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測試完成後，請使用家用漂白水或者濃度為 70%-75%
的酒精噴霧對拭子、測試棒及其它套件進行消毒。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試劑盒-前鼻拭子

5.

按照當地法規包裝和棄置消毒後的套件。

產品說明書

6.

完成測試後，請徹底清潔雙手。

測試前的準備工作
• 將產品套件放至室溫
(15-30°C 或 59-86°F) 。

ZH

適用於自我檢測或由非專業人士指導下進行自我檢測。

• 用紙巾擤鼻涕以保持鼻腔乾淨。

產品套件

使用本產品前的注意事項
1.

在首次使用前，請仔細閱讀產品說明。

2.

無法自行進行測試的人士，請由法定監護人進行操作。

3.

15 歲以下的兒童，請在成年人的指導下進行本測試。

4.

通過無菌鼻拭子，本測試能檢測出鼻腔分泌物中的

結果顯示窗

SARS-CoV-2 抗原。

测试孔（s）

5.

若您近期曾有鼻外傷或進行鼻腔手術，請注意鼻拭子
採樣力度，以免對鼻腔造成損傷。

6.

• 清洗並擦乾雙手。

在此處撕開

鋁箔袋

請使用試劑盒所提供的套件進行測試，請勿使用其它

• 請在鋁箔袋的另一側查閱標
誌 後的有效期

為確保讀取測試的準確性，請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使

• 請勿使用已過期的試劑盒。

用本產品。

使用本產品後的注意事項
1.

若測試結果為陽性，請盡快聯絡你的家庭醫生或向專

• 你亦可以掃描二維碼觀看
操作視頻。

測試棒
(包含在試劑盒內)

渠道的套件。
7.

• 仔細閱讀產品說明。

乾燥劑
(請棄置並
切勿打開)

• 用手提電話或手錶
產品說明書

作為計時器。

業醫療機構尋求意見，你需要進行核酸檢測以確認是
否感染病毒。
2.

陰性測試結果並不能完全排除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

在此處
撕開

炎的可能性。錯誤的採樣方式或低病毒量都會造成假
陰測試結果。
3.

