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防疫差勤管理措施 

一、適用法規： 

(一)公教人員、聘僱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行政院人事總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二)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依勞動部發布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二、防疫期間之差勤管理措施： 

介入

措施/

個案

情形 

強制隔離/採檢期間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集中隔離/

集中檢疫 

照顧 

受隔離、檢疫

家屬 

自主健康管理 

對象 確定病例 

 

疑似病例(通報

個案) 

接觸病例 具國外旅遊史者

(配合疫情指揮

中心公布更新) 

  1.通報個案經檢驗為陰性者 

2.隔離/檢疫期滿者、解除隔

離/檢疫者 

3.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者 

(專案申請獲准縮短居家檢疫) 

4.臺帛旅遊泡泡專案返台者 

定義 確定病例，應

實施強制隔離

期間。 

經醫院安排採

檢，接獲通知

檢驗結果前不

可外出期間。 

與確定病例接

觸，應實施 14

日居家隔離，期

滿後應再自主健

康管理 7日。 

從國外入境後，

應實施 14日居

家檢疫，期滿後

應再自主健康管

理 7日。 

經衛生主管機

關認定應接受

集中隔離、集

中檢疫者 

為照顧生活不能

自理之受隔離、

檢疫家屬而請假

者 

對象 1、4：應實施 14日自主

健康管理。 

對象 2、3：應實施 7日自主

健康管理。 

公教

人員

假別 

 

公假 

 

防疫隔離假(非因公出國者，不予支薪) 

公務人員-居家辦公或

請自己的假 

1100507製 



（含

工友

技工

駕

駛） 

 

 
教育人員-病假(不列

入學年度病假日數) 

 

勞基

法人

員假

別 

1.如經認定屬

職業上原因感

染-公假 

2.非因職業上

原因感染- 

普通傷病

假、特別休

假或事假 

 

防疫隔離假 

1.勞工「未感染武漢肺炎」惟

因有接觸疑慮，經防疫單位要

求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者，自行

居家休養：普通傷病假、

特別休假、事假，或協議

調整工作時間，或經學校同意

以居家辦公辦理 

2.如雇主認為勞工已收到自主

管理通知書，對其出勤有所疑

慮，要求勞工不要出勤，應照

給工資。 

 

 

三、學校停課，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一) 公務人員、聘僱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駕駛）：得依請假規則，以防疫照顧假辦理(不支薪) ，亦得以事假、家庭照顧

假、休假、補休辦理。 

(二) 教育人員：家長其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不支薪)。 

(三) 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家長其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不支薪)。 

 

 



四、110/5/5起接種疫苗者： 

    以疫苗接種假(不支薪)辦理，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病假、休假或加班補休等辦理。 

 

 



介入

措施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

對象 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具國外旅遊史者 專案申請獲准縮短居家檢疫者

對象1：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
對象2：居家檢疫/隔離期滿者
對象3：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者
對象4：臺帛旅遊泡泡專案返臺者

負責

單位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民政局/里長或里幹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

方式
居家隔離14天
主動監測1天2次

居家檢疫14天
主動監測1天1~2次

居家檢疫期滿後至入境滿14天

每日進行稽核抽查

對象1：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對象2、3：自主健康管理 7天
對象4：自主健康管理14天

配合

事項

 衛生主管機關開立「居家隔
離通知書」

 衛生主管機關每日追蹤2次
健康狀況

 隔離期間留在家中(或指定地
點)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
國，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有症狀者由衛生主管機關安
排就醫

 如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防治措施，將依傳染病
防治法裁罰並強制安置

 隔離期滿應再自主健康管理
7天

 其餘應配合及注意事項請參
閱衛生福利部公告(連結)

 主管機關開立「旅客入境健康聲
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配戴口
罩返家(或指定地點)檢疫

 里長或里幹事進行健康關懷14天，
撥打電話詢問健康狀況並記錄
「健康關懷紀錄表」

 檢疫期間留在家中(或指定地點)
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不
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有症狀者將送指定醫療機構採檢
送驗，衛生主管機關加入主動監
測

 如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治措施，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裁
罰並強制安置

 檢疫期滿應再自主健康管理7天
 其餘應配合及注意事項請參閱衛

生福利部公告(連結)

除應遵守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配合
及注意事項外，需另配合事項如
下：
 僅能從事固定且有限度之商務

活動，禁止至人潮擁擠場所
(如賣場、夜店、夜市、百貨
公司、餐館、觀光景點…等)

 延後非急迫之醫療或檢查；就
醫時應告知旅遊史

 使用防疫旅館公用休閒設施應
與其他人時間錯開，結束後應
通知防疫旅館管理人員進行消
毒

 專人負責接送及全程陪同，以
落實各項防護措施

 記錄每日活動及接觸人員，不
可接觸不特定人士，且應全程
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每日回復雙
向簡訊回報健康狀況

