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關懷中心關懷協助事項分工表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資料顯示，全國確診人數持續攀升，惟中重症比率低，多以 

輕症為主，為發揮友善公務職場精神，即時關懷並協助確診同仁，本校成立員工關懷中心(任務編

組)，瞭解確診同仁的需求，提供生活面、醫療照護面及其他個人權益面（如請假）之必要協助，

分工事項如下表，並作滾動式調整。 

人員/單位 事  項 

關懷中心 併中科大 COVID-19防疫小組，處理本表關懷事項。 

防疫長 

(校長) 
統籌並協調員工關懷中心相關事宜。 

各單位 

（確診同

仁所屬單

位） 

◆ 設置單一關懷窗口(防疫委員-各處主任，協調調度人力)： 

➢ 關懷確診員工身心、生活狀況(電話、通訊軟體等) 

1.協助提供確診同仁生活所需： 

 (1)詢問生活合理必要範圍所需物品（例如常備藥等），協助代購與配送。 (2)

關懷日常狀況，如屬獨居者： 

A.無法自理三餐者（如無法使用外送平台等），協助點餐外送至住處(自 

費)。 

B.協助通知確診者家屬，必要時聯繫地方警消單位協助。 

2.協助轉達人事單位防疫資訊及請假等相關事宜。 

人事室 

1. 建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專區】，提供彙整自指揮中心網站

相關資料(如附件1) 

(1)最新隔離、防疫、通報及在地 PCR 篩檢站點資訊。 

(2)相關防疫 APP 或網站操作流程圖(如「COVID-19  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

統」、社交距離、健保快易通、健康益友等)。 

(3)確診後醫療照護資訊(藥物資訊、在地診所)。 

(4)機關同仁染疫後常見相關問題(如附件2)。 

2.提供差勤相關規定（居隔幾日、隔離日期計算、假別、是否支薪）。 

3.提供確診名單予防疫長，並隨時更新。 

環安中心 

1.整備防疫相關常備用品，如快篩試劑等。 

2.提供同仁常需協助物品之商家資訊（如口罩、消毒清潔用品等）。 

3.適時清消共用辦公場所。 

 

 

 

 

 

 



 

 
 

防疫資訊連結 相關網站 

⚫ 防疫政策宣導資料 

 

⚫ 鼓勵下載防疫APP(社交距離、健保快易通、健康益友) 

 

⚫ 隔離資訊 

 

⚫ PCR 站點資訊 

 

⚫ 通報資訊 

 

⚫ 藥物資訊 

 

⚫ 就醫門診資訊 

 

 

 

 

 

 

 

 

 

 

 

 

 

 

 

 

 

 

 

 

附件 1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AuFztf_j5e4MaYz-sjteN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AuFztf_j5e4MaYz-sjteN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AuFztf_j5e4MaYz-sjteN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R8bAd_yiVi22CIr73qM2yw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98F22C99E092DC9A&topn=CA428784F9ED78C9
https://eucare.t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mijiK5x3xOJpffIreCwBHg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mijiK5x3xOJpffIreCwBHg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jpGGO6U5TSP5S2WE4C_P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jpGGO6U5TSP5S2WE4C_P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9wonLmQrvAdSAx55Ec7aW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RseL-eiUxo_EaUnzCz11gQ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2A354A7FE458762&topn=787128DAD5F71B1A


 
 
 

機關同仁染疫後常見相關問題 
 

題目 內容 

Q1、我快篩陽性怎

麼辦？ 

(一) 自 111 年 5 月 26 日起，您可選擇透過「視訊診療」或 

「前往社區篩檢站、醫療院所由醫師確認快篩結果」進

行評估，即可研判為確定病例。詳細事項可參見連結。 

(二) 如需外出時請佩戴口罩，請勿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可自行

開車、騎車、步行或家人親友接送（雙方全程佩戴口

罩)，將陽性快篩試劑以密封包裝，請遵循院所規劃就

醫動線與流程，並於報到時主動告知院所抗原快篩檢

測結果。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COVID-19 快篩陽性結果視訊或 

現場評估門診服務院所、確認檢驗結果及診療方式、使用家

用抗原快篩檢測陽性者就醫注意事項、居家隔離、自主防

疫及居家檢疫者採視訊診療、經快篩陽性證明申請流 

程及樣張 

Q2、我可以到哪裡

進行採檢？  

檢驗結果及

證明如何取

得？ 

(一) 採檢地點：可至 COVID-19 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查

詢預約進行 PCR 採檢。 

(二) 結果及證明：PCR 檢驗結果可至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健康存摺查詢；檢驗證明則可至數位新冠病毒健康

