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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隔離和檢疫隔離的協助
於俄勒岡州境內被其衛生保健提供者、或州公共衛生官員或當地公共衛生官員確定為推定或確診
的 COVID-19 病例或親密接觸者的人，必須遵從這些檢疫隔離和隔離要求。
不遵守本指引可能導致州或本地公共衛生機關發佈緊急隔離或檢疫，或根據 ORS 433.121 至
433.140 尋求法院命令進行隔離或檢疫。
備註：
本文件適用於社會大眾但不適用於：


在此場所的員工、住戶或病人：


長期護理設施



成人寄養家庭



居住式醫療場所（例如：行為健康居住式治療設施、智能或發育障礙人士團體之
家）





住院醫療設施（例如：醫院、住院病人寧養中心）



懲教設施（例如：收押所和監獄）



其他聚集居住場所（例如無家者收容所、過渡性住屋）

於 K-12 學校場所接觸的學生和員工

有關適用於上述場所的 COVID-19 隔離和檢疫隔離指引，應聯絡該設施、學校或您本地的公共
衞生機關。
定義：就本指引而言，適用定義如下：


「親密接觸者」是指對已確認或推定的 COVID-19 病例有大量接觸的人。



「確認的 COVID-19 病例」是指通過核酸擴增測試或抗原測試，或州或本地公共衛生機
關認為可靠的另一種方法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的人。



「隔離」是指感染或合理地被認為感染傳染性疾病的人與非隔離者的身體分隔和隔離，以
防止或限制此疾病向非隔離者傳播。

第 1 頁，共 4 頁

OHA2351T01112022 TRADITIONAL CHINESE



「本地公共衛生管理員」在 ORS 431.003 中具有此術語的含義。



「推定 COVID-19 病例」是指症狀與 COVID-19 一致且與確診 COVID-19 病例在症狀開
始之前 2 至 14 天曾有親密接觸的人士；或家居抗原測試結果呈陽性的人士。



「檢疫」是指沒有及時接種 ACIP 建議的 COVID-19 疫苗，並已實質接觸一種傳染病，
並且沒有表現出此傳染病的徵象或症狀的人士，與未接觸過傳染病的人之間進行身體分隔
和隔離，以防止或限制此疾病向其他人傳播。



「州衛生官員」是根據 ORS 431.045 任命的公共衛生官員。



「實質接觸者」是指曾經：





在 六 (6) 呎內與確認的 COVID-19 病例或推定 COVID-19 病例在一天內有 15 分
鐘或 15 分鐘以上的接觸。



接觸過「確認的 COVID-19 病例」或推定 COVID-19 病例的傳染性分泌物或臨床
標本。

「及時接種 ACIP 建議的 COVID-19 疫苗」是指合資格及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士：




如屬 18 歲或以上：


在過去 5 個月裡已接種 2 劑 COVID-19 疫苗基礎劑的兩 (2) 劑；或



在過去 2 個月已接種 1 劑 COVID-19 疫苗基礎劑的一 (1) 劑。



已完成 1 或 2 劑 COVID-19 疫苗基礎劑，並已接受 COVID-19 疫苗加強劑。

如屬 5 至 17 歲：


已接種 2 劑 COVID-19 疫苗基礎劑的 2 劑

確認的 COVID-19 病例和推定 COVID-19 病例必須：


疾病開始後隔離至少 五 (5) 天，而且直到發燒消退後的 24 小時為止（不使用退燒藥物，
並且直至 COVID-19 的症狀如咳嗽、呼吸困難和腹瀉等出現改善）。



如果樣本檢測呈陽性，或者只有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和腹瀉以外的症狀，則在樣本的
採集日期後隔離至少五 (5) 天。



如果患有與 COVID-19 有關的嚴重至極端嚴重疾病；如果住院治療 COVID-19，或者患
者免疫系統嚴重受損，則須隔離至少 10 天。



與本地或州的公共衛生機關保持密切溝通，配合公共衛生的建議。

親密接觸：


未及時接種 ACIP 建議的 COVID-19 疫苗者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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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感染 COVID-19 人士最後接觸後在家檢疫，以及與任何人保持至少六 (6) 呎
的距離，包括家居成員，共維持五 (5) 天，以及在接近他人時保持戴口罩多五 (5)
天。



如果未能戴口罩，則檢疫 10 天。



如果未能進行檢疫，則要在接近他人時戴口罩，維持 10 天。



及時接種 ACIP 建議的 COVID-19 疫苗者，則無需進行檢疫，但必需在接觸病毒後，在
家中和在公眾場所接近他人時戴口罩，並維持 10 天。



不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都應在接觸病毒後進行測試，維持五 (5) 天。



應在最後接觸感染 COVID-19 人士後每天自我監察症狀，維持 10 整天，皆因有很少（但
重大）的機會在縮短檢疫期後出現檢疫後傳播。如果出現症狀，該人士應該恢復進行檢疫
隔離、通知其當地的公共衛生機關及醫療保健提供者，以及進行測試。



在檢疫期間成為確認或推定 COVID-19 的病例時，需要根據本指引進行隔離。



應與本地或州的公共衛生機關保持密切溝通，配合公共衛生的建議。

個人應該，但不需要：


如果部落、州或本地公共衛生機關根據對具體事實的審查確定，即使個人不符合親密接觸
或推定或確認的 COVID-19 病例的定義，但這種措施對於保護公眾健康是必要的，則必
須檢疫或隔離。

可以返回工作而無需檢疫
符合親密接觸者定義並且無症狀的人，如果滿足以下所有要求，可免除檢疫限制，返回工作：


州衛生官員或被指派者，或本地公共衛生管理員或被指派者，確定此人的工作屬於一項重
要服務，而且此服務缺乏工作人員；1



此人的工作場所為防止疾病在工作場所傳播他人而提供了充分的保護；



此人的僱主知道此人的檢疫狀態，並願意讓此人返回工作；



此人同意在工作期間佩戴醫療級或 N95 口罩，並始終與他人保持至少六 (6) 呎的距離；
和



俄勒岡州職業安全和健康局的規定並不禁止此人返回工作。

此檢疫指引的豁免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且此人在不上班時仍必須遵守檢疫要求。

其他資源

1監督該行業的州和本地機關聯合確定什麼是重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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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 K-12 學校場所接觸後隔離和檢疫考慮的進一步資訊，請參考俄勒岡州教育部的
「就緒的學校，安全的學習者」(Ready Schools, Safe Learners) 資源。



了解 COVID-19 的真相



COVID-19 為社區提供的資源，包括工人、僱主、殘疾人士和其他社區。

索取無障礙文件：對於殘疾人士或說其他語言的非英語人士，OHA 可以提供其他格式的資料，
例如：翻譯、大字體或盲文版本。致電 1-971-673-2411、711（聼障專綫（TTY））或電郵至
COVID19.LanguageAccess@dhsoha.state.or.us 與 COVID-19 通訊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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