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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一、 愛滋篩檢

須知 

1. 誰應該做愛滋篩檢

呢？ 

提醒您，只要有性行為者，建議都至少要進行 1次愛滋

篩檢唷！ 

衛生福利部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會，與會專

家及學者們針對愛滋篩檢之頻率具體建議如下： 

(1) 有性行為者，建議至少進行 1次篩檢； 

(2) 有無套性行為者，建議每年至少進行 1次篩檢； 

2. 若有感染風險行為(如與人共用針具、多重性伴侶、

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感染性病等)，則建議每 3至

6個月篩檢 1次。 

二、 購買試劑 1. 該如何取得自我篩

檢試劑? 

(1) 人工發放：民眾可前往合作民間團體、衛生局(所)等

支付 200 元費用後取得試劑。另外，部份民間團體

也提供夜間及假日時段服務；部份衛生局的試劑提

供地點也不只限於一處，詳細的試劑提供地點，可

至本活動網站「索取試劑」查詢。 

(2) 自動服務機：民眾可透過自動服務機購買。 

 機械式：請準備 4個 50元硬幣。 

 電子式：請準備 2張 100元紙鈔。 

(3) 網路訂購超商取貨：上活動網站訂購後，選擇離家

近的便利超商通路支付試劑 200 元及物流費後領取

訂購之篩檢試劑。【開始服務日期：另行公布週知】 

2. 每個人 1 次只能拿

1支試劑嗎？ 

試劑的資源有限，只要 1 次正確操作就可以知道愛滋

檢驗結果，如果持續有不安全(未戴套)的性行為，建議

可以每 3 至 6個月定期篩檢 1 次，不需要 1 次就拿很

多支試劑唷！ 

3. 我這個月已購買過

自我篩檢試劑，要

等到下個月才能購

買嗎？ 

是的，如您這個月已購買試劑，請待至少 1個月後，才

能再購買試劑，建議您如果持續有不安全(未戴套)的性

行為，建議可以每 3至 6個月定期篩檢 1次，不需要 1

次就拿很多支試劑唷！此外，因為試劑資源有限，希望

其他未使用自我篩檢試劑的民眾也有機會使用唷。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Service_Machine.aspx


4 

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4. 自動服務機要 200

元才能拿到試劑，

是否到民間團體或

是合作衛生局可免

費? 

不論是自動服務機或是前往合作民間團體、合作衛生

局拿取試劑，都需要支付 200元。不過，完成篩檢後，

至活動網頁依程序登錄結果及註冊成為會員(匿名)，即

可獲得試劑電子兌換券 1 張，可用此電子兌換券免費

再取得 1支試劑，亦可轉贈親友使用。 

5. 自動服務機的試劑

賣完了，還可以到

哪裡拿試劑? 

建議您可至本活動網站「自動服務機」及「實體購買通

路」查詢，前往其他的自動服務機或至合作機構取得試

劑。 

6. 到民間團體或是合

作衛生局拿試劑，

隱私會不會曝光? 

不論是前往合作民間團體或是合作衛生局拿試劑，都

可匿名，無須擔心隱私曝光，請您放心。 

7. 如果 109/12/15 前

試劑使用完畢，疾

管署會再補貨嗎? 

