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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指南

僅使用 Contour®Plus  
血糖試紙。 

可與 Contour®Diabetes 應用程式搭配使用，該應用程式
可在 App StoreSM 或 Google PlayTM 下載。

血糖監測系統

免調碼

可以再   補足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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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資訊

 警告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低於專業醫護人員為您設定的臨界值，請立即遵
循他們的建議。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高於專業醫護人員為您設定的建議限值：

1. 請徹底清洗和擦乾您的雙手。
2. 用新的試紙重新檢測。

如果您得到近似的結果，請立即遵循您的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

嚴重疾病

該系統不應用於檢測重症患者。周邊血流量減少時，臨床上可能不
適合進行微血管血糖檢測。休克、重度低血壓和嚴重脫水等都是可
能會對周邊血流的血糖測量產生不利影響的臨床症狀的例子。1‑3

在下列情況時，請向您的專業醫護人員咨詢：

yy 在血糖儀或相容yAscensia Diabetes Carey軟體中設定目標範圍
之前。

yy 在您根據檢測結果變更治療或用藥前。

yy 關於其他部位檢測y(AST)y是否適合您。
yy 在您做出任何其他治療相關決策前。

潛在的生物危害

yy 在每次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器或試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
抗菌肥皂和清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yy 所有的血糖測量系統皆被視為具有生物危害性。如果專業醫護人
員或個人針對多個患者使用此系統，應遵照其工作機構准許的感
染控管程序。所有接觸過人體血液的產品或者物品，即使被清潔
過，也應當作為有可能傳播傳染性疾病來處理。使用者應按照對
於潛在感染性人體檢體的處置規定，遵循預防醫療環境中血源傳
播性疾病的建議。

yy 隨附的採血器僅供單名患者自我檢測使用。由於可能造成感染風
險，採血器僅用於專人自測。

預期用途
Contour®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適用於採用胰島素治療和非胰島素
治療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測量，以幫助患者和其專業醫護人員監測患者糖
尿病控制的有效性。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適用於由糖尿
病患者進行自我檢測和專業醫護人員使用，以監測取自指尖或手掌的靜脈
血和新鮮微血管全血中的血糖濃度。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
統適用於進行體外自我檢測（體外診斷用）。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不應用於糖尿病的診斷或篩查或用
於新生兒。其他部位檢測（手掌）只有在狀態穩定時（血糖沒有快速變化）
才可進行。Contour®Plusy試紙與yContour®Plus ELITEy血糖儀搭配
使用，用於定量測量取自指尖或手掌的靜脈血和新鮮微血管全血中的葡萄
糖含量。

血糖儀用於定量測量y0.6 mmol/L–33.3 mmol/L.y全血中的葡萄糖含量。
系統僅用於體外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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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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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所有的產品，只要與人類的血液接觸，都應該被視為有可能傳播
傳染性疾病一樣進行處理。

yy 避免兒童觸及。如不慎吞服此套裝中的小部件，可能引起窒息。

yy 將電池放在遠離兒童的地方。很多類型的電池都具有毒性。如果
吞服，立即聯絡您所在地區的毒物控制中心。

限制

yy 海拔：本系統尚未經過在海拔高於y6301y公尺處的測試。
yy 血容比：在y0%y至y70%y範圍內，血容比對yContour Plusy試紙
結果無顯著影響。

yy 木糖：請勿在木糖吸收測試期間或測試之後立即使用。血液中
的木糖會造成干擾。

注意事

yy y檢測前，請閱讀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使用者指
南、採血器包裝插頁（如提供）以及您的血糖儀套裝隨附的所
有說明資料。請遵循所有使用和保養實際上的說明，以幫助避
免不準確的結果。

yy 檢查產品是否有缺少、損壞或破裂的部件。如果發現新的試紙盒
內部的試紙瓶已打開，請勿使用其試紙。

如需更換部件，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yy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僅可搭配使用y
Contour Plusy試紙和yContour®Plusy核對液。
yy 請始 將yContour Plusy試紙放在原本的瓶子內。試紙取出後，
立即將瓶子蓋緊。瓶子的設計可使試紙保持乾燥。請勿將其他物
品或藥物放於或儲存於試紙瓶內。避免將血糖儀和試紙暴露於過
度潮濕、炎熱、寒冷或含有灰塵或污垢的環境中。打開瓶口沒有
蓋緊或是沒有將試紙存放在原裝瓶中而使之暴露於室內濕氣中，
都可能損壞試紙。這會導致結果不準確。請勿使用看似已經受損
或用過的試紙。

yy 請勿使用過期的材料。使用過期的產品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時
刻檢查您的檢測產品上的有效日期。

備註：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打開核對液，請將日期寫在瓶子
上。

yy 請勿使用在第一次打開瓶子後已超過y6y個月的核對液。
yy 如果您的核對液檢測結果超出範圍，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
訊請參閱後蓋。在問題未解決前，請勿使用您的血糖儀進行血糖
檢測。

yy 血糖儀的設計是在y5°Cy和y45°Cy之間提供準確的血糖檢測結果。
如果血糖儀或試紙超出該範圍，應等到血糖儀和試紙位於該範圍
內，才可進行檢測。每當將血糖儀從一個地點移到另外一個地點
時，在進行血糖檢測前，請先讓血糖儀與試紙適應新地點的溫度
約y20y分鐘。
yy 當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連接到電腦時，請勿嘗試進行血
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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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僅使用經製造商或由認證機構（如yUL、CSA、TUVy或yCE）許
可的設備（如yUSBy線纜）。
yy 避免在非常乾燥的環境中使用電子裝置，特別是存在合成材料的
情況下。

yy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已預設並鎖定為以yy
mmol/L（每升血的血糖毫摩爾數）顯示結果。
y� 以ymmol/Ly為單位的結果始終都有小數點。

y� 以ymg/dLy為單位的結果永遠沒有小數點。

例如：

52
y或y

93
y� 查看您的顯示幕以確保結果正確顯示y(mmol/L)。否則，請聯
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y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的測量範圍為yy
0.6 mmol/Ly至y33.3 mmol/L。
y� 對於低於y0.6 mmol/Ly或高於y33.3 mmol/Ly的結果：

||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低於y0.6 mmol/L，血糖儀會在螢幕上顯
示 LO（低）。立即聯絡您的專業醫護人員。

||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高於 33.3 mmol/L，血糖儀會在螢幕上顯
示yHI（高）。沖洗您的雙手或檢測部位。用新的試紙重複
檢測。如果結果仍然超過y33.3 mmol/L，請立即遵循醫囑。

您的血糖儀特點
簡易：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監測系統操作簡易。您第一次使用就會
發現這個特點。

自動：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設計中應用了y免調碼技術，您每次
插入試紙時，它即會自動調碼。它也會自動標記核對液檢測。

免調碼
可以再   補足血樣

如果第一個血液樣本不夠，可以再次補足血樣技術允許患者向同一試紙重
新添加更多血液。您的試紙的設計可輕鬆地將血液「吸」入血液樣本端。
請勿將血液直接滴在試紙的平面上。

感謝您選擇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成
為您控制糖尿病的好幫手。

小心：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僅可搭配使用y
Contour Plusy試紙和yContour Plusy核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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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sia、Ascensia Diabetes Care 標誌、Contour、Microlet、No Coding（免調碼）
標誌、Second-Chance（可以再次補足）、Second-Chance（可以再次補足）血樣標
誌、Smartcolour 和 Smartlight 是 Ascensia Diabetes Care Holdings AG（健臻醫療保
健控股公司）的商標和/或注冊商標。

