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業使用 SARS-CoV-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注意事項 

問與答 

參考經濟部「企業使用 SARS-CoV-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注意事項(草案)」彙整 

110.６.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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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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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應居家隔離或安置適當隔離場所。 

(4) 如快篩陰性，需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3. 如何找到可以協助企業快篩的醫療院所? 

答： 

(1) 建議企業優先洽詢現有已合作之醫療院所(如員工健檢診所)，或 

(2) 就近洽詢地區醫院、診所合作執行快篩，醫事機構可查詢下列網址(醫事查詢系

統 https://ma.mohw.gov.tw/masearch/ ) (僅須點選醫療機構->選擇縣市別->診療科

別，即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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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亦可留下企業聯絡方式，由經濟部競爭力服務中心(0800-000-257)協助媒合。 

(4) 快篩採檢係屬醫療行為，須由醫師指示下由護理人員或醫事檢驗人員協助採檢

之，結果綜合判斷及疾病診斷應由醫師親自為之；媒合之醫院、診所醫護人員

經向執業所在地之衛生局報備後，以支援方式執行採檢業務；若有陽性確診者，

醫師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進行通報程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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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護

配備、醫療廢棄物及隔離場所等問題，以避免人員感染。相關注意要點如下: 

a) 有關快篩站設置標準，請參考「各地方政府社區篩檢站設置指引」（附件

一），採檢環境需通風良好、且執行採檢之醫事人員皆有適當等級防護之

狀況下進行，並須注意受檢員工於採檢前、採檢後等待結果的時間，皆

需有人流管控、動線規劃、戴口罩或保持適當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有

關採檢過程醫療人員、工作人員及清潔人員應使用之個人防護裝備，請

參考「醫療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指引」之表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附件二)。 

b) 建議採分批進行採檢，避免群聚，並將每批採檢名單造冊，方便後續疫

調追蹤。 

c) 採檢結束後，須注意環境的清潔消毒，清潔人員亦需有適當防護且注意

廢棄物處理原則；醫療廢棄物需由合格的專業業者協助處理。 

(2) 如企業執行抗原快篩之採檢，需應對採檢師提供適當防護措施，避免採檢師與

被採檢人直接接觸，除一般臨時搭建獨立採檢空間外，亦可採用具有氣密性的

正壓採檢亭。 

5. 企業可以買快篩試劑快篩嗎? 去哪裡買抗原快篩試劑？ 

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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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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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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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截至 110 年 5 月 30 日，衛福部核准抗原檢測產品專案製造 12 項，專案輸入

3 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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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企業是否有必要幫員工進行快篩？ 

答： 

(1) 企業快篩並非強制規定，沒有違反的罰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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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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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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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供隔離安置場所，例如返回可隔離的宿舍或居家隔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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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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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可參考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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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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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快篩相關的場地、所需試劑、醫事人員防護裝備等，建議由醫療院所或專

業服務廠商統籌提供。 

(2) 若由企業擬自費提供防護裝備，應提供完整裝備供醫事人員執行採檢，採檢裝

備包括N95 口罩、防水隔離衣、全面罩、手套及髮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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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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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廠護支援臨廠執行快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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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人員支援臨廠篩檢工作，應由該廠申報向衛生局申報。 

  



6 
 

附件一_企業使用快速抗原檢測流程例示-經濟部 0529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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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_因應 COVID-19 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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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_社區篩檢站快篩個案處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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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與PCR檢測差在哪？企業快篩4大指引，3張圖表教你用什麼

方法篩檢    

早安健康	 新聞中心吳慧禎2021-06-03	| 瀏覽數 47,973 

（點擊以下新聞截圖可閱讀全文：https://www.edh.tw/article/27432） 

 

 

（點擊以上新聞截圖可閱讀全文：https://www.edh.tw/article/2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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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U 永悅健康「企業防疫專案」 一起守護員工健康 

https://www.h2u.com.tw/archives/3837 

 

防疫視同作戰  超前部署趁現在 

許多企業客戶來電詢問企業快篩相關規範與試劑種類，以應企業持續營運的需要。

H2U 永悅健康已替各位備妥職場健康服務與企業防疫相關解決方案！達到企業

用心、員工放心、雇主安心，提升職場防疫反應能力。（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辦理） 

