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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卫生部密切接触者自我隔离指引

如果您被发现是COVID-19确诊患者的密切接
触者，那么您需要在家中或其他合适的居住地
点进行自我隔离。根据Public Health (COVID 
Self-Isolation) Order (No 3) 2020（《2020
年公共卫生（新冠病毒感染自我隔离）令（第3
号）》），密切接触者必须在家中自行隔离。而
且，无论有无症状，您都需要接受COVID-19
检测。

密切接触者是指接触有传染性的COVID-19
受感染者、以致可以合理地被认为已经受到
COVID-19感染的人。密切接触可以发生在很
多地方，包括在家中或其他场所。

获得授权对接触者进行追踪的人员是新州卫生
部的员工，负责调查COVID-19，识别、追踪
跟COVID-19受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

我需要在家隔离多久？ 
所有密切接触者即使目前感觉良好，也都需要
自我隔离。

您需要一直隔离，直到您最后一次见到受感染
者或去过受感染者曾去的地方之后14天为止。

相关的隔离期将由获得授权的对接触者进行跟
踪的人员以书面形式通知您（可能是以短信的
形式）。 

您必须：

• 在您的住所或其他合适的地方自行隔离，隔
离时间由获得授权对接触者进行追踪的人员
决定（不超过14天）

• 把您自行隔离的地点和联系电话通知获得授
权对接触者进行追踪的人员。

我是否需要进行COVID-19检测？
如果您是COVID-19受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尽快接受检测。

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您仍然需要保持隔
离，直到14天隔离期结束。

在结束隔离之前，我需要接受检测
吗？
如果您跟受感染者同住一家，或者被发现跟受
感染者有密切的社交接触，那么您必须在隔离
期的第10至12天再次接受检测。您必须继续自
我隔离，直到您完成14天隔离期并得到阴性检
测结果为止。 

如果您跟COVID-19受感染者不是同住一家，也
没有被发现有很高风险的密切接触，那么除非
您出现症状，否则您不需要在14天隔离期结束
之前再次接受检测。如果有疑虑，请联系Public 
Health Unit寻求建议（1300 066 055）。

详情请见Release from isolation (解除隔离)。

被发现是密切接触者之后如何回家
或去酒店
被发现是密切接触者的人，应该直接去即将进
行自我隔离的地方（家、酒店或其他住所）。
只要您感觉良好，使用私家车、公共交通、出
租车或合乘车（坐在后座）都可以。

留意症状并在症状加重时寻求帮助
即使检测结果为阴性，您以后仍然有可能生
病。因此，必须尽早发现任何感染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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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留意自己有没有任何新的症状，特别要
留意下列症状：
• 发烧(37.5°C或更高)或有发烧史(盗汗、发冷)
• 咳嗽
• 呼吸急促
• 喉咙痛
• 失去嗅觉
• 失去味觉。

已有报告的COVID-19症状还包括：疲劳、流
鼻涕、肌肉痛、关节痛、头痛、腹泻、恶心呕
吐、食欲不振等。 

如果您出现症状，应尽快寻求帮助并接受检测。 
立即告诉工作人员（在检测诊所或全科医生处） 
您是COVID-19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您有四个主要选择：

• 就近去COVID-19诊所或免停车诊所。一到
诊所，就告诉工作人员您是COVID-19患者
的密切接触者。

• 打电话跟当地的医生预约，告诉他们您是密
切接触者。

• 打电话1800 022 222给healthdirect热线，
告诉他们您是密切接触者。

• 如果您无法前往检测，您也可以通过
Histopath获得检测试剂盒，在家中自行采
集样本检测。

注意：您去看医生时一定要戴上外科口罩。您应
该直接坐私家车去看医生或去COVID-19诊所。
新州卫生部建议您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您严重不适，并且出现医疗紧急情况，那
么您应该打000。告诉救护车工作人员，您曾
是COVID-19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您仍然需要保持隔
离，直到原先的14天隔离期结束为止。

我能不能去上班或上学？能不能见
客人？
不行。居家隔离意味着您必须呆在家中或其他
住所，限制您的正常活动。

如果您住在酒店或汽车旅馆，您不应该离开您
的房间。

您不能上班、上学，不能去托儿所、大学、娱
乐设施或公共场所，也不能去购物。

在您被隔离期间，不应该让那些没有必不可少
需要的人来家中探望。

如果要去看病或者因为紧急情况（包括避免受
伤或躲避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那么您可以
离开自己的家，但您必须戴上外科口罩。 

