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正確執行血糖檢測的指引

W

錯誤的血糖檢測方法可能會造成錯誤的檢測值，導致錯誤的醫療建議，從而嚴重危害患者健康。因此，
請您謹慎遵守指示以正確地進行血糖檢測。

使用者手冊
和快速指南
羅氏全方位血糖機組/
Accu-Chek Mobile血糖檢測系統

正確

錯誤

請用溫水和肥皂洗手並徹底沖洗乾淨。採血
前請用乾淨的毛巾擦乾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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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手指未沖洗乾淨、
髒污或黏濕 （例如沾有
食物、糖果或飲料的殘
餘物），則千萬不要進
行血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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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血滴散開或暈開，
則請不要進行血糖檢
測。也不要用塗抹的方
式將血滴抹到檢測區
上。

每次以形狀完好（血珠狀）的新鮮血液進行
檢測。

2
ACCU-CHEK、ACCU-CHEK MOBILE、ACCU-CHEK SMART
PIX、ACCU-CHEK 360°和FASTCLIX是Roche（羅氏）的商標。
Continua、Continua標誌和Continua Certified是Continua Health
Alliance的商標、服務標誌或商品簽章。Continua在某些但非在所
有的行銷國家中為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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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和檢測區不要互相
按壓。避免搖晃或顫抖
的動作。

血滴碰觸到檢測區時要輕柔平穩。將血滴沾/
吸到檢測區中央。

3

USB-IF的標誌是Universal Serial Bus Implementers Forum, Inc.的商標。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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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血滴後，要立即將它沾/吸到檢測區。當
嗶聲響起並於螢幕上顯示檢測中時，請立即
移開手指。注意：必須開啟嗶聲功能才能聽
到嗶聲。參見使用者手冊設定聲音模式。

不要等！

採完血後不要等，要馬
上將血滴沾/吸到檢測
區。如果已響起嗶聲而
且螢幕上已顯示檢測
中，手指請不要繼續觸
碰檢測區。

理由

錯誤執行血糖檢測可能會造
成錯誤偏高的檢測值，從而
導致施用過量的胰島素。造
成偏高的錯誤檢測值有下列
的原因：
•手指未沖洗乾淨、髒污或
黏濕。
•如果血滴散開或將血滴塗
抹到檢測區，這會增加採
血處髒污的風險（例如沾
有食物、糖果或飲料的殘
餘物）。
•將檢測區按壓到手指上。
•進行血糖檢測時，有搖晃
或顫抖的動作。
•採血後沒有立刻檢測血糖
或手指放在檢測區太久。
請注意訊號嗶聲。嗶聲可
幫助您取得可靠的檢測
值。

快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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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糖機和採血筆僅供個
人使用！
僅供同一人檢測血糖之
用，不得與他人共用。
如果多人共用一台血糖
機或一支採血筆，即使
是同一家人，或是如果
專業醫護人員在不同人
身上使用同一台血糖機
檢測或用同一支採血筆
採血，都會有造成傳播
感染的危險。
 本快速指南無法替代
羅氏全方位/Accu‑Chek
Mobile血糖監測系統使用
者手冊裡為您所做的詳
細解說。請您務必遵守
使用者手冊和說明書裡
的安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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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釋放鈕/啓動掣（上膛/
上針和採血）
2 開關和輸入鍵/掣
3 向上/向下鍵/掣
4 剩餘採血針顯示窗
5 更換新採血針的白色
轉動軸
6 可調整採血深度筆蓋
7 試紙出口保護蓋，已
關閉（右下：打開）

8 檢測區（在試紙匣頂
端，準備檢測）
9 採血針匣/滾筒式針筒
0 採血筆退出鍵/掣
q 打開試紙匣保護蓋的
解鎖鍵/掣
w 試紙出口保護蓋
e 試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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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用血糖檢測系統

2. 準備採血筆

3. 執行血糖檢測

羅氏糖尿病照護部門/客戶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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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血糖檢測前：請您遵
守血糖檢測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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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軋孔打開試紙匣包裝
盒。取出塑膠容器。

從塑膠容器中拿出試紙匣。 打開試紙出口保護蓋。

取下採血筆筆蓋。

白色端朝前，將新的採血
針匣/滾筒式針筒套入採血
筆。

六支採血針尚未用完之
前，請勿將採血針匣/滾筒
式針筒從採血筆取出。

請用溫水和肥皂洗手並徹
底沖洗乾淨。

採血前請用乾淨的毛巾擦
乾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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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名稱：Roche Diabetes Car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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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05 Mannheim,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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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cu-che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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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ccu-che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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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試紙匣保護蓋解鎖鍵/掣
沿箭頭方向向上推。

把試紙匣放入血糖機。蓋
緊試紙匣保護蓋。關閉試
紙出口保護蓋。

自血糖機向後拉出電池的
保護貼。移除顯示螢幕的
保護貼。

採血針匣/滾筒式針筒完全
插入採血筆而只剩前緣突
出時，才是正確套入。

再把筆蓋套上。
筆蓋推到聽見卡答聲且感
到卡入定位時，才是正確
套入。

僅於採血針匣/滾筒式針
筒完全插入採血筆時，筆
蓋才可能輕易卡入定位。
套上筆蓋時，請勿用力，
以免筆蓋和採血筆受損。
筆蓋蓋不上時應該調整採
血針匣/滾筒式針筒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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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試紙出口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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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血筆緊貼於所選的採
血部位。

5

將釋放鈕/啓動掣向下按壓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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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 約2秒鐘，直到血糖
機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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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語言（標記
使用
為黃色）。
按 。

按 。

轉動筆蓋上的度數來調整
採血深度。
小竅門：先從中間的採血
深度開始，例如深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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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日期：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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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新的採血針：準備新
的採血針作下次使用。
先將白色轉動軸 1 往A方
向推出，然後再往B方向
推回。

血滴輕柔且平穩地碰觸到
檢測區的中央。

一旦顯示螢幕上出現檢測
中，手指要立即從檢測區
移開。

ACCU-CHEK、ACCU-CHEK MOBILE和FASTCLIX
是 Roche（羅氏）的商標。

檢測大約會在5秒鐘後完
成。讀取檢測值並關閉試
紙出口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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