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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疑似或確診病例快速指南 
適用於學校、託兒中心以及兒童與青少年計劃 

2021年11月4日 

本指引是由三藩市公共衛生局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FDPH) 制定，提供給本地

使用。本指南將會公布於https://sfsdcp.org/school網站。 

對比2021年10月26日版本本指引所做變更的摘要 

• 更新對完全接種疫苗人士接觸病毒後的檢測建議，將接觸病毒後3-5天進行檢測改成5-7天後。 

對比2021年10月01日版本本指引所做變更的摘要 

• 更新改良式檢疫隔離檢測要求，現為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立即進行檢測並在5天或之後再重複檢測。 

• 學校及計劃不再需要在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確認密切接觸者並提交名單，只需要在三藩市公共

衛生局提出要求後提交。 
 

 

情況 舉措 溝通 

兒童或員工出

現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症狀

時 

請送返回家。建議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或證明文件。

若有兒童出現症狀，請為兒童的家人提供 

「Parent Handout: Symptom and Exposure 

Check/Returning to School after Symptoms」

（家長指南：症狀與接觸史檢查/出現症狀

後的返校條件） 

 

不需要。 

兒童或員工曾

與COVID-19新型

冠狀病毒確診

患者有過密切

接觸。 

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的兒童或員工： 

 

若仍在學校，立即接送回家，並派發針對未滿

18歲兒童的居家檢疫隔離指引 (兒童) 或 隔

離與檢疫隔離指引 (各年齡通用).  

 

 

建議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5天接受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或出現症狀後立即進

行檢測 

 

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兒童或員工： 

 

14天內監測症狀，應在接觸病毒5至7天後進

行病毒檢測 

 

如果未出現症狀，則無需檢疫隔離 

 

可選方案：向學校或計劃的員工和兒

童的家人發出通知信。 

https://www.sfcdcp.org/infectious-diseases-a-to-z/coronavirus-2019-novel-coronavirus/schools/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Parent-Guardian-Health-Check-Handout.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Parent-Guardian-Health-Check-Handout.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quarantine-instructions-under-18.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quarantine-instructions-under-18.pdf
https://www.sfdph.org/dph/covid-19/isolation-and-quarantine.asp
https://www.sfdph.org/dph/covid-19/isolation-and-quaranti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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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出現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症狀，應

將其送回家並提供檢測指示 

 

兒童或員工在過去三個月內曾感染新冠肺炎： 

14天內監測症狀，咨詢醫生是否需要進行檢

測。 

如果未出現症狀，則無需檢疫隔離 

 

若期間新出現新冠肺炎症狀，應立即送返回家

並提供檢測指示 

 

兒童或員工已確

診感染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若確診病例仍在學校，送返回家並提供隔離

與檢疫隔離指引 

 
通知SFDPH（三藩市公共衛生局）的學校/託

兒中心新冠肺炎應變小組，請發送電子郵

件至cases.schools@sfdph.org或致電  

(628) 217-7499。 
遵循針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採取措施 

指引中列明步驟行動。 

 

完成接種疫苗的密切接觸者，應在接觸病毒

後5-7天內進行檢測。 

 

將未接種疫苗並確定的*密切接觸者送返回家

進行檢疫隔離*。請參照上述建議決定是否

進行檢測。 

 

 

密切接觸者：  

• 當面或透過電話通知屬於密切接觸

者的員工以及兒童的家人。  

• 針對未滿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密

切接觸建議 

針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檢疫隔

離指引；或 

提供給成年人的密切接觸建議 

隔離與檢疫隔離指引 

其他所有員工及兒童家庭： 

• 針對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一般接觸

建議或 為成年人提供的一般接觸

建議 

線上翻譯版本請瀏覽  

sfcdcp.org/school及sfcdcp.org/i&q 

 

適用於學校、託兒中心以及兒童與青少年計劃的密切接觸者定義 

密切接觸者是指任何在一整天內曾與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在 6 英尺範圍內相處了總共 15