Appley和yAppley標誌是yApple Inc.y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App Storey是yApple 
Inc.y的服務標記。
Bluetooth®y文字標記和標誌是yBluetooth SIG, Inc.y所擁有的註冊商標，並且任何由y
Ascensia Diabetes Carey對此類標記的使用皆獲得許可。
Google Playy和yGoogle Playy標誌均為yGoogle LLCy的商標。
(®y=y註冊商標。TMy=y未註冊商標。SMy=y服務標記。）

所有其他商標皆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並且僅可作為資訊性用途使用。不應推斷或暗示
任何關係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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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您的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

10 45 26 4 20

52

試紙接口指示燈

向上/向下
捲動按鈕

試紙接口

OK 按鈕
按住不放可以開
啟或關閉血糖儀 
按一下可以接受
選擇

按一下可以向上捲動

按一下可以向下捲動

按住不放可以保持
捲動 

按住不放可以保持
捲動

使用 3 個按鈕導覽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關閉。
血糖儀上的y y或y y按鈕讓您可以在選項間捲動。您可以按住y y或y y按
鈕以持續在清單中捲動。

按yOKy按鈕以接受一個選擇。
要從日誌或平均值退出並返回首頁螢幕，按yOKy按鈕。
備註： 當某個符號閃爍時，您可以加以選擇。

設定ysmartLIGHTy目標範圍指示燈y.........................................................45
設定yBluetoothy無線功能y..............................................................................46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專用的y
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y........................................................................47
下載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y............................................................48
配對模式y......................................................................................................................48
說明
血糖儀保養y.................................................................................................................50
將結果傳輸到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y........................................51
將結果傳輸到個人電腦y........................................................................................51
電池y................................................................................................................................52
技術資訊
錯誤偵測顯示y............................................................................................................54
客戶服務核對清單y..................................................................................................55
技術資訊：準確度y..................................................................................................56
使用者準確度y.......................................................................................................57
技術資訊：精確度y.............................................................................................59

規格y................................................................................................................................60
保用y................................................................................................................................64
索引y................................................................................................................................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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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您的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螢幕

10 45 26 4 20

52
日期時間

用餐標記

試紙接口指示燈
試紙接口

檢測結果在目標範
圍內 

符號 該符號代表的意義

血糖檢測結果高於「目標範圍」。

血糖檢測結果位於「目標範圍」內。

血糖檢測結果低於「目標範圍」。

血糖檢測結果高於y33.3 mmol/L。
血糖檢測結果低於y0.6 mmol/L。
您的日誌。

血糖儀設定。

符號 該符號代表的意義

空腹標記。

餐前標記。

餐後標記。

沒有選定任何用餐標記。

目標範圍或目標範圍設定。

smartLIGHTy目標範圍指示燈設定。

血糖儀已準備就緒，可以開始檢測。

滴加更多血樣至同一試紙。

核對液檢測結果。

Bluetooth®y符號；表示yBluetoothy無線設定處於開
啟狀態；血糖儀可以與行動裝置連接。

表示電力不足。

表示電力耗盡。

表示血糖儀錯誤。

提醒功能。

響鈴功能。

7、14、30y和y90y天平均值。
用於計算平均值的血糖讀數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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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您的 Contour Plus 試紙

灰色的方形末端：

將此端插入試紙接口 

樣本尖端：在此採取血液樣本

檢查血糖儀顯示
按住yOKy按鈕直到血糖儀開啟，大約y3y秒鐘。
螢幕顯示開啟自我檢測。

88 88 88 88 88

888

螢幕上的所有符號以及白色試紙接口會短暫發
亮。請務必確認y8.8.8y完全顯示並且可看得到試
紙接口的白色指示燈。

如果字元缺少或如果試紙接口指示燈顏色非白
色，請聯絡客戶服務部。這可能會影響您查看結果
的方式。

備註： 您的血糖儀交付時已預設時間、日期和目標範圍。您可以在設
定中變更這些功能。參閱y設定y第y35y頁。

目標範圍
血糖儀會將您的程式結果與目標範圍（例如，3.9 mmol/L–7.2 mmol/L）相
比較，以讓您了解您的檢測結果是高於、位於，還是低於目標範圍。

10 45 26 4 20

111
y高於您的目標範圍。

10 45 26 4 20

56
y在您的目標範圍內。

10 45 26 4 20

36
y低於您的目標範圍。

您可以在設定y y中變更目標範圍。參閱y設定y第y35y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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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檢測

用餐標記
在血糖檢測期間，當血糖儀中的用餐標記功能開啟時，您可以將用餐標
記附在您的血糖結果上。此功能讓您透過分設目標範圍（空腹/餐前和餐
後標記下），追溯過去的血糖水平。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的用餐標記功能預設設定為關閉狀
態。您可以在設定y y中開啟用餐標記和變更目標範圍。參閱y設定y第y
35y頁。
如果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啟狀態，則進行用餐標記選擇

符號 該符號代表的意義 比較/目標範圍

空腹：空腹（除了水或無
卡路里飲料外，沒有攝取
任何食物或飲料達y8y小
時）後檢測血糖時使用空
腹標記。

如果您將您的檢測結果標記為空
腹，血糖儀會將您的結果與餐
前目標範圍進行比較。

預設的餐前目標範圍：y
3.9 mmol/L–7.2 mmol/L

餐前：在餐前y1y個小時
內檢測血糖濃度時，使
用餐前標記。

如果您將您的檢測結果標記為餐
前，血糖儀會將您的結果與餐
前目標範圍進行比較。

預設的餐前目標範圍：y
3.9 mmol/L–7.2 mmol/L

餐後：用餐吃下第一口食
物後y2y小時內，檢測血
糖濃度時，使用餐後標
記。

如果您將您的結果標記為餐後，
血糖儀會將該結果與餐後目標範
圍進行比較。

預設的餐後目標範圍：y
3.9 mmol/L–10.0 mmol/L

無選定任何標記：在空
腹或餐前、餐後以外的
時間檢測時，使用無標
記符號。

如果您沒有標記結果，血糖儀會
將您的檢測結果與整體目標範
圍進行比較。

預設的整體目標範圍：y
3.9 mmol/L–10.0 mmol/L

做好檢測準備
y檢測前，請閱讀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使用者指南、採血器包

裝插頁（如提供）以及您的血糖儀套裝隨附的所有說明資料。請遵循所有
使用和保養實際上的說明，以幫助避免不準確的結果。

檢查產品是否有缺少、損壞或破裂的部件。如果發現新的試紙盒內部的試
紙瓶已打開，請勿使用其試紙。如需更換部件，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
訊請參閱後蓋。

指尖檢測
確保您在開始檢測前，備齊所有需要的物品：

y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
yy Contour Plusy試紙。
yy 您的套裝（如提供）中的採血器和採血針。

若要進行品質管理檢測，您也會需要yContour Plusy核對液。有些供應
用品是單獨出售的。如果有套裝方面的問題，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
訊請參閱後蓋。

小心：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僅可搭配使用y
Contour Plusy試紙和yContour Plusy核對液。

 警告： 潛在的生物危害

yy 套裝內的所有部件皆被視為具有生物危害性，即使在您清潔和消
毒後，仍可能傳播傳染性疾病。請參閱第y50y頁。
yy 在每次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器或試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
抗菌肥皂和清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yy 如需關於如何清潔血糖儀的完整說明，請參閱第y50y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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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或低血糖的症狀
透過注意到高血糖或低血糖的症狀，您可以更好地瞭解您的檢測結果。根
據美國糖尿病協會y(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www.diabetes.org)，
最常見的一些症狀為：

