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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787310 )
截至 110 年 7 月 9 日，抗原檢測產品專案製造 15 項，專案輸入 11 項。
國產/
進口

產品名稱

公司

網站

聯絡人

https://youtu.be/ZMYgL03pjdg

飛確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
飛確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教育訓練或產品使用影片

寶齡富錦生
技(股)公司

薛先生
https://www.pbf.com.tw

02-2655-8218 #889
josh@pbf.com.tw

快速檢驗試劑卡匣式

專案
製造

威創新型冠狀病毒抗原

泰博科技(股)

快速檢驗試劑

公司

http://taidoc.com/tw/

曾先生

http://www.foracare.com.tw/vi

02-6625-8188

deo-td4531-02/

covid19.sales@taidoc.com.
tw

(國產)
台塑生醫迅知新型冠狀

台塑生醫科

病毒抗原快速檢驗試劑

技(股)公司

亞諾法新型冠狀病毒抗

亞諾法生技

原快速檢驗試劑

(股)公司

楊小姐
http://www.fbc.com.tw

02-2712-2211 #7810
florayang@fpg.com.tw
施先生

http://www.abnova.com

02-8751-1888 #206
tshih@abnova.com.tw

https://youtu.be/AspPNDD_pSI

專案

三鈺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三鈺生物科

https://www.tricanbiotech.c

快篩檢測試劑

技(股)公司

om/

安特羅新型冠狀病毒抗

安特羅生物

原快速檢驗試劑

科技(股)公司 .tw

COVID-19 抗原快速檢

長興材料(股)

測試劑

公司

http://www.enimmune.com

https://www.eternalgroup.com/Home/ChtInde
x

李先生
02-2697-2685 #102
jim@tricanbiotech.com
邱小姐
02-2709-3833 #5238

http://www.enimmune.com.tw/tw/
product

sale@enimmune.com.tw
楊小姐
07-383-8181 #688
liv_yang@eternalgroup.com

製造
(國產)

姜小姐

https://youtu.be/zRdmurKeMo
s

伊諾來富新型冠狀病毒

保生國際生

http://www.protectlife-

03-377-5599 #256

抗原檢驗試劑

醫(股)公司

intl.com/

donna_chiang@protectlifeintl.com

凌越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凌越生醫(股)

快速檢測試劑

公司

百歐 COVID19 Ag 快

百歐生命科

速檢測試劑(IVD)

技(股)公司

謝小姐
https://www.ebs.com.tw/

02-2796-2656 #2211
sales@ebs.com.tw
史小姐

http://allbio.com.tw/

04-2389-1510 #11
iris@allbiolife.com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fRL0uSgxQek

邱小姐
訊捷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美特斯生醫

http://www.metasbiomedic 05-216-0700

快速檢驗試劑

(股)公司

al.com/

claivin@metasbiomedical.c
om

專案
製造

艾諾斯新冠病毒
COVID-19 抗原快速檢
測試劑

(國產)
聯華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測試劑

研準新型冠狀病毒抗原
快速檢驗試劑

專案
輸入

台灣奈米碳
素(股)公司

劉小姐
http://www.tcnt.tw/

02-7717-9699#113
maeve@ainos.com

李小姐
聯華生技(股) https://www.firstep.com.tw/zh06-505-2699 #20
tw
公司
sales01@firstep.com.tw

中央研究院

BD Veritor™ System

新加坡商必

for Rapid Detection

帝(股)公司台

of SARS-CoV-2

灣分公司

Panbio COVID-19 Ag

亞培快速診

Rapid Test Device

斷設備(股)公

(Nasopharyngeal)

司

https://youtu.be/s-RsbvEKwU0

https://www.sinica.edu.tw/ch

黃先生

https://youtu.be/chABtTgdOO

https://www.bd.com/zh-

02-2722-5660

0

tw/contact-us

0919-943261
sam.huang@bd.com

https://www.tw.abbott/pro
ducts/diagnostics.html

黃先生
02-2570-6669
0928-616842

https://alere.wistia.com/medias/e5
4rns8l7n

Panbio COVID-19 Ag

jerry.huang1@abbott.com

Rapid Test Device

tw.info@abbott.com

https://alere.wistia.com/medias/itn
rnrblp2

(NASAL)

SARS-CoV-2 Rapid
Antigen Test

台灣羅氏醫
療診斷設備
(股)公司

https://www.roche.com.tw/
zh/about_roche/digtw.html

莊小姐

https://diagnostics.roche.com/

02-2183-6688 #6634

global/en/products/params/sa

0929-988905

rs-cov-2-rapid-antigen-

chandra.chaung@roche.co

test.html#productInfo

m

專案
輸入

蔡先生
GenBody COVID-19

森昌有限公

Ag

司

https://youtu.be/sGzCZhmoOmY

https://www.evermedical.com. evermedical@evermedical.
tw/zh/home/
com.tw
02-2712-6611

https://www.cmpmicro.com/ch/sd-biosensorstandard-q-covid-19-ag/

STANDARD Q
COVID-19 Ag

技(股)公司

19 Ag FIA

https://youtu.be/M-9cx3raYtY

calvin.chov@cmpmicro.com
02-2298-1823 #218

啟新生物科

STANDARD F COVID-

周先生

https://www.cmpmicro.com/ch/sd-biosensorstandard-f-covid-19-ag-fia/

https://youtu.be/CeePZ6mAspg

INNOSCREEN covid19 Antigen Rapid
Test Device

醫全實業(股) http://www.medicare.com.tw/z
h_tw/index.asp
公司

廖先生
Humasis COVID-19

瑞麟生物科

02-2228-6866

Ag Test

技有限公司

raylinbio@gmail.com

陳小姐

專案

GenBody COVID-19

嘉碩生醫電

輸入

Ag

子(股)公司

QuickVue SARS

新富偉生物

Antigen Test

科技(股)公司

https://www.tst.bio/home.jsp

03-469-0038 #205

https://youtu.be/UhWhcVtPJL8

https://youtu.be/sGzCZhmo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