我能不能进入花园？ 
您可以进入您的私人花园或院子，要是有私人
阳台也可以去阳台。 

将自己跟家里其他人隔开
如果您跟其他人住在一起，那么您应该尽可能
地做到以下几点:

• 跟其他人保持隔离
• 跟其他人同处一室时要戴上外科口罩
• 如有条件，分开使用厕所
• 避免在共用或公共区域活动，在这些区域走
动时要戴上外科口罩

• 不跟容易患严重疾病的人共处一室，例如老
年人、免疫力低下者、患有心、肺、肾疾病
和糖尿病的人等

• 如果您实在无法跟住在同一家庭的其他人隔
离，那么他们也应该被隔离14天（这通常适
用于儿童）。

洗手
您应该经常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双手20秒，或
者使用洗手液。以下情况您一定要洗手：

• 在进入别人使用的区域之前
• 在接触别人使用的区域之前
• 在使用洗手间之后
• 在咳嗽或打喷嚏之后
• 在戴上口罩之前和摘下口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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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佩戴口罩
您跟其他人同处一室的时候（即使他们也是隔
离的），以及去看病的时候，都应该戴上外科
面罩。 

口罩必须始终遮住鼻子和嘴巴，在戴口罩的时
候必须避免触摸口罩。

跟您同住一家的其他人
只要您能跟同住一家的其他人隔离，同住一
家的其他人就不需要进行居家隔离。不过，
如果您感染了COVID-19，那么跟您同住一家
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密切接触者，必须在您接
受检测之日起自我隔离14天。上文所述对跟
COVID-19受感染者同住一家的密切接触者的
检测建议，他们应该遵守。 

我是否需要在结束隔离之前接受检
测？
在隔离14天之后，如果您的身体状况良好，那
么在解除隔离之前您不需要进行任何测试。

如果您在隔离期间出现本文“留意症状”部分所
列举的任何症状，那么您需要接受COVID-19的
评估和检测。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您仍
然需要继续保持隔离，直到原定的14天隔离期
结束。 

详情请见Release from isolation (解除隔离)。

如果不遵守自我隔离指引，情况会
怎样？ 
不遵守指引会给家人、朋友和社区带来风险。
不遵守这些规则也是一种刑事犯罪，会受到重
罚。对个人的最高处罚是11000元或6个月的
监禁，或者两者并罚，而且违法每天还要再罚
5,500元。

给您和家人的居家隔离建议 
居家隔离可能很可怕，特别是对小孩子来说更
是如此。我们给您概括了几条建议。 

• 跟其他家人谈论COVID-19以减少焦虑。在
下列网站可以找到准确的最新信息：
NSW Health - COVID-19 (冠状病毒)。

• 用适合孩子年龄的语言安慰孩子。
• 尽量保持正常的日常生活规律。
• 如果可能的话，跟雇主商量在家工作 。
• 如果您的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封闭，那
么请孩子的学校用电邮传送课程信息和家庭
作业。

• 想一想您过去是如何应对困难的，并鼓励自
己也能应对目前这种处境。记住，隔离不会
持续太久。

• 通过电话、电邮或社交媒体跟家人朋友保持
联系。

• 在家里定期锻炼。可以选择的运动包括看锻
炼身体的DVD、跳舞、地板运动、瑜伽、在
后院散步或使用诸如固定式自行车（如果您
有的话）等家用健身器材。锻炼是舒缓压力
和抑郁的有效方法。

• 请您的家人、朋友或同住一家的其他人替您
取杂货和药品。如果无法这样做，您可以在
网上或通过电话订购杂货和药品（包括处方
药）。

更多信息和支持
在居家隔离期间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获得更多信
息和支持：

• Lifeline Australia：电话号码是13 11 14，
这项危机服务为难以应对险境或保持安全的
人随时提供短期支持。

• Kids Helpline：电话号码是1800 551800，
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为5至25岁的青少年免
费提供隐私、保密的电话和网上咨询服务。

• NSW Mental Health Line：电话号码是
1800 011 511，新州精神健康危机电话
服务。

• 访问NSW Health - COVID-19 (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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