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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為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1. 用肥皂和溫水清洗雙

手和穿刺部位。徹底洗
1. 用肥皂和溫水清洗雙
淨並擦乾。
手和穿刺部位。徹底洗
2. 將透明的其他部位檢測
淨並擦乾。
封蓋連接到採血器上。
2.
將透明的其他部位檢測
請參閱採血器插頁以瞭
封蓋連接到採血器上。
解詳細說明。
請參閱採血器插頁以瞭
解詳細說明。

為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4. 將採血器牢牢地按壓在
穿刺部位上，然後按下
4. 將採血器牢牢地按壓在
釋放鈕。
穿刺部位上，然後按下
立即用試紙尖端去碰觸血滴。血液經過尖端被吸到試紙。
釋放鈕。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請勿進行手掌血樣測量：
立即用試紙尖端去碰觸血滴。血液經過尖端被吸到試紙。
血器圖樣僅為圖解用途。
• 血液被抹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請勿進行手掌血樣測量：
• 血液凝固
採血器圖樣僅為圖解用途。
• 血液被抹
• 血液過稀
• 血液凝固
• 有透明液體混進血液中
• 血液過稀
• 有透明液體混進血液中

為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為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7. 在形成圓圓的一小滴
血之後，請立即進行
測量。7. 在形成圓圓的一小滴
血之後，請立即進行
測量。

測量

測量

6. 把採血器舉起從皮膚上
移開，以免抹髒血滴。
6. 把採血器舉起從皮膚上
移開，以免抹髒血滴。

測量

3. 請在手掌的多肉處選擇
穿刺部位。避開靜脈、
3. 請在手掌的多肉處選擇
黑痣、骨骼及肌腱。
穿刺部位。避開靜脈、
黑痣、骨骼及肌腱。

5. 保持穩定的壓力，直到
形成圓圓的一小滴血。
5. 保持穩定的壓力，直到
形成圓圓的一小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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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並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把試紙置於血滴中，直到血糖儀發出信號聲。不要將
試紙尖端壓向皮膚也不要把血液滴在試紙的上方，這
8. 把試紙置於血滴中，直到血糖儀發出信號聲。不要將
樣您只會獲得不準確的結果或是出現錯誤。
試紙尖端壓向皮膚也不要把血液滴在試紙的上方，這
樣您只會獲得不準確的結果或是出現錯誤。

1. 請勿用手指將採血針
退出並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如果第一滴血不夠，血糖儀
可能會發出兩次信號聲，並
如果第一滴血不夠，血糖儀
且有螢幕影像顯示試紙沒有
完全吸滿
。 可能會發出兩次信號聲，並
且有螢幕影像顯示試紙沒有
完全吸滿
。

退出並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測量

為其他部位檢測準備血滴

警告：潛在的生物危害
• 採血器、採血針以及試紙只能供一名患者使用。
警告：潛在的生物危害
請勿與他人共用，即使是其他家庭成員也不可
•
採血器、採血針以及試紙只能供一名患者使用。
以！請勿對多名患者重複使用。5,6
請勿與他人共用，即使是其他家庭成員也不可
• 務必將用過的試紙和採血針作為醫用廢棄物處
以！請勿對多名患者重複使用。5,6
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處理。
• 務必將用過的試紙和採血針作為醫用廢棄物處
•
請勿重複使用採血針。每次檢測都使用新
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處理。
的採血針。
•
請勿重複使用採血針。每次檢測都使用新
的採血針。

測量

請查看第 14 頁的檢測結果的預期值。

警告
• 將用過的採血針作為醫用廢棄物處置，或按專業
警告
醫護人員的建議處置。
• 將用過的採血針作為醫用廢棄物處置，或按專業
醫護人員的建議處置。

退出並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您有大約 30 秒的時間將更多
血樣吸到同一張試紙。如果
您有大約 30 秒的時間將更多
您在該時間內無法吸取足夠
的血液，將會顯示一個血樣吸到同一張試紙。如果
您在該時間內無法吸取足夠
錯誤代碼。
的血液，將會顯示一個
將用過的試紙作為醫用廢棄
錯誤代碼。
物處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
將用過的試紙作為醫用廢棄
人員的建議處理，然後使用
新的試紙重新開始。 物處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
人員的建議處理，然後使用
新的試紙重新開始。
查看第 14 頁的檢測結果的預期值。

