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選擇要啟用套組的對象。

您需要分別為每個人啟用套組。

新增受撫養眷屬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name>

<name> (受撫養眷屬)
出生日期：

<name> (受撫養眷屬)
出生日期：

返回



新增新的受撫養眷屬。

請輸入受撫養眷屬的資訊。

新增受撫養眷屬 返回

名字

出生日期 (年／月／日)

姓氏

我證明我為患者之父母／監護人，且具有為其做出健康相關決策及管理其健康的

法律權限。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輸入與計畫相關的電子郵件或組織 ID。

此步驟可確保將您的帳號連結至正確的計畫。如果您不確定要輸入什麼資訊，請詢問

您的計畫管理員。

繼續

電子郵件或機構編號

請確認您的資格。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請查看收件匣，確認貴組織的電子郵件地
址。

一封寄件人為 support@color.com 的電子郵件會寄送至 <email address>，這是

必要步驟。

如果經過 5 分鐘仍未看到郵件，請檢查垃圾郵件匣。

如果這個電子郵件地址不正確，請返回上一個畫面，輸入正確的電子郵件地址。



您準備要啟用套組了嗎？

套組準備就緒後，即可啟用。請記住，您必須在採檢當日交回已啟用的套組。


如果您尚未收到套組，請在收到後再登入帳號。

啟用套組

我想啟用套組。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您目前正為 <name> 啟用套組。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檢測前調查
這些問題是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指導方針而設計。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COVID-19 是由 SARS-CoV-2 病毒所引起。感染病毒後，身體可能不會出現任何症狀，也可能
演變為有生命危險的呼吸道疾病。世界各地和全美 50 州皆有確診病例。感染 COVID-19 後的症

狀包括咳嗽、呼吸短促或呼吸困難、發燒、發冷、肌肉疼痛、頭痛、喉嚨痛，或新近喪失味覺或
嗅覺。


所有年齡層和先前沒有任何健康問題的人，都可能因感染 COVID-19 而引發嚴重疾病。但此風
險會隨著年齡增加，年長者染疫後引發重症的風險最高。潛在的醫療狀況也可能提高個人感染 

COVID-19 後導致重症的風險。以下為可能與重症和死亡有關的狀況及其他危險因子。


如果您出現任何 COVID-19 相關症狀，且有以下狀況或危險因子，這可能會提高您染疫後出現
重症的風險。請在使用本檢測之前諮詢專業醫護人員：


慢性腎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因接受實體器官移植或骨髓移植、具有免疫功能缺失、HIV、皮質類固醇的使用或其他降低免疫
力的藥物而導致免疫力低下 (免疫系統弱化)


肥胖 (身體質量指數 [BMI] 為 30 以上)


嚴重的心臟疾病，例如心臟衰竭、冠狀動脈疾病或心肌症


鐮刀型紅血球疾病


第 2 型糖尿病


氣喘 (中度至重度)


腦血管疾病 (會影響大腦的血管和血液供應)


囊腫性纖維化


高血壓


神經系統疾病，例如失智症


肝臟疾病


懷孕


肺纖維化 (肺部組織受損或形成疤痕)


吸菸


地中海型貧血 (一種血液疾病)


第 1 型糖尿病


無論您的風險程度為何，一旦出現下列任何 COVID-19 染疫警訊，請立即前往急診就醫：


呼吸困難


胸口持續疼痛或胸悶


新發意識混亂


無法醒來或無法保持清醒


嘴唇或臉部發紫

開始進行調查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您目前正為 <name> 啟用套組。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您目前是否出現任何 COVID-19 相關症
狀？
可能的症狀包括發燒、發冷、咳嗽、鼻塞、喉嚨痛、呼吸困難、頭痛、疲倦、嘔吐、

腹瀉，或新近喪失味覺或嗅覺。

是

否

繼續

返回



請選出您目前出現的所有 COVID-19 相關
症狀。

選擇所有符合的選項。這可協助政府了解 COVID-19 對您居住的社區造成什麼影響。

發燒或發冷

咳嗽

喉嚨痛

呼吸短促或呼吸困難

頭痛

肌肉疼痛或身體痛

疲倦

新近喪失味覺或嗅覺

腹瀉

噁心或嘔吐

鼻塞或流鼻水

皮膚敏感

食慾降低

繼續

前一頁



過去 24 小時間

過去一星期間

一個多星期前

兩個多星期前

您何時開始出現 COVID-19 相關症狀？

繼續

前一頁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您目前是否懷孕？

繼續

前一頁

是

否

我不確定

這不符合我的情況。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1 關於檢測 2 患者資訊 3 條碼資訊

您目前正為 <name> 啟用套組。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請閱讀 COVID-19 檢測的重要資訊。

