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防疫差勤管理措施
1090326 製

一、適用法規：

(一)公教人員、聘僱人員及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行政院人事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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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疫期間之差勤管理措施：
介入

強制隔離/

措施

居家隔離/
集中隔離

對象 1.確定病例。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集中檢疫
1.具國外旅遊史者。

對象 1：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

2.疑似病例。

2.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

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

3.確定病例之接觸

受集中檢疫者。

對象 2：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

者。

案。

4.經衛生主管機關認

對象 3：3/19 前具「國際旅遊疫

定應接受集中隔離

情建議等級」第一級及第二級國

者。

家旅遊史者(依疫情指揮中心最
新公告為主)。

定義 1. 確定病例，應實施

1. 主管機關開立「旅客入境

對象 1：屬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

強制隔離期間。

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應實施

2. 醫療機構進行通報

書」，檢疫期間留在家中

14 日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後，檢驗結果確認

(或指定地點)不外出，亦

前，於醫院隔離期

不得出境或出國，不得搭

對象 2：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

間，由衛生主管機

乘大眾運輸工具，應實施

案，採檢後返家於接獲檢驗結果

關開立「居家隔離

14 日居家檢疫期間。

前，應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通知書」。
3. 確定病例之接觸

2. 台灣時間 3 月 19 日零時
起，限制所有非本國籍人

對象 3：3/19 前自「國際旅遊疫

者，衛生主管機關

士入境，事前申請核准者

情建議等級」第一級及第二級國

開立「居家隔離通

才予放行。所有入境者入

家入境的旅客，入境後 14 天

知書」，隔離期間

境後都需進行居家檢疫

內，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留在家中(或指定

14 天。

(依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國家為

地點)不外出，亦
不得出境或出國，

3. 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檢疫
通知書。

不得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應實施 14
日居家隔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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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4. 衛生主管機關開立
之隔離通知書。

公教

公假

人員

公假

假別 (確定病例、疑似病

(但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避免前

（含 例)

往地區仍前往者，屬可歸責

工友

當事人情形，不核給公假)

技工

1. 病假(不列入年度病假
日數及考績計算)
2. 對象 4：2/27 起前往「國際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一級

駕

2/25 起居家隔離者

駛）

(接觸病例)，於假別
註記「防疫隔離」

2/25 起居家檢疫者、照顧被

及第二級國家、地區(含轉

隔離檢疫者，於假別註記

機)的公教人員，除因公奉派

「防疫隔離」

前往外，若非必要，避免前
往;如仍前往者，屬可歸責當
事人情形，不核給不列入年
度病假日數及考績計算之病
假。同仁如需請假，依各類
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
事假、病假或加班補休辦
理。
3. 109 年 3 月 13 日起，非因公
奉派出國者，返國後經衛生
主管機關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對象，如需請假，依前項各
類人員請假規定以休假、事
假、病假或加班補休辦理。

勞基
法人
員假
別

屬政府強制隔離，於假別註記「防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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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

養：普通傷病假、特別休假或事
假，或協議調整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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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假別中比
照註記「防疫隔離」，仍應照給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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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停課，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一)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17849 號函及該部 109 年 2 月 24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090020215 號書函以，基於防疫需要，各機關（構）學校教職員（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受訓人員，於 109 年 2 月 11 日至 24 日期間有子女照顧需求者，除得依各
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家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外，如有照顧 12 歲以下學
童之需求，家長其中 1 人亦得選擇申請防疫照顧假，各機關（構）學校不得拒絕，且不得影響
考績（核）或為其他不利處分。申請防疫照顧假不予支薪及訓練津貼。
(二)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19286 號函以，針對防疫照顧之申請對象與期
間，說明如下：
1. 前述家長包含：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如爺爺、奶奶等)。
2. 前述子女包含：
(1)12 歲以下學童(含私立及部分公立專設幼兒園雖未延遲開學，考量防疫需求，如幼兒園
於 109 年 2 月 11 日至 24 日自主停課，或家長自主替幼兒請假者)。
(2)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之子女，有照顧需求者。
(三)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31443 號函以，高中職(含)以下學校、短期補習
班、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於符合「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 疫情停課標準」期間，家長如有照顧學童之需求，除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
假規定辦理外，可比照延後開學期間之應變措施，檢附上開學校及教育機構出具之停課證明，
向本校申請防疫照顧假。
(四)本校同仁如需申請防疫照顧假，請填具防疫照顧假申請切結書（請於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及
子女年齡或就學相關證明文件，於行政資訊網(差假表單)申請，並請檢附上述證明文件。
四、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3 月 20 日發布之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自台灣時間 3 月 21 日零時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應避免所
有非必要之出國旅遊，自國外入境者，需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
五、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41383 號函、本校 109 年 3 月 24 日海秘字第
1090005462 號書函及本校第 9 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會議紀錄討論事項之決議辦理，
本校同仁原則上暫緩出國研習、開會及旅遊等相關行程，不論平日或假日出國均應於出國日 10 日前
事先提出並專案簽准，出國假單需經校長或其授權者核准，如遇學生寒暑假，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亦應比照前開規定辦理，如未確實遵守規定、使本校知悉或有隱匿、虛偽不實之情事，應視情節輕
重予以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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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行政院 109 年 3 月 25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90029441 號函以，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整體疫情防控，109 年 3 月 19 日(含)以後非因公出國者，防疫隔離假期間不予支薪，非屬前開
情形者，於防疫隔離假期間照常支薪。
七、本措施依目前最新資訊彙整如上，並將持續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相關單位陸續更新資
訊隨時修正，爰勸導本校同仁非有迫切性，盡量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出國行程，以保護自己和家人健
康，同時減少返國後造成國內防疫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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