若鼻腔因採樣而受傷，請就醫診治。

樣本收集管及噴嘴

樣本拭子

• 使用家用漂白水或濃度為 70% - 75% 的
酒精噴霧對使用過的產品套件進行消毒。

測試步驟

無效: 如果紅線沒有出現在C線，則該
測試結果無效，需要用另外一套試劑盒
進行測試。

• 撕開鋁箔袋。
• 將測試棒平放在桌面。

• 撕開樣本拭子的包
裝。

如果測試結果無效：

• 請勿觸摸拭子尖端。
• 將樣本提取管倒轉。

• 輕輕將拭子尖端放入鼻腔的一側（23 厘米處）。

• 擠壓樣本提取管並將 3 滴測試
樣本滴入测试卡的测试孔（S）
上。

可能是因為錯誤的測試手法。

•

需要再次進行測試。

•

如果測試結果依然無效，應該聯絡醫生或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檢測中心。

讀取結果後的處理步驟

• 輕輕旋轉拭子 5 次以採集樣本，時長
大概 20 秒。

• 15 分鐘後讀取結果

• 請勿將拭子過度用力捅入鼻腔，以免
對鼻腔造成損傷。

• 使用家用漂白水或濃度為
70%-75% 酒 精 噴 霧 對 使 用
過的產品套件進行消毒。

• 超過 30 分鐘後讀取的結果會被視為
不準確或無效。
• 請勿將樣本溶液滴入已使用過的測
試卡中。

• 輕輕將拭子尖端放入鼻腔的另一側
（2-3 厘米處）。
• 輕輕旋轉拭子 5 次以採集樣本，時長
大概 20 秒。

•

• 將使用過的產品套件放入塑料垃圾袋
中。

讀取結果

• 封好垃圾袋並放入另一個塑料垃圾袋，
然後棄置於家用垃圾中。

陽性 (+): 測試完成後 15 至 30 分鐘內，
C 線和 T 線都會出現紅線。
T 線處任何可見的陰影都應視為陽性。

• 撕開樣本提取管的鋁膜。
• 將拭子插入樣本提取管，
轉動至少 5 次。

• 徹底清潔雙手。
這意味著你現在可能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建議你：

• 用手指擠壓樣本提取管。
• 上下移動拭子至少 3 次，以盡可能將
樣本液體擠出。

•

立即聯絡醫生、全科醫生或當地健康部門。

•

根據當地規定進行自我隔離。

•

進行 PCR 核酸檢測。
陰性 (-): C 線會出現紅線，T 線不會在
樣本滴入測試孔後 15 至 30 分鐘內出現
紅線。

• 將拭子從樣本提取管中拿走。

• 將噴嘴蓋緊樣本提取管。

陰性測試結果不能完全排除你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的可能性，建議你：

• 輕輕擠壓樣本提取管 3 次，使樣本溶
液融合。

•

繼續遵守與他人保持距離和其它適用的保護措施。

•

如果測試結果為陰性，你亦可能已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

•

如有懷疑，可在測試完成後1至2天再次進行測試，
因為冠狀病毒必不能在發病的每個階段都被準確地
檢測出來。

• 靜置樣本提取管 1 分鐘。

總結
新型冠狀病毒屬於β属人冠状病毒。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
一種嚴重的呼吸道系統疾病，人類通常很容易受到感染。
現時，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是主要感染源，無症狀患
者亦可以成為感染源。根據目前的流行病學調查，潛伏期
為 7 至 14 日，大多數是 3 至 7 日。最常見的徵狀包括發
燒、乾咳、感到疲乏。有些病例亦表現出身體疼痛、喉嚨
痛、腹瀉、結膜炎、頭痛、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腳趾
或手指變色。嚴重的徵狀包括呼吸困難或呼吸短促、胸口
痛或胸悶、喪失語言或運動能力。如果沒有及時接受治療，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人可能會引發嚴重的併發症甚至死
亡。

用途
本產品適用於出現類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徵（如咳嗽、
發燒、感到疲乏等）的人士，以助在早期診斷出是否感染
SARS-CoV-2。
本產品亦適用於沒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徵的人士進行
定期健康檢測。
測試原理
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試劑盒（前鼻拭子）是一種免疫層
析膜檢測試劑盒，使用高靈敏度單克隆抗體檢測 SARSCoV-2 的核衣殼蛋白。測試條由樣板墊、試劑墊、反應膜
和吸水墊組成。試劑墊內含與 SARS-CoV-2 核衣殼蛋白與
單克隆抗體的膠體金複合物。反應膜內含 SARS-CoV-2 核
衣殼蛋白的二級抗體。整個測試條固定在塑料裝置上。
當樣本滴入測試孔時，被試劑墊吸收的複合物會向樣本擴
散和移動。如果樣本中含 SARS-CoV-2 抗原，SARS-CoV2 抗原與病毒的複合物會被測試線（T）上所覆蓋的單克隆
抗體所阻斷。T 線沒有出現紅線則代表陰性結果。為了控
制質量，紅線會在控制線（C）上出現，表示充分的樣本已
滴入測試孔，並出現了膜芯吸效應。
儲存和穩定性
儲存於
2°C - 30°C

有效期為 24 個月
（查閱外包裝標
籤）

避免陽光直
射

保持乾燥

存放在兒童
接觸不到的
地方

包裝如有破損，
請勿使用

警告和注意事項
1. 無法自行完成測試的人士，請由法定監護人進行操作。
2. 本產品適用於鼻拭子採樣，其它採樣方式可能會造成測
試結果不準確或無效。
3. 請在採集樣本後兩小時內進行測試，失效樣本可能會造
成測試結果不準確。
4. 請確保加入適量的樣本進行檢測，樣本過多或過少可能
會造成測試結果不準確。

5. 請在樣本滴入測試孔後 15 至 30 分鐘內讀取結果。不正
確的讀取結果時間會造成所讀取的結果不準確。
6. 如果測試線（T）或者控制線（C）不在測試窗內，請不
要使用此測試卡，測試結果會無效。請使用另外一張測
試卡重新測試。
7. 本產品是一次性產品，請勿回收利用已使用過的套件。
8. 使用家用漂白水或濃度為 70%-75%的酒精噴霧對已使
用過的產品、樣本以及其它消耗品進行消毒。
9. 在进行測試前和測試後徹底清潔雙手。