 

H2U 企業防疫專案 一起守護職場健康 

H2U 永悅健康也依照指揮中心公布的指引，提出企業防疫專案，以保障企業運作

不受疫情干擾。H2U 企業防疫專案 5 大優點，讓員工不必到高風險地區採檢，

降低了風險；每次檢驗只需 15 分鐘，節省時間；照護員工除了讓員工放心，也

能及時了解員工健康狀況，讓企業、雇主安心。H2U 永悅健康服務數百間企業及

提供員工健康諮詢與職護、職醫服務，服務能量遍及全台，職護皆經專業完整培

訓與臨場服務 SOP，專業品質保證，一起守護員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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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元電子「篩」出大麻煩後 企業快篩全面放行了！免強制報備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8kONZ?utm_source=lineshare 

匯流新聞網記者陳鈞凱／台北報導 

 

國內封測大廠京元電子因為移工爆發群聚感染，讓苗栗頓時成為疫情可能的下一

爆點，談了許久的開放企業自行快篩，究竟行不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陳時中今（4）日明確給了答案，企業可以做快篩，只要是醫事人員協助就可以。 

 

京元電子移工群聚事件持續擴大中，廠方正力拚要在明天完成全公司 7300 多名

員工的篩檢。苗栗疫情因此吃緊，連指揮中心今日都指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帶領 4 名防疫醫院前進苗栗成立前進指揮所壓陣。 

 

回應其他企業是否可以自行做快篩。陳時中表示，現在沒有所謂不准，只是要求

要由醫事人員來協助這事件，因為未來有相關通報流程要走，目前也沒有規定一

定要強制報備，企業是可以做的，只要是醫事人員協助就可以。 

 

陳時中說，之所以要求有醫事人員，是因為最好能夠有相關的健保系統，像醫療

外展服務一樣，有相關配備，申報起來才會快，才不會衍生通報問題，像篩到人

了，但後續處理卻無法開始，這是我們不希望的。 

 

陳時中指出，企業內快篩要根據企業繼續經營指引來做，有何問題都可跟地方政

府或地方衛生局研究，或者跟我們討論，指揮中心會給予指導，這些情況都會請

防疫醫師跟他們進行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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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董健康事業再跨步 永悅健康成台灣最大數位健康平台 

https://www.h2u.com.tw/archives/1563 

 

由鴻海（2317）創辦人郭台銘投資的永悅健康（以下簡稱 H2U 永悅健康）今（7）

日宣布與筆記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筆記網路）於 2020 年底已完成企業

併購程序，此次併購《筆記網路》後，《H2U 永悅健康》躍升成為台灣最大的數位

健康服務平台，會員總數佔全台灣青壯人口 30%，換算 20 歲到 65 歲的人口中，

每三位就有一位是 H2U 永悅健康集團所服務的會員。 

 

值得注意的是，《H2U 永悅健康》將以「台灣最大的數位健康平台」為核心，用數

據分析的引擎為會員提供個人化高效的健康方案；目標以成為台灣「數位健康的

獨角獸」向資本市場展示實力，預計兩年後 IPO 上市。 

 

「精準健康、數位醫療」是當前國家生技產業發展的大趨勢，《H2U 永悅健康》

實踐郭台銘創辦人發展精準健康、數位醫療之雄心，以健康專家團隊搭配互聯網

科技，提供全齡族群最完整的數位健康解決方案。 

 

《H2U 永悅健康》執行長陳俊嘉表示，國內外的醫藥大廠多半是從醫院端的需求

來發展產品與服務，永悅秉持數位健康為核心發展理念，反而能從人群、家庭的

健康需求出發，成為鏈結亞健康到醫療場域的重要橋樑。 

 

《筆記網路》旗下的《運動筆記》為台灣最大運動社群平台，《健行筆記》為台灣

最大戶外主題網站；《筆記實業》則為台灣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先驅，擁有強大賽事

管理平台技術與賽事活動服務能量。《H2U 永悅健康》旗下原有的「伊克希曼健

檢平台」已佔 60%健檢資訊平台市場、年服務 120 萬人次，另有 300 萬粉絲社

群與全台流量第一的健康媒體《早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