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106.5.3 



抗原-抗體反應 

檢體中有NS-1抗原 
和檢驗區的抗體結合 

檢體中沒有NS-1抗原 
與檢驗區的抗體結合 

操作程序正確的話，品管區也會呈現條帶 



• 初次及二次感染登革熱病
毒的患者，出現發熱症狀
的第1‐9 天，可在血液檢
體中發現NS1 抗原 



• 試劑內容物: (1)登革熱病毒NS1抗原檢驗片(2)拋棄式滴管(3)說明書 
 

• 檢體採檢: 
    (1)全血: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立即進行檢測。 
    (2)血清: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不含抗凝血劑)，靜置30分鐘 
               待血液凝集，上清液即為血清檢體。 
 
• 檢驗程序: 
       用拋棄式滴管取檢體，滴3滴檢體到檢體孔，反應15-20分鐘。 

✽反應時間不要超過20分鐘!! 
    超過20 分鐘後的結果，請勿判讀。 
    過晚判讀可能得到錯誤結果。 



• 結果判讀: 
      (1) 

(2) 

(3) 



 若檢體的登革熱病毒 NS1 抗原量低於本試驗的最

低偵測極限，或採集檢體時病程尚未出現抗原，可
能會得到陰性結果。 

 陰性結果並不能排除近期感染的可能。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5.11.27 初版 
105.12.22 修訂 
106.   4.11 修訂 
106.   4.27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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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症狀: 發燒≧38℃ 、頭痛/後眼窩痛/肌肉

痛/關節痛/骨頭痛、出疹、噁心/嘔吐、血壓帶

試驗陽性、任一警示徵象( 腹部疼痛及壓痛/持

續性嘔吐/腹水、胸水/黏膜出血/嗜睡/躁動不

安/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2公分/血比容增加伴

隨血小板急速下降 ) 

結果 
 

病患出現左列任一
症狀，經醫師評估
需使用快篩試劑 

陽性 陰性 

若醫師仍高度懷疑 
為疑似病例，請通 
報「其他」並註明 
「加驗登革熱」 

有使用時， 
當週週五下午5:00前傳真
「使用情形表」 
   

毋須通報，但請衛
教以下資訊: 
(1)防蚊措施 
(2)自主健康監測 
(3)若出現典型症狀 
     ，須盡速回診。 

診所 

衛生局 

通報 

健保VPN 紙本傳真 

衛生局 *診所通報須於就診之24小時內完成。 

* 1個bar-code號碼具有6張貼紙，分別是要黏貼在紙

本通報單、採血管以及送驗單上(各1張，剩餘之貼

紙不能用於其他檢體)，且只用於1個病人的1種檢體

(即1個號碼只能使用1次)。 

*血液檢體須存放於2-8℃，請注意送驗時冰寶是否已

結凍; 無法在採檢當日交付給物流公司時，務必妥善

保存於2-8℃環境。 

*物流公司: 外貿貨運公司 林先生 0920872886 

 

抽血5-10ml， 
取3滴進行快篩，反應15-20分鐘 
    (其餘血液保留，靜置後形成血清，快篩陽性要送疾管署檢驗) 

診所 
自行建立通報單與送驗單 

OR 

*紙本通報單須
黏貼bar-code號
碼 

*衛生局傳真: 

  22577166 

衛生局 

衛生局 
①鍵入法傳系統並新增送驗單 
②回傳送驗單給診所 

診所自行包裝檢體 
與通知物流公司 

(送驗單須貼上bar-code) 



1.紙本通報單每個欄位皆須寫完整，以利衛生局鍵入法定傳染病系統之相應欄位。 

2.紙本通報單需黏貼檢體bar-code號碼(不敷使用時，請向當地衛生所申請領用)， 

   以利衛生局新增送驗單。  

3.傳真後請電話聯繫衛生局 

•衛生局傳真: (02)22577166 

•週一~週五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窗口: 張惠芯小姐(02)22577155分機1952 
                                          (02)2258-6923 
                  業務承辦人: 林怡君 (02)22577155分機1953 
 
•週六~週日 、國定假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窗口: 值班人員 (02)2258-6923  

4.衛生局傳真送驗單回復診所，請診所黏貼檢體bar-code與檢體一起運送。 

5.檢體包裝請參照疾管署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第2.2版 

   下載路徑: 疾管署網頁專頁版首頁 > 通報與檢驗 > 檢驗資訊 > 檢體採檢 

                   >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第2.2版 

 
 





A: 將簽訂一份同意書，歡迎有意願加入之診所於會後簽退時繳 

     交同意書。 

     若需評估者，可將同意書帶回。同意加入後，煩請將同意書 

     填寫並回傳本局(2257-7166)。彙整後，將由各轄區衛生所 

     聯繫快篩試劑與檢體箱領取事宜。 

Q2:參與快篩合約院所之起訖期間？ 
A: 即日起~106年12月31日。約滿前會書面通知診所合作順延期
間，如無異議不需辦理換約。 



Q3:每家診所配多少快篩試劑? 

