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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使用快速抗原檢測測試（RADT）注意事項 

問與答 

參考「企業使用快速抗原檢測測試（RADT）注意事項(草案)」彙整 

110.5.31  

1. 企業抗原快篩執行原則為何? 

答： 

(1) 企業自主，採檢自費 

(2) 需由醫事人員執行，若有需要指揮中心可協助媒合。 

(3) 如快篩陽性，需進行通報及 PCR 檢測，企業須有隔離安置場所，如可隔離的宿

舍或居家隔離(一人一室為原則)，也可安置於防疫旅館。 

(4) 如快篩陰性，需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2. 企業是否可以自行購買試劑進行抗原快篩？ 

答： 

(1) 可以。 

(2) 企業得自行採購衛生福利部核准的快篩試劑，安排員工在不違反其意願的情況

下，由合格醫事人員執行採檢、判讀操作。 

 

3. 企業可以自己找員工幫同仁採檢嗎？ 

答： 

(1) 不可以。 

(2) 快篩採檢係屬醫療行為，須由醫師指示下由護理人員及檢驗人員協助之，結

果綜合判斷及疾病診斷應由醫師親自為之，不應由不具醫事人員資格之員工

採檢及判斷；工廠等製造業者，相關採檢可由廠醫偕同廠護執行，或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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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醫院醫護人員向當地衛生局以支援報備方式執行，並應與醫院合作，

包含相關通報機制與措施，並安排專責單位進行採檢流程相關處置（如醫療

廢棄物清運）。 

 

4. 如何找到可以協助採檢的醫療院所? 

答： 

(1) 請洽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2-27527286、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02-25502283 或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4-23016663，(上述名單及聯絡窗口尚待確認)，請求媒合協助。 

(2) 請查詢衛福部疾管署於網站公告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醫院清單(共 168 家)，

網址為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xGj3XkIJ6EsnGftBfqw7Q 

(3) 若企業申請抗原快篩找不到合適的醫療院所，亦可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提出，請求媒合協助。  

(4) 勞工健檢醫院，當地耳鼻喉科/診所，醫事人員執行醫事行為地點改變，要向

衛生局支援報備執行(上網即可)。 

(5) 亦可與地方醫師公會洽詢。如新竹廠商，就近轉介到新竹縣醫師公會來推

薦。 

(6) 勞動部網站上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登錄認可

有 393 家，本組目前正跟勞動部索取表單，以利發送。 

 

5. 企業要去哪裡買抗原快篩試劑？ 

答： 

(1) 可查詢衛福部食藥署 TFDA 網站，國內通過 EUA 之抗原檢測試劑廠商名單。

(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1669&r=1054700252) 

(2) 截至 110 年 5 月 30 日，抗原檢測產品專案製造 12 項，專案輸入 3 項。 

國產/進口 產品名稱 公司 網站 聯絡人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cxGj3XkIJ6EsnGftBfqw7Q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u-244?
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1669&r=10547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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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製造 

(國產) 

飛確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 

寶齡富錦生技(股)

公司 

https://www.pbf.com.t

w/ 

黃先生 

02-2691-9895  

威創新型冠狀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 
泰博科技(股)公司 http://taidoc.com/tw/ 

曾先生 

02-6625-8188 

台塑生醫迅知新型冠狀

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 

台塑生醫科技(股)

公司 
http://taidoc.com/tw/ 

楊小姐 

02-2712-2211 

亞諾法新型冠狀病毒抗

原快速檢驗試劑 

亞諾法生技(股)公

司 

http://www.abnova.co

m/ir/intro.asp 

施先生 

02-8751-1888 

三鈺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篩檢測試劑 

三鈺生物科技(股)

公司 

https://www.tricanbiot

ech.com/ 

柳先生 

02-2697-2685 

安特羅新型冠狀病毒抗

原快速檢驗試劑  

安特羅生物科技

(股)公司 

http://www.enimmun

e.com.tw/ 

李小姐 

02-2709-3833  

COVID-19 抗原快速檢

測試劑 
長興材料(股)公司 

https://www.eternal-

group.com/Home/Cht

Index 

02-2697-6228 

飛確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卡匣式 

寶齡富錦生技(股)

公司 

https://www.pbf.com.t

w/ 

黃先生 

02-2691-9895 

伊諾來富新型冠狀病毒

抗原檢驗試劑 

保生國際生醫(股)

公司 

http://www.protectlife

-intl.com/ 

謝小姐 

03-377-5599 

凌越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測試劑 
凌越生醫(股)公司 

https://www.ebs.com.t

w/ 

謝小姐 

02-2796-2656  

百歐  COVID19 Ag 快

速檢測試劑(IVD) 

百歐生命科技(股)

公司 
http://allbio.com.tw/ 

史小姐 

04-2389-1510 

訊捷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 

美特斯生醫(股)公

司 

http://www.metasbio

medical.com/about.ht

ml 

05-216-0700 

專案 

輸入 

BD Veritor ™  System 

for Rapid Detection of 

SARS-CoV-2 

新加坡商必帝(股)

公司台灣分公司 

https://www.bd.com/z

h-tw/contact-us 

 

Panbio COVID-19 Ag 

Rapid Test Device 
亞培快速診斷設

https://www.tw.abbott

/products/diagnostics

 



4 
 

(Nasopharyngeal) 備(股)公司 .html 

Panbio COVID-19 Ag 

Rapid Test Device 

(NASAL) 

亞培快速診斷設

備(股)公司 

https://www.tw.abbott

/products/diagnostics

.html 

 

 