測量

從採血器取出。您的套
1. 請勿用手指將採血針
件中隨附的採血器有一
從採血器取出。您的套
個自動採血針退出的
功能。 件中隨附的採血器有一
個自動採血針退出的
2. 參閱單獨的採血器插頁
功能。
（如果隨附於您的套件
2. 參閱單獨的採血器插頁
中）以瞭解有關自動退
（如果隨附於您的套件
出採血針的說明。
中）以瞭解有關自動退
出採血針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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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液檢測

有正常值、低值或高值的品管液，如果沒有包括在血
糖儀的套件中，就是單獨銷售。您可以在品管液的
溫度介於 有正常值、低值或高值的品管液，如果沒有包括在血
15°C 至 35°C 之間時，用品管液檢測您的
®PLUS 血糖儀。務必使用 CONTOUR®PLUS 品
CONTOUR糖儀的套件中，就是單獨銷售。您可以在品管液的
溫度介於 15°C 至 35°C 之間時，用品管液檢測您的
管液。其他品牌可導致結果不正確。如果您需要協助找
®PLUS 血糖儀。務必使用 CONTOUR®PLUS 品
CONTOUR
到 CONTOUR
PLUS 品管液，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聯絡
管液。其他品牌可導致結果不正確。如果您需要協助找
資訊請參見封底。
到 CONTOUR PLUS 品管液，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聯絡
1. 從瓶中取出試紙並牢牢地蓋緊瓶蓋。
資訊請參見封底。

品管液檢測
警告

檢測前，充分搖晃品管液。

警告

檢測前，充分搖晃品管液。

品管液檢測

警告

請勿從品管結果校準您的連續性血糖監測裝置。
警告
請勿根據品管結果計算單次大劑量。
• 請勿從品管結果校準您的連續性血糖監測裝置。
• 請勿根據品管結果計算單次大劑量。
注意：查看試紙瓶身上的有效日期以
及品管液瓶身上的有效日期和丟棄日
保存期限
注意：查看試紙瓶身上的有效日期以
期。不可使用過期的材料。
保存期限
及品管液瓶身上的有效日期和丟棄日
期。不可使用過期的材料。

5.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品管液瓶約 15 次。
5.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品管液瓶約 15 次。
6. 取下瓶蓋，滴下一滴前，使用一張紙巾擦除瓶子尖端
周圍的任何溶液。
6. 取下瓶蓋，滴下一滴前，使用一張紙巾擦除瓶子尖端
7. 將一滴品管液擠到一個乾淨、無吸收性的平面上。
周圍的任何溶液。
請勿將品管液從瓶子直接滴加到您的指尖或試紙上。
7. 將一滴品管液擠到一個乾淨、無吸收性的平面上。
請勿將品管液從瓶子直接滴加到您的指尖或試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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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液檢測

第一次使用血糖儀。
您應該在以下情況進行品管液檢測：
打開一瓶或一包新的試紙。
• 第一次使用血糖儀。
您認為血糖儀可能沒有正常運作。
• 打開一瓶或一包新的試紙。
您的血糖檢驗重複出現意外結果。
• 您認為血糖儀可能沒有正常運作。
• 您的血糖檢驗重複出現意外結果。

測量

4. 這將會開啟血糖儀。當顯
示螢幕上出現一個帶閃爍
4. 這將會開啟血糖儀。當顯
血滴的試紙圖示時，表明
示螢幕上出現一個帶閃爍
血糖儀已經準備好進行測
血滴的試紙圖示時，表明
量。
血糖儀已經準備好進行測
量。

