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
• 請教您的專業醫護人員其他部位檢測
(AST) 是否適合您。
• 請勿根據您的 AST 結果校準動態血糖
監測儀。
• 請勿基於 AST 結果計算胰島素劑量。
在以下情況下不可進行 AST：
• 如果您認為您的血糖過低 (低血糖)。
• 當血糖正在迅速變化時 (用餐、注射胰
島素或運動之後)。
• 如果您無法察覺低血糖的症狀 (無知覺
性低血糖)。
• 如果您獲取的其他部位血糖的測量結果
與您的感覺不相符。
• 在生病或承受壓力期間。
• 如果您將要駕車或操作機械。

潛在的生物危害
• M ICROLET ® NEXT 採血筆僅供單名患
者自我測試使用。由於可能造成感
染風險，不得用於超過一人。
• 請勿重複使用採血針。用過的採血
針非無菌。每次檢測都使用新的採
血針。
• 請始終將用過的試紙和採血針作為
醫用廢棄物或按專業醫護人員的意
見處置。
• 在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筆或試
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肥皂和清
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準備採血筆

復位把手

警告：避免兒童觸及。如不慎吞服此套件
中的小部件，可能引起窒息。.

釋放鈕
採血針退出器
採血針支架

圓形保護蓋
白色帶
封蓋調節
刻度盤

1. 用肥皂和溫水清
洗雙手和針刺部
位。徹底洗淨並
擦乾。
2. 解開封蓋。扭轉白色帶使得白色凸起
標記和黑色下凹標記如所示排成一
列。

採血針

透明 AST
封蓋*
(用於手掌)
黑色/白色可調整
封蓋 (用於指尖)

4. 將保護蓋轉 ¼ 圈但是不要取下該保護
蓋，來鬆開採血針上的圓形保護蓋。

「咔噠」一聲解開。

5. 穩穩地將採血針插入採血器中。推動
採血針直到推不動為止。

6. 小心扭斷圓形保護蓋。保留保護蓋，
以便用來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3. 拉掉封蓋。
*可能並不是包括在所有的套件內。
客戶服務部門可應要求提供。

4. 將復位把手往後拉以準備採血筆。 排
空空氣時，釋放鈕會凸起。

取得血樣 - 指尖

6. 朝針刺部位按摩您的手和手指以形成
一滴血樣。請勿按壓針刺部位周圍。

指尖檢測
使用黑色/白色可調整封蓋。
請勿使用透明 AST 封蓋。

退出/處置採血針
請將用過的採血針作為醫用廢棄物或按專
業醫護人員的意見處置，以避免對他人造
成傷害或污染。每次檢測都使用新的採血
針。請勿重複使用採血針。

1. 裝上黑色/白色可調整封蓋。
2. 鎖上封蓋。扭轉白色帶直到您聽到或
感覺到咔噠一聲並且白色和黑色凸起
標記如所示排成一列。
5. 將採血筆緊緊地按在手指的一側並按
釋放鈕直到聽到採血筆咔噠聲。

7. 在小的圓形血樣形成（如所示）後，
立即進行檢測。

「咔噠」

您的 M ICROLET NEXT 採血筆配有一個採
血針退出器。請勿用手將採血針從採血
筆取出。

1. 小心地從採血筆取下封蓋。扭轉封蓋
的白色帶使得白色凸起標記和黑色下
凹標記排成一列。拉掉封蓋。

「咔噠」一聲解開
2. 將您保存的圓形保護蓋放到平坦的表
面上。在用過的採血針仍然在採血筆
內的情況下，將採血針推入保護蓋的
中央。

「咔噠」一聲鎖上
3. 旋轉封蓋調節刻度盤以調整針刺深
度。對針刺部位施加的壓力也會影響
針刺的深度。
最淺的
針刺

最深的
針刺

(如果採血器沒有刺穿, 重複步驟 4 以
復位。)

8. 用一張乾淨的乾紙巾擦拭針刺部位並
維持對該部位施壓直到流血停止。

續見背面

3. 將採血筆指向裝尖銳物件的容器（例
如，附有蓋子的空塑膠瓶）。正確用
標籤標明該容器並避免孩童觸及。
4. 將灰色採血針退出器向前推直到採血
針掉入容器，接著將退出器往後滑
動。

取得血樣 - 手掌
其他部位檢測 (AST) 手掌
使用透明 AST 封蓋。
1. 按準備採血筆所述插入採血針。
2. 裝上和鎖上透明 AST 封蓋。扭轉白
色帶直到您聽到或感覺到咔噠一聲並
且白色和黑色凸起標記如所示排成一
列。
「咔噠」一聲鎖上

5. 裝上並鎖上封蓋。扭轉白色帶以鎖
上。

4. 將復位把手往後拉以準備採血筆。當
採血筆就緒時，釋放鈕會凸起。
5. 將採血筆緊緊按在針刺部位上，然後
按下釋放鈕直到聽到採血筆咔噠聲。

(如果採血筆沒有刺穿，重複步驟 4 以
復位。)
6. 請勿將採血筆拿離開您的手掌。維持
穩定的壓力直到一個小的圓形血樣在
透明封蓋下形成。

注意事項：請勿將透明 AST 封蓋用於
指尖上。

7. 將採血筆以垂直方向向上抬起並遠離
皮膚，不要塗抹到血樣。
8. 立即檢測。

說明插頁

若血樣發生下列情形，請勿檢測
自手掌取得的血樣：
• 被塗抹到的血樣
• 流散的血樣
• 凝結的血樣
• 清澈液體與血樣相混
9. 用一張乾淨的乾紙巾擦拭針刺部位
並維持對該部位側邊施壓直到流血
停止。

3. 從手掌上的多肉區域選擇
針刺部位。避開靜脈、
痣、骨頭和肌腱。

採血筆

• 保留採血針退出器，以便用來處置用
過的採血針。
• 黑色/白色可調整封蓋僅用於指尖檢
測。
• 透明 AST 封蓋僅用於其他部位檢
測。
• M ICROLET® NEXT 採血筆和
M ICROLET® 採血針用來從指尖或手
掌抽取毛細管血樣，用於血糖檢測。
用於指尖和手掌檢測

參見：退出/處置採血針

清潔
一個星期清潔您的採血筆一次。
使用以 70% 異丙醇（可在藥房購得）沾
濕的布。請勿使用漂白液（次氯酸鈉）。
清潔所需用品：
• 以 70% 異丙醇（可在藥房購得）沾
濕的布
請勿使用漂白液（次氯酸鈉）。
• 紙巾

1. 用異丙醇清潔採血筆直到所有的髒污
已清除。
2. 按需要，用乾淨的紙巾擦乾。

客戶服務部
保固：您的採血筆保固 5 年。
如果您需要協助或對於血糖檢測有任何疑
問，請聯絡客戶服務部門，聯絡電話為
(852) 8100 6386（香港）與 0800 698 658
（台灣）。

MICR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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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血筆：

= 採血筆
= 其他部位檢測 (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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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血針:

= 採血針

= 請勿重複使用

= 使用輻射滅菌
M ICROLET NEXT 採血筆於波蘭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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