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單 

居家 3 步驟完成, 告別接觸風險 

 
精準 

高準確度, 分子檢測超可靠 

 
快速 

最多 30 分鐘, 檢測結果立即掌握 
 

             
 
Key Features 萊析樂™產品特點 

‧國際認可：萊析樂™是全球首款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緊急授權使用的核酸分子擴增居家篩檢試劑 

‧高度準確：有別於抗原快篩，對比實驗室等級的高靈敏新冠病毒 PCR 核酸檢測，萊析樂™具高準確率¹ 

‧檢驗快速：可於短至 11 分鐘，⾧至 30 分鐘，即能得知陽性或陰性檢測結果 

‧操作簡便：可供 14 歲以上個人自行操作，經驗證，14 歲以上使用者皆能成功無誤地使用本產品 ² 

‧孩童舒心：低年齡之 2 至 13 歲兒童可由熟識成人協助操作，更多㇐層安心 

‧全面防護：可涵蓋檢測之新冠變異株包含：印度、加州、英國、南非與巴西變異株 
 

¹ Excluding samples with very low levels of virus (>37.5 Ct), Lucira Community Testing Study 07A-CLI 006 Fall 2020 and Lucira Community Testing Study 07A-CLI 007 Winter 2021 (n=394) 
² Lucira Usability Study 07A-CLI 004/005 Summer 2020 (n=352)  

 

Contact US 免付費洽詢專線      0809-09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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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s 
 

3 step 

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產品內容 

‧快速參考指南 

‧鼻拭子：㇐支裝在密封袋中的無菌棉棒： 

‧樣品瓶：㇐次性使用的樣品瓶，內含用於

釋放和溶解鼻拭子樣本的洗脫緩衝液 

‧檢測裝置：㇐次性檢測裝置，內含試劑 、

多重複合放大和 電子顯示，用於檢測新

冠病毒核酸 

‧電池：用於檢測裝置的兩顆 AA 電池 

‧塑膠袋：處理使用後的測試套件 

隨手可得的核酸居家快篩工具 

助您揪出潛伏病毒 守護自己與家人健康 

產品官網    lucira.tw 

掃 QR Code 加入 LINE @lucira 官方號 搶先掌握更多產品資訊 

萊析樂™ 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 



 

Indication for Use 產品用途說明 

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是㇐種㇐次性檢測套件，定性檢驗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的核酸。萊析樂™獲授權
為非處方家庭檢測用途，對具有/無症狀或其他流行病學理由判定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個人自行操作，或 2

至 13 歲兒童由成年人協助代操作，使用鼻拭子採集鼻孔之檢體進行檢測進行檢測。萊析樂™之原理類似 PCR 核酸檢測，
它是藉由 RT-LAMP 分子擴增技術篩檢 SARS-CoV-2 病毒 RNA。 

陽性檢測結果表明體內存在病毒 RNA，測出陽性者應立即自主隔離並依據疾管單位的指引尋求協助。 

惟陽性結果並不能排除細菌感染或與其他病毒共同感染；陰性結果不能排除 SARS-CoV-2 感染。不應單以本產品檢驗結果
作為病患管理之唯㇐依據，建議仍需配合患者接觸史與臨床症狀進行綜合評估。 

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須依據衛福部的緊急授權與相關指引規範使用。 
 

注意: 
• 本產品僅供體外檢測使用，不應單憑檢測結果作為感染與否的依據，須配合專業醫師諮詢來做判定。檢測結果仍須經由專業醫師診斷作為最終判定。 
• 檢測結果如為陽性，請立即前往社區或醫院篩檢站篩檢，並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執行相關防疫措施。 

 
How to Use 萊析樂™使用步驟 

 
 

 

 

 

 

 

 

 

 

 

 

 

 

 

 

 

 

 

醫療器材商名稱: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免付費洽詢專線：0809-099-623 
醫療器材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生醫路二段 22 號 5 樓‧產品官網：lucir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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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鼻拭子置入樣品瓶
攪拌 15 次 

啟動檢測裝置 
11~30 分鐘就能得到結果

把鼻拭子伸入鼻孔深處
各轉 5 圈採集樣品 

STEP 1 STEP 2 STEP 3

FAQ 萊析樂™常見問題 

Q.萊析樂™類核酸檢測品質的 RT-LAMP 分子擴增檢驗準確性高嗎? 