品管液檢測

•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品管液瓶約
15 次。
品質控制
• 未混勻的品管液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
•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品管液瓶約 15 次。
• 未混勻的品管液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
應該在以下情況進行品管液檢測：

1. 從瓶中取出試紙並牢牢地蓋緊瓶蓋。
2. 拿著試紙，灰色方形末端
面朝上。
2. 拿著試紙，灰色方形末端
3. 將灰色方形末端插入血糖
面朝上。
儀上的試紙接口，直到血
3.
將灰色方形末端插入血糖
糖儀發出信號聲。
儀上的試紙接口，直到血
糖儀發出信號聲。

測量

質控制

測量

注意事項：CONTOUR®PLUS 品管液只能與
您的 CONTOUR®PLUS 試紙配套使用。使用
注意事項：CONTOUR®PLUS 品管液只能與
任何其他的品管液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
您的 CONTOUR®PLUS 試紙配套使用。使用
任何其他的品管液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

21
8/25/17 2:52 PM 5308580_CntrPLUS_UG_ZHtr_FpBp_v2.indd 21
8/25/17 2:52 PM
5308580_CntrPLUS_UG_ZHtr_FpBp_v2.indd
21

8/25/17 2:52 PM

8/25/17 2:52 PM

11. 將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和試紙瓶身或
試紙盒底部所標註的品管液檢測範圍
11. 將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和試紙瓶身或
相比較。
試紙盒底部所標註的品管液檢測範圍
相比較。

8. 立即用試紙尖端碰觸該滴
品管液。
8. 立即用試紙尖端碰觸該滴
品管液。

保持試紙的尖端碰觸該滴品管液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9. 保持試紙的尖端碰觸該滴品管液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品管液檢測

測量
品管液檢測

測量

註： 不會指出品管液檢測結果是否在指定範圍內。
將其標記為品管液檢測。將不會包含在平均值中。
備註： 不會指出品管液檢測結果是否在指定範圍內。
僅將其標記為品管液檢測。將不會包含在平均值中。

12. 取出試紙作為醫用廢棄物
處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
12. 取出試紙作為醫用廢棄物
人員的建議處理。
處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
人員的建議處理。

品管液檢測

它將自動 標記為品管液檢
測並儲存到日誌中。品管液
它將自動 標記為品管液檢
檢測結果將不會包含在您的
測並儲存到日誌中。品管液
血糖平均值中或是 7 天高低
檢測結果將不會包含在您的
總結中。
血糖平均值中或是 7 天高低
總結中。

測量

10. 血糖儀將會倒數 5 秒鐘，
然後會顯示您的品管液檢
10. 血糖儀將會倒數 5 秒鐘，
測結果。
然後會顯示您的品管液檢
測結果。

注意事項：如果您獲得的結果超出試紙瓶標籤或
包裝盒上所列範圍，試紙、血糖儀或您的檢測技
注意事項：如果您獲得的結果超出試紙瓶標籤或
術可能有問題。
包裝盒上所列範圍，試紙、血糖儀或您的檢測技
如果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超出範圍，在問題未解
術可能有問題。
決前，請勿使用您的 CONTOUR®PLUS 血糖儀進
如果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超出範圍，在問題未解
行血糖檢測。與客戶服務部聯絡。聯絡資訊請參
®
見封底。 決前，請勿使用您的 CONTOUR PLUS 血糖儀進
行血糖檢測。與客戶服務部聯絡。聯絡資訊請參
見封底。

重要事項：為了確保您的血糖測量結果以及品管
液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只能使用 CONTOUR®PLUS
品管液。 重要事項：為了確保您的血糖測量結果以及品管
液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只能使用 CONTOUR®PLUS
品管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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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時間、日期和信號聲

設定時間、日期和信號聲

設定與使用

設定日期

12. 取出試紙作為醫用廢棄物
處理，或是遵守專業醫護
人員的建議處理。
年份將會閃爍。按 ▲ 或 ▼
以選擇目前的年份。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重要事項：為了確保您的血糖測量結果以及品管
月份將會開始閃爍。按
®PLUS
液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只能使用 C
▲ONTOUR
或 ▼ 以選擇月份。
品管液。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設定與使用

