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持續營運作法
壹、 目的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仍有零星本土個案發生，尤其
以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非常強，傳播途徑以直接接觸帶有病
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呼吸道症狀
為主，可能無症狀或出現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等一
般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另外也有少部分會出現較嚴重的呼吸道
疾病，如肺炎等，嚴重的造成死亡。
本處為因應疫情發展，及為防範園區企業員工染疫，將造
成部分或全部業務停擺或中斷，進而影響廠商營運或服務，故
擬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營運作法，儘將染疫影
響降至最低。
貳、 風險與衝擊評估
COVID-19 是全新傳染病，相關病毒演變仍持續中，尤其社
區仍有隱形傳播鏈存在，雖最近確診數維持零星個案，感染風
險仍在。
一、 零星社區感染階段
有旅遊史或接觸史之員工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員工被隔
離、員工家屬被隔離、同事被隔離等導致人力不足。
二、 疫情出現持續性或廣泛性社區傳播階段
出現疑似案例、員工因確診而無法上班，其他人員必須隔離
或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無法正常上班出勤，甚至可能因群聚感
染，使得大量同事因家屬確診需被隔離，導致人力受限嚴重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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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防疫作為
為防止疫情擴散致員工染疫、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
管理造成人力短缺，影響公司(事業)或工廠正常營運，事業須
依其性質，一定規模事業由相當層級人員擔任防疫長工作，負
責事業防疫工作，並由適當人員擔任防疫專責人員(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護理人員及人資管理人員擔任)，組成防疫專責小組，
訂定防疫措施計畫，以監督、執行、監測及宣導事業防疫作為，
避免管理不當造成防疫破口，進而使員工染疫，影響事業正常
營運。
倘事業員工有人確診新冠肺炎，防疫長及防疫專責人員，
應立即掌握確診者資料，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其他可能接觸
者、同棟或同樓層者或曾到確診者相同活動足跡者之資料、人
數，立即提供給衛生主管機關人員。
一、 防疫專責小組工作事項
1. 平時掌握員工(含外包、駐點等人員)健康監測及動態，包括
其工作場域及環境；訪客之進/出入管制及實聯制。
2. 通報：出現疑似或確診個案時，如內部篩檢、員工主動告知
等，請務必即時主動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
3. 當出現確診者時，在衛生主管機關疫調人員尚未抵達前的即
時處理：掌握的員工活動情況，立即建立接觸者名單。若為
上班時間，請可能有接觸的人員，暫不移動，亦勿離開工作
場域，等待疫調人員抵達後進行匡列及安排採檢等事宜；若
為下班時間，無須召回接觸者，請等待疫調人員抵達後再決
定匡列對象及通知安排採檢等事宜。
4. 健康監測：平時除對員工進行健康監測外，出現確診個案，
請防疫專責小組負責追蹤及監測第一次採檢為陰性者或受
匡列為自主健康監測者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症狀等異常情
形，須主動向衛生主管機關回報。
5. 防疫工作泡泡：確診者密切接觸者被衛生主管機關匡列隔離
於防疫旅館限制外出，其餘與接觸者同層(或不同層)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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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被衛生主管機關匡列居家檢疫者，該人員可能列為防疫
工作泡泡人員，防疫專責小組需掌握該名冊資料，並配合衛
生主管機關指示快篩或 PCR 檢測。
表一、防疫專責小組及新聞公關人員權責
成員

工作內容

防疫長

指揮、統籌相關防疫工作

新聞公關人員

員工(含包商、駐點及洽公人員)有疫情

人事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
(或醫護)人員

辦公場所管理
（含工廠、宿
舍、公共區
域）

發生時，新聞處理及發布。
1. 制訂防疫期間差勤管理（包含高風險
人員自主管理及通報、差旅管理、給
假（防疫照顧假、防疫假）
2. 配合各級防疫需求，規劃員工分區用
餐等應變規劃及管理措施。
3. 規劃防疫分組與辦公室分區辦公及
人員動線分流管制機制。
4. 建立各單位人員姓名、電話、及身分
證字號及家屬基本資料。
5. 確認員工染疫後，應於1小時內提供
衛生單位名冊。
1. 個人衛生與自我防護含口罩正確之
使用、病例通報等提供適當之教育訓
練與防疫宣導。
2. 協助進行相關防疫資源之購置工作。
3. 確診案例通報工作。
4. 員工後續快篩或PCR檢測行政協助工
作。
1. 制定與實施廠區各級防疫消毒與緊
急消毒作業程序。
2. 保全協助來賓訪客與承攬商入廠（企
業）管制事宜。
3. 配合各級防疫需求，規劃公共場域管
理措施。

