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驗課通知 
   檢字 10816 

日  期：2019年 12月 27日 

受文者：全體醫護人員 

主  旨：自 2019年 12月 27日起新增檢驗項目 Respiratory panel(呼吸道病原體

多標的核酸檢測)及 Gastrointestinal panel(腸胃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

測) 

說  明： 

(1) Respiratory panel(呼吸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測) (檢驗醫令：FVPRPI) ，相關檢驗訊

息如下： 

 

檢驗項目 Respiratory panel (呼吸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測) 

檢驗收費碼 FVPRPI 健保碼(點數) 12182C*5+12183C*4 (9800點) 

是否接受代檢 否 

檢體需求 

1 採檢須知 （1） 檢體/採檢容器：Nasopharyngeal swab / RP拭子/保存液 (請於採檢
前向檢驗課索取專用採檢容器) 

（2） 建議採檢量：1 mL  

（3） 採檢注意事項(病人準備)：檢體採集方式請參閱檢驗資訊系統檢體
採集標準作業程序 4.19。 

2 檢體傳送要求 室溫立即傳送或 2-8℃ 24小時內冷藏傳送。 

3 退件條件 （1） 符合一般退件條件，請參見【檢驗資訊查詢系統】＜檢體採集原
則＞「一般退件條件」。 

（2） 特殊退件條件：無  

4 
檢體之儲存條
件 

（1） 傳送前儲存條件：室溫立即傳送或 2-8℃24小時內冷藏傳送。 

（2） 檢體上機(檢驗)前儲存條件：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3） 檢驗後檢體儲存條件：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5 追加
(additional) /複
驗(repeat)條件 

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6 進一步檢驗
(further 

examination) 

鼻病毒/腸病毒為陽性結果時，建議使用其他方法作進一步檢測(例如：
細胞培養或 CODEHOP RT-snPCR分型定序)。 

7 受理時間 24小時 

8 報告時效 2天 

9 檢驗方法 Nested multiplex PCR (巢式多重聚合酶鏈反應) 

10 生物參考區間 Not detected 

11 適應症 對於疑似患有呼吸道感染個體取得的鼻咽拭子，同時進行多種呼吸道
病毒和細菌核酸的定性檢測及辨識。可辨識的物種如下: 

(1) 腺病毒（Adenovirus） 

(2) 冠狀病毒229E（Coronavirus 229E） 

(3) 冠狀病毒HKU1（Coronavirus HKU1） 

(4) 冠狀病毒NL63（Coronavirus NL63） 

(5) 冠狀病毒OC43（Coronavirus OC43） 

(6) 人類間質肺炎病毒（Human Metapneumovirus） 

(7) 人類鼻病毒/腸病毒（Human Rhinovirus/Enterovirus） 



 

(8) A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 A），包括亞型H1、H1-2009、H3 

(9) B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 B） 

(10) 副流感病毒1型（Parainfluenza virus 1） 

(11) 副流感病毒2型（Parainfluenza virus 2） 

(12) 副流感病毒3型（Parainfluenza virus 3） 

(13) 副流感病毒4型（Parainfluenza virus 4） 

(14) 呼吸道融合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15) 副百日咳博德氏菌(IS1001) (Bordetella parapertussis(IS1001)) 

(16) 百日咳博德氏菌(ptxP) (Bordetella pertussis(ptxP)) 

(17) 肺炎披衣菌（Chlamydia pneumoniae） 

(18) 肺炎黴漿菌（Mycoplasma pneumoniae） 

本產品針對冠狀病毒僅檢測血清型229E、OC43、HKU1、NL63，無法
檢測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冠狀病毒(SARS-CoV)及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
病毒(MERS-CoV)。 

12 臨床意義 呼吸道病原體會導致急性局部及全身性疾病，其中多數嚴重病例發生
於兒童、老年人及免疫功能低下的個體。呼吸道症狀包括咳嗽、鼻涕、
鼻塞、發燒、氣喘、頭痛及肌肉疼痛，由於許多病毒及細菌所導致疾病
的相似性，難以僅根據臨床症狀進行診斷。進行潛在致病原因鑑定，可
提供資料協助醫師確定適當的病患治療及公共衛生對策進行疾病控
制。 

陰性結果不應作為診斷、治療或其他患者處理決定的唯一依據。在呼
吸道疾病情況下獲得陰性結果，可能是由於此試驗沒有檢測到的其他
病原體所導致；或是由於鼻咽拭子檢體可能未檢測到的下呼吸道感染
所導致。陽性結果不能排除其他微生物多重感染的可能性。 

施用鼻噴式流感疫苗（例如FluMist）不久後收集鼻咽拭子樣本，可能
導致本產品檢測到疫苗內的病毒，但是不代表出現感染。 

13 執行組別 檢驗課(連絡電話：04-77779595轉 7073) 