6. 針對企業抗原快篩的場所，是否有規定？  

答： 

(1) 針對企業擬進行採檢之場所，建議應與合作的醫療院所討論，由專業人員予以

建議，並考量如篩檢場所或空間動線是否妥適、人員有效區隔以及篩檢後隔離

場所等問題，以避免人員感染。 

(2) 針對採檢時使用的防護設備，採檢亭可透過工研院(窗口與電話待確認)協助媒

合 

 

7. 企業是否有必要幫員工進行快篩？ 

答： 

(1) 企業如為降低營運風險等考量，得自行訂定健康監控機制，如採週期性篩檢或

針對高風險人員篩檢，惟快篩適合於 COVID-19 高盛行率的環境中使用。如

在低盛行率的情況下使用，可能會導致大量的偽陽性結果，針對無症狀者進行

快速抗原檢測測試，效益較低，反而造成企業營運人力及醫療資源的浪費。 

(2) 企業在工作場所執行抗原快篩之頻率，可取決於企業工作場所風險評估或勞工

健康服務醫師評估而定。 

 

8. 若快篩結果為陽性，如何處置?  

答： 

(1) 如抗原快篩檢測為陽性，需由醫事人員依規定須進行通報及 PCR 檢測，同時也

須提供隔離安置場所，例如返回可隔離的宿舍或居家隔離(一人一室為原則)，

也可安置於防疫旅館，等待 PCR 檢驗結果，降低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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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續若 PCR 檢驗結果為陰性者可以解除隔離，惟仍須配合自主健康管理至檢

測後第 14 天；如抗原快篩陰性，須注意，測試陰性並不能代表安全無虞，仍

應持續落實相關防疫措施，及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3) 快篩個案處置流程可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 年 5 月 27 日公告之「篩

檢站快篩個案處置流程」進行人員處置。(https://www.cdc.gov.tw/File/Get/-

xTm0jUmPpYtAfdPtEjxUA ) 

(4) 倘人員經 PCR 檢測結果為陽性，除應配合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指示處置外，後

續亦應配合疫調，且經匡列為接觸者的員工須配合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或

自我健康監測。 

 

9. 企業執行職場快速抗原檢測測試作業，是否可強制員工參加? 

答：企業執行職場快速抗原檢測測試作業，需為員工自願參加，必要時報請當地

勞動局同意。 

 

10. 企業員工參加快篩，若檢測為陽性需隔離，企業及員工之歸責如何？ 

答： 

(1) 員工倘因檢測陽性須配合隔離措施而無法出勤者，不可歸責於員工，且雇主不

得視為曠工，強迫員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強迫員工補行工作、扣

發全勤奬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 

(2) 未出勤期間，應與請假有所區別，建議雇主以「防疫隔離」註記，另因隔離事

由亦不可歸責於雇主，因此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該期間之薪資，得由勞雇雙方

自行協商約定。 

 

11. 企業執行快篩，醫事人員裝備為何？去哪裡買裝備？ 

答：由企業自費購買，企業應提供完整裝備供醫事人員執行採檢，採檢裝備包括

N95’防護衣 全面罩 手套 髮帽。 

https://www.cdc.gov.tw/File/Get/-xTm0jUmPpYtAfdPtEjxUA
https://www.cdc.gov.tw/File/Get/-xTm0jUmPpYtAfdPtEjx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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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膠手套主要產製廠商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卓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01539 胡先生 

台灣麥迪康有限公司 02-27668655#13 陳先生 

佾岳股份有限公司 037-741256 詹先生 

華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8752116-2207 陳小姐 

資生國際有限公司 04-24612266 賴先生 

宏崟有限公司(旭宏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2-29106888 賴先生 

宇盛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2296 姚先生 

 

面罩主要產製廠商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永猷股份有限公司 02-26789377 呂小姐 

龍達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119 專線電話 

俊安興業有限公司 03-4728989 #205 林小姐 

 

隔離衣主要產製廠商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455588 廖小姐 

神采時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127888 劉先生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6000 方先生 

台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5627666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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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307911 陳小姐 

旭榮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0909 王先生 

得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7706958 陳先生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111268 陸小姐 

介強製衣股份公司 02-22704316 白小姐 

崑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1561 巫先生 

立安製衣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512689 李先生 

聚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3-4389538 江先生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02-26568888 黃小姐 

菁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7523200 羅先生 

豐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568 劉小姐 

金鴻股份有限公司 04-25693850 吳小姐 

我寧時尚國際有限公司 02-27979598 黃小姐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6-5782561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547338 江先生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02-25117157 羅小姐 

 

防護衣主要產製廠商 

廠商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455588 廖小姐 

神采時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127888 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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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96000 方先生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215155  陸先生 

旭榮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0909 王先生 

 

12. 快篩檢體該怎麼處置？ 

答：快篩檢體需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屬於紅色廢棄物。 

 

13. 廠護沒有打疫苗怎麼辦？ 

答：廠護施打疫苗與否，尚不影響篩檢工作之執行，且廠護於執行篩檢工作時，

皆應保有完善之防疫措施，避免交互感染。 

 

14. 有沒有整套服務廠商？ 

答：建請企業諮詢各家快篩廠商之軟硬體服務狀況為宜。 

 

15. 本公司廠護支援鄰廠執行快篩，需要報備嗎？ 

答：企業執行篩檢工作時，皆應說明其執行篩檢之醫事人員的有效資格。若該醫

事人員支援鄰廠之篩檢工作，應由該廠申報該篩檢人員之來歷。 

 

16. 企業快篩是強制規定嗎？違反的罰則為何？ 

答：企業快篩並非強制規定，沒有違反的罰則。 

17. Q 企業如何採購與建置採檢亭? 

答：可向偕合企業有限公司(03-3819991)、廣隆欣業有限公司(04-23310802)、

嘉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02-86354190)聯繫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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