低血糖（糖過低症）：
yy 顫抖

yy 出汗

yy 心跳加速

yy 視覺模糊

yy 意識模糊

yy 暈厥

yy 癲癇

yy 易怒

yy 極度饑餓

yy 暈眩

高血糖（血糖過高症）：
yy 頻尿

yy 過度口渴

yy 視覺模糊

yy 疲憊感加重

yy 饑餓

酮化（酮症酸中毒）：
yy 呼吸急促

yy 噁心或嘔吐

yy 口腔非常乾燥

如需其他資訊和完整的症狀清單，請聯絡專業醫護人員。

準備採血器
採血器圖樣僅為圖解用途。您的採血器可能看起來不同。請參閱您的採血
器插頁以了解關於準備採血器的詳細說明。

 警告

如果您有以上任何症狀，請檢測您的血糖。如果您的檢測結果低於
專業醫護人員為您設定的臨界值，或高於建議限值，請立即遵循他
們的建議。

 警告： 潛在的生物危害

yy 採血器僅供單個患者自我檢測使用。由於可能造成感染風險，採
血器僅用於專人自測。

yy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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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潛在的生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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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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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下採血器封蓋。

2. 將保護蓋轉y¼y圈來鬆開採血針
上的圓形保護蓋，但是不要將它
取下。

3. 將採血針牢固地插入採血器，直
到採血針完全停住。

4. 扭斷圓形採血針保護蓋。保留保
護蓋，以便用來處置用過的採血
針。

5. 放回封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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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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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試紙

1. 從瓶中取出一張yContour Plus 
試紙。

2. 取出試紙後請立即將瓶蓋蓋緊。

3. 握住試紙，使灰色方塊端朝向血
糖儀。

4. 將灰色方塊端牢固地插入試紙接
口，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10 45 26 4 20 螢幕顯示閃爍的血滴，表示已準備就緒，可以檢測
血糖。

備註： 插入試紙後，在y3y分鐘內在試紙上添加血液樣本，否則血糖儀
會關閉。取出試紙，然後重新插入，即可開始檢測。

小心： 請勿使用過期的材料。使用過期的產品可能導致結果不準
確。時刻檢查您的檢測產品上的有效日期。

取得血液樣本：指尖檢測
備註： 如需其他部位檢測的說明，請參閱第 23 頁。

1. 將採血器緊緊地按在針刺部位上
並按釋放鈕。

2. 朝針刺部位方向搓手和手指，有
利於形成血滴。

請不要擠壓穿刺部位四周。

 警告： 潛在的生物危害

在每次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器或試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抗
菌肥皂和清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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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形成圓圓的一小滴血之後，請
立即進行檢測。

4. 立即用試紙尖端去碰觸血滴。
血液經過尖端被吸到試紙。

小心： 不要將試紙尖端壓向皮
膚也不要把血液滴在試紙的上
方。這樣可能會導致不準確的
結果或是出現錯誤。

5. 讓試紙末端接觸血滴，直到血糖
儀發出嗶聲。

備註： 如果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
啟狀態，請勿取出試紙，直到您選
擇用餐標記。

可以再次補足血樣—吸入更多血樣

00 60 1. 如果血糖儀發出兩次嗶聲，並且螢幕顯示一個帶
加號的閃爍血滴，表示試紙的血量不足。

2. 在y60y秒之內，滴加更多血樣到同一試紙上。

備註： 如果螢幕顯示一個yE 1y錯誤訊息，取出試
紙，然後使用新的試紙重新開始。

血糖儀顯示您的血糖結果。如果用餐標記處於開啟狀態，用餐標記符號會
閃爍。

選擇一個用餐標記
備註： 在血糖檢測期間，如果用餐標記處於開啟狀態，您可以在血糖
儀顯示您的結果時選擇一個用餐標記。您不能在設定螢幕上選擇用餐標
記。

如果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啟狀態，血糖結果螢幕上會閃爍空腹 、y
餐前 、餐後 或無標記 標記。血糖儀建議此用餐標記是根據一天中的
時間和用餐時段：早餐、午餐、晚餐或夜間。有關「用餐標記」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y8y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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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65
請勿按下 OK 按鈕或取出試紙。

您可以選擇閃爍的標記或選擇一個
不同的用餐標記。

若要開啟用餐標記，請參閱y設定用餐標記y第y40y頁。

65
1. 如果閃爍的用餐標記是您想要的
用餐標記，按yOKy按鈕

或

2. 要選擇不同的用餐標記，按血糖
儀上的y y或y y按鈕以在標記間
捲動。

65
例如：如果您向上捲動至餐前，餐前標記會閃爍。

65
例如：如果您向下捲動至餐後，餐後標記會閃爍。

65
3. 當您想要的用餐標記閃爍時，按y

OKy按鈕。
4. 如果這是餐前讀數，您可以設
定提醒，以稍後檢測您的血糖。
請參閱下一部分，y設定提醒。

如果您沒有在y3y分鐘內進行用餐標記選擇，血糖儀會關機。您的血糖讀
數會在沒有用餐標記的情況下存儲在日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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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提醒
1. 確保在設定中將提醒y y功能開啟。

參閱y設定提醒功能y第y41y頁。
2. 將某個血糖讀數標記為餐前讀數，然後按yOKy按鈕。

h2
3. 要以半小時間隔從y2y小時捲動到y0.5y小時，按y

y或y y按鈕。

4. 要設定提醒，按yOKy按鈕。

10 45 26 4 20

61
螢幕返回餐前讀數。提醒符號y y顯示，以證實已
設定提醒。

血糖檢測完成。

smartLIGHT 目標範圍指示燈
當您的血糖檢測完成時，血糖儀會將您的結果顯示，並附有單位、時間、日
期、用餐標記（若選定）以及目標範圍指示燈：高於目標y 、目標範圍內y
y或低於目標y 。

例如：選擇用餐標記並設定提醒情況下的血糖檢測結果：

10 45 26 4 20

61

如果ysmartLIGHTy目標範圍指示燈處於開啟狀態，試紙接口會顯示一
個顏色，代表與空腹/餐前、餐後或整體目標範圍相比較的結果值。

如果您沒有選擇用餐標記，您的血糖檢測結果會與整體目標範圍相比較。

高於目標範圍y 在目標範圍內y 低於目標範圍y

如果您的血糖結果低於目標，smartLIGHTy目標範圍指示燈為紅色且血
糖儀會發出兩次嗶聲。

備註： 若要變更個別目標範圍，請參閱y變更個別目標範圍y第y43y
頁。若要變更整體目標範圍，請參閱y變更整體目標範圍y第y42y頁。

要移至首頁螢幕，按yOKy按鈕

或

要關閉血糖儀，只要直接取下試紙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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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

預期的檢測結果值
血糖值將根據食物攝取、藥物劑量、健康狀況、壓力大小或活動強度而有
所不同。非糖尿病血漿葡萄糖濃度在空腹狀態下應低於y5.6 mmol/L，在餐
後狀態下應低於y7.8 mmol/L。4y請諮詢專業醫護人員以了解適合您的特定
葡萄糖值。