註： 不會指出品管液檢測結果是否在指定範圍內。
將其標記為品管液檢測。將不會包含在平均值中。
接下來分鐘將會開始閃爍。
按 ▲ 或 ▼ 以選擇目前的分
鐘。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注意事項：如果您獲得的結果超出試紙瓶標籤或
包裝盒上所列範圍，試紙、血糖儀或您的檢測技
d.m 將會在顯示螢幕上開始
術可能有問題。
閃爍。按 ▲ 或 ▼ 以選擇您
如果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超出範圍，在問題未解
想要的格式（m/d 格式表示
決前，請勿使用您的 CONTOUR®P月份／日期或
LUS 血糖儀進d.m 格式表示
行血糖檢測。與客戶服務部聯絡。聯絡資訊請參
日期.月份）。
見封底。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品管液檢測

然後會顯示您的品管液檢
測結果。
24H 在顯示螢幕上一直閃
爍，按 ▲ 或 ▼ 以選擇 12 小
時制（要設定上午和下午）
或 24 小時制。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它將自動 標記為品管液檢
測並儲存到日誌中。品管液
檢測結果將不會包含在您的
在小時位置的數字將會開始
血糖平均值中或是 7 天高低
閃爍。按 ▲ 或 ▼，直到達到
總結中。
目前的小時。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設定日期和月份格式

測量

10. 血糖儀將會倒數 5 秒鐘，
設定時間

11. 將您的品管液檢測結果和試紙瓶身或
如果您選擇 12 小時制，上
試紙盒底部所標註的品管液檢測範圍
午或下午將會開始閃爍。按
相比較。
▲ 或 ▼ 以選擇上午或下午。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設定時間、日期和信號聲

8. 立即用試紙尖端碰觸該滴
®PLUS 血糖儀允許您隨意設定日期、時間以及
CONTOUR
品管液。
信號聲。
• 您可以用 12 小時制或 24 小時制來進行檢視；
• 月份／日期或日期，月份；以及
• 選擇是否要血糖儀發出信號聲。
保持試紙的尖端碰觸該滴品管液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若要在血糖儀關閉時進入設定模式，按住 M 鍵並保持 3
秒鐘。完整的內容將會簡短地顯示，然後數字會在顯示
螢幕的左上角一直閃爍。

日期將會開始閃爍。按
▲ 或 ▼ 以選擇日期。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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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L-1) 和進階 (L-2) 模式設定
®PLUS 血糖儀預設為「基本模式」，
您的新款 基本
CONTOUR
(L-1)
和進階 (L-2) 模式設定

定信號聲
設定信號聲

7 天高低總結
•
14 天平均值
•
• 7 天高低總結
• 480 個測量結果記憶
•
• 14 天平均值
•
• 480 個測量結果記憶

設定時間、日期和信號聲

•
•

若想在檢測時關閉信號聲，
。
請按 ▲ 或 ▼ 以顯示
若想在檢測時關閉信號聲，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
請按 ▲ 或 ▼ 以顯示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設定與使用