14 其他  委託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代檢 

 檢驗報告備註 

(A) Method：Nested multiplex PCR 

(B) Limit of detection： 

(a) Adenovirus：7.6 x 103 copies/mL 

(b)Coronavirus 229E：6.5 x 10 copies/mL 

(c) Coronavirus HKU1：2 x 103 RNA copies/mL 

(d)Coronavirus NL63：5.4 x 10 copies/mL 

(e) Coronavirus OC43：5.6 x 102 copies/mL 

(f) Human Metapneumovirus：1.2 x 103 copies/mL 

(g)Human Rhinovirus/Enterovirus：3.8 x 10 copies/mL 

(h)Influenza virus A：3.3 x 102 copies/mL 

(i) Influenza virus B：3.4 x 10 copies/mL 

(j) Parainfluenza virus 1：1 x 103 copies/mL 

(k)Parainfluenza virus 2：3 x 10 copies/mL 

(l) Parainfluenza virus 3：3.8 x 10 copies/mL 

(m) Parainfluenza virus 4：1.6 x 103 copies/mL 

(n)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9 copies/mL 

(o)Bordetella parapertussis (IS1001)：6 x 10 copies/mL 

(p)Bordetella pertussis (ptxP)：1 x 103 CFU/mL 

(q)Chlamydia pneumoniae：6.6 x 10 copies/mL 

(r) Mycoplasma pneumoniae：4.6 x 102 copies/mL 

 

  



 

 

(2) Gastrointestinal panel (腸胃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測) (檢驗醫令成人：FVPGIA；小

孩：FVPGIC)，相關檢驗訊息如下表： 

檢驗項目 Gastrointestinal panel – Adult (腸胃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測-成人適用) 

Gastrointestinal panel – Child (腸胃道病原體多標的核酸檢測-兒童適用) 

檢驗收費碼 
FVPGIA (成人) 健保碼 

(點數) 

12182C*7+12183C (8200點) 

FVPGIC (兒童) 12182C*4+12183C*3 (7600點) 

是否接受代檢 否， 

檢體需求 

1 採檢須知 

(1) 檢體/採檢容器：糞便 (stool) / 糞便採檢棒及保存液套組(請於採檢前

跟檢驗課索取專用採檢容器) 

(2) 建議採檢量 

(A) 固態糞便：約花生米大小 

(B) 液態糞便：至少 5 mL 

(3) 採檢注意事項(病人準備)：檢體採集方式請參閱檢驗資訊系統檢體採

集標準作業程序，體系前處理流程參照其他欄位。 

2 
檢體傳送要

求 

(1) 採檢容器為立寶糞便採檢瓶者：室溫立即傳送，或冷藏 24小時內傳

送。 

(2) 採檢容器為糞便採檢棒及保存液者：於室溫 2 天內或冷藏 3 天內傳

送。 

3 退件條件 

(1) 符合一般退件條件，請參見【檢驗資訊查詢系統】＜檢體採集原則

＞「一般退件條件」。 

(2) 特殊退件條件：無 

4 
檢體儲存條

件 

(1) 傳送前儲存條件：於室溫 2天內或冷藏 3天內傳送。 

(2) 檢體上機(檢驗)前儲存條件：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3) 檢驗後檢體儲存條件：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5 

追加

(additional) / 

複驗(repeat)條

件 

委外代檢項目不適用 

6 

進一步檢驗

(further 

examination) 

無 

7 受理時間 24小時 

8 報告時效 2天 

9 檢驗方法 Nested multiplex PCR (巢式多重聚合酶鏈反應) 

10 生物參考區

間 

Not detected 

11 適應症 協助診斷引起腸胃道疾病的特定微生物，但無法作為診斷與治療的唯一

依據。陽性結果無法排除共同感染的可能性，可能同時感染了本項目檢

測病原以外的其他病原。陰性結果也不排除腸胃道的感染，可能是受到



 

本項目無法偵測的病原感染，或者是發炎的原因並非感染，例如：潰瘍性

結腸炎、大腸激躁症或克隆氏症。 

本檢驗利用巢式多重聚合酶鏈反應檢測有腸胃道感染徵兆/或症狀的糞

便檢體，可同時檢測鑑定多種細菌、寄生蟲和病毒，包括: 

(1) 細菌 

(A) 曲狀桿菌(空腸曲狀桿菌/大腸曲狀桿菌/烏普薩拉曲狀桿菌) 

(Campylobacter (C. jejuni/C. coli/C. upsaliensis)) 

(B) 困難梭狀芽孢桿菌(C. difficile)毒素A/B (Clostridium difficile (C. 

difficile) toxin A/B) 

(C) 類志賀鄰單胞菌(Plesiomonas shigelloides) 

(D) 沙門氏菌(Salmonella) 

(E) 弧菌(腸炎弧菌/創傷弧菌/霍亂弧菌)，包括專一辨識霍亂弧菌

(Vibrio (V. parahaemolyticus/V. vulnificus/V. cholerae), including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of Vibrio cholera) 

(F) 小腸結腸耶氏菌(Yersinia enterocolitica) 

(G) 腸聚集性大腸桿菌(EAEC)(Enteroaggregative Escherichia coli 

(EAEC)) 

(H) 腸致病性大腸桿菌(EPEC)(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EPEC)) 

(I) 腸毒素產生性大腸桿菌(ETEC) lt/st (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ETEC) lt/st) 