A.有別於抗原快篩，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是針對引起 COVID-19 之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的檢測套件，即
便並未對病毒產生抗體及免疫反應，也能檢測新冠病毒感染。萊析樂™是利用分子擴增技術放大病毒的遺傳物質，進
行方式相近於實驗室的 PCR 核酸檢測。萊析樂™的分子擴增技術具備與高靈敏度的實驗室 PCR 檢測相當等級的準確度。 

Q.萊析樂™能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嗎？ 

A.可以。萊析樂™能檢測出 B.1.617 印度變異株、B.1.1.7 (UK)英國變異株、B.1.351 (South Africa)南非變異株、P.1 (Japan/Brazil)

巴西變異株、B.1.427 與 B.1.429 (US/California)加州變異株，還有 L452R, E484Q (India and US/California)雙重突變變異株。
萊析樂™團隊固定進行新冠病毒株偵測，並持續監控新型病毒變異株之狀況。我們也於官方網站放上技術簡介，提供
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對新型態變異病毒株的測試反應。 

Q.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的保存期限有多⾧？ 

A.目前所知，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的保存期限為九個月。依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規定，COVID-19 之檢
測產品需以加速老化測試(real time aging studies)方法作為保存期限之依據，並要求產品每三個月更新日期。萊析樂™
將於 2021 年八月下旬於官網更新產品的保存期限。 

Q.㇐套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可以檢測幾次？ 

A.每㇐套萊析樂™檢測組皆為單次檢測套件，只能提供㇐次 COVID-19 檢測結果。 

萊析樂™ 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 
隨手可得的核酸居家快篩工具 
助您揪出潛伏病毒 守護自己與家人健康 

使用簡介影片



   

 
美國 NBA 金州勇士隊：打㇐場有歡呼聲的球賽 

  隨著七月以來國內新冠疫情有趨緩之勢，不少縣市已多日確診加零，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也於近日宣布有條件「微解封」，大家都期盼很快就能回歸正常生活。但同時公衛
專家也提醒，面對疫情，大眾仍不能輕忽，近有越來越多確診者是在未被隔離狀態下驗
出或是為無症狀感染者，只要稍微鬆懈，就可能因感染黑數再讓疫情燎原。 

  關於無症狀感染者，顧名思義就是身體無異狀、少被懷疑染疫，就算快篩也常為陰
性反應，由於抓不到而成為防疫死角。萊析樂™能在 11~30 分鐘內得到 PCR 等級檢測結
果，在 Ct 值小於 37.5 以下低病毒量，陽性㇐致率仍高達 97%，也能檢出祕魯、印度
Delta、英國、南非變異株。萊析樂™能精準揪出身上只有微少病毒的無症狀感染者。 

  在美國，萊析樂™不僅已經於 5 月受 CDC 認可，持 7 天之內的萊析樂™檢測陰性證
明即可獲得入境許可。也有不少商業機構運用萊析樂™核酸檢測作為大型聚會前的健康
指標，檢測結果可透過 APP 下載保留，作為進入大型聚會前的健康護照。例如知名的
NBA 金州勇士隊主場舊金山大通中心(Chase Center)從 4 月底就要求觀眾必須持七日內陰性檢測證明，或是選擇內含㇐
組萊析樂™家用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組的套票，在家或現場進行檢測取得陰性證明，即能安心入場。 

  

  疫情進入“微解封”階段…隱形傳播鍊的風險仍存在，要如何安心擁抱更正常的生活呢? 美國透過參與群眾事前精準核
酸快篩搭配商業活動運作，很值得國內借鏡…相信很快的，台灣民眾也可以安心地赴宴、看球、遊園和追五月天了。 
 

萊析樂™助力商業活動“微解封”，積極邁向防疫新生活!! 
 

Contact US 免付費洽詢專線      0809-099-623  

醫療器材商名稱: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醫療器材商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生醫路二段 22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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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官網    lucira.tw 

使用簡介影片 

LINE @lucira 官方號

資料來源：www.businesswire.com 及 facebook.com/LuciraHealth 

有公司於 FB 分享，因為萊析樂 
核心團隊終於能齊聚㇐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