您的血糖儀預設為「基本模
若要將血糖儀設為「進階模
式」。如果您已將血糖儀設為 式」，充分利用用餐標記及其
您的血糖儀預設為「基本模
若要將血糖儀設為「進階模
「進階模式」，但又想重設為
他可用的功能：
式」。如果您已將血糖儀設為
式」，充分利用用餐標記及其
「基本模式」，那麼：
1. 按 M 鍵以打開血糖儀。等
「進階模式」，但又想重設為
他可用的功能：
1. 按 M 鍵以打開血糖儀。等
待看見閃爍的試紙圖示。
「基本模式」，那麼：
鍵以打開血糖儀。等
待看見閃爍的試紙圖示。
2. 按住 ▲ 1.
或按
▼M
並保持
3秒
鍵以打開血糖儀。等
待看見閃爍的試紙圖示。
2. 按住 ▲ 1.
或按
▼M
並保持
3秒
鐘。
待看見閃爍的試紙圖示。
2. 按住 ▲ 或 ▼ 並保持 3 秒
鐘。
3. L-1 將會閃爍。
2.
按住
▲
或
▼
並保持
3
秒
鐘。
3. L-2 將會閃爍。
4. 按 ▲ 或 ▼ 以切換到 L-2。
鐘。
3.
L-1 將會閃爍。
4. 按 ▲ 或 ▼ 以切換到 L-1
3. L-2 將會閃爍。 5.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4.
按 ▲ 或 ▼ 以切換到 L-2。
5.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4. 按 ▲ 或 ▼ 以切換到 L-1
5.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5. 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在設定完信號聲之後，
將會閃爍。若要使血糖儀保
在設定完信號聲之後，
持在「基本模式」，請按
M
將會閃爍。若要使血糖儀保
鍵以進行設定。若要將血糖
持在「基本模式」，請按 M
儀切換至「進階模式」，請
，
按 ▲ 或 ▼ 以切換到 鍵以進行設定。若要將血糖
儀切換至「進階模式」，請
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按 ▲ 或 ▼ 以切換到
，
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如果您正在使用「基本模式」
（L-1 將會出現在顯示螢幕
如果您正在使用「基本模式」
上），您就已經設定好血糖
（L-1 將會出現在顯示螢幕
儀了。
上），您就已經設定好血糖
儀了。

7 天高低總結
7 天、14 天和 30 天平均值
• 7 天高低總結
480 個測量結果記憶
• 7 天、14 天和 30 天平均值
用餐前和用餐後標記
• 480 個測量結果記憶
• 30 天用餐前和用餐後平均
• 用餐前和用餐後標記
值
• 30 天用餐前和用餐後平均
• 可選擇的用餐後提醒
2.5;
值 小時
2.0; 1.5; 1.0
• 可選擇的用餐後提醒 2.5;
• 個人高低測量設定
2.0; 1.5; 1.0 小時
• 個人高低測量設定

基本 (L-1) 和進階 (L-2) 模式設定

基本 (L-1) 和進階 (L-2) 模式設定

閃爍的響鈴符號將會隨文字
並為「基本模式」或「進階模式」提供同樣簡單的測量
一起出現在顯示螢幕上 。
您的新款 CONTOUR®PLUS 血糖儀預設為「基本模式」，
閃爍的響鈴符號將會隨文字 步驟。 並為「基本模式」或「進階模式」提供同樣簡單的測量
此選項控制您是否想要在進
一起出現在顯示螢幕上 。
步驟。
行測量時聽到信號聲。
基本模式 (L-1)
進階模式 (L-2)
此選項控制您是否想要在進
行測量時聽到信號聲。
基本模式 (L-1)
進階模式 (L-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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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高低和提醒設定
個人化高低和提醒設定
如果您選擇了「進階模式」

用餐後測量提醒設定
用餐後測量提醒設定

個人化高低和提醒設定

您現在已經完成
CONTOUR®PLUS 血糖儀
您現在已經完成
「進階模式」的設定！
CONTOUR®PLUS 血糖儀
「進階模式」的設定！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您的高血糖設定將會開始閃爍
（預設為180 mg/dL）。若要
您的高血糖設定將會開始閃爍
更改，按 ▲ 或 ▼，直到達到
mg/dL）。若要
想要的高血糖設定。按（預設為180
M鍵
更改，按 ▲ 或 ▼，直到達到
以進行設定。（高血糖值的範
想要的高血糖設定。按 M 鍵
圍是100 - 250 mg/dL）。
以進行設定。（高血糖值的範
圍是100 - 250 mg/dL）。