毒 (H3N2)、禽流感病毒 (H7N9)、禽流感病毒 (H5N1) 、
EB 病毒、
腸病毒 CA16, 鼻病毒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靈敏度、特異性與總準確性
產品性能是用臨床標本進行評估，並以商業RT-PCR試劑
盒作為參考。
鼻拭子
陽性
陰性
總計

產品性能
檢測限 (LoD): 本產品的檢測限是約0.05 ng/mL SARSCoV-2 核衣殼蛋白溶液。
與其它病原體的交叉反應性
本產品與以下病原體沒有交叉反應：
金黃色葡萄球菌、 肺炎雙球菌、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
腺病毒3型、 肺炎支原體、副流感病毒2型、人偏肺病毒、
非典型性肺炎病毒、 中東呼吸症、人類冠狀病毒OC43、
人類冠狀病毒229E、 人類冠狀病毒NL63,、人類冠狀病毒
HKU1、百日咳桿菌、 乙型流感病毒(Victoria Lineage)、乙
型流感病毒(strain B/Yamagata/16/1988)、甲型流感病毒
(H1N1)、甲型流感病毒 (H3N2)、禽流感病毒 (H7N9)、禽
流感病毒 (H5N1) 、EB病毒、 腸病毒CA16、鼻病毒、腦
膜炎雙球菌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干擾物質效應
經觀察，測試性能不受以下干擾物質影響：
Abidol, Aluminum hydroxide, Azithromycin, Beclomethasone,
Bilirubin, Budesonide, Ceftriaxone, Dexamethasone,
Flunisolide,
Fluticasone,
Hemoglobin,
Histamine
hydrochloride, Levofloxacin, Lopinavir, Meropenem,
Mometasone, Mucin, Oseltamivir, Oxymetazoline, Paramivir,
Phenylephrine, Ribavirin, Ritonavir, Sodium bicarbonate,
Sodium chloride, Tobramycin,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Zanamivir, α-interferon.
經觀察，測試性能不受以下呼吸道病原體影響：
金黃色葡萄球菌、 肺炎雙球菌、麻疹病毒、腺病毒 3 型、
肺炎支原體、副流感病毒 2 型、人偏肺病毒、非典型性肺
炎病毒、 中東呼吸症、人類冠狀病毒 OC43、 人類冠狀
病毒 229E、 人類冠狀病毒 NL63,、人類冠狀病毒 HKU1、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Victoria Lineage) 、 乙 型 流 感 病 毒 (strain
B/Yamagata/16/1988)、甲型流感病毒(H1N1)、甲型流感病

RT-PCR
陽性
陰性
168
2
5
262
173
264
靈敏度
特異性
97.1%
99.2%
95% CI:
95% CI:
[93.4%-99.1%]
[97.3%-99.9%]

總計
170
267
437
總準確性
98.4%
95% CI:
[96.7%-99.4%]

總體來說，在 100 個 RT-PCR 感染病毒的樣本中，97 個樣
本在本產品中測試結果為陽性。在 100 個無感染病毒的樣
本中，99 個樣本在本產品中測試結果為陰性。
局限性

1. 此產品僅適用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自我檢測。最終診
斷不應僅靠單項測試結果，應由醫生在評估臨床徵狀及
進行其它檢查後判斷。
2. 陰性測試結果表示樣本中不含病毒或病毒量低於本產
品的檢測限。測試結果不能排除病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感染病毒後過早進行測試也會顯示陰性測試結果。如果
懷疑已感染病毒，請在數天後重複進行測試。
3. 陽性測試結果表示測試樣本含有高於檢測限的病毒量。
然而，測試線的顏色深淺與病人體內病毒量高低或病情
進展無關。
4. 請嚴格遵循產品說明儲存和使用本產品。不正確的儲存
環境或不正確的採樣方式可能導致假陰性結果。
5. 請勿使用包裝有破損的試劑盒。
6. 如果沒有採集到足夠的病毒量，無症狀的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病人的樣本可能會顯示假陰性結果。
7. 樣本中的病毒抗原數量會隨著病情的持續時間增加而
減弱。在出現病徵一周後採集的樣本更容易出現假陰性
結果。

標誌索引
製造商

生產日期

歐盟授權代表

查閱使用說明

含有充足測試套件

體外診斷醫療器械

批號

有效日期

編號

儲存於 2-30°C

請勿再次使用

包裝若有損壞，
請勿使用

避免陽光直射

保持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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