(J) 志賀毒性大腸桿菌(STEC) stx1/stx2 (包括專一辨識STEC中的大

腸桿菌O157血清群) (Shiga-like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TEC) stx1/stx2 (including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of theE. coli 

O157 serogroup within STEC)) 

(K) 志賀氏桿菌/腸侵襲性大腸桿菌(EIEC) (Shigella/ Enteroinvasive 

Escherichia coli(EIEC)) 

(2) 寄生蟲 

(A) 隱孢子蟲(Cryptosporidium) 

(B) 卡耶坦環孢子蟲(Cyclospora cayetanensis) 

(C) 痢疾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 

(D) 梨形鞭毛蟲(亦稱為腸賈第鞭毛蟲以及十二指腸賈第鞭毛蟲) 

(Giardia lamblia (also known as G. intestinalis and G. duodenalis)) 

(3) 病毒 

(A) 腺病毒F 40/41 (Adenovirus F 40/41) 

(B) 星狀病毒(Astrovirus) 

(C) 諾羅病毒GI/GII (Norovirus GI/GII) 

(D) 輪狀病毒A (Rotavirus A) 

(E) 沙波病毒(基因群I、II、IV及V) (Sapovirus (Genogroups I, II, IV, 

and V)) 

12 臨床意義 (1) 隨著食物安全、公共衛生和醫療的進步，感染性腸胃炎仍是工業化



 

國家所有年齡層人口的重大問題。在全球各地，感染性腹瀉疾病對

於5歲以下兒童有明顯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兒童腹瀉也可能導致營養

失調、增加其他感染的易感性，以及可能造成生長及智力發展遲緩。 

(2) 並非表現型認定為EAEC的所有菌株都具有pAA質體，也不是所有

pAA質體都帶有aggR和attR基因，因此檢驗方法無法完全檢測出所有

EAEC，但可偵測出大多數的致病性菌株(含造成歐洲大流行的E.coli 

O104:H4)。 

(3) 當STEC stx1/stx2及EIEC為陽性結果時，表示檢體中可能含有

Shigella dysenteriae。 

13 執行組別 檢驗課(連絡電話：04-7７７９５９５轉 7074~7075) 

14 其他 (1) 委託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檢驗醫學部代檢 

(2) 檢驗報告備註 

(A) Method：Nested multiplex PCR 

(B) Limit of detection： 

(a) Campylobacter spp.：4×104 cells/mL 

(b) 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A/B：4×105 cells/mL 

(c) Plesiomonas shigelloides：1×103 CFU/mL 

(d) Salmonella spp.：1×104 CFU/mL 

(e) Vibrio spp.：8×104 cells/mL 

(f) Yersinia enterocolitica：5×104 CFU/mL 

(g) Enteroaggregative Escherichia coli (EAEC)：1×104 CFU/mL 

(h) 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EPEC)：1×103 CFU/mL 

(i) 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ETEC)：1×103 CFU/mL 

(j) Shiga-like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STEC) 

stx1/stx2：1×104 CFU/mL 

(k) Shigella/ Enteroinvasive Escherichia coli(EIEC)：5×103 

CFU/mL 

(l) Cryptosporidium：5 x 103 oocysts/mL 

(m) Cyclospora cayetanensis：180 genome equivalents (GE)/mL 

(n) Entamoeba histolytica：2 x 103 cells/mL 

(o) Giardia lamblia：50 cells/mL 

(p) Adenovirus F 40/41：100 TCID50/mL 

(q) Astrovirus：50 FFU/mL 

(r) Norovirus GI/GII：1 x 104 RNA copies/mL 

(s) Rotavirus A：1 x 105 FFU/mL 

(t) Sapovirus (GroupⅠ)：1.1 x 107 RNA copies/mL 

(3) 檢體前處理 

(A) 取一糞便採檢棒及保存液套組。 

(B) 拆開包裝後，取出採檢棒，不可碰觸到斷點標示處至採檢棒頂

端的區域，以免造成汙染。 



 

(C) 將採檢棒尖端植絨處完全插入糞便檢體(盡量選取水狀、帶血、

含黏液部位)後旋轉採檢棒。 

(D) 確認採檢棒尖端所有區域均有沾取到檢體，如未取到足量，請

再次以採檢棒取樣。 

(E) 將採檢棒放入保存液中，並確定保存液體積不可超過MAX. 

FILL標示線。若不慎體積超過MAX. FILL標示線時，須以新

的糞便採檢棒及保存液套組重新取樣。 

(F) 採檢棒沿保存液管壁上下移動，將糞便檢體混合均勻，懸浮於

保存液中。 

(G) 採檢棒靠近管壁，利用斷點標示處折入採檢棒。 

 

(3) 檢驗項目採檢相關注意事項，包含病人準備、採檢及傳送方式、報告完成時間及生物參

考區間等，請參考本院主網頁檢驗資訊查詢系統 (http://www.rc.cch.org.tw/LabSearch/) 

及各項目網頁採檢手冊說明異動訊息說明。 

(4) 相關問題，請聯絡檢驗課，分機 7074~7075。 

 

                            檢驗課 

http://www.rc.cch.org.tw/Lab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