個人化高低和提醒設定

若要變更用餐後測量提醒時
間，按 ▲ 或 ▼ 以顯示可用
若要變更用餐後測量提醒時
的選項。選擇
2.5，2.0，
▲ 或 ▼ 以顯示可用
1.5 或 1.0間，按
小時以設定您的
的選項。選擇
用餐後提醒（預設為
2.02.5，2.0，
小
或 1.0 小時以設定您的
時）。按 1.5
M 鍵以進行設定。
用餐後提醒（預設為 2.0 小
時）。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個人化高低和提醒設定

（顯示螢幕上的 L-2），您可
如果您選擇了「進階模式」
以更改血糖儀的個人高低血
（顯示螢幕上的 L-2），您可
糖設定。透過這些個人化設
以更改血糖儀的個人高低血
定，CONTOUR®PLUS 血糖儀
糖設定。透過這些個人化設
將會幫助您追蹤記錄這些高
定，CONTOUR®PLUS 血糖儀
低血糖結果。
將會幫助您追蹤記錄這些高
低血糖結果。
低血糖設定將會閃爍（預
設為72 mg/dL）。若要變
低血糖設定將會閃爍（預
更此設定，按 ▲ 或 ▼，直
設為72 mg/dL）。若要變
到達到想要的低血糖設定，
更此設定，按 ▲ 或 ▼，直
然後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低血糖值的範圍是 到達到想要的低血糖設定，
60 - 90 mg/dL）。 然後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低血糖值的範圍是
60 - 90 mg/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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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記

如果您想要標記測量結果
在取出試紙之前，按
▲ 或 ▼ 以選擇您想要設定的標
如果您想要標記測量結果
記。該標記將會開始閃爍。
在取出試紙之前，按 ▲ 或 ▼ 以選擇您想要設定的標
記。該標記將會開始閃爍。

如果您已經在「進階模
使用標記
式」中設定血糖儀，您的
如果您已經在「進階模
血糖儀將會在您測量血液
之後顯示三個標記。 式」中設定血糖儀，您的
血糖儀將會在您測量血液
之後顯示三個標記。
用餐前 = 標記記錄用
餐前的測量結果。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用餐後 = 標記記錄用餐
後的測量結果。
用餐後 = 標記記錄用餐
後的測量結果。

設定與使用

®

®

如果您想要設定提醒，按 M
鍵。
將會出現並停止閃
如果您想要設定提醒，按 M
爍。
鍵。
將會出現並停止閃
如果您不想設定該提醒，按
爍。
▲ 或 ▼，然後
將會消
失。按 M如果您不想設定該提醒，按
鍵以進行設定。
▲ 或 ▼，然後
將會消
失。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若要以用餐後標記標示一個結果，按 ▲ 或 ▼，直到
開始閃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若要以用餐後標記標示一個結果，按 ▲ 或 ▼，直到
若要用日誌標示一個結果，按
▲ 或 ▼，直到
開始
開始閃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閃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若要用日誌標示一個結果，按 ▲ 或 ▼，直到 31 開始
閃爍。按 M 鍵以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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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與使用

出用過的試紙，以在血糖儀記憶中自動儲存無標記的
如果您不想標記測量結果
量結果。這也將會關閉血糖儀。
取出用過的試紙，以在血糖儀記憶中自動儲存無標記的
測量結果。這也將會關閉血糖儀。

設定與使用

記錄簿 = 日誌標記記錄任何您想在您的日誌中備註
獨特的或者在某方面不相同的結果。如果在記憶中看
記錄簿 = 日誌標記記錄任何您想在您的日誌中備註
某個結果旁邊有這個符號，有助於提醒您有更多關於
的獨特的或者在某方面不相同的結果。如果在記憶中看
測量結果的重要記錄。
到某個結果旁邊有這個符號，有助於提醒您有更多關於
參閱以下使用這些選項的說明。
此測量結果的重要記錄。
請參閱以下使用這些選項的說明。
果您不想標記測量結果

