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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驗應注意事項

3111/1/21 肺中指字第1103800694號

因應COVID-19疫情，常需大規模進行民眾採檢，檢體後送至指定檢

驗機構進行核酸檢驗，整體流程需妥善規劃檢體分流、檢體運送、

檢驗及報告上傳發佈步驟，並考量資訊系統及充分的人力配套，俾

使整個作業安全順暢，即時發布具有時效及品質之正確報告，供民

眾查詢及公衛端使用。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費核酸檢驗
送驗-檢驗-報告核發指引

(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

目的



送驗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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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送驗分流及分工 (原則)

須考量各指定檢驗機構量能、時效、配合度、檢體收件時間及當地可配合

之物流業者送件路線等，落實檢體分流，謹慎調配檢體送驗數，安排合適

之指定檢驗機構協助檢驗，避免過多檢體同時湧入單一指定檢驗機構，以

增進檢驗效能。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費核酸檢驗
送驗-檢驗-報告核發指引

(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

111/1/21 肺中指字第1103800694號



送驗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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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yuNKM3fnmrjMFbnP4yzesg

疾管署須定期更新「全國各指定檢驗機構檢驗量能表」-1110415計251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費核酸檢驗
送驗-檢驗-報告核發指引

(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

(~略~)

111/1/21 肺中指字第1103800694號



送驗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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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費核酸檢驗
送驗-檢驗-報告核發指引

(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

送驗檢驗時效：採檢日至檢驗結果上傳至健保署系統或疾管署系

統不得超過3日，故送驗時效以不超過24小時為原則，指定檢驗機

構需於收件後24小時內完成檢驗及核發檢驗報告。

111/1/21 肺中指字第1103800694號



送驗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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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檢體送驗 (大於100件)

一 將病毒拭子每支以夾鏈袋裝好，以直立方式置入P650塑膠袋，再將整個塑膠袋

放入P650藍色檢體箱，直至檢體箱滿載，約50支左右。

二 病毒拭子累計採集滿100支(2箱)後，須連同送驗清單(附件1)，立即後送指定檢驗

機構進行檢驗。

三 指定檢驗機構收到檢體，利用檢體唯一識別碼進行檢體審查，確認檢體無誤後依

標準作業程序完成檢驗，於收件後24小時內核發報告。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費核酸檢驗
送驗-檢驗-報告核發指引

(疾病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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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檢驗清單 
條碼 送驗單號 送驗疾病 檢體種類 個案姓名 類別 檢驗單位/

收件單位 

採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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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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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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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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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欄位-8欄

通報單編號BarCode 檢體種類 送驗疾病 送驗單位 送驗人
報告收件人
員電子信箱

指定收
件單位

檢體採檢日

下載範例檔-17欄

代碼 項目

送驗疾病

19CoV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檢體種類

17 鼻咽拭子/咽喉擦拭-病毒

261 咽喉擦拭液

(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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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欄位資料固定

主要編輯資料為3欄位
檔案請設定全文字格式

(以有CDC Barcode為例)

(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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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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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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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狀態查詢可得錯誤情形
上傳成功後請待5-10分鐘再執行送驗單列印

(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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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錯誤情形範例

 匯入檔案時誤點多次匯入鍵

(通報個案批次送驗)

 某些列資料問題建議先刪除再上傳，問題資料另查。

 無法處理之情形請與系統服務窗口聯繫(02-23959825#3629)、

cdclims@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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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驗清單列印

產出送驗清單PDF列印紙本併同檢體置於符合檢體採檢手冊規範之包裝後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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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驗清單/檢體條碼列印

產出單排式或橫排式條碼
可貼於採檢容器外辨視檢體用

(批次上傳5-10分鐘後再執行若無法找到barcode請聯繫系統服務窗口)



通報個案單筆送驗 (登入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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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帶入通報系統之個案及送驗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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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實驗室/南區實驗室(高雄)/南區實驗室(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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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所有資料後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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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自動統計個案40天內相同疾病及檢體之
送驗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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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檢體：新增同一個案其他檢體
送驗列印：列印送驗單



27

實驗室批次收件與發報告
操作路徑：檢驗業務管理 > 合約、認可實驗室檢體收件

操作方式1：Barcode處鍵入或利用條碼機讀取欲收件號碼後執行批次匯入

(條碼機請留意設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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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操作方式2：直接於下方清單勾選多筆後執行批次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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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操作路徑：檢驗業務管理 > 合約、認可實驗室檢驗報告登打

(限制20筆以內；適用批次陰性、批次陽性無須備註Ct)
(建議使用初期以較少筆數先熟悉)

操作方式1：頁面批次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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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1. Barcode處鍵入或利用條碼機(留意設定、效能)讀取欲發報告之條碼

2.執行批次作業

限制提醒! 批次相同報告須具備1.檢體種類相同 2.相關檢驗結果/方法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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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1.確認BARCODE正確

2.登打研判結果

3.登打檢驗方法

4.確認以上資料

5.儲存，(須等候完成

通知才可離開頁面，

否則將導致操作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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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操作路徑：檢驗業務管理 > 合約、認可實驗室檢驗報告登打

(使用Chrome瀏覽器；限定嚴肺；無限制筆數；可登不同Ct值)
(建議使用初期以較少筆數先熟悉)

操作方式2：上傳檔案

可省略收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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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範例檔
1.刪除範例資料
2.全選表格設定文字格式
3.完成檔案再設定為文字格式(可避免轉貼造成格式變動)
4.確認資料無誤後匯入檔案

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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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請待”請勿關閉視窗訊息”自動消失

中途關閉將造成上傳失敗

若等待時間超過1-2分鐘應為檔案資料有誤請回查錯誤訊息

檔案修正後再傳

無法處理之情形，請提供問題簡述、上傳檔案及/或系統相關截圖畫面

與系統服務窗口聯繫(02-23959825#3629、cdclims.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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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利用檔案名稱或上傳日期設定查詢上傳狀態

(檢核格式及送驗疾病別是否符合、有無報告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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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收件與發報告

上傳格式無誤

無點選檔案

檢查檔案

上傳前將資料全
設定為文字檔

檢查檔案barcode是
否誤植
聯絡送驗單位於LIMS
建立送驗單

(錯誤態樣)

其他建議(問題筆數少時)：原檔案有問題之資料列先刪
除，再單筆或頁面批次發報告



37

1.利用送驗疾病、採檢起迄日、報告狀態設定查詢嚴肺報告完成情形

2.未完成及未收件者務必於時效內完成報告

3.若為錯誤送驗單：未收件前請送驗單位刪除送驗單、收件後請以維護單，未完成報告

者，於採檢日後第8天系統自動刪除送驗收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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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處理之情形請與系統服務窗口聯繫

02-23959825#3629

cdclims@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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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健保卡上傳

採檢
送驗

健保卡
上傳

查詢結果
• 健保署民眾健康存

摺
• 疾管署民眾查詢網

站

成功

釐清原因修正後重傳
或至疾管署LIMS補登

失
敗

檢驗

送驗檢驗時效：採檢日至檢驗結果上傳至健保署系統或疾管署系統不得

超過3日，故送驗時效以不超過24小時為原則，指定檢驗機構需於收件後

24小時內完成檢驗及核發檢驗報告。



40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865C7F96A6FE3A58&topn=5FE8C9FEAE863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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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