LO（低）或 HI（高）結果

10 45 26 4 20

l0
yy 如果血糖儀發出兩次嗶聲並且在螢幕上顯示y

LO（低），表示您的血糖讀數低於yy
0.6 mmol/L。請立即遵從醫囑。聯絡您的專業
醫護人員。

 警告

yy 在根據檢測結果變更您的用藥前，時刻向您的專業醫護人員諮
詢。

yy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低於專業醫護人員為您設定的臨界值，請立即
遵循他們的建議。

yy 如果您的血糖讀數高於專業醫護人員為您設定的建議限值：

1. 請徹底清洗和擦乾您的雙手。

2. 用新的試紙重新檢測。

如果您得到近似的結果，請立即遵循您的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

10 45 26 4 20

hi
yy 如果血糖儀發出一次嗶聲並且在螢幕上顯示y

HI（高），表示您的血糖讀數超過yy
33.3 mmol/L：
1. 請徹底清洗和擦乾您的雙手。
2. 用新的試紙重新檢測。
如果結果仍然超過y33.3 mmol/L，請立即遵循
醫囑。

其他部位檢測 (AST)：手掌

在每次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器或試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抗菌肥皂
和清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對於其他部位檢測，使用透明的封蓋。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
儀可以用於指尖或手掌檢測。有關其他部位檢測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採血
器說明書。

在以下情況下不可進行其他部位檢測：

yy 如果您認為您的血糖過低。

yy 當血糖正在迅速變化時，例如用餐後、注射胰島素後或是正在運動或
運動之後。

yy 如果您無法察覺低血糖的症狀（無知覺性低血糖性）。

yy 如果您獲取的其他部位血糖的測量結果與您本身的感覺不相符。

yy 在生病或承受壓力期間。

yy 如果您將要駕車或操作機械。

 警告

yy 請教您的專業醫護人員其他部位檢測（AST）是否適合您。

yy 請勿從 AST 結果校準您的連續性血糖監測裝置。

yy 請勿根據 AST 結果計算胰島素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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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正在迅速變化時（例如，用餐後、注射胰島素後或是正在運動或運動
之後），其他部位檢測結果也許會與指尖結果不同。此外，血糖指數的升高
降低也可能與指尖血糖升降程度不同。因此，指尖檢測結果可能比其他部
位結果更快識別低血糖水平。

在用餐、使用糖尿病藥物或運動完超過y2y小時後，才可進行其他部位檢
測。

如果您沒有透明的採血器封蓋來進行其他部位檢測，y
請聯絡yDiabetes Carey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取得一滴血：其他部位檢測

1. 用抗菌肥皂和溫水清洗雙手和針
刺部位。

徹底洗淨並擦乾。

2. 將透明的其他部位檢測封蓋（如
果隨附於您的套裝中）裝到採血
器上。

請參閱採血器插頁以瞭解詳細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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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血器圖樣僅為圖解用途。

4. 將採血器緊緊按在針刺部位上，
然後按釋放按鈕。

5. 保持穩定的壓力，直到形成圓圓
的一小滴血。

6. 將採血器向上舉起，從皮膚上移
開，以免抹髒血滴。

7. 在形成圓圓的一小滴血之後，請
立即進行檢測。

立即用試紙尖端去碰觸血滴。血
液經過尖端被吸到試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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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血液樣本發生下列情形，請勿檢測自手掌取得的血液樣本：

yy 血液樣本被塗抹。

yy 血液樣本凝結。

yy 血液樣本過稀。

yy 有透明液體混進血液樣本中。

8. 讓試紙末端接觸血滴，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AST 可以再次補足血樣—吸入更多血樣

00 60 1. 如果血糖儀發出兩次嗶聲，並且螢幕顯示一個
帶加號的閃爍血滴，表示試紙的血量不足。

2. 在y60y秒之內，滴加更多血樣到同一試紙上。

備註： 如果螢幕顯示一個yE 1y錯誤訊息，取出試
紙，然後使用新的試紙重新開始。

如果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啟狀態，血糖儀會為您的血糖結果建議空腹
、餐前 、餐後 或無標記 標記。這是根據一天中的時間和用餐時段：
空腹/早餐、午餐、晚餐或夜間。用餐標記閃爍。

小心： 請勿將試紙末端觸壓皮膚或將血液滴在試紙上。這樣可能會
導致不準確的結果或是出現錯誤。

65
暫不要按 OK 按鈕。

您可以選擇閃爍的標記或選擇一個
不同的用餐標記。

65
3. 如果閃爍的用餐標記是您想要的
用餐標記，按yOKy按鈕

或

4. 如要選擇另一個用餐標記，按y y
或y y按鈕以在標記間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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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啟狀態，則進行用餐標記選擇

符號 該符號代表的意義 相關的目標範圍

空腹：空腹（除了水或無卡路
里飲料外，沒有攝取任何食物
或飲料達y8y小時）後檢測血
糖時使用空腹標記。 餐前目標範圍
餐前：在餐前y1y個小時內檢
測血糖濃度時，使用餐前標
記。

餐後：用餐吃下第一口食物後y
2y小時內，檢測血糖濃度時，
使用餐後標記。

餐後目標範圍

無選定任何標記：在空腹或餐
前、餐後以外的時間檢測時，
使用無標記符號。

整體目標範圍

5. 當您想要的用餐標記閃爍時，按yOKy按鈕。如要將提醒設定為在餐後
檢測血液，請參閱y設定提醒y第y20y頁。
有關用餐標記的詳細資訊，請參閱y選擇一個用餐標記y第y17y頁。

退出並處置用過的採血針

1. 請勿用手指將採血針從採血器取
出。

您套裝中通常隨附的採血器有一
個自動退出採血針的功能。

2. 參閱單獨的採血器插頁（如果隨
附於您的套裝中）以瞭解有關自
動彈出採血針的說明。

核對液

小心： 僅將yContour Plusy核對液（正常值、
低值和高值）y與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
糖監測系統配合使用。使用yContour Plusy核
對液以外的任何產品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

 警告： 潛在的生物危害

yy 採血器、採血針和試紙供單名患者使用。請勿與任何人（包括其
他家人）共用。請勿用於多名患者。請勿用於多名患者。5,6

yy 所有的產品，只要與人類的血液接觸，都應該被視為有可能傳播
傳染性疾病一樣進行處理。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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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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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在每次檢測或處理血糖儀、採血器或試紙之前和之後，請務必用
抗菌肥皂和清水清洗雙手並充分擦乾。

 警告

檢測前，充分搖晃核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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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檢測

品質管理

yy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核對液瓶約y15y次。
yy 未混勻的核對液可能會導致結果不準確。

您應該在以下情況進行核對液檢測：

yy 第一次使用血糖儀。

yy 打開一瓶或一包新的試紙。

yy 您認為血糖儀可能沒有正常運作。

yy 您的血糖重複出現意外結果。

小心： 請勿使用過期的材料。使用過期的產
品可能導致結果不準確。時刻檢查您的檢測產
品上的有效日期。

正常值、低值或高值核對液如未包含在血糖儀套裝中，會另外提供。您只
應在y15°C–35°C 溫度下，用核對液檢測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
糖儀。

時刻使用yContour Plusy核對液。其他品牌可能導致結果不正確。如果
您需要協助找到yContour Plusy核對液，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
請參閱後蓋。

 警告

yy 請勿從核對液結果校準您的連續性血糖監測裝置。

yy 請勿根據核對液結果計算大劑量。

核對液檢測
1. 從瓶中取出一張yContour Plusy試紙。
2. 取出試紙後，請立即將瓶蓋蓋緊。
3. 拿著試紙，使灰色方塊端朝向血糖儀。

4. 將灰色方塊端用力插入試紙接
口，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10 45 26 4 20 血糖儀開啟，顯示一個帶閃爍血滴的試紙。

備註：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打開核對液，請將日期寫在瓶子上。

5. 每次使用前，充分搖晃核對液瓶約y15y次。

6. 取下瓶蓋，滴下一滴前，使用一張紙巾擦除瓶子頭端周圍的任何溶液。
7. 將一滴核對液擠到一個乾淨、無吸收性的平面上。

小心： 請勿使用在第一次打開瓶子後已超過y6y個月的核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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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8. 立即用試紙尖端碰觸該滴核對
液。