如果試劑提前使用完畢，但是為了鼓勵民眾踴躍篩檢

瞭解自身健康，本署會依據篩檢結果登錄成效評估是

否持續辦理該篩檢活動。 

三、 試劑相關

問題 

1. 愛滋自我篩檢試劑

是否準確？ 

本計畫使用之唾液自我篩檢試劑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認

證(WHOPQ)，且皆獲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專

案核准進口，準確度具有國際認可的水準；只要您仔細

地閱讀和遵照試劑包內之說明書步驟進行，即能正確

使用並得到準確的結果。 

2. 我已經是確診陽性

的愛滋病毒感染

者，如果愛滋快篩

結果為陰性，是否

表示已經治癒？ 

如果您正在服用抗愛滋病毒藥物，可能會得到「偽陰

性」檢驗結果。目前愛滋病毒感染仍無法透過藥物治

癒，因此如果您已經是確診陽性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不

建議再使用本試劑來檢測有無感染。 

3. 如果我正在服用暴

露前或暴露後預防

性 投 藥 (PEP 或

PrEP)，會影響檢

驗結果嗎？ 

如果您正在服用暴露前或暴露後預防性投藥(PEP 或

PrEP)，可能會得到「偽陰性」檢驗結果。建議仍依時

程至開立 PrEP或 PEP處方之醫療院所定期篩檢。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Service_Machine.aspx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Service_Machi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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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4. 不安全(未戴套)性

行為後，多久可以

檢測出來是否感染

愛滋？ 

感染愛滋病毒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會在血(體)液

中出現愛滋病毒抗原或抗體，這段已感染卻檢驗不出

已感染的時間即為空窗期，通常抽血檢測的空窗期會

比指尖血或唾液篩檢短。本計畫提供的自我篩檢試劑，

屬於愛滋抗體篩檢，一般抗體檢驗在不安全性行為後

約 23-90天(4-12週)可檢測出是否感染。 

5. 檢測愛滋病毒抗原

和抗體的準確度差

異為何？ 

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的檢測試劑，準確度都是可以信

賴的。檢測抗原和抗體的差別，主要是檢測抗原的空窗

期較短，可以早一點檢測出來，但空窗期長短，還是會

因為個體不同而有差異。 

6. 自我篩檢試劑的原

理及使用時機為

何？ 

本計畫提供的自我篩檢試劑，屬於愛滋抗體篩檢，在感

染愛滋病毒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會在血(體)液中

出現愛滋病毒抗體，故需要 23-90天才能檢測出是否感

染。通常抽血檢測的空窗期會比唾液篩檢短，若有疑

慮，建議到醫療院所抽血檢測。剛感染的 3個月內，身

體的免疫系統可能還未產生足夠的抗體，因此即使已

感染愛滋，檢驗結果可能呈陰性，這段時間即為「空窗

期」。其中，感染後二至四週為「急性感染期」，有些

人會出現類似感冒的症狀。急性感染期雖然抗體檢驗

呈陰性，但是體內病毒量可能非常高，傳染力很強，因

此建議不論檢驗結果呈陽性或陰性，都要使用保險套

採取安全性行為。 

四、 篩檢前準

備及注意

事項 

1. 我有吃口香糖，會

影響檢測結果嗎？ 

避免檢測結果不正確，檢測前 30分鐘內不可飲食、吃

口香糖或用口腔保健用品(如刷牙、用漱口水漱口….

等)。 

2. 我有吃東西（或喝

水），會影響檢測結

果嗎？ 

避免檢測結果不正確，檢測前 30分鐘內不可飲食、吃

口香糖或用口腔保健用品(如刷牙、用漱口水漱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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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3. 我剛刷牙或使用漱

口水，會影響檢測

結果嗎？ 

避免檢測結果不正確，檢測前 30分鐘內不可飲食、吃

口香糖或用口腔保健用品(如刷牙、用漱口水漱口….

等)。 

4. 口腔有長疱疹，嘴

巴有破洞、感冒有

吃藥這樣做唾液快

篩有影響嗎? 

