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由實驗室填寫 定勢檢體編號

報告序號

分子生物檢測服務
醫院

申請單 –Ι

姓名

科別

病歷號碼
年

月

日

檢體種類

年

女

齡

送檢醫師
醫師聯絡電話

報告傳送方式

 傳真

Fax：

（可複選）

 郵寄

地址：
收件人：

 E-mail
發票

男

受測者聯絡電話

送檢日期

件數

收件日

 同送檢醫師

 同受測者

 其他

e-mail address：

 二聯式  三聯式 發票抬頭 ：
微生物分子生物檢測項目

費用-NT

統編：
件數

S N P 藥物基因體學 檢測項目

Bartonella henselae PCR (PCR)
貓抓熱巴東體聚合酶鏈鎖反應

DPD SNP 鑑定
PCR-RFLP

Chlamydia pneumoniae PCR (PCR)
肺炎披衣菌聚合酶鏈鎖反應

EGFR SSR1 VNTR 鑑定
PCR-Sequencing

CMV PCR (PCR)
巨細胞病毒聚合酶鏈鎖反應

EGFR exon17 SNP 鑑定
PCR-RFLP

EBV PCR (PCR)
Epstein-Barr 病毒聚合酶鏈鎖反應

ERCC1 SNP 鑑定
PCR-RFLP

EBV viral load (Real-time PCR)
Epstein-Barr 病毒定量

GSTM1 SNP 鑑定
PCR-RFLP

HBV YMDD and L528M detection (定序)
B 型肝炎病毒抗藥性突變株鑑定

GSTP1 SNP 鑑定
PCR-RFLP

HCV subtype detection (定序)
C 型肝炎病毒亞型鑑定

GSTT1 SNP 鑑定
PCR-RFLP

HHV8 PCR (PCR)
人類疱疹病毒第八型聚合酶鏈鎖反應

CYP2D6 SNP 鑑定（*3*4*5 Dup）
PCR-Sequencing/PCR-RFLP

HPV genotyping (定序)
人類乳突病毒分型

CYP2D6 SNP 鑑定（10 Dup）
PCR-Sequencing/PCR-RFLP

HSV PCR (PCR)
單純疱疹病毒聚合酶鏈鎖反應

TS 3'UTR SNP 鑑定
PCR-RFLP

HTLV-1 PCR (PCR)
人類 T 淋巴細胞病毒第一型聚合酶鏈鎖反應

TS 5'UTR SNP 鑑定
PCR-RFLP

Mycoplasma pneumoniae PCR (PCR)
肺炎黴漿菌聚合酶鏈鎖反應

XPD SNP 鑑定
PCR-Sequencing

Pneumocystis Jiroveci PCR (PCR)
耶氏肺囊蟲聚合酶鏈鎖反應

XRCC1 SNP 鑑定
PCR-Sequencing

Polyomavirus （BK & JC） PCR (PCR)
多瘤病毒聚合酶鏈鎖反應

CYP2C19*2,*3, SNP 鑑定
PCR-Sequencing/PCR-RFLP

費用-NT

CYP2C19*17 SNP 鑑定
PCR-Sequencing/PCR-RFLP
UGT1A1*28 VNTR-Irinotecan 毒性檢查-1
real time PCR
UGT1A1 -3156-Irinotecan 毒性檢查-2
PCR-Sequencing
UGT1A1 *6 -Irinotecan 毒性檢查-3
PCR-RFLP
Warfarin 適藥性檢查（VKORC1 & CYP2C9）
PCR-Sequencing/PCR-RF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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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服務由 定勢生醫基因檢測實驗室 PreVision Medical Corp.提供; 所有檢測項目服務僅供研究使用，檢測需 5 個工作天
實驗室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 97 號 22 樓
http://www.previsionmed.com
E-mail：PVM@previsionmed.com
Tel：03-346-9055 Fax：03-346-9057 匯款銀行：華南銀行 大安分行 帳戶：定勢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2510005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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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

申請單 –ΙI

科別

病歷號碼
年

月

日

檢體種類

年齡

送檢醫師
醫師聯絡電話

報告傳送方式

 傳真

Fax：

（可複選）

 郵寄

地址：
收件人：

 E-mail

件數

女

受測者聯絡電話

送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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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姓名

 同送檢醫師

 同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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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ddress：

 二聯式  三聯式 發票抬頭 ：
癌症基因突變檢測項目 （tumor）
(PCR+Sequence)

統編：

費用-NT

EGFR exon 18,19,20,21 (定序)
EGFR exon 18,19,20,21 (High-Sensitivity)
BRAF exon 15 codon600 (定序)
BRAF exon 15 codon600 (High-Sensitivity)
JAK2; V617 (定序)
JAK2; codon617 (AS-PCR)
K-ras; hot spot(codon 12,13,59,61) (定序)
K-ras; hot spot(codon 12,13,59,61)
(High-Sensitivity)
PDGFRα exon 10,12,14,18 (定序)
GIST gene mutation (KIT+PDGFRA)
胃腸道基質瘤基因突變(定序)

件數

淋巴癌基因重組檢測-PCR

費用-NT

T cell gene rearrangement- β chain
T cell gene rearrangement- γ chain
B cell gene rearrangement- κ chain
B cell gene rearrangement- λ chain
B cell gene rearrangement- IgH chain

件數

癌症基因轉位檢測項目
（tumor or blood）
BCR/abl RT-PCR
費城染色體定性

費用-NT

PML-RARA real time PCR
PML-RARA 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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