9. 保持試紙的尖端碰觸該滴核對液
直到血糖儀發出嗶聲。

10 45 26 4 20

72
核對檢測結果顯示於血糖儀上之前，血糖儀會倒數
計時y5y秒鐘。血糖儀會自動將結果標記為核對檢
測。

核對檢測結果不包括在您的血糖儀y日誌或y血糖y平
均值中。核對檢測結果不會與任何目標範圍進行對
照評估。

10. 將您的核對檢測結果與印於試紙瓶或試紙盒盒
底上的範圍進行比較。

11. 取出試紙並按醫用廢棄物或專業醫護人員的意
見處置。

如果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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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技術可能有問題。

如果您的核對檢測結果超出範圍，在問題未解決前，請勿使用您的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進行血糖檢測。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
請參閱後蓋。

小心： 請勿將核對液從瓶子直接滴加到您的指尖或試紙上。
日誌
日誌含有血糖檢測結果以及您對那些檢測結果所做的用餐標記。日誌最
多可記錄y800y個結果。在日誌達到上限的情況下，當新的檢測完成且儲存
到日誌時，最舊的檢測結果會移除。

查看日誌
備註： 要在檢視日誌的同時返回首頁螢幕，按yOKy按鈕。
要在日誌中查看輸入資訊：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血糖儀開啟，大約y3y秒鐘。
日誌y y閃爍。

10 45 26 4 20 2. 要選擇閃爍的日誌y y符號，按yOKy按鈕。
3. 要檢視日誌中的個別檢測結果，按y y按鈕。

10 45 26 4 20

63
4. 要在您的檢測結果中捲動，按y y或y y按鈕。
要更快地捲動，按住y y或y y按鈕。

end
如果您捲動超過最舊的輸入資訊，血糖儀螢幕上
會顯示End（結束）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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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如果您看到一個yLO（低）或yHI（高）的檢測結果，前往yLO（低）或 
HI（高）結果y第y22y頁以了解更多資訊。
5. 要返回到一開始以檢查輸入資訊，按yOKy按鈕以前往首頁螢幕，然後
選擇日誌y y符號。

檢視平均值
1. 如要進入「首頁」螢幕中的日誌，請按下yOKy按鈕，與此同時，日

誌 將會閃爍。

2. 要檢視您的平均值，按y第一個y日誌螢幕中的y y按鈕。

7 d n 8

109

7 天平均值 檢測次數
3. 要捲動瀏覽您的y7、14、30y和y90y天平均值，
按y y按鈕。

4. 要返回日誌讀數，按y7 d Avg（7y天平均值）
上的y y按鈕。

5. 要隨時退出平均值並返回首頁螢幕，按yOKy按鈕。

設定
在設定中，您可以：

yy 變更時間格式。

yy 變更時間。

yy 變更日期格式。

yy 變更日期。

yy 開啟或關閉響鈴。

yy 開啟或關閉用餐標記。

yy 開啟或關閉提醒功能。

yy 檢視和變更目標範圍。

yy 開啟或關閉ysmartLIGHTy功能。
yy 開啟或關閉yBluetoothy無線功能。
您必須使用yOKy按鈕接受或變更每個設定。

存取設定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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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4. 按y y或y y按鈕導覽到您想變更的設定。
5. 當您想變更的設定閃爍時按yOKy按鈕。

10 45 26 4 20 6. 要從設定功能表退出並返回首頁螢幕，按y y或y
y按鈕，直至設定符號y y閃爍。

7. 按yOKy按鈕。

備註： 如果您處於「日期」等設定中時需要退出，請反復按yOKy按鈕，
直至返回首頁螢幕。

變更時間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10 45 26 4 20 4. 當設定螢幕上的當前時間閃爍時，按yOKy按
鈕。時間格式閃爍。

5. 要變更時間格式（如需要），按y y或y y按鈕，然後按yOKy按鈕。

10 45

12h 或

10 45

24h
時間格式

小時閃爍。

10 45

10
6. 要變更小時，按y y或y y按鈕，然後按yOKy按
鈕。

分鐘閃爍。

10 45

45
7. 要變更分鐘，按y y或y y按鈕，然後按yOKy按
鈕。

8. 對於y12y小時制格式，按需選擇yAM（上午）或yPM（下午），然後
按yOKy按鈕。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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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變更日期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4. 按y y按鈕直至設定螢幕上的當前日期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

4 26 20

或

26 4 20

日期格式

日期格式（m/dy或yd.m）閃爍。
5. 要選擇月/日/年y(m/d)y或日.月.年y(d.m)，按y y或y y按鈕，然後
按OK按鈕。

26 4 20

20
6. 要變更年（閃爍中），按y y或y y按鈕，然後
按yOKy按鈕。

26 4 20

4
7. 要變更月（閃爍中），按y y或y y按鈕，然後
按yOKy按鈕。

26 4 20

26
8. 要變更日（閃爍中），按y y或y y按鈕，然後
按yOKy按鈕。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設定響鈴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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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響鈴符號y y閃爍（位於設定螢幕上），然後按y
OKy按鈕。

0n 或 Off
響鈴符號：

您的血糖儀的響鈴預設設定為開啟。某些錯誤資訊會覆蓋響鈴設定。

當響鈴處於開啟狀態時：

yy 一個長嗶聲表示確認。

yy 兩個嗶聲表示錯誤或有需要您注意的事。

5. 要yOn（開啟）或yOff（關閉）響鈴，按y y或y y按鈕以顯示您想要
的選項。

6. 按yOKy按鈕。
備註： 即使在您關閉響鈴功能時，有些響鈴仍然會保持開啟。要在低於
目標的血糖讀數時關閉響鈴，將ysmartLIGHTy功能設定為關閉。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設定用餐標記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用餐標記符號y y 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

On 或 Off
用餐標記符號：   

您的血糖儀的用餐標記功能預設設定為關閉狀態。

5. 要yOn（開啟）或yOff（關閉）用餐標記，按y y或y y按鈕以顯示您
想要的選項。

6. 按yOKy按鈕。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備註： 當用餐標記功能處於開啟時，您可以在血糖檢測時選擇一個用餐
標記。

設定提醒功能

當用餐標記開啟時，您可以設定提醒，在您將讀數標記為餐前後檢測您
的血糖。如果用餐標記處於關閉狀態，請參閱y設定用餐標記y第y40y
頁。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提醒符號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
您的血糖儀的提醒功能預設設定為關閉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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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5. 要yOn（開啟）或yOff（關閉）提醒功能，按y y或y y按鈕以顯示您
想要的選項。

On 或 Off
提醒符號：

6. 按yOKy按鈕。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變更整體目標範圍

當用餐標記功能關閉時，您的血糖儀提供預設的整體目標範圍。目標範圍
有下限和上限，例如y3.9 mmol/L–10.0 mmol/L。您可能希望自己的血糖讀
數保持在目標範圍內。您可以在設定中變更整體目標範圍。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警告

與您的專業醫護人員討論您的目標範圍設定。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目標符號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血糖儀會
顯示整體低目標螢幕。