口腔有長疱疹、嘴巴有破洞或吃感冒藥，不會影響愛滋

抗體唾液快篩檢驗結果。 

5. 除了唾液自我篩檢

試劑，我還要準備

那些東西？ 

試劑盒內已提供大部分檢測需要的物品，您只要再準

備一個可以計時的計時器或時鐘。 

6. 在檢測前，唾液自

我篩檢試劑要怎麼

保存？ 

在檢測前，唾液自我篩檢試劑請保存於在 2~27℃陰涼

的環境。應避免陽光直接照射或過於潮濕的環境。 

五、 操作過程 1. 採檢時，刮板靠著

上下牙齦各畫過一

次要很用力嗎？ 

避免過度用力，以免牙齦受傷。讓採檢刮板緊貼著上下

牙齦個劃過一次就可以。 

2. 反應時，等候  20 

分鐘，但是在結果

視窗沒有看到粉紅

色液體移動，結果

區也沒有出現任何

線條，怎麼辦？ 

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 

(1) 可能是檢體中的細胞或雜質堵住試劑卡匣的毛細

孔，使得緩衝液無法在試劑卡匣中藉由毛細現象移

動。此時，只要把試劑卡匣的採檢刮板放在緩衝液

中，攪動幾下，再重新計時 20 分鐘，判讀結果就

可以了。 

(2) 如果還是在結果視窗都沒有看到粉紅色液體移動，

20分鐘後，結果區也沒有出現任何線條，可能是操

作過程不正確或試劑卡匣有問題所造成，則視為無

效的結果，請重新領取一份愛滋唾液自我篩檢試

劑，再檢測一次；或到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

篩檢醫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

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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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3. 我打開鋁箔袋時，

試劑卡匣掉到地上

怎麼辦？ 

試劑卡匣掉到地上，採檢刮板可能會受到汙染，造成不

正確的結果。請重新領取一份愛滋唾液自我篩檢試劑，

再檢測一次；或到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篩檢醫

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檢。 

4. 我打開緩衝液瓶蓋

後，不小心弄倒了

只剩一點怎麼辦？ 

緩衝液不小心弄倒了，只剩一點點，可能會造成檢體萃

取不完全，產生不正確的檢測結果。請重新領取一份愛

滋唾液自我篩檢試劑，再檢測一次；或到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匿名篩檢醫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

務中心進行篩檢。 

5. 操作愛滋唾液自我

篩檢試劑的環境有

沒限制？ 

愛滋唾液自我篩檢試劑必須在 15~37℃的環境下操作，

如果您的愛滋唾液自我篩檢試劑保存在低於 15℃，使

用前必須放在 15~37℃的環境完全回溫，才能確保正確

的檢驗結果。一般環境情況下操作皆是可以的。 

6. 採檢刮板放進緩衝

液後 20 分鐘的結

果就是反應完後的

結果嗎？ 

採檢刮板放進緩衝液瓶子內靜置 20分鐘，即可判讀結

果，但請勿超過 40分鐘才判讀結果。 

7. 採檢刮板放進緩衝

液內，紅色的試劑

液體會往上跑，跑

到 C、T，會慢慢變

白色嗎？ 

反應過程中，判讀視窗背景會有紅色液體往上移動，反

應完成後 (20分鐘後)，判讀視窗背景會呈現白色。 

六、 檢驗結果

登錄 

1. 在網頁上登錄篩檢

結果，會不會讓我

的隱私曝光? 

登錄篩檢結果是可以匿名的，因此不會有隱私曝光情

形；篩檢結果只會作為分析及評估篩檢政策的參考，不

會有可辨識個資的情況，請您放心。 

2. 檢驗呈「有反應」

(陽性)代表什麼意

思，我該怎麼辦？ 

即日起經自我篩檢陽性的民眾，可攜帶可清楚辨識「自

我篩檢試劑編號」之照片(如圖例)至愛滋指定醫療院所

進行確認檢驗，當次門診免就醫部分負擔、掛號費及退

還試劑費用 200元。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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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初步檢驗結果呈「有反應」，也就是抗體呈陽性，代表

可能感染了愛滋病毒，但是並非 100%確定感染。 

即使沒有感到不適，建議務必前往「愛滋病指定醫事機

構」進一步確認檢驗。 

本專案計畫執行機構也提供血液匿名篩檢及諮詢、轉

介或陪伴就醫服務，相關聯絡資訊請參閱專案網頁，您

可以前往尋求協助，無需太過擔心。 

3. 檢驗呈「無反應」

(陰性)代表什麼意

思，該怎麼辦？ 

初步檢驗呈「無反應」(陰性)，抗體呈陰性，代表沒有

被感染或正處於空窗期。若有疑慮，建議到醫療院所諮

詢或抽血檢測。若持續有不安全(未戴套)行為，則建議

可定期每 3 至 6 個月至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篩

檢醫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

檢。 

4. 檢查結果是陰性，

多久後需要再檢驗

一次? 

