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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肺炎（COVID-19）職場防疫 FAQ 
 

一、安全衛生 FAQ 
問   題 回   答 

Q1：哪些時候需要戴口

罩？ 
A1：健康民眾及一般學生無須戴口罩，上學上課仍不須戴口

罩。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以下 3 種情形「需要

戴口罩」： 
(1) 出入醫療院所，應全程配戴口罩。 
(2)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 
(3) 免疫較差者。 

     
另建議，近距離、密閉空間長時間接觸人群時「可考慮配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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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哪些事業單位之工

作者須要配戴口

罩？ 
 

A2：有感染之虞醫療院所，其所有工作者應全程配戴口罩。 

Q3：除醫療院所以外之

工作場所，勞工是

否需要配戴 N95 口

罩？ 

A3：現階段 N95 口罩優先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使用，一般事

業單位勞工使用醫用口罩或外科口罩即可。 

Q4：現階段職場防疫是

否強制所有勞工於

工作場所中皆須配

戴口罩？另雇主是

否能禁止勞工配戴

口罩？ 

A4：現無感染之虞的各行業廠場，無需強制勞工一律戴用口

罩，但如勞工自行配戴也不能禁止。 

Q5：雇主除提供口罩外，

還能採取哪些措施，

防止疫情於職場擴

大？ 

A5：雇主可強化健康管理措施，如下： 
(1) 建立體溫量測及篩檢措施。 
(2) 加強工作場所清潔、消毒及通風。 
(3) 強化職場感染預防及勞工自我防護之教育訓練。 
(4) 留意近期曾從疫區出差或旅遊返回職場之勞工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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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如何正確戴口罩？ A6：正確使用口罩才能有效防範病毒入侵，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檢查口罩有沒有破損。 
(2) 兩側鬆緊帶掛上耳朵，鼻樑片固定在鼻樑，口罩拉開到下

巴。 
(3) 輕壓鼻樑片，讓口罩與鼻樑貼緊。 
(4) 檢查口罩和臉部內外上下是否有密合。 
(5) 同一副口罩應只限同一個人重複使用，且應每天更換。 

 
 
 
 
 
 
 

Q7：依據職安署所定「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武漢肺炎）職

場安全衛生防護措

施指引」，對於高風

險場所應置備口罩，

但是現在又買不到

口罩，會不會受罰？ 

A7：現階段除醫療院所外，職安署均採輔導、宣導等措施協助

事業單位，雇主無須擔心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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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一般事業單位應如

何落實職場防疫？ 
 

A8：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除醫療院所以外，目前無感

染之虞的各行業廠場，無需強制勞工一律戴用口罩，建議雇

主應採取以下職場防疫措施： 
(1) 實施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 建立體溫量測及篩檢措施，加強勞工健康管理。 
(3) 加強工作場所各區域之清潔及保持通風，有感染之虞者應

強化地板、牆壁、器具及物品等之消毒。 
(4) 強化職場感染預防及勞工自我防護之教育訓練。 

Q9：雇主對於高風險作

業勞工之管理，應

注意哪些事項？ 

A9： 
(1) 針對醫療院所、處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檢體之醫學實驗

室等高風險事業單位，應建置緊急應變策略及程序，對進

出高風險工作場所之醫事人員、承攬商勞工及派遣勞工

(如清潔人員、傳送人員等)加強管理，置備充足且合格有

效之安全衛生防護具(如有明確暴露及感染之虞者，防護

口罩等級至少在 N95 以上)，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同時應

加強工作場所之清潔與消毒。 
(2) 針對醫療機構人員照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時，雇

主應提供適當之個人防護具（如 N95 口罩、防護面罩、防

護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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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有關移工防疫，有

哪些注意事項？ 
A10： 
(1) 移工若需出入醫療院所，包含前往醫療院所照顧被看護者

或陪伴就醫，雇主應提供口罩供移工使用，並提醒移工全

程佩戴及每天更換，口罩如有破損或弄髒應立即更換。 
(2) 移工外出至人多或密閉場所時，應做好咳嗽戴口罩、肥皂

勤洗手，避免去傳統市場、醫院等人多場所及接觸野生動

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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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條件 FAQ 
問   題 回   答 

Q1：勞工可不可以拒絕

雇主指派前往疫

區提供勞務？ 

A1： 
(1) 請雇主以勞工健康安全為最優先考量，如非必要，應暫時

避免指派勞工前往中國疫區，改採視訊或電傳等方式。 
(2)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雇主有義務採取必要之預防

