常在菌 (skin 
microbiota) 生長時，報告「正常菌叢」(Normal urogenital flora)。 

(2) 若無任何菌落生長，下列均為可接受的報告方式: 

 Colony count<1000 CFU/mL or <100 CFU/mL 
 No bacterial growth 
 No growth in 48 hours 
 No aerobic pathogen was isolated 

 
8. 退檢標準 

8.1 未標示時間、採檢方法、無冷藏下超過 2 小時的檢體。 

8.2 不接受 24 小時尿。 

8.3 收檢後，48 小時內同樣採檢方式的檢體。 

8.4 嬰孩以導尿為主，不建議送自解檢體或尿袋。 

8.5 不接受導尿管 (folley tip) 培養 (非診斷 UTI 適當的檢體)。 
8.6 導尿病患的尿袋。 

8.7 有外漏情形的檢體。 

8.8 除恥骨上方膀胱穿刺外，不做厭氧培養。 

 

9. 參考文獻 

9.1 Clinical microbiology procedure handbook 
9.2 Cumulative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附表二：不同採集方式之檢體定量接種與定量後鑑定標準 

 

採檢方式 定量 1  株菌 2 株菌(泌尿道致病菌) ≧ 3 株菌(泌尿道致病菌) 
 
 
 

中段尿 

 
 
 
 
 
 

0.001-mL 

當<10,000 CFU/mL 時，報告染色 
與菌落定量結果；當≧10,000 
CFU/mL 時，鑑定並做藥物感受 
性試驗。當檢體來自女性時， 
≧1,000 CFU/mL 的泌尿道致病 
菌 (GBS 和 S. saprophyticus) 需
要 鑑定。 

 
 
 
 
任一株<100,000 CFU/mL 時，報 
告染色與菌落定量結果；任一株 
≧100,000 CFU/mL 時，鑑定並做 
藥物感受性試驗。 

 
 

有主要量多的 (≧100,000 CFU/mL) 
泌尿道致病菌時，鑑定並做藥物感受 
性試驗，最多做 2 種。若 3 種(含)以 
上 的 泌 尿 道 致 病 菌 ， 定 量 均 
≧100,000 CFU/mL 者或無主要量多 
的泌尿道致病菌時，報告染色和定量 
結果，並註明「疑似污染，臨床上有 
需要的話，請再重新採檢開單送驗。」  

導尿 

當<10,000 CFU/mL 時，報告染色 
與菌落定量結果；當≧10,000 
CFU/mL 時，鑑定並做藥物感受 
性試驗。 

單次導尿 小孩

導尿 恥骨上穿

刺 腎臟尿 腎
臟造廔管尿 膀
胱鏡尿 

 
 
 

0.01-mL 

當≧1,000 CFU/mL 或任何純培 
養的泌尿道致病菌時，鑑定並做 
藥物感受性試驗。 當泌尿生殖道

或皮膚常在菌存在 時，100-1,000 
CFU/mL 的泌尿道 致病菌需報告

染色與菌落定量結 果。 

 

當<1,000 CFU/mL 時，報告染色 
與菌落 定 量 結 果 ；當 ≧1,000 
CFU/mL 的泌尿道致病菌時，鑑 
定並做藥物感受性試驗。 

 
任一株<10,000 CFU/mL 時，報告染 
色與菌落定量結果； 任一株≧10,000 
CFU/mL 時，鑑定並 做藥物感受性試

驗。或與醫師聯繫需 做哪些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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