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儀器泛指製造商擬用作以下醫療用途的非藥物

產品： 
Medical devices generally refer to non-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ntended by manufacturers for the following medical purpos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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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治療或監察傷勢或 檢驗｀替補 4 調節或維持
診斷 1 預防｀治療或 補償因傷而受損的功能 身體結構器官或生理過程 

監察疾病 Diagnosis, treatment or monitoring Investigation, replacement, 
Diagnosis, prevention, treatment of an injury, or compensation for 

維持或延續生命 
modification or support of body 

or monitoring of diseases 
anm」 ury

Supporting or sustaining life 
structure 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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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人體衍生樣本進行體外檢驗，

以提供資料作醫學用途 

控制受孕，包括噩孕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 medical purposes 專用於消毒醫療儀器 

Control of conception including by means of in vitro examination of specimens Specific for medical device disinfection 
contraception derived from the human body 

「醫療儀器」是如何分級的？ 醫療儀器可分兩種類型： 一般醫療儀器和體外診斷醫療儂噩 。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edical Devices": 

How are "Medical Devices" classified? General Medical Devices and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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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診斷醫療儀器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更多資訊 For more information: 

回洲回薔療儀器科
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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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偏好設定」>「身分」對話方塊輸入個人與組織資訊。]


摘要


檢查程式發現此文件沒有問題。


		需要手動檢查: 2

		已通過手動檢查: 0

		未通過手動檢查: 0

		已略過: 4

		已通過: 26

		失敗: 0




詳細報告


		文件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已通過		必須設定協助工具權限旗標

		純影像 PDF		已通過		文件不是純影像 PDF

		標籤化 PDF		已通過		文件是標籤化 PDF

		邏輯閱讀順序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結構提供邏輯閱讀順序

		主要語言		已通過		文字語言已指定

		標題		已通過		文件標題顯示於標題列

		書籤		已通過		書籤存在於大型文件中

		色彩對比		需要手動檢查		文件包含適當的色彩對比

		頁面內容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內容		已通過		所有頁面內容皆已標籤化

		標籤化註解		已通過		所有註解皆已標籤化

		跳位順序		已通過		跳位順序和結構順序一致

		字元編碼		已略過		可靠的字元編碼已提供

		標籤化多媒體		已通過		所有多媒體物件皆已標籤化

		螢幕閃爍		已通過		頁面不會導致螢幕閃爍

		程式檔		已通過		沒有不可存取的程式檔

		限時回應		已通過		頁面不需要限時回應

		導覽連結		已通過		導覽連結不重複

		表格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標籤化表格欄位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皆已標籤化

		欄位描述		已通過		所有表格欄位都具有描述

		替代文字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插圖替代文字		已略過		插圖要求替代文字

		嵌套的替代文字		已通過		無法讀取的替代文字

		與內容相關		已通過		替代文字必須與若干內容關聯 

		隱藏註解		已通過		替代文字不應隱藏註解

		其它元素替代文字		已通過		其它要求替代文字的元素

		表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列		已通過		TR 必須為 Table、THead、TBody 或 TFoot 子元素

		TH 和 TD		已通過		TH 和 TD 必須為 TR 子元素

		表頭		已略過		表應有表頭

		規則性		已通過		表中每列必須包含相同的欄數，每欄必須包含相同的列數

		摘要		已略過		表中必須有摘要

		清單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清單項目		已通過		LI 必須為 L 子元素

		Lbl 和 LBody		已通過		Lbl 和 LBody 必須為 LI 子元素

		標題



		規則名稱		狀態		描述

		適當的嵌套		已通過		適當的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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