證明網站申辦。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那些情況需要 PCR 採檢?、COVID- 

19 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 

Q3、我已確診要如

何 主 動 通

報？ 

(一) 手機簡訊通報：您將會收到自主疫調回報系統發送的

簡訊通知（門號為 0911514588），請點選簡訊內回報

連結網址，前往填列資料。 

(二)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至 APP 登入「健康存摺」

後，於「COVID-19 疫苗接種/病毒檢測結果」功能的 

「明細」頁籤，查看「PCR 檢測結果」時，若是陽性個 

案，可直接點選「COVID-19 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統」 

附件 2 

https://www.cdc.gov.tw/covid19help.html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ugPcFc7gP17OnKODn3KjN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ugPcFc7gP17OnKODn3KjNQ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定義.jpg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使用家用抗原快篩檢測陽性者就醫注意事項.jpg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使用家用抗原快篩檢測陽性者就醫注意事項.jpg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使用家用抗原快篩檢測陽性者就醫注意事項.jpg
https://www.cdc.gov.tw/File/Get/nYWCC7Q1mvYn7lp9paCPlw
https://www.cdc.gov.tw/File/Get/nYWCC7Q1mvYn7lp9paCPlw
https://www.cdc.gov.tw/File/Get/nYWCC7Q1mvYn7lp9paCPlw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圖卡】經確認快篩陽性證明、接觸者隔離證明申請流程.jpg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圖卡】經確認快篩陽性證明、接觸者隔離證明申請流程.jpg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快篩隔離證明樣張.jpg
https://antiflu.cdc.gov.tw/ExaminationCounter
https://dvc.mohw.gov.tw/vapa/apply/Index.init.ctr?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s://dvc.mohw.gov.tw/vapa/apply/Index.init.ctr?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s://dvc.mohw.gov.tw/vapa/apply/Index.init.ctr?openExternalBrowser=1
https://www.cdc.gov.tw/assets/Covid19/images/PCR採檢條件調整.jpg
https://antiflu.cdc.gov.tw/ExaminationCounter
https://antiflu.cdc.gov.tw/ExaminationCounter


題目 內容 

 連結，前往填列資料。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 

Q4、我應該匡列誰

為密切接觸

者？ 

(一) 因應本土疫情，自 111 年 5 月 8 日起，密切接觸者匡

列調整為以「同住親友」為原則，職場接觸者採自主

應變。 

(二) 另自同年月 17 日起，針對完成 3 劑疫苗接種者，得免 

居家隔離，但需配合 7 天自主防疫，並請於填列自主

回報系統時，勾選「已完成 COVID-19 疫苗追加劑且採

自主防疫(勾選此項目將採自主防疫，不開立居家隔

離通知書)」；如未勾選者，密切接觸者將會收到居家

隔離通知書，適用 3+4 居家隔離。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Q＆A，Q41、確診個案自主回報 

疫調系統(建議點選有”New”標記之連結附檔) 

Q5、我在居家照護

期間，應該請

哪種假？ 

確定病例應實施強制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防疫，假怎麼

請 ？」 

Q6、我在居家照護

期間身體不

適，該如何看

診？ 

(一) 大部分的 COVID-19 感染者症狀輕微，休養後即可自

行康復，為了將醫療資源留給重症患者，請您先留在

家中不要離開，等候公衛人員通知。 

(二) 緊急就醫：如出現呼吸困難、喘、持續胸痛、胸悶、

意識不清、皮膚或嘴唇或指甲床發青者，請立即通知

所在地之地方政府衛生局或撥打 119 救護車就醫，並 

以 119 救護車為原則，或指示的防疫計程車、同住親

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如步行、自行駕車/騎車)等方式

為輔。 

(三) 遠距醫療： 

1、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或健保署網站，查詢所需

醫療機構，並自行撥打電話預約診療。 

2、 請以手機下載健康益友APP(24 小時諮詢)，透過此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9wonLmQrvAdSAx55Ec7aW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B5ttQxRgFUZlRFPS1dRli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9wonLmQrvAdSAx55Ec7aW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9wonLmQrvAdSAx55Ec7aWw
https://www.skyman.url.tw/COVID-19/COVID-19-9.pdf
https://www.skyman.url.tw/COVID-19/COVID-19-9.pdf
https://www.skyman.url.tw/COVID-19/COVID-19-9.pdf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1482911120B73697&topn=787128DAD5F71B1A