二、 零星社區感染階段
於社區有感染案例時，事業仍有感染風險，因此須依據衛生
主管機關防疫建議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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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廠、辦公室出入口，落實各類出入人員實聯制登記，並留
存資料，不同辦公室的互動及接觸亦應落實登記，以利衛生
主管機關進行疫情調查時匡列人員或作為防疫訊息通知對
象。
(2) 入口明顯處張貼訪客規定，並備妥酒精性乾洗手液等供使
用，訪客進入辦公區域前之體溫量測，如有發燒或急性呼吸
道症狀相關風險，應婉拒進入，並協助提供就醫資訊。
(3) 主動鼓勵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症狀的員工在家休息。
(4) 掌握確診者足跡，倘有園區活動史應告知員工，避免染疫。
(5) 調整員工彈性上下班時間。
三、 疫情出現持續性或廣泛性社區傳播階段
1. 防疫建議
(1) 工廠、辦公室出入口，落實各類出入人員實聯制登記，並留
存資料，不同辦公室的互動及接觸亦應落實登記，以利衛生
主管機關進行疫情調查時匡列相關人員或作為防疫訊息通
知對象。
(2) 入口明顯處張貼訪客規定，並備妥酒精性乾洗手液等供使
用，訪客進入辦公區域前之體溫量測，如有發燒或急性呼吸
道症狀相關風險，應婉拒進入，並協助提供相關就醫資訊。
(3) 落實生病在家休息。要求員工確實遵守咳嗽禮節並保持手部
衛生。
(4) 若在上班期間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
因腹瀉、類流感等疑似 COVID-19 症狀，或最近 14 天曾接觸
或疑似接觸確診者應主動向主管及防疫專責人員報告，戴好
口罩並予安置於獨立空間或與其他員工保持距離之場所，並
協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或採檢。
(5) 應取消或延期與工作相關的大型集/會議或活動或其他替代
方案，員工儘量勿參加大型集會活動，會議、員工招募或其
他活動以視訊方式辦理。
(6) 掌握確診者足跡，倘有園區活動史應通知員工知悉，避免染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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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員工上班彈性措施。
(8) 必要時啟動廠區分艙、分流、分區、分製程管理措施，避免
人員交互染疫風險。
(9) 強化員工及移工宿舍人員進出管理，包含不同棟別及樓層分
流、視訊禮拜、生活補給協助、公共衛浴分區分時使用、彈
性上下班及專車接送，及不同事業居住同一宿舍應避免交
流，以避免宿舍群聚染疫。
(10) 研擬大規模員工染疫之應變計畫，以確保疫情發生時，能維
持工廠(企業)的正常營運。
(11) 第 3 劑疫苗施打率仍偏低，請研擬獎勵措施，鼓勵並提昇施
打疫苗的比率，並提供施打疫苗資訊予員工。
(12) 請提高工廠（企業）公共區域清消的頻率、員工於餐廳用餐
位置應固定，及用餐完畢由員工自主清消。
(13) 電子化方式辦理輪班交接，避免人員接觸。
2. 出現確診個案
(1) 防疫專責小組應掌握確診者之工作、範圍與時間等，並對確
診者同辦公室工作人員以及在期間各類活動足跡，可能接觸
的相關人員，進行造冊並向該類人員宣導，請其確實配合進
行疫情調查，立即就現有已知之資訊，配合提供衛生主管機
關，以加速執行疫情調查與防治作為。
(2) 匡列接觸者之人員，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主
管機關之規定，進行居家隔離、採檢及相關防疫措施。
(3) 與確診個案同一工廠(辦公場所)共同活動範圍的其他非屬
居家隔離員工，造冊列管加強健康監測，必要時依衛生主管
機關指示進行篩檢等措施。
(4) 訂定分區及居家辦工作管理管理規範，進行辦公空間調整及
居家辦公，減少員工染疫風險。
(5) 進行工作場所之環境消毒。
(6) 應避免及減少園區事業間人與人接觸，避免園區事業員工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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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風險，並遵守CDC相關規定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肆、 持續營運計畫
一、 關鍵人員：
1. 各事業體或機關(構)指定相當層級以上人員擔任防疫長，防
疫長下再指定適當人員擔任防疫管理人員組成防疫專責小
組，其中，防疫專責人員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護理人員及
人資管理人員擔任，以執行監督落實各項防疫工作，並與衛
生主管機關建立聯繫管道(附件 1)。
2. 建立維持企業持續營運核心、周邊及行政人員名冊，以利人
員確診時，能立即掌握確診人員職務及影響範圍，確保核心
業務可維持基本運作。
(1) 核心人員：指不可停止生產的關鍵產線作業人員。
(2) 周邊人員：：指與不可停止生產的關鍵產線作業人員有
交接班行為、餐廳、休息室、廁所等時間或空間上連結的
其他作業人員。
(3) 其他或行政人員：一般行政、業務人員，以及與不可停止
生產的關鍵產線作業人員沒有時間或空間上連結的人
員。
3. 人員規範：核心人員應避免與不同班別、製程人員或其他人
員接觸；具有獨立或固定使用空間、設施；疫情期間，下班
後生活行為宜受保護與規範。
二、 演練及通報
1. 辦理演練：設定員工確診情境演練，如名冊提供衛生主管機
關時效性、工作場所清消、員工健康管理、部分員工無法上
班時重要任務調整、辦公空間規劃演練，並依據演練缺失調
整應變作為或計畫內容。
2. 確診通報：不幸有確診個案，防疫長及防疫專責小組立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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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業運作及應變機制，將其他員工染疫風險降低，核心製
程仍持續營運，不至於造成全廠(事業)停工風險。
3. 溝通及聯繫：員工確診時立即提供相關確診資訊及接觸者資
訊予衛生主管機關，並配合疫調及相關防疫作為。
三、 持續營運：
1. 提供名冊：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於 1 小時內提供名冊，事業應
變效能越迅速，衛生主管機關越能有效掌握狀況，有利於立