然後
將會閃爍。此功能
允許您設定提醒，以提醒您
然後
將會閃爍。此功能
進行用餐後測量。
允許您設定提醒，以提醒您
提醒只有在設定了用餐前標
進行用餐後測量。
記之後才能使用。
提醒只有在設定了用餐前標
記之後才能使用。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用餐前 = 標記記錄用
餐前的測量結果。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若要以用餐前標記標示一
閃爍時按 M
個結果，當
若要以用餐前標記標示一
鍵。
閃爍時按 M
個結果，當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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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提醒功能

若要取消提醒
當提醒發出信號聲時，血糖
使用提醒功能

若要取消提醒 當血糖儀關閉時，按 M 以開

啟血糖儀。日期和時間將隨
當血糖儀關閉時，按 M 以開
同
一起顯示。
啟血糖儀。日期和時間將隨
按 ▲ 或 ▼ 兩次，提醒圖示
一起顯示。
同
將會消失。
按 ▲ 或 ▼ 兩次，提醒圖示
按 M 鍵以取消提醒。
將會消失。
按 M 鍵以取消提醒。

設定與使用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在您可以將試紙插入試紙接口並按照測量說明進行另
次測量（第 6 頁）。
現在您可以將試紙插入試紙接口並按照測量說明進行另
一次測量（第 6 頁）。
當您完成檢測時，結果會顯
示在顯示螢幕上， 將會閃
當您完成檢測時，結果會顯
爍。要將這次測量標記為用
示在顯示螢幕上， 將會閃
餐後結果，按 M。如果您不
爍。要將這次測量標記為用
想標記這次測量，請取出試
餐後結果，按 M。如果您不
紙以關閉血糖儀。將用過的
想標記這次測量，請取出試
試紙作為醫用廢棄物處理，
紙以關閉血糖儀。將用過的
或是遵守專業醫護人員的建
試紙作為醫用廢棄物處理，
議處理。
或是遵守專業醫護人員的建
議處理。
果您在提醒發出信號聲之後決定不進行測量，按任何
鈕以關閉血糖儀。
如果您在提醒發出信號聲之後決定不進行測量，按任何
糖儀一次只能設定一個提醒。它會記住上一次提醒設
按鈕以關閉血糖儀。
。
血糖儀一次只能設定一個提醒。它會記住上一次提醒設
註：如果將信號聲關閉，提醒的信號聲將不會發出嗶
定。
。
備註：如果將信號聲關閉，提醒的信號聲將不會發出嗶
聲。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儀將會自動開啟。提醒將會
當提醒發出信號聲時，血糖
發出 20 次嗶聲，然後顯示螢
儀將會自動開啟。提醒將會
幕將會顯示您設定提醒時標
發出 20 次嗶聲，然後顯示螢
記的用餐前測量結果。按任
幕將會顯示您設定提醒時標
何按鈕會關閉提醒信號聲。
記的用餐前測量結果。按任
何按鈕會關閉提醒信號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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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測量之後
在進行測量之後
您將會看到

若要標記
結果

若要標記
結果

用餐前
按▲或▼

設定

您將會看到

您將會看到

設定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閃爍）

按M鍵

結果標記為用餐後測量。*

（閃爍）

按M鍵

結果標記為用餐後測量。*

（閃爍）
日誌
按▲或▼

（閃爍）

按M鍵

*餐後血糖測量應在用餐開始後 1-2 小時進行。7

設定與使用

記憶中的結果標記為獨一無
二。您應該在日誌中註記這個
結果。 記憶中的結果標記為獨一無
二。您應該在日誌中註記這個
結果。

按M鍵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提醒被設定為在您所設的一段
時間（1.0 - 2.5 小時）之後
提醒被設定為在您所設的一段
啟動，以提醒您進行用餐後測
時間（1.0 - 2.5 小時）之後
量。
啟動，以提醒您進行用餐後測
量。

按M鍵

（閃爍）
用餐後
按▲或▼

日誌
按▲或▼

按M鍵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用餐後
按▲或▼

結果標記為用餐前測量。現在
您可以設定提醒。
結果標記為用餐前測量。現在
您可以設定提醒。

按M鍵

（閃爍）
提醒
按▲或▼

代表含意

使用標記和提醒功能

（閃爍）
提醒
按▲或▼

您將會看到

按M鍵

用餐前
（閃爍）
按▲或▼

代表含意

*餐後血糖測量應在用餐開始後 1-2 小時進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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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基本模式結果