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違反規定經檢查

確認者，得裁罰 3 至 30 萬元。 
(3) 雇主如強行要求勞工至疫區提供勞務，致勞工有權益受損

之虞，勞工得終止勞動契約，並要求雇主給付資遣費。 
(若勞工因公前往中國疫區致感染「武漢肺炎」，雇主須依法

負起職業災害補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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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醫療院所、口罩工

廠因疫情升溫，配

合趕工生產，如何

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工時規定？ 

A2： 
(1) 各級醫療院所，以及生產口罩、消毒酒精等防疫器具用品

之工廠，除一般平日或休假日之加班規定外，適用勞動基

準法第 32 條第 4 項及第 40 條有關「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情況下的特殊加班規定。 
(2) 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4 項之特殊加班規定主要運用於

「平日」或「休息日」之加班，加班時數不受一日連同正

常工時不得超過 12 小時之限制，也不必計入每月 46 小時

上限。但加班費應按照同法第 24 條規定發給。並且，應

於延長開始後 24 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事後，應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3) 勞動基準法第 40 條規定之特殊加班規定運用於「假日」，

包括「國定假日」、「特別休假」及一例一休之「例假」。

雇主在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法定要件下，可以

停止勞工之例假或休假，要求勞工加班，不受「不得連續

工作超過 6 日」之原則性規範，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

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4) 加班時數，同樣不受一日連同正常工時不得超過 12 小時

之限制，也不必計入每月 46 小時上限。但是，雇主應於

事後 24 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適

逢過年，可於年假結束後為之）。 
 

Q3：基於防疫之必要措

施，高中以下學校

延後至 2 月 25 日

開學，勞工可以請

什麼假？ 

A3： 
(1) 勞工如有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之需求，得請「防疫照顧

假」。 
(2) 雇主應予准假，且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

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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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防疫照顧假」是

公假？還是家庭

照顧假？  

A4： 
(1) 「防疫照顧假」係為防疫應變的特別措施，並非公假性

質，雇主應配合准予符合條件者，但此一特別措施並未強

制雇主應給付薪資，希望勞雇雙方要共體時艱，共同為防

疫而努力。 
(2) 此一特別措施是因應中小學延後兩星期開學(2/25)的配

套，使有 12 歲以下子女之受僱家長有多一個請假的選

項，與各公私部門既有的相關請假規定（如：家庭照顧

假、事假、特別休假等）併行，並沒有排他或替代的關

係。 
Q5：如果雇主不給「防

疫照顧假」，如何

處理？ 

A5： 
(1) 勞工配合防疫照顧需求而未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強

迫勞工以事假或扣發全勤獎金等不利之處分。勞工配合防

疫需求而未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

扣發全勤獎金等不利之處分。 
(2) 雇主如扣發全勤獎金，將依違反勞基法 22 條工資未全額

給付處罰。 
(3) 如強制勞工一定要請特別休假或事假，將依違反勞基法第

38 條或第 42 條規定處罰，處罰金額都是 2 萬元至 1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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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中小學都配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延後開學，只有

12 歲以下學童之

家長可以申請「防

疫照顧假」嗎？

國、高中家長可以

請什麼假？ 

A6：國、高中家長如有照顧需求，仍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或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Q7：勞工「感染武漢肺

炎」被衛生主管機

關要求隔離治療，

可以請什麼假？ 

A7： 
(1) 因職業上原因受感染者：勞工如經認定係職業上原因致感

染「武漢肺炎」，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並給付相當於原

領工資之工資補償，若勞工因此所致之死亡、失能、傷害

或疾病，雇主亦應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職業災害規定予以補

償。  
(2) 非因職業上原因受感染者：勞工如非因職業上原因感染

「武漢肺炎」，隔離治療期間得請普通傷病假、特別休假

或事假療養。 
Q8：勞工「未感染武漢

肺炎」，但因有接觸

疑慮，經衛生主管

機關經防疫單位要

求進行自主健康管

理，可以請什麼

假？ 

A8： 
(1) 勞工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自主健康管理之要求，可請普通傷

病假、事假或特別休假，或協議調整工作時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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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屬雇主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照

給工資。 

Q9：勞工之家庭成員因

病或因受自主健康

管理要求，需親自

照顧，應如何請

假？工資如何計

算？ 

A9： 
(1) 勞工除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家庭照顧假外，

亦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或與雇主協商排定特別休

假。勞工請家庭照顧假者，其請假日數與事假合併計算，

全年共計 7 日，父母雙方可分別依此規定請假。 
(2) 另勞工提出請假申請時，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

而影響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