分鐘的時間的人士，即使雙方均佩戴口罩。  患者在他們出現症狀或檢測結果呈陽性 2 天之前便可

以傳播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如果該計劃合理確定某人在一整天內與患者在 6 英尺範圍內相處了至少 15 分鐘，則應將其視為

密切接觸者。 不可僅因該人士與患者處於同一團體或群組中，就被視為密切接觸者。如果計劃無

法確定這一點或無法得知，則不應將該人士視為密切接觸者。 

 

https://sfcdcp.org/school
mailto:cases.schools@sfdph.org
https://www.sfdph.org/dph/COVID-19/Schools-isolation-and-quarantine.asp#steps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quarantine-instructions-under-18.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quarantine-instructions-under-18.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adult.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general-exposure-advisory-sample-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OVID19-Exposure-GenAdvisory.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OVID19-Exposure-GenAdvisory.pdf
https://www.sfcdcp.org/infectious-diseases-a-to-z/coronavirus-2019-novel-coronavirus/schools/#1607224675796-04da12b1-fa28
https://sfcdcp.org/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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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隔離:何時可返回，例外及特殊情況 

檢疫隔離人士何時可返回學校、託兒中心及其他計劃 

任何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並且在過去3個月內未確診過患有新冠肺炎人士必須進行檢疫隔離，直至

符合以下任一要求： 

•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檢測必須在接觸病毒後第5天或之後進行，並且在最後一次接

觸病毒後的7天內沒有出現症狀(最後一次*接觸病毒為第0天)。 

• 若不在接觸病毒第5天後進行檢測，則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10天沒有出現症狀。 

 

檢疫隔離人士應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14天內自我監測是否出現新冠肺炎症狀，無論是否

已經返回活動/學校。若出現症狀，應立即進行隔離及接受檢測。  

 

特定戶外接觸病毒 (例如: 休息)  

若在學校、託兒中心或其他受到監督計劃中接觸病毒，但僅發生在戶外，則大部分情況下未接種

疫苗的兒童及青少年無須進行隔離。不計活動總時長，若與患者在6英尺範圍內相處累計時間超過

15分鐘，並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則必須進行檢疫隔離： 

• 戶外密切接觸發生在兒童及患者未佩戴口罩並且靜止時(坐下或站立)，例如吃飯或合唱，

或 

• 戶外密切接觸發生在進行高接觸性運動或舞蹈期間。高接觸性運動及舞蹈指參加者頻繁

或持續接觸的活動。例如，美式足球、籃球、足球、水球及與舞伴跳舞。 

未接種新冠疫苗學生在校區接觸病毒(改良式檢疫隔離): 

就讀TK-12（過渡期幼兒班至12年級）的未完全接種新冠疫苗學生，當在受到監督的學校設施中接

觸病毒時，若確診及密切接觸學生均正確並持續佩戴口罩，則可脫離隔離並返回學校。密切接觸

學生也可乘搭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 

此“改良式檢疫隔離”僅僅適用於在學校內接觸病毒的學生，因為在學校課室中學生互相傳播病

毒的風險低。並不適用於學生在家中、校外或課外活動例如校內運動等情況下接觸新冠病毒。 

 

若在檢疫隔離期間上學，學生必須： 

• 進行兩次新冠病毒檢測：接觸病毒後盡快進行檢測並且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5天或之後

再檢測一次。 

• 在此期間沒有出現症狀。 

• 除非進食，否則在校內佩戴口罩。 

 

在改良式檢疫隔離期間，學生不允許參與校外活動或校內的課外活動，包括體育運動。他們不允

許在課堂上吹奏管樂器。若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5天或之後進行檢測，並且結果呈陰性則可在第

8天結束建議隔離(最後一次接觸病毒為第0天)。  

 

https://sfcdcp.org/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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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種疫苗人士注意事項 

若密切接觸者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只要沒有出現症狀均無須進行建議隔離。   

• 他們應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 5-7 天進行檢測。由於 Delta 變種病毒有時可感染完全接種

疫苗人士，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和三藩市公共衛生局(SFDPH)現推行此建議。 
• 在最後一次接觸病毒後 14 日內應自我監測是否出現症狀。若出現症狀，應進行檢測並留