初步檢驗呈「無反應」(陰性)，抗體呈陰性，代表沒有

被感染或正處於空窗期。若有疑慮，建議到醫療院所諮

詢或抽血檢測。若持續有不安全(未戴套)行為，則建議

可定期每 3 至 6 個月至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篩

檢醫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

檢。 

5. 已經做了篩檢但不

知道該如何判讀？ 

可於上傳檢驗結果登錄畫面勾選需專人諮詢，並將試

劑結果照片(如圖例)上傳，將由本署或本計畫合作執行

之民間團體或衛生局(所)，安排專人提供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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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6. 檢驗呈「無效」代表

什麼意思，該怎麼辦？ 

檢驗呈「無效」代表檢驗結果錯誤，可能是操作過程不

正確，也有可能和檢體或試劑卡匣有關。請到愛滋病指

定醫事機構、匿名篩檢醫院、衛生局(所)或同志健康社

區服務中心進行篩檢。 

7. 檢驗結果只有一條

淡淡的 C線，是否

就是陰性？ 

檢驗結果如果只有出現 C線，沒有出現 T線，就是陰

性結果，操作說明單張文件內，為方便閱讀，印刷時，

線條顏色有稍微加深。所以，C線看起來比圖片的線條

顏色淡，屬於正常，請不用擔心。 

8. C 線有完整一條，

T 位置左邊出現

1/3段蠻明顯的，另

外的 2/3 是完全沒

有。這樣是有效還

是無效? 

應該是無效結果，可能是操作過程不正確，也有可能和

檢體或試劑卡匣有關。請到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

篩檢醫院、衛生局(所)或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

檢。 

9. C 線有完整一條，

T 只出現一半的

線。這樣是有效還

是無效? 

應該是無效結果，可能是操作過程不正確，也有可能和

檢體或試劑卡匣有關。或到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匿名

篩檢醫院、衛生局(所)或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

檢。 

10. C 線有完整一條，

T 位置靠邊邊有一

點點顏色，看起來

像一個點，該如何

判讀? 

應是陰性結果，一個反應殘留的小點，無須理會，陽性

結果的 T 線會是一整條線。如您不放心，可至愛滋病

指定醫事機構、匿名篩檢醫院、衛生局(所)或同志健康

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檢。 

七、 初篩陽性

相關問題 

1. 檢驗呈「有反應」

(陽性 )代表什麼意

思，我該怎麼辦？ 

即日起經自我篩檢陽性的民眾，可攜帶可清楚辨識「自

我篩檢試劑編號」之照片(如圖例)至愛滋指定醫療院所

進行確認檢驗，當次門診免就醫部分負擔、掛號費及退

還試劑費用 200元。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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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初步檢驗結果呈「有反應」，也就是抗體呈陽性，代表

可能感染了愛滋病毒，但是並非 100%確定感染。 

即使沒有感到不適，建議務必前往愛滋指定醫療院所

進一步確認檢驗。 

本專案計畫執行機構也提供血液匿名篩檢及諮詢、轉

介或陪伴就醫服務，相關聯絡資訊請參閱專案網頁，您

可以前往尋求協助，無需太過擔心。 

2. 有可能我沒感染

HIV可是檢驗結果

呈有反應 (陽性 )