A:現階段先配賦3劑，將視使用情形調整配賦量。 

A:使用後剩餘1劑時，請隨時聯繫衛生所，衛生所安排時間 

    配送(例如:原配賦3劑，則再補充2劑)。 

Q5:相關耗材有無補助？如：採血針、空針管、棉
花、止血布膠等。 

A:目前尚無規劃，將視疫情狀況規劃。 

    倘遇大流行，因考量人力與行政作業會加重，本局將規劃 

    行政作業補助費用。 

 



 

      

Q6:通報及送檢體的作業時間？ 
通報方式 作業原則 

VPN 
(線上通報) 

 通報: 就診日之24小時內完成 
 
 檢體送驗:通報後24小時內完成(盡量於下午3:00前通知物流公司

收件，以利物流公司安排行程，能於傍晚送達昆陽實驗室) 
 
ex.11/27診斷並通報(若為夜診，最遲於11/28中午前完成線上通報)→11/28下午
3:00前聯繫物流公司收檢體 

紙本傳真 
通報 

 通報:就診日之24小時內完成，並以電話與衛生局確認; 下午
5:00至夜間的傳真通報，請於隔日9:00前以電話與衛生局確認。 

    (遇假日，請於上午10:30後聯繫衛生局假日值班人員) 
 
 檢體送驗:診所接收到送驗單後24小時內交付物流公司(送驗單由

衛生局接獲診所紙本通報後，回傳給診所，診所接收送驗單後請
儘速包裝檢體並盡量於下午3:00前通知物流公司收件，傍晚送達
昆陽實驗室)。 

 
ex.11/27診斷並傳真通報(下午5點後的傳真通報，於11/28上午9:00前與衛生所確
認)→11/27衛生局接獲通報後，傳真送驗單給診所(衛生局會與診所確認)→診所最遲
於11/29完成送驗。 

＊請診所掌握通報時間，並儘速通知衛生局聯繫窗口，以利確認紙 
    本通報與送驗單是否已送達。 





通報 
1.紙本傳真 : 填寫「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例)報告單」 

傳真至衛生局 以電話與衛生局確認 



通報 
2.健保VPN通報:   
    

⑴首先要在有與VPN線路連之電腦 
    的 IE 瀏覽器鍵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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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進入通報入口頁面時，在瀏覽器最下方
會出現安裝附加元件之資訊，請務必點選訊息
最右方之安裝鍵 

之前已安裝過此元件之電
腦不會再跳出安裝訊息，
請忽略此安裝步驟 

⑵進入「健保網域免帳號通報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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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完成後系統會自動導回登入頁面，即可輸入
卡片PIN碼及選擇通報醫療院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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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輸入醫事人員卡PIN碼 

 再點選“代表所屬醫療院所通報”欄位旁之放大鏡圖
示，先選擇醫院所屬縣市，再選擇行政區域。 

⑶登入: 輸入PIN碼、院所代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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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行政區域後，系統將帶出該區域所有醫療院所名稱 

⑶登入: 輸入PIN碼、院所代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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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 選擇所屬醫療院所的時候，也可用關鍵字 

              進行快速查詢 

⑶登入: 輸入PIN碼、院所代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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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完畢後，即可登入系統。 

⑷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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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後如下圖頁面，通報者具有新增、查詢通報
單及送驗單功能。 

⑸登入成功---進入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頁面 



⑹新增通報單 

必填頁面!!!! ✽各頁面中的“必填欄位”務必全部完成 
✽各頁面必填資訊，請詳閱操作手冊。 



⑹新增通報單-成功畫面 

系統將顯完整通報單內容並可選擇是否 繼續通報或是新增送驗單 。 



⑺新增防疫檢體送驗單 

必填頁面!!!! 不用填 

✽必填頁面中的“必填欄位”務必全部完成 
✽各頁面必填資訊，請詳閱操作手冊。 
✽Bar-code本局第一次隨試劑配送，不敷使 
    用時，請向各區衛生所領取。 



⑺新增防疫檢體送驗單-成功 

全部資料填寫完成後按下         則會新增一筆送驗單資料 。 儲存 

送驗單貼上bar-code 





檢體種類-血清 
作業程序:以靜脈穿刺法採集全血於採血管(不含抗凝血劑)後， 
                靜置30分鐘待血液凝固→2-8℃保存。 
                (考量設備與無菌操作因素，血清可直接以採血管送驗)。 

1. 貼上barcode 

2. 個案姓名 

3. 採檢日期 



溫度監視片貼於檢體容
器上蓋內側 

溫度監視片 



1.戴上手套將檢體使用二層 

   夾鏈袋密封 

 

 

2.放入內含海棉之檢體筒中，
蓋緊蓋子。 

(檢體筒內之海棉為固定檢體，
請勿隨意拿出) 



裝箱步驟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送驗單要放入夾鍊袋中，再置入箱內  

*填妥橘色防偽貼紙後，以封條黏貼方式 
 貼在箱外。 

*外箱註明「送件單位」: 貴診所 
         「收件單位」: 疾管署昆 
                       陽實驗室 



 法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例)報告單: 

   疾管署網頁專頁版首頁 > 通報與檢驗 > 傳染病通報系統 

   > 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法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 

   似病例)報告單>載點2  

 健保VPN通報操作手冊: 

   疾管署網頁專頁版首頁 > 通報與檢驗 > 傳染病通報系統 

   > 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健保 

   網域免帳號通報使用者操作手冊 >載點2  

 檢體採集與送驗: 

   疾管署網頁專頁版首頁 > 通報與檢驗 > 檢驗資訊 > 檢體採檢 

   >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第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