39 -1 00

39
5. 要變更整體目標範圍閃爍的低端，按y y或y y
按鈕。

6. 要設定低端，按yOKy按鈕。

39 -1 00

100
7. 要變更整體目標範圍閃爍的高端，按y y或y y
按鈕。

8. 要設定高端，按yOKy按鈕。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變更個別目標範圍

用餐標記功能打開時，血糖儀上有y2y個目標範圍：餐前目標範圍y （與
空腹相同）和餐後目標範圍y 。當用餐標記功能關閉時，只有一個整體目
標範圍。

您可以在血糖儀的設定和yContour®Diabetesy應用程式中變更這些範
圍。

 警告

與您的專業醫護人員討論您的目標範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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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目標符號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血糖儀會
顯示低目標螢幕。

備註： 這只是餐前y y和餐後y y目標範圍的一個下限。

變更兩個目標範圍的「低」

39 - 72

39
5. 要為兩個目標範圍（餐前y 、餐後y ）變更閃
爍的低，請按y y或y y按鈕。

6. 要設定兩個目標範圍的低端，按yOKy按鈕。
血糖儀顯示餐前y高目標螢幕。

變更餐前目標範圍

39 - 72

72
7. 要變更餐前目標範圍閃爍的高端，按y y或y y
按鈕。

8. 要設定高端，按yOKy按鈕。
血糖儀顯示餐後 高目標螢幕。

備註： 餐前目標範圍還是將血糖讀數標記為空腹的目標範圍。

變更餐後目標範圍

39 -1 00

100
9. 要變更餐後目標範圍閃爍的高端，按y y或y y
按鈕。

10. 要設定高端，按yOKy按鈕。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設定 smartLIGHT 目標範圍指示燈

您的血糖儀的ysmartLIGHTy功能預設設定為開啟狀態。
smartLIGHTy目標範圍指示燈開啟時，試紙接口顯示的顏色指明您的讀
數是高於、位於，還是低於個人目標範圍。

高於目標範圍y 在目標範圍內y 低於目標範圍y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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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ysmartLIGHTy符號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

On 或 Off
smartLIGHT 符號：

5. 要yOn（開啟）或yOff（關閉）smartLIGHTy功能，按y y或y y按鈕
以顯示您想要的選項。

6. 按yOKy按鈕。

設定 Bluetooth 無線功能

將血糖儀與行動裝置配對時，可以開啟或關閉yBluetoothy設定。有關配
對說明，請參閱第y48y頁。
1. 按住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

首頁螢幕有y2y個選項：日誌y y和設定y 。

10 45 26 4 20 2. 要醒目提示設定符號y ，按y y按鈕。

3. 當設定符號閃爍時，按yOKy按鈕以進入設定。

4. 反復按y y按鈕直至yBluetoothy符號y y閃爍，然後按yOKy按鈕。

On 或 Off
Bluetooth 符號：

5. 要yOn（開啟）或yOff（關閉）Bluetoothy無線功能，按y y或y y按
鈕以顯示您想要的選項。

6. 按yOKy按鈕。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您的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專用的 
Contour Diabetes 應用程式
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設計為與yContour Diabetesy應用
程式以及您的相容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配套使用。

您可以利用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從事下列操作：
yy 檢測後新增檢測結果的備註，以幫助解釋該結果：

|| 列出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餐。
|| 標記用藥的變化。
|| 新增用餐的照片。
|| 記錄活動的增加或減少。

yy 設定檢測提醒。

yy 存取一天內或一段時間內易於讀取的檢測結果圖表。

yy 分享報告。

yy 私下檢視資訊。

yy 在每日圖表上，查看您的空腹、餐前、餐後和檢視全部結果。

yy 按需要變更血糖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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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為您做這些事情：
yy 自動顯示您的結果。

yy 將您的「備註」儲存於我的血糖讀數中。

yy 與您的目標比較，顯示您的趨勢和檢測結果。

yy 提供快速和有價值的建議以幫助您管理您的糖尿病。

當您的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與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
配對時：

yy 您可以在應用中設定或變更血糖儀日誌中的用餐標記。

yy 應用程式將始終把應用程式或血糖儀的最新目標範圍同步到整個系
統。

yy 應用日期和時間可同步到您的血糖儀。

yy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中管理血糖儀設定，例如響鈴或ysmartLIGHTy目標
範圍指示燈。

下載 Contour Diabetes 應用程式
1. 在您的相容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前往yApp StoreSMy或yy

Google PlayTMy商店。

2. 搜尋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
3. 安裝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

配對模式

要將血糖儀與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配對，下載應用程式並遵循y
配對血糖儀的說明。

小心： 當您對您的血糖儀進行配對時，會有電腦專家監聽您的無線
通訊並能夠從您的血糖儀讀取您的血糖讀數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您
認為這是個風險，在對您的血糖儀進行配對時，請遠離他人。在您
配對完您的裝置後，您不必採取此一預防措施。

使您的血糖儀處於配對模式：

1. 如果血糖儀關閉，請長按yOKy按鈕直到您的血糖儀開啟。隨即顯示首
頁螢幕。

2. 長按y y按鈕大約y3y秒鐘，直到看到閃爍的y
Bluetoothy符號（如第y3y步中所示）。
進入配對模式後，會閃爍藍燈。

3. 顯示血糖儀序號時，按照應用中的說明匹配血糖儀序號。

12 34 56 7 血糖儀
序號

例如：您的血糖儀處於配對模式。

CO de 89 12 34 密碼 建立連接時，血糖儀會顯示y6y位元
密碼，您需要在智慧型裝置上輸入
該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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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血糖儀與yContour Diabetesy應用
程式成功配對後，會顯示血糖儀的藍燈
和yBluetoothy符號。
血糖儀返回首頁螢幕。

備註： 您可以從血糖儀或應用程式更新目標範圍。同步後，會在血糖儀
和應用程式中更新最近變更的目標範圍。

血糖儀保養
保養您的血糖儀：

yy 儘可能將血糖儀存放在隨附的便攜包中。

yy 操作前徹底清洗並擦乾雙手以免血糖儀和試紙接觸到水、油漬和其他
污染物。

yy 小心地操作血糖儀，以免損壞電子零件或是造成其他故障。

yy 避免將血糖儀和試紙暴露於過度潮濕、炎熱、寒冷或含有灰塵或污垢
的環境中。

1. 您可以使用濕潤的（非全濕的）無棉絮紙巾沾取溫和的清潔劑來清
潔血糖儀的外部，或使用消毒溶液（例如y1y份的漂白水混合y9y份的
水）消毒y1y分鐘。

2. 清潔後，用無棉絨的紙巾擦乾。
3. 請勿將任何東西插入試紙接口或試圖清潔試紙接口內部。

小心： 請勿讓清潔液透過開口區域流入血糖儀，如按鈕周圍或血糖
儀的試紙接口或資料連接埠（例如yUSBy連接埠）。

將結果傳輸到 Contour Diabetes 應用程式

您可以自動將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的結果以無線方式傳輸至
相容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參閱y下載 Contour Diabetes 應用程式y
第y48y頁並遵循應用程式說明以配對您的血糖儀並開始使用。

將結果傳輸到個人電腦

您可以將檢測結果從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傳輸至電腦，在電腦
上，檢測結果會以圖和表總結於報告中。要利用此功能，您需要糖尿病管
理軟體以及y1y根長y1y米（或y3y英尺）的yUSB-Ay轉微型yUSB-By連接線。
這種類型的傳輸線可在電子零售商店購得。

USB 連接埠

不使用時，確保血糖儀的yUSBy連接
埠門完全關閉。

小心：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未經過與相容yy
Ascensia Diabetes Carey軟體以外任何軟體的搭配使用測試。y
製造商對於使用其他軟體造成的任何錯誤結果概不負責。