題目 內容 

 軟體提出醫療諮詢申請。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COVID-19 確診個案注意事項 

Q7、我在居家照護

期間要注意

什麼？ 

(一) 居家照護前準備 

1、日常用品：衣物、個人清潔用品、衛生紙等。 

2、三餐規劃：規劃飲食取得方式。 

3、醫療用品：口罩、體溫計、乾洗手液、血氧機 (如家

中有)等。 

4、電子用品：手機、電話、電腦、網路、視訊配備等。 

5、清潔用品：清潔劑、漂白水、75%酒精、抹布、垃圾袋

等。 

6、常備藥品：常用藥品、退燒、止咳、止痛等藥物。 

7、緊急聯絡資訊：同住家人以外之緊急連絡人、地方政

府關懷服務中心或衛生單位窗口等。 

(二) 居家照護環境清潔消毒 

1、浴廁清潔消毒：每日至少清消 1 次，確診者如有共用

浴廁則於每次使用後清消。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清

潔浴室及馬桶表面，並保持通風。 

2、家中清潔消毒：確診者若病況許可，應自行定時對房

間內高頻率接觸位置(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等)進

行清潔消毒，廁所衛浴至少應每日清潔消毒一次。 

(三) 其餘包括垃圾處理及衣物清洗等事項，請參見連結注

意事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 

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 

Q8 、我要如何拿

藥？ 

包括公費清冠一號、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等藥物取

得，包括可由親友至藥局或診療機構代領等方式，請參見

附件連結。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確診者親友前往醫院代看診及評 

https://www.cdc.gov.tw/File/Get/RODf7BeMb_RfgSFjuTW3p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LHbsx-4cmeXoqGpwNK3nO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LHbsx-4cmeXoqGpwNK3nOw
https://www.cdc.gov.tw/File/Get/n5-1UM2iCI-IT_w0pPCCVQ


 

題目 內容 

 估使用抗病毒藥物、公費COVID-19 治療用口服抗病毒藥 

物領用方案、公費臺灣清冠一號申請流程 

Q9、我如果是居家

照護者，何時

才可以解除

隔離？ 

(一) 檢驗陽性之確診者，距發病日或採檢日已達 7 天，無

須採檢直接解隔，並進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二) 例如：採檢日為 5 月 20 日（為 Day0），翌（21）日為

隔離第 1 日，5 月 27 日 24 時為隔離迄日，並自 5 月 

28 日 0 時 00 分起即可解除隔離。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

置及解除隔離治療條件 

Q10、我曾確診且 

已康復解除

隔離，再次

接觸確診個

案是否會被

匡列為接觸

者？ 

(一) 曾確診個案，距當次確診發病日(無症狀，以確診採檢

日計算)後 3 個月內，再次接觸到確診個案，如於暴露

後無症狀或未出現 COVID-19 相關症狀，無須匡列為

接觸者。 

(二) 曾確診個案，再次接觸到確診個案，如於暴露後出現

COVID-19 相關症狀，且經研判非其他病因所造成，則

建議進行快篩或 PCR 採檢，如檢驗為陰性，則無須匡

列為接觸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Q＆A，Q60 

 

 

https://www.cdc.gov.tw/File/Get/n5-1UM2iCI-IT_w0pPCCV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7UrQaVdMWdvd2J_l1wyehA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7UrQaVdMWdvd2J_l1wyehA
https://www.cdc.gov.tw/File/Get/zxZKQXce9nKUilHYp3UrY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np0wef4IjYh9hvbiW2Bno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np0wef4IjYh9hvbiW2Bno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np0wef4IjYh9hvbiW2BnoQ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B5ttQxRgFUZlRFPS1dRli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