M 鍵以打開血糖儀。再按
M 一次以檢視記憶。
檢視基本模式結果

按 ▲ 以檢視 7 天高低總結。
您會在顯示螢幕上方看到前
按 ▲ 以檢視 7 天高低總結。
7 天期間的高值結果（高於
您會在顯示螢幕上方看到前
180 mg/dL）和低值結果（低
7 天期間的高值結果（高於
於 72 mg/dL）數，和那段期
間所有結果的總數。 180 mg/dL）和低值結果（低
於 72 mg/dL）數，和那段期
間所有結果的總數。

出現在顯示螢幕上
當
時，表示您已經檢視完記憶
出現在顯示螢幕上
當
中所有的結果。
時，表示您已經檢視完記憶
中所有的結果。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設定與使用

檢視結果：基本模式

檢視結果：基本模式

按 M 14
鍵以打開血糖儀。再按
M 一次以檢視記憶。
天平均值將會出現在顯示
螢幕的中央，結果數顯示在
14 天平均值將會出現在顯示
顯示螢幕的上方。品管液結
螢幕的中央，結果數顯示在
果沒有包含在 14 天平均值
顯示螢幕的上方。品管液結
中。
果沒有包含在 14 天平均值
中。

檢視結果：基本模式

按 ▼ 兩次以檢視之前的結
果。
按 ▼ 兩次以檢視之前的結
結果會從最近的開始顯示。
果。
每一個結果都將顯示進行測
結果會從最近的開始顯示。
量時的日期和時間。
每一個結果都將顯示進行測
您可以按 量時的日期和時間。
▲ 或 ▼ 以在結果
中向前翻頁或向後翻頁。
您可以按 ▲ 或 ▼ 以在結果
中向前翻頁或向後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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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進階模式結果

檢視結果：基本模式

按 M 鍵以打開血糖儀。再次
短按 M 以檢視 14 天平均值
按 M 鍵以打開血糖儀。再次
以及用於得出平均值的測量
結果數。 短按 M 以檢視 14 天平均值
以及用於得出平均值的測量
結果數。

代表測量結果數。

設定與使用

出現在顯示螢幕上時，表示您已經檢視完記憶中
當
您可以按 ▲ 或 ▼ 以在結果中向前翻頁或向後翻頁。
所有的結果。
出現在顯示螢幕上時，表示您已經檢視完記憶中
當
所有的結果。

設定與使用

您可以按 ▲ 或 ▼ 以在結果中向前翻頁或向後翻頁。

設定與使用

按 ▼ 以檢視之前的結果。
結果會從最近的開始顯示。
按 ▼ 以檢視之前的結果。
每一個結果都將顯示進行測
結果會從最近的開始顯示。
量時的日期和時間。
每一個結果都將顯示進行測
量時的日期和時間。

檢視結果：進階模式

•

在「進階模式」（L-2）中，您可以使用「基本模式」中
檢視進階模式結果
的所有選項以及其他選項。
在「進階模式」（L-2）中，您可以使用「基本模式」中
的所有選項以及其他選項。

檢視結果：進階模式

註：
平均結果包含特定時段加上當天的結果。
備註：
血糖儀將在記憶中儲存
480 個結果。達到最大值之
• 平均結果包含特定時段加上當天的結果。
後，每當完成一次新的測量並將結果儲存在記憶中
• 血糖儀將在記憶中儲存 480 個結果。達到最大值之
時，最早的結果就會被刪除。
後，每當完成一次新的測量並將結果儲存在記憶中
按 M 鍵以關閉血糖儀，否則它將於
3 分鐘後自動關
時，最早的結果就會被刪除。
閉。
• 按 M 鍵以關閉血糖儀，否則它將於 3 分鐘後自動關
代表測量結果數。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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