小心： 當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連接到電腦時，請勿嘗試
進行血糖檢測。

小心： 僅使用經製造商或由認證機構（如yUL、CSA、TUVy或y
CE）許可的設備（如yUSBy線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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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
當電池電量低時，螢幕上會顯示電力不足符號。

立即更換電池。當您看到此符號時，在電池電量耗盡前僅可按每天y3y次檢
測的頻率再檢測大約y10y次。

10 45 26 4 20 血糖儀會正常運作並顯示電力不足符號直到您更
換電池。

當您因為電池電量低而不再能夠進行檢測時，血糖
儀會在螢幕上顯示電力耗盡。立即更換電池。

更換電池

1. 更換電池前，關閉您的血糖儀。
2. 將血糖儀翻轉，並且將電池蓋朝
箭頭方向滑動。

3. 將兩個舊電池都取出並且更換為兩顆y3y伏特的yCR2032y或yDL2032y
紐扣電池。

備註： 更換電池後，請始終檢查日期和時間。

4. 確保新電池的「+」號標記朝上。
5. 將每個電池壓入電池倉。

6. 將電池蓋滑回原處。
7. 按照您當地的環境法規棄置電池。

 警告

將電池放在遠離兒童的地方。很多類型的電池都具有毒性。如果吞
服，立即聯絡您所在地區的毒物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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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偵測顯示
當檢測結果錯誤、試紙錯誤或系統錯誤時，血糖儀螢幕會顯示錯誤代碼（Ey
加上一個號碼）。錯誤發生時，血糖儀會發出兩次嗶聲並且顯示一個錯誤
代碼。按yOKy按鈕以關閉血糖儀。
如果持續發生錯誤，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錯誤代碼 含義 因應措施

試紙錯誤

E 1 血液樣本太少
取出試紙。用新的試紙重複
檢測。

E 2 試紙已用過
取出試紙。用新的試紙重複
檢測。

E 3 試紙顛倒 取出試紙，再正確插入。

E 4 插入了錯誤的試紙
取出試紙。用yContour Plusy
試紙重複檢測。

E 6 試紙受潮
取出試紙。用新的試紙重複
檢測。

E 8 試紙或檢測錯誤
用新的試紙重複檢測。如果錯
誤持續，請聯絡客戶服務部。

檢測錯誤

E20 檢測錯誤
用新的試紙重複檢測。如果錯
誤持續，請聯絡客戶服務部。

E24 太冷而無法檢測核對液
將血糖儀、試紙和核對液移至
比較暖和的區域。在y20y分鐘
後檢測。

E25 太熱而無法檢測核對液
將血糖儀、試紙和核對液移至
較涼爽的區域。在y20y分鐘後
檢測。

E27 太冷而無法檢測
將血糖儀和試紙移至比較暖和
的區域。在y20y分鐘後檢測。

錯誤代碼 含義 因應措施

E28 太熱而無法檢測
將血糖儀和試紙移至較涼爽的
區域。在y20y分鐘後檢測。

系統錯誤

E30–E99 血糖儀軟體或硬體故障
關閉血糖儀。再度開啟血糖
儀。如果錯誤持續，請聯絡客
戶服務部。

無論出於任何原因，在退回血糖儀之前，請先向客戶服務代表諮詢。聯絡
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客戶服務核對清單
當聯絡客戶服務部代表時：

B

A

1. 打電話時，備好您的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
儀、Contour Plusy試紙以及y
Contour Plusy核對液。

2. 找出血糖儀背面的型號y(A)y和序
號y(B)。

3. 找出瓶子上的試紙到期日。
4. 檢查電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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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資訊
要更換缺失的部件或重訂物品，請聯絡客戶服務部。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yy 兩 y3y伏特的yCR2032y或yDL2032y紐扣電池。
yy Contour Plus ELITEy使用者指南。
yy Contour Plus ELITEy快速參考指南。
yy Contour Plusy試紙。
yy Contour Plusy正常值核對液。
yy Contour Plusy低值核對液。
yy Contour Plusy高值核對液。
yy 與您套裝中一樣的採血器（如提供）。

yy 與您套裝中一樣的採血針（如提供）。

技術資訊：準確度
使用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對取自y100y名受試者的微血
管血液樣本進行了檢測。用三批yContour Plusy試紙檢測，每個樣本檢
測兩次，總共取得y600y個讀數。其結果與yYSIy葡萄糖分析儀進行了比較，
後者溯源至yCDCy己糖激酶法。取得了下列準確度結果。
表 1：葡萄糖濃度 < 5.55 mmol/L 時的系統準確度結果

YSI 化驗室參考方法與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

儀之間數值的差異範圍

在 ± 0.28 
mmol/L 

以內

在 ± 0.56 
mmol/L 

以內

在 ± 0.83 
mmol/L 

以內

規定範圍內的血液樣本數量y
（和百分比）

154/174 
(88.5%)

174/174 
(100%)

174/174 
(100%)

表 2：葡萄糖濃度 ≥ 5.55 mmol/L 時的系統準確度結果

YSI 化驗室參考方法與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

之間數值的差異範圍

在 ± 5% 
以內

在 ± 10% 
以內

在 ± 15% 
以內

規定範圍內的血液樣本數量y
（和百分比）

350/426 
(82.2%)

425/426 
(99.8%)

426/426 
(100%)

表y3：葡萄糖濃度介於 1.2 mmol/Ly和y28.9 mmol/Ly時的系統準確度結果

在 ± 0.83 mmol/L 或 ± 15% 以內

600/600 (100%)

ISO 15197:2013y的接受標準為：95%y的葡萄糖測量值在葡萄糖濃度yy
<y5.55 mmol/Ly時，將落在參考測量程序平均測量值的y± 0.83 mmol/Ly以
內，在葡萄糖濃度 ≥ 5.55 mmol/Ly時，則落在該值的y± 15%y以內。

使用者準確度

一項評估從y128y名非專業人士指尖微血管血液樣本取得血糖值的研究顯
示下列結果：

在葡萄糖濃度y< 5.55 mmol/Ly時，100%y的結果在醫院化驗室檢測值在y
±0.83 mmol/Ly以內，以及在葡萄糖濃度 ≥ 5.55 mmol/Ly時，99.1% 的結
果在醫院化驗室檢測值的y±15%y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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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準確度雷達圖

1.7mmol/L>1.9 mmol/L 1.1mmol/L1.4 mmol/L 0.8 mmol/L 0.6 mmol/L 0.3 mmol/L

20.0

33.30.
8

16.1

20.016.1

11.1

23.7

27.8

YS
I®  (m

mol/
L)

5.
6

23.7

11.1

5.
6

27.8

10% 20% 30% >35%5% 15% 25%

+

–

全部樣本 (n = 128) 0.8 mmol/L 或 15%0.6 mmol/L 或 10%

128y資料點代表血糖監測系統（BGMS）結果。與中央的距離代表與化驗
室參考結果相比的誤差級別。如果資料點處於中央，則誤差為零，這意味
著yBGMSy讀數與化驗室值完全相同。

在鮮綠色外圓內側的資料點代表，與化驗室參考值相比，當值yy
< 5.55 mmol/Ly時誤差在y±0.83 mmol/Ly以內或當值 ≥ 5.55 mmol/Ly時誤
差在y±15%y以內的血糖儀讀數，以顯示血糖監測系統與 ISO 15197:2013 
準確度要求的結果比較。

技術資訊：精確度

使用y5y個血液葡萄糖濃度在y2.2 mmol/L 至y19.3 mmol/Ly之間的靜脈全
血檢體在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中進行了重複性研究。每
個全血檢體分別用y3y批yContour Plusy試紙的每一批，在y10y台儀器中
的每台上各檢測y10y次，總共取得y300y個讀數。獲得的精確度結果如下。
表 1：使用 Contour Plus 試紙的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的系
統重複性結果