嗎？ 

初步檢驗呈「有反應」(陽性)，代表可能感染了愛滋病

毒，但有少部分可能是「偽陽性」，並非 100%確定感

染。即使沒有感到不適，建議務必前往愛滋指定醫療院

所做進一步確認檢驗。 

請別擔心，各合作機構（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民間

團體及衛生局，請參閱網頁），亦提供血液匿名篩檢及

諮詢、轉介或陪伴就醫服務，歡迎尋求協助。 

3. 若是得到愛滋病該

怎麼辦呢？ 

目前臺灣提供的抗病毒藥物治療(俗稱雞尾酒療法)，能

有效控制病毒，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壽命與一般人無

異，只要遵循醫囑，至愛滋指定醫療院所，接受有效治

療與後續照護，可如同其他慢性病得到良好控制，不必

太過擔憂。 

八、 愛滋指定

醫院有哪

些 

1. 愛滋指定醫療院所

有哪些？  

有關愛滋指定醫院名單，可至本活動網站「計畫說明」

之「愛滋指定醫療院所」查詢。 

2. 初篩陽性至愛滋指

定醫事機構就診需

要費用嗎？ 

即日起經自我篩檢陽性的民眾，可攜帶可清楚辨識「自

我篩檢試劑編號」之照片(如圖例)至愛滋指定醫療院所

進行確認檢驗，當次門診免就醫部分負擔、掛號費及退

還試劑費用 200元。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Cooperation_unit.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https://hiva.cdc.gov.tw/test_oral/hiv_hospit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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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九、 會員相關

問題 

1. 如何加入會員？ 請至會員專區註冊，只需留下您的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會員帳號即為您的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及設定密碼(密

碼長度需 8~12碼,且含英文,數字,特殊符號等)，即完成

會員帳號註冊。 

2. 如果我忘記會員帳

號密碼怎麼辦？ 

請於會員專區會員帳號登入點選「忘記密碼」，並輸入

當時會員帳號(E-mail信箱)，系統將自動寄送密碼至您

註冊會員之 e-mail信箱。 

十、 電子兌換

券相關問

題 

1. 要怎麼獲得電子兌

換券? 

活動期間內完成篩檢，請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前至活

動網頁「登錄結果換試劑與抽獎」頁面，操作以下步驟，

即可獲得電子兌換券 1張： 

【步驟 1】請先至會員中心註冊會員(匿名，僅需留下

您的電子郵件信箱及設定密碼)，以便將電

子兌換券寄送至您的會員帳號。 

【步驟 2】掃描試劑外盒上的 QR code 或輸入試劑編

號(試劑編號在試劑包上)，點選篩檢結果及

填選問卷。 

【步驟 3】請拍攝可清楚顯示試劑編號之試劑包裝照

片，並上傳照片(範例如下圖)，本署委託單

位將於 5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審核通過

後，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兌換券至您的會

員帳號，並以註冊會員時登錄之 e-mail進

行通知。 

 

提醒您使用免費取得之試劑（如電子兌換券換得之試

劑），仍可上網登錄檢驗結果，不會再核發電子兌換券，

但可參加後續抽獎活動。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Reclaim_reagent_cos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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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2. 一定要到網頁登錄

結果才能獲得電子

兌換券嗎? 

