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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決策樹適用於一般公共和非醫療照護場所，如學校和托兒所。

決策樹

1

待在家中

• 請考慮在症狀開始後至少 
5 天內每 24-48 小時重新
檢測一次。4

• 如果符合以下情況，恢復
正常活動： 
	» 您（在未服用藥物的情
況下）過去 24 小時內	
未發熱
以及
	» 您的症狀已有所改善

待在家中

如果符合以下情況，恢復正
常活動：
• 您（在未服用藥物的情	
況下）過去 24 小時內	
未發熱
以及

• 您的症狀已有所改善

否

居家隔離

如果符合以下情況，您可以在首次出現症狀 5 天後
結束隔離：
• 您（在未服用藥物的情況下）過去 24 小時內未	
發熱 
以及

• 您的症狀已有所改善 

通知曾與您接觸過的人員2並讓他們參考決策樹 2。 

在恢復正常活動的第 6–10 天期間：
• 在家中以及公共場所與其他人待在一起時，佩戴	
口罩3

• 避免接觸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醫療場所和其他高
風險環境

• 參閱如果您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呈陽性該怎 
麼辦以瞭解更多資訊，例如：
»	 在特定群聚環境中應該做些什麼
»	 如何使用抗原檢測來確定何時解除隔離和摘除
口罩

您是否接觸過 
COVID-19？2

您未接受
檢測 

1 如果此人未滿 2 歲且只有此種症狀，則不需要進行檢測和隔離。如果孩子的症狀惡化或已持續超過 5 天，請聯絡醫療服務提供者。
2 接觸過 COVID-19：是指在 COVID-19 陽性患者處於傳染期的 24 小時內，某人曾與該病例患者在 6 英尺（2 米）範圍內接觸時長超過 

15 分鐘。在某些情況下，密切接觸者的定義可能會有所不同。
3 如果您無法佩戴合適的口罩，則您應該完成 10 天的居家隔離。
4 參閱公眾自我檢測指南以瞭解有關如果您檢測結果為陰性，使用重複檢測的更多資訊。如果您在分子實驗室檢測（例如：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聚合酶鏈反應）檢測）中檢測結果為陰性，您無須進行重複檢測。

您的 COVID-19 檢測結
果呈陰性或從醫療服
務提供者處接受了不同

的診斷

您的 
COVID-19 檢
測結果呈陰性

您從醫療服
務提供者處
接受了不同
的診斷

您的 COVID-19 檢
測結果呈陽性 

如果您出現一種或多種以下新增、變化或加重症狀：

 ❑ 發燒	(≥100.4°F (38°C))	或發冷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
	❑ 肌肉或身體疼痛
	❑ 味覺或嗅覺喪失
	❑ 鼻塞或流鼻涕1

待在家中並接受 COVID-19 檢測，或者去看醫療服務提供者

	❑ 噁心、嘔吐或腹瀉
	❑ 頭痛
	❑ 疲勞
	❑ 喉嚨痛
	❑ 咳嗽

如果您出現 COVID-19  
症狀，該怎麼辦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SickExposed-ZH-Tr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SickExposed-ZH-Tr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1/420360-SARSCoV2SelfTesting-ChineseTraditional.pdf


如果您接觸過 COVID-19， 
該怎麼辦  

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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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檢測和採取預防措施

•	 考慮在您首次檢測後的 24–48 小時內
重新接受檢測，5

以及
•	 在最後一次接觸後 10 天內：
	» 當您在室內與其他人待在一起時，請
佩戴口罩 
	» 請勿前往您無法佩戴口罩的場所
	» 監控症狀 
	» 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人群
參閱若您可能接觸到 COVID-19 患者，

該怎麼辦以瞭解更多資訊。

待在家中

•	 請考慮在症狀開始後至少 5 天內每 
24-48 小時重新檢測一次。5

•	 如果您在生病期間或在最後一次接觸
後 10 天內（以較長者為準）必須與其他
人待在一起，您應佩戴口罩。

•	 如果符合以下情況，恢復正常活動： 
»	 您（在未服用藥物的情況下）過去 

24 小時內未發熱
以及

»	 您的症狀已有所改善
參閱若您可能接觸到 COVID-19 
患者，該怎麼辦以瞭解更多資訊。

如果您接觸過 COVID-191，您是否出現症狀？

是

1 接觸過 COVID-19：是指在 COVID-19 陽性患者處於傳染期的 24 小時內，某人曾與該病例患者在  
6 英尺（2 米）範圍內接觸時長超過 15 分鐘。在某些情況下，密切接觸者的定義可能會有所不同。

2 如果您在過去 90 天內檢測出 COVID-19 呈陽性，且出現了相關症狀，請使用抗原檢測（而非 PCR 檢測）。
3 如果您在過去 30 天內檢測出 COVID-19 呈陽性，並已康復且沒有症狀，不建議您再次接受 COVID-19  
檢測。但是，在您最後一次接觸後的 10 天內，與其他人待在一起時應佩戴合適且優質的口罩、切勿前往您
無法佩戴口罩的場所、監控症狀，以及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人群。 

4 如果您在過去 30–90 天內檢測出陽性，請使用抗原檢測（而非 PCR 檢測）。
5 參閱公眾自我檢測指南以瞭解有關如果您檢測結果為陰性，使用重複檢測的更多資訊。如果您在分子實驗
室檢測（例如：PCR）中檢測結果為陰性，您無須進行重複檢測。

否

在您接觸 COVID-19 後 3–5 天內進行檢測3、4

請參閱決策樹 1 
以及 

如果您的 COVID-19 檢測結
果呈陽性該怎麼辦

您的 COVID-19 檢測
結果呈陰性

您的 COVID-19 檢測
結果呈陰性

您的 COVID-19 檢測
結果呈陽性

本決策樹適用於一般公共和非醫療照護場所，如學校和托兒所。

待在家中並立即接受 COVID-19 檢測2

如需獲取本文件的其他格式，請致電 1-800-525-0127。聽障或
聽不清的客戶，請致電 711 (Washington Relay) 或寄電子郵件至 

civil.rights@doh.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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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Tra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Tra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Tra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Tra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1/420360-SARSCoV2SelfTesting-ChineseTraditional.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SickExposed-ZH-Tr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SickExposed-ZH-Tr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