平均
值，mmol/L

合併標準
差，mmol/L

標準差的 95% 置
信區間，mmol/L 變異係數，%

2.28 0.06 0.058–0.069 2.8
4.40 0.06 0.054–0.064 1.3
7.77 0.10 0.095–0.113 1.3

12.00 0.14 0.130–0.154 1.2
19.29 0.24 0.224–0.265 1.3

用y3y個葡萄糖濃度的核對液評估了中間測量精確度（包括橫跨多天的變異
性）。每個核對液分別用y3y批yContour Plusy試紙的每一批，在y10y台儀
器中的每台上各檢測一次，在不同的y10y天進行檢測，總共取得y300y個讀
數。獲得的精確度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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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使用 Contour Plus 試紙的 Contour Plus ELITE 血糖儀的系
統中間精確度結果

核對程度
平均

值，mmol/L
合併標準

差，mmol/L

標準差的 
95% 置信區
間，mmol/L

變異係
數，%

偏低 2.38 0.03 0.029–0.035 1.3
正常 7.09 0.08 0.073–0.086 1.1
偏高 20.77 0.26 0.239–0.283 1.2

規格
檢測樣本：微血管和靜脈全血

檢測結果：以血漿/血清葡萄糖值為參考

樣本量：0.6 μL
測量範圍：0.6 mmol/L–33.3 mmol/Ly血糖
倒數計時時間：5y秒
記憶功能：儲存最近的y800y個檢測結果
電池類型：兩個y3y伏特的yCR2032y或yDL2032y紐扣電池，容量y225 mAh
電池使用壽命：大約y1000y次檢測（平均一年的使用時間，每天進行yy
3y次檢測）

血糖儀儲存溫度範圍：y

血糖儀操作溫度範圍：

核對液溫度範圍：

血糖儀操作濕度範圍：10% RH–93% RH
試紙儲存條件：0°C–30°C，10%–80% 相對濕度(RH)
尺寸：78.5 mm（長） x 56 mm（寬）x 18 mm（厚度）
重量：53y克
血糖儀使用期限：如按照說明使用，正常的使用期限為y5y年
輸出音量：距離y10 cmy時，為y45 dB(A)y至 85 dB(A)
射頻技術：Bluetoothy低能耗
射頻波段：2.4 GHz–2.483 GHz
最大無線電發射機功率：1 mW
調變：高斯頻率偏移調變y(GFSK)
電磁相容性 (EMC)：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符合yISO 15197:2013y
中規定的電磁要求。電磁輻射量低，不太可能干擾附近的電子設備，附
近的電子設備的輻射量也不太可能干擾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
儀。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符合yIEC 61000-4-2y對抗靜電放電的
要求。避免在非常乾燥的環境中使用電子裝置，特別是存在合成材料的情
況下。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符合yIEC 61326-1y對射頻干擾的要
求。為了避免射頻干擾，請勿在電磁輻射源（電氣或電子設備）附近使用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因為這些可能會干擾血糖儀的正常運作。
因此，Ascensia Diabetes Carey表示，該無線電設備y‑y血糖儀符合yy
2014/53/EUy指令的要求。
EUy聲明的全文可透過以下網址獲取：y
www.diabetes.ascensia.com/declaration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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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示符號
下列符號用於所有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監測系統的產品標籤（血
糖儀包裝和標籤以及試紙與核對液包裝和標籤）。

符號 含義

有效日期（月份的最後一天）

警告，不當使用可能導致受傷或生病。

不可重複使用

使用輻射滅菌

批次代碼

Discard
Date: 核對液丟棄日期

溫度限制

查閱使用說明

體外診斷醫療器材

製造商

目錄編號

核對液範圍低值

核對液範圍正常值

核對液範圍高值

搖晃y15y次

內含試紙編號

符號 含義

電池必須按照您所在國家的法律處置。欲瞭解有關
您所在區域處置和回收的相關法律資訊，請聯絡您
當地的監管機構。

血糖儀應該作為受污染物，並根據當地安全條例處
置。不應與廢棄的電子設備一起處置。

與您的專業醫護人員或是當地廢棄物處理監管機構
聯絡以瞭解醫用廢棄物處置指導方針。

程序原理：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檢測根據葡萄糖與試紙電極上的
試劑產生反應所產生的電流強度進行測量。血液樣本經由毛細管作用被吸
到試紙尖端。血液樣本中的血糖和yFADy葡萄糖脫氫酶y(FAD-GDH)y和介
質發生反應。此反應會促使電子形成，產生與血液樣本中的血糖成正比的
電流。反應時間之後，血液樣本中的血糖濃度顯示出來。使用者無需計算。

比較選項：Contour Plus ELITEy系統設計 用於微血管和靜脈全血。與
化驗室方法比較時，必須同時採用相同的等量樣本進行檢測。

備註： 血糖濃度由於糖酵解（大約每小時y5%–7%）而快速下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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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用
製造商保固：yAscensia Diabetes Carey向原購買者保證，本儀器自原購
買日期起不會出現材料和工藝上的瑕疵（永久保用，下述情況除外）。在所
述期間，Ascensia Diabetes Carey應將出現瑕疵的儀器免費更換為與所
有者型號同等或最新版本的儀器。

保固限制：本保固應受下列例外及限制之約束：

1. 90y天的延長保固期僅適用於消耗性的零部件和/或配件。
2. 本保固僅限於由於零部件或工藝瑕疵所造成的更換。y

Ascensia Diabetes Carey不得要求更換任何由於濫用、意外、
改裝、誤用、疏忽、由非yAscensia Diabetes Carey人員進行
的維護或未按說明進行操作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壞的儀器。此
外，Ascensia Diabetes Carey對於yAscensia Diabetes Carey儀器的故
障或損壞不需負擔任何責任，除非您使用由yAscensia Diabetes Carey
所建議的測試紙或核對液（即yContour Plusy試紙和y
Contour Plusy核對液）。

3. Ascensia Diabetes Carey保留對本儀器設計進行修改的權利，且無義
務將此等修改加入到先前製造的儀器。

4. Ascensia Diabetes Carey對於在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上採
用yContour Plusy試紙以外的任何試紙的性能不清楚，因此，當y
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與yContour Plusy試紙以外的試紙搭
配使用時或以任何方式改造或修改yContour Plusy試紙時，不保證
血糖儀的性能。

5. Ascensia Diabetes Carey當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與y
Contour Plusy核對液以外的任何核對液搭配使用時，對於血糖儀的
性能或檢測結果不做任何保證。

6. Ascensia Diabetes Carey當yContour Plus ELITEy血糖儀與y
Ascensia Diabetes Carey的yContour Diabetesy應用程式（若支
援）以外的任何軟體搭配使用時，y對於血糖儀的性能或檢測結果不
做任何保證。

ASCENSIA DIABETES CAREy並未對本產品做出其他明示保用聲明。以
上所述的更換選擇是yASCENSIA DIABETES CAREy在此保用規定下的
唯一義務。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ASCENSIA DIABETES CAREy對於間接性、特殊性
或衍生性損害概不負責，即使yASCENSIA DIABETES CAREy已事先得知
此等損害發生的可能性亦同。

保用服務：購買者必須聯絡yAscensia Diabetes Carey客戶服務部，才能取
得本儀器的相關協助和/或說明。聯絡資訊請參閱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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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用餐標記........................................................................................................................40
關於用餐標記..........................................................................................................8, 1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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