即將確診者之密切接觸者送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隔離。
2. 工作泡泡：應依據衛生主管機關指示，非密切接觸者以居住
防疫旅館隔離及團進團出方式工作，以維持關鍵基礎設施持
續營運。
3. 肺炎篩測：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指示，居家隔離及檢疫措施期
滿後之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務必配合 PCR 檢驗或快篩並以簡
訊回報結果。
四、 精進作法：
1. 疫苗施打：建議核心人員及周邊人員應施打第三劑疫苗，其
餘人員儘速施打第三劑。
2. 防疫計畫：事業研擬之新冠肺炎防疫措施計畫應視疫情狀況
及衛生主管機關要求滾動調整並落實執行。
附件一：各縣市衛生單位聯絡電話
機關名稱

總機

防疫專線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7-7134000

07-7230250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04-25265394

04-25150511(科長)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08-7370002

附件二：醫院名冊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 1 段
199 號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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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醫院
隔離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
合醫院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
愛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
中慈濟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
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
新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
李綜合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
合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
院
健仁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2 號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 1 段
110 號
臺中市平等街 139 號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4
段 966 號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 8
段 699 號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 段
348 號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483
號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66、88 號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台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臺中市大甲區平安里八德
街2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指定應變
醫院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 號 隔離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 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山明
路 482 號 B1-10 樓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
路1號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 136
號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高雄巿鼓山區中華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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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庚紀念醫院
號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270
號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
院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
督教醫院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
院
國仁醫院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 1 段
210 號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 123
號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 139
號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122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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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應變
醫院
隔離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