為了評估篩檢計畫執行成果，除要統計試劑發送量外，

必須評估篩檢結果，才能評估未來是否要繼續推行自

我篩檢活動，為了鼓勵民眾登錄篩檢結果，因此需要至

網頁登錄並註冊成為會員，經審核通過後才能獲得電

子兌換券。如不清楚登錄方式，可撥打 1922或前往任

一合作民間團體、合作衛生局(所)尋求協助。 

此外，若您的朋友有使用試劑並完成上網登錄結果所

取得的電子兌換券，亦可轉贈給您使用，惟請您需先於

本署自我篩檢網站註冊成為會員，該電子兌換券才能

轉送至您的會員帳號內。 

3. 如何使用電子兌換

券兌換試劑？ 

請於兌換券生效日後，於期限內至合作機構(可至本活

動網站「實體購買通路」及「自動服務機」查詢)，出示

電子兌換券予工作人員，可免費兌換 1支試劑。或待網

路訂購超商取貨通路開始後，於「網路訂購超商取貨」

頁面直接兌換 1支試劑，惟仍須支付物流費用。 

提醒您以電子兌換券換得之試劑，因屬免費兌換，故登

錄檢驗結果，不會再次核發兌換券，但可參加本署後續

抽獎活動！ 

4. 電子兌換券有使用

期限或其他限制

嗎？ 

電子兌換券有效期間為審查通過日後 1 個月至 109 年

12月 25日，請於期限內使用，逾期視同作廢。提醒您

1次限使用 1張電子兌換券，使用完畢後方可使用第 2

張兌換券。 

此外，電子兌換券僅能提供兌換試劑 1次，請勿將電子

兌換券之 QR code 截圖提供予他人使用，以避免造成

無法兌換或爭議。 

5. 若我使用 108 年時

購買的試劑，現在

才上網登錄檢驗結

果，仍可獲得電子

兌換券嗎? 

因您未於去(108)年活動期間完成檢驗及登錄結果，故

無法獲得電子兌換券，但您仍可上網登錄結果，經審核

通過後，可參加本署後續抽獎活動。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Service_Machi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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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6. 若我去 (108)年活

動結束後才上網登

錄檢驗結果(為 108

年 12月 25日後)，

仍可獲得電子兌換

券嗎? 

若您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後才上網登錄檢驗結果，且

您當時登錄檢驗結果曾留下 e-mail，本署將以您留下的

e-mail 通知您進行會員帳號註冊(帳號需為登錄檢驗結

果時留下之 e-mail)，本署將於會員帳號完成新增後，匯

入電子兌換券 1張至您的會員帳號。 

7. 我使用的試劑是從

親友轉贈電子兌換

券兌換獲得，上網

登錄檢驗結果，也

可獲得電子兌換券

嗎? 

若您的試劑是使用電子兌換券換得之試劑，因屬免費

兌換，故登錄檢驗結果，不會再核發兌換券，但仍可上

網登錄結果，經審核通過後，可參加本署後續抽獎活

動！ 

8. 我的電子兌換券要

如何分享給親友使

用呢？ 

如欲使用電子優惠券轉贈功能，請先登入會員專區，點

選電子兌換券下方之「轉贈」選項，再輸入受贈者會員

帳號(受贈者需先以 e-mail註冊會員)，即可分享親友使

用。 

十一、 自 動 服

務機 

1. 機械式自動服務機

投幣進去沒有反

應？該怎麼辦？ 

請檢查投幣口上方是否有顯示「售完」的字樣，如果已

經售完，可掃描自動服務機上的 QR code 或至計畫專

屬網頁查詢其他試劑發放服務點或服務機，就近前往

購買。如果不是因為「售完」導致投幣後無反應，則請

撥打 1922或自動服務機上管理點電話，留下您的聯絡

電話及卡幣金額，1922 將轉請該部自動服務機之管理

專人與您聯絡，瞭解您的問題後協助處理。 

2. 取試劑時自動服務

機卡幣 /卡鈔了該

怎麼辦？ 

請撥打 1922或自動服務機上管理點電話，留下您的聯

絡電話及卡幣/卡鈔金額，1922將轉請該部自動服務機

之管理專人與您聯絡，瞭解您的問題後協助處理，如您

急需取得試劑，可掃描自動服務機上的 QR code 或至

計畫專屬網頁查詢其他試劑發放服務點或服務機，就

近前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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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別 問題（Q） 回答（A） 

十二、 其他 (如

退 換 貨

問 題 及

廢 棄 物

問題) 

1. 請問如果使用自我

篩檢試劑有問題，

可以退換貨嗎？ 

請攜帶您的檢測卡匣至人工發放點確認是否為無效檢

驗，如為無效檢驗，請您留下身分證字號及姓名，始能

免費領取 1支試劑，再檢測 1次，另可上網登錄檢驗結

果及註冊或登入會員，經審核通過後領取電子兌換券。 

2. 使用完相關器材有

需要特別回收嗎? 

只要口腔沒有流血，唾液原則上是不會傳染愛滋病，因

此無需特別回收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