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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居家隔離和檢疫指引 

密切接觸者：密切接觸者是指與新冠肺炎

患者在其新冠肺炎感染可傳染給他人期間

相距 6 英尺之內至少 15 分鐘的人。這是從

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症狀或首次檢測呈陽性 

48 小時前算起直到10天後。請瀏覽此處了

解詳情。 

 
 
 
 

因為下列原因，您可能需要做新冠肺炎檢測： 
(1) 您有任何新冠肺炎疾病症狀， 
(2) 您是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或 
(3) 您正從事或處於被建議或要求做檢測的工作或情況中。 

 
等待檢測結果時，該怎麼辦： 
(1) 如果您有任何新冠肺炎症狀，請遵循下一頁的隔離措施。 
(2) 如果您没有新冠肺炎症狀但屬於密切接觸者，並且： 

(a) 未接種疫苗, 在下表中找到適合您情況的檢疫計劃，并且請遵循下一頁的檢疫措施。 
(b) 已完成疫苗接種，您在等待檢測結果期間無需遵循隔離或檢疫措施。 

(3) 如果您沒有新冠肺炎症狀，並且不是密切接觸者，您在等待檢測結果期間無需遵循隔離或檢疫措施。 

獲得檢測結果後該怎麼辦： 
(1) 如果您經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請遵循下一頁的隔離措施。 
(2) 如果您經檢測呈陰性或未做檢測但需要按如上所述隔離，在下表中找到與您的情況相符的检疫計劃，然後遵循下一頁的檢疫措

施。 
 

新冠肺炎檢疫指示1,2 

類似新冠肺炎

症狀？ 
密切接觸

者？ 
 
已接種疫苗

3,4
?   該怎麼做 

是 否 是 或 否 • 如果經檢測呈陰性：留在家中，直到症狀開始好轉並且您已經 24 小時或更長時間不發

燒。 

 
 

是 

 
 

是 

 
 

否 

• 做了檢測：如果您在自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的第 5 天或之後做檢測，並且經檢測呈陰性
，您可以提早結束檢疫。從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留在家中直至第 7 天，直到您的症狀

開始好轉並且您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即使總時間超過 7 天。 

• 未做檢測：從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留在家中直至第 10 天，直到您的症狀開始好轉並且

您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即使總時間超過 10 天。 

 

否 

 

是 

 

否 

• 做了檢測: 如果自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第 5 天或之後採樣的檢測結果呈陰性，則留在家中

直至第 7 天。 

• 未做檢測：自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留在家中直至第 10 天。 

• 得過新冠肺炎：如果您在過去 90 天內感染新冠肺炎並且自從這次暴露後沒有任何新症狀 

，您無需與他人隔離。 

 
 

是 

 
 

是 

 
 

是 

• 做了檢測：如果檢測結果呈陰性，並且已經連續 24 小時或更長時間

沒有發燒，加上其他症狀開始好轉，您可以立即恢復正常活動。 

• 未做檢測：從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留在家中直至第 10 天，直到您的症狀開始好轉並且

您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即使總時間超過 10 天。 

 
否 

 
是 

 
是 

• 立即做檢測並在最後一次暴露之日起第 5 天或之後再次做檢測。 
一般而言，如果您已完成接種疫苗且未出現新冠肺炎症狀且不是醫療保健機構中的患者或

院友，則您無需留在家中。 

針對TK-12學生改良的檢疫規定：如果暴露是在 TK-12 學校環境中發生的，並且每個人都戴口罩，則學生能夠在遵循改良的檢疫規定的情況下

留在學校中。遵循學校關於檢測和其他要求的說明。 
 

1 處於特殊檢疫情形的工作者：如果您是先遣急救人員或醫護人員，請咨詢您的雇主。如果人手嚴重短缺，雇主可遵循此處的建議。 
2 某些醫療保健和非醫療保健的聚集場所，包括監獄和庇護所，可能有更嚴格的要求。 如果對您所在機構的適用指南有任何疑問，請聯繫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局。 

3 如果曾暴露於新冠肺炎病例的已完成疫苗接種的醫護人員滿足上述條件，則在工作之外無需進行檢疫。他們仍應立即做檢測並在最後一次暴露於病例之日起第 5 天 或之後再次做檢