在家中直到獲得檢測結果。 

未接種疫苗者的檢疫隔離摘要 

TK-12（過渡期幼兒班至12年級）學校 

學生 患者和接觸者在接觸期

間均佩戴口罩 

允許進行改良式檢疫隔離。 

患者或接觸者在接觸期

間未配戴口罩(例如:午

餐) 

不允許進行改良式檢疫隔離。 

員工 若無症狀，標準10天檢疫隔離(在第11天返回工作)。如果第5天后檢測結

果呈陰性，並且沒有出現症狀，可選擇縮短至7天(在第8天返回工作)。 

所有學校、託兒中心和青少年與兒童計劃 

若無症狀，標準10天檢疫隔離(在第11天返回工作)。 

如果第5天后檢測結果呈陰性，並且沒有出現症狀，可選擇縮短至7天(在第8天返回工作)。 

檢疫隔離天數計算方法：最後一次密切接觸為第0天。標準檢疫隔離10天後可在第11天返回學

校。選擇檢疫隔離7天可在第8天返回學校。 

*在所有密切接觸的情況下，繼續進行總共 14天的症狀監測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應採取的步驟  

下列所有的文件均可在此網址查閱 sfcdcp.org/school。 

1. 在聯絡學校/託兒中心應變小組之前，請使用接觸史和調查工具來收集有關病例的重要詳

細資訊。   

2. 如果可以的話，請保留一份化驗報告的副本，並將該份報告的副本隨附在接觸史和調查工
具中。   如果您的學校或計劃尚未收到檢測結果，請註明尚在等待檢測結果。在您收到化

驗報告後，請將報告寄送給學校/託兒中心應變小組。  

3. 請在 1 小時內通過加州公共衛生局學校及共享項目爆發感染追蹤系統 CDPH School and 

Shared Portal for Outbreak Tracking (SPOT)輸入資料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cases.schools@sfdph.org 通報案例。值班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會儘快與您聯絡。若需非英

文的協助可致電(628) 217-7499 並且留言。 

4. 確認並通知曾與確診病例有接觸的密切接觸者，時間從確診病例出現症狀前 2 天開始(若

確診者無症狀，則在確診檢測前 2 天)。在告知對方可能已經接觸過病毒的過程中，請遵

循法律規定，切勿披露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身分。  

https://sfcdcp.org/school
https://www.sfcdcp.org/infectious-diseases-a-to-z/coronavirus-2019-novel-coronavirus/schools/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exposure-investigation-tool.docx
https://spot.cdph.ca.gov/s/IntakeForm?language=en_US
https://spot.cdph.ca.gov/s/IntakeForm?language=en_US
mailto:cases.schools@sfdp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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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密切接觸者名單範本來收集所有密切接觸者的詳細資訊，並做好準備一旦三藩市公共

衛生局要求後提交。  

6. 根據以上表格的指示，在一個工作天內與您的學校社區進行溝通。三藩市公共衛生局已為

學校制定了標準規格的通知信。 已翻譯的版本可在此網址獲取

https://www.sfdph.org/dph/COVID-19/Schools。 

o 針對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密切接觸建議 

o 針對成年人的密切接觸建議 

o 針對未滿 18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一般接觸建議 

o 針對成年人的一般接觸建議 

o 學校成員因接觸 COVID-19 新冠病毒而須進行檢疫隔離通知信 

 

 

https://sfcdcp.org/school
http://www.sfdph.org/dph/files/ig/TEMPLATE-School-Contact-Tracing.docx
https://www.sfdph.org/dph/COVID-19/Schools-isolation-and-quarantine.asp#steps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adult.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lose-contact-advisory-letter-adult.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general-exposure-advisory-sample-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general-exposure-advisory-sample-letter-youth.docx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OVID19-Exposure-GenAdvisory.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COVID19-Exposure-GenAdvisory.pdf
https://www.sfdph.org/dph/files/ig/notification-of-an-exposed-school-member-sample-letter.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