檢測僅能偵測您在檢測當時是否有 SARS-CoV-2 (引起 
COVID-19 的病毒)。

這無法測出您是否有免疫力，或過去是否曾感染病毒。

若您的結果為陽性，請立即與醫師聯絡。

只有醫師可以為您診斷。他們也會提供資訊，讓您了解如何照顧自
己，並協助防止他人受到感染。

 您可能在檢測後才染上病毒。

 您的檢測結果可能是偽陰性。偽陰性會發生是因為檢測並非完
全準確。

陰性結果代表未偵測到病毒。

若您仍覺得有症狀，請聯絡醫師，並詢問您是否需要重新檢測，因
為：

Color 不提供醫療建議或醫療照護。請聯繫醫師，追蹤您的檢測結果。為了公共衛生
考量，法律規定時，我們會與特定聯邦、州或當地機構分享您的檢測結果。

本人確認我已閱讀、了解並同意 Color COVID-19 知情同意、COVID-19 服務條
款、隱私權作法通知以及隱私權政策。本人了解，同意上述各項即表示本人在未
來六 (6) 個月內，每次透過我的 Covid 測試計畫贊助者的計畫接受 COVID 測試
時，都適用這些條款，如 COVID-19 知情同意所述，除非本人主動聯繫 
support@color.com 申請撤銷參與後續測試的同意。

我授權將我的資訊與檢測結果分享至我的組織，以利組織決定衛生、安全和/或復
工/復課之事宜 (閱讀 HIPAA 授權書全文)。我了解，在我每次經由本計畫接受檢
測時皆適用此授權。

繼續

返回

若您出現重症

若您覺得自己出現重症或症狀惡化，請立即
就醫。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建議有任何
下列症狀的人應立即就醫：


呼吸困難


胸口持續疼痛或胸悶


新發意識混亂


無法保持清醒或睡覺後無法醒來


嘴唇或臉部發紫



您目前正為 <name> 啟用套組。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我們需要某些資訊才能確認登錄情況。
根據您的計畫所採用的檢測種類，此資訊可能用於準備結果。也可能用於協助市政府
和州政府收集資料，以了解 COVID-19 對社區造成的影響。

患者姓名與出生日期

名字
中
間
名

姓氏

出生日期：

街道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地址

性別認同 (選填)

如果您希望新增患者的性別認同資訊，請選填此欄位。我們會盡力確保照顧他們的個
人感受。

請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性別

法規規定要求我們收集此資訊。

女性

男性

非二元性別

種族或族裔

選擇一項或多項。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要求檢測患者提供答案。

美洲原住民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亞洲人

柬埔寨人

關島人

華人

夏威夷人

菲律賓人

薩摩亞人

印度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寮國人

越南人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中東人

北非人

太平洋島嶼裔

白人

其他

未知

父母／監護人聯絡資訊

電話號碼 (建議提供手機號碼)

繼續

返回

為何現在要詢問我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幫助您，讓您向樣本收集單位提供
樣本的流程變得簡單快速。現在提供這些資
訊，可以節省後續流程所花費的時間。


檢測結果就緒時，我們會以簡訊通知您。(您
可能需要支付簡訊和數據費用，回覆 STOP 
即可取消。請參閱服務條款以了解更多資
訊。)若您有提供電子郵件，也會寄送電子郵
件給您。


提供地址可協助市政府和州政府了解疫情擴
散範圍和病毒的傳播方式。不會將地址用於
行銷目的。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1 關於檢測 2 患者資訊 3 條碼資訊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1 關於檢測 2 患者資訊 3 條碼資訊

您目前正為 <name> 啟用套組。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輸入條碼資訊。
您可在採檢管上找到條碼 (以字母 D 開頭) 和登記編號 (以字母 C 開頭)。請在下方輸

入條碼和登記編號。有問題嗎？點此尋求協助。≠

條碼

D-__________

登記編號

繼續

返回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1 關於檢測 2 患者資訊 3 條碼資訊

請代為輸入所有資訊。

輸入條碼資訊。

條碼

D-__________

登記編號

繼續

返回

<name>

請確保輸入的資訊與採檢管上的資訊相符。

條碼：D - 12 - 3456 - 7899

登記編號：C - 12345

編輯資訊 確認並繼續



合作對象：

您已激活套組！現在可以收集樣本。
請在採檢當日交回樣本。開始採檢之前，請確保已完整閱讀套組說明。您亦可上網閱
讀說明。


將拭子放入採檢管後，請將採檢管蓋下壓，確保蓋子緊閉。

如何將樣本交回 Color

請將樣本裝入隨附的生物危害包裝袋中，攜
往指定的檢測樣本收集單位。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和 COVID-19 檢測收
集人員聯繫。


請參閱計畫詳細資訊。

儀表板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 <name>



建立您的 Color 帳戶

姓氏

名字

電子郵件地址

最短須有 8 個字元，至少須由一個小寫英文字母、一個大寫字母，以及一個數字或特殊

字元組成。

需要協助



確認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Jane 您好：


為確保僅有您能存取您的帳戶，請確認此電子郵件地址。

感謝。

Color 團隊

support@color.com

確認電子郵件地址



COVID-19 儀表板

重要更新

您於 <date> 進行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已就緒。

計畫詳細資訊

關於此事。


請參閱計畫詳細資訊

造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了解最新的冠狀病毒 

(COVID-19) 相關資訊。

請前往 CDC

了解冠狀病毒。

您的檢測結果已於 <date> 就緒。

查看結果

檢測狀態 需要協助TW

View All Tests

© 2020 Color, Inc.


CLIA #05D2081492 - CAP #8975161


Terms of Service - Privacy Policy - Informed Consent -        English 



View Results

您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已就緒。

我們已完成您在 <date> 所採集的樣本分析。


造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了解最新的冠狀病毒 (COVID-19) 相
關資訊。



Color：於 <date> 進行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已就緒。
https://U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