測。欲知詳情，請參閱有關管理醫護人員的暴露的章節。 
4 如果與患有或可能患有新冠肺炎的人士接觸，醫療保健機構中的患者和院友應遵循CDPH 醫療保健機構檢疫指引。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close-contact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close-contact
https://publichealthproviders.sccgov.org/diseases/covid-19/provider-responsibilities-and-guidance#Exposure
https://publichealthproviders.sccgov.org/diseases/covid-19/provider-responsibilities-and-guidance#Exposure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1-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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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措施 
 

  隔離 – 如果您患有新冠肺炎或
症狀並且 
正在等待新冠肺炎檢測結果，

您必須留在家中直到您好轉，

不傳染給別人。 
密切觀察症狀，如果症狀惡化，尤其是如果您

身患重病的風險較高時，請就醫。 

  遵循縣政府的隔離指引： 
A. 如果您有症狀，在以下情況之後可以與

他人相處： 
• 自您的症狀首次出現以來至少10天，並

且 
• 至少24小時不發燒（在未服用退燒藥的

情況下）；並且 
• 其他症狀改善，以時間較長者為準。 

B. 如果您沒有症狀，則自您首次陽性檢測結果

採樣起10天後，您就可以與其他人在一起。 
C. 如果您的免疫系統較弱或患有其他疾病，您

的醫生可能會告訴您隔離更長時間。 
 

 告訴密切接觸者 – 與您有密切接觸的人應該
遵守檢疫措施。請與他們分享此傳單。 
如需幫助告知您的密切接觸者，請致電 408-970-

2870。 

檢疫措施 
 

  檢疫 – 立即留在家中，將自己與他人
隔離。 
A. 詢問您的雇主

3 以了解您是否需要遵循其

他措施。雇主可以聯絡公共衛生局尋求幫

助。 

B. 遵循符合您的情況的檢疫指示 (請參閱第 1 頁上的所有檢疫指

示）。一般來說，如果您已完成疫苗接種，您無需進行檢疫

。 
 

  做檢測： 
A. 您現時是否持續與新冠肺炎感染者（例如住在您家的人）

有密切接觸?   
• 如果沒有，您應該立即做檢測並在最後一次暴露於病例

後第 5 天或之後再次檢測，即使您已接種了疫苗。 
• 如果有，在新冠肺炎患者完成隔離後，再增加 10 天的檢

疫期。做3次檢測： 
1) 立即及 
2) 病例完成隔離1天後及 
3) 病例完成隔離5天後。 

如果所有3次檢測結果均呈陰性，您可以在新冠肺炎患者

完成隔離7天後結束檢疫。 

B. 如果任何檢測結果呈陽性，請遵循隔離措施。 

C. 如果您在檢疫期間開始出現新冠肺炎症狀，請立即再

次做檢測。 

  觀察有無新冠肺炎症狀14天。如果您開始感到不適，遵循隔離
措施並立即做檢測。 

 

計劃為期10天的隔離或檢疫 

 
第0天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天 第11天 第12天 第13天 第14天 
隔離： 
您的症狀開始出現之日或陽性新

冠肺炎檢測採樣之日（使用較早

的一天） 
檢疫： 
最後一次暴露於 
新冠肺炎患者之日 

 

：顯示可能可結束檢疫的第一天 

觀察有無症狀 

 

計劃為期7天的檢疫（適用於在第5天或之後感覺好轉且檢測結果呈陰性的人士） 

第0天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0天 第11天 第12天 第13天 第14天 
最後一次暴露於 
新冠肺炎患者之日 

這幾天中的1天 

檢測結果呈陰性 
 

觀察有無症狀 

隔離或檢疫10 天（留在家中，將自己與他人隔離） 恢復正常活動 

檢疫7天（留在家中，將自己與他人隔離） 恢復正常活動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isolation-quarantine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isolation-quarantine-guidance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isolation-steps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close-contact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isolation-quarantine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quarantine-steps
https://covid19.sccgov.org/contact-tracing-chinese#quarantine-steps
https://covid19.sccgov.org/covid-19-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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