 無症狀者：可正常生活，但應避免出入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
不特定人士、或無法落實佩戴口罩之公
共場所等場域，禁止與他人從事聚餐、
聚會、公眾集會等近距離或群聚型活動；
延後非急迫需求之醫療或檢查，如需外
出應全程配戴醫用口罩；勤洗手，落實
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每日早/晚各
量體溫一次

 有發燒或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身體不適者：確實佩戴醫用口罩，主動
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
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返
家後亦應配戴口罩禁止外出，與他人交
談時應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對象4應於入境後5-7天至指定醫療院所
自費採檢

 如就醫後經醫院安排採檢，返家後於接
獲檢驗結果前，應留在住居所不可外出

 其餘應配合及注意事項請參閱衛生福利
部公告(連結)

法令
依據

§ 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
1項

§ 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

§ 傳染病防治法第36條、第70條
§ 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58條
§ 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69條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資料更新日期 2021/04/21

https://www.cdc.gov.tw/File/Get/XbSv8u0dg-k1oCFCVTIi8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XbSv8u0dg-k1oCFCVTIi8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yN5URWayHX_iw8KHS2QYg


防疫隔
離假

確定病例

通報個案

接觸病例

國外旅遊史

確定病例，應實施強制隔離期間

經醫院安排採檢，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不可外出期間
(適用對象為符合病例定義之通報個案，經評估無須住院，且非居家隔

離或居家檢疫對象；病例定義依指揮中心公布)

與確定病例接觸，應實施14日居家隔離期間

1.自109年3月19日起，入境者應實施14日居家檢疫期間
2.非因公出國者，不予支薪

防疫，假怎麼請？

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公務人員差勤管理因應措施如下▼

110.5.5

公假

照顧受隔離、
檢疫家屬

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檢疫者
(適用對象詳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

上班、
居家辦公、
請自己的假

解除隔離/檢疫
自109年4月7日起，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因公且經評估無法以居家辦公方式處理公務者，得核給不
計入日數病假)通報個案

經檢驗陰性者（上開措施由機關視
實際情況擇一運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依疫情發展狀況隨時調整追蹤管理
機制，請注意依最新規定調整辦理

防疫照
顧假 因學校停課有

照顧子女需求

1.有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

高中職、五專一、二、三年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
障礙證明之子女需求者

2.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

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停課者，或自主替幼兒請
假者，而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3.不給薪

（亦得以事假【家
庭照顧假】、休假或
補休辦理）

防疫，假怎麼請？

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公務人員差勤管理因應措施如下▼

110.5.5

疫苗接
種假

自接種之日起
至接種次日24

時止

1.自110年5月5日起前往接種、接種後不良反應情形，

均可申請
2.接種完畢，檢具「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即可

3.不給薪
（亦得以事假、病
假、休假或補休辦理）



集中隔離
集中檢疫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防疫

隔離假
109年1月15日至
110年6月30日止

與確定病例接觸者

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集中隔離、
集中檢疫者

具國外旅遊史者（自109年3月19日起入境者）
(109年3月19日起非因公出國者，不予支薪)

公假

1.解除隔離/檢疫條件者
2.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檢驗結果確認後，實
施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不列入學年度病假日數)

自主
健康管理

家庭成員須親自照顧者
(每學年准給7日，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照顧
家庭成員

家庭
照顧假

1.學校符合疫情停課標準時，家長於該停課期
間有親自照顧12歲以下學童、就讀國高中或
專一至專三身障子女之需求者
2.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等教育機構，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
停課者請假而有親自照顧之需求者
3.家長自主替幼兒請假者
(家長其中1人得申請，各校不得拒絕，不予支薪)

因疫情停課
需照顧學童

防疫
照顧假

備註：
1.私立學校教師由各校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教師請假規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2月27日肺中指字第
1090030116號函及本部109年3月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31443號函辦理。
2.學校適用本表時，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佈之武漢肺炎「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所定介入措施、方式，以及本部、人事總處及
勞動部配合疫情所為之規範隨時調整。

教育部人事處關心您 110.5.5

「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說明

病假

強制隔離

採檢期間

確定病例者

通報個案者
（經醫院安排採檢，接獲通知檢驗結果前不可外出期間）

照顧受隔離
、檢疫家屬

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檢疫者而請
假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
防疫補償辦法」§2辦理)

1.自110年5月5日起前往接種、接種
後有不良反應情形，均可申請

2.接種完畢，檢具「COVID-19疫苗
接種紀錄卡」即可
(各校不得拒絕，不予支薪)

自接種之日
起至接種次
日24時止

疫苗
接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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