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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防疫安全計劃

1. 個人工作場所是否備有防疫安全計劃？
防疫安全計劃列出應採取的健康安全行動。根據維州政府防疫令，防疫安全計劃屬於職業健康與安全的重要部分，並且
必須制定。
凡於維州設有場地營運的工作場所*，必須於各場所設有防疫安全計劃，並因應獲授權人士（Authorised Officer，簡稱
「AO」）的要求向其出示。各工作場所必須備有該計劃的副本。
該計劃闡述了如何保障員工、成員、客戶及社群的安全，亦有助應對工作場所出現的新冠病例。
* 本文件所載的工作場所適用於所有企業（例如零售商戶、餐廳及寫字樓等）及其他機構（例如童軍團體、運動團體、社

區團等）。

2. 工作場所是否達到防疫安全的標準？
工作場所必須：

 – 對於工作場所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健康與安全問題，將相關管理方法紀錄於防疫安全計劃，當中包括：
• 何類口罩佩戴或個人防護裝備（PPE）的要求適用於工作場所；
• 對於工作場所引入新冠病毒的問題，會採取哪些行動減少風險，相關行動可能包括實施非強制性質的防疫安全建

議，例如通風設備、疫苗注射、社交距離，或工作場所氣泡規定／緩衝方案等；
• 員工感染新冠病毒或其新冠檢測呈陽性的管理流程；

 – 如有必要，查看員工疫苗的接種狀態時將之紀錄；以及

 – 遵循工作場所的其他規定。

維州政府防疫令所適用的工作場所防疫安全規定載於 coronavirus.vic.gov.au/how‑we‑work‑current‑restrictions 
網站。

3. 對於工作場所出現新冠病毒的問題，還能採取哪些措施減低風險？
可套用下述措施，以減低工作場所新冠病毒的散播風險：

 – 如有需要，卻難以保持社交距離時，則鼓勵員工佩戴口罩，確保口罩足以遮蓋鼻、口部和下巴，並緊貼面部
 – 實施環境衛生程序，例如清潔／消毒，提供消毒搓手液等
 – 改善空氣流通，減少空氣環流。

4. 員工是否知道工作場所實施的防疫安全計劃？
員工必須遵循防疫安全計劃，因此應該明白相關規定。要求員工和健康與安全代表參與提出意見，提供培訓。確保員工
能夠輕易獲得計劃副本。如此行得以實踐該計劃，並因應情況的改變更新規定。

經維州政府授權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2

http://coronavirus.vic.gov.au/how-we-work-current-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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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授權人士能否要求獲得防疫安全計劃？
維州政府及代理機構的獲授權人士，包括委任為職業與安全監督人員的獲授權人士，皆能夠要求確認各工作場所備有
防疫安全計劃，並相應實施所有規定。如獲授權人士命令，則必須修改防疫安全計劃的規定。如違反規定，則可能會導
致法律訴訟及罰款。

6. 如何幫助各人正確行事？
工作場所適用的標誌、海報及範本載於 coronavirus.vic.gov.au/signs‑posters‑and‑templates 網站。
防疫安全計劃的其他語言範本載於 
coronavirus.vic.gov.au/covidsafe‑plan#covidsafe‑plan‑in‑languages‑other‑than‑english 網站。
此外，請致電 13 22 15 聯絡維州企業熱線服務（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索取翻譯版本資訊。
公眾可獲取協助及支援服務。如果對任何評估結果有所顧慮，例如無法解決的問題、無法實踐的改善方案，則應聯絡當
地公共衛生部門（LPHU）。
如果因接觸病毒或疫情爆發方面需要協助，亦能夠聯絡當地公共衛生部門：

 – Albury Wodonga：phu@awh.org.au

 – Grampians：phu@bhs.org.au

 – Barwon：phu@barwonhealth.org.au

 – Loddon Mallee：phu@bendigohealth.org.au

 – Goulburn Valley：phu@gvhealth.org.au

 – Gippsland：phu@lrh.com.au

 – 東南部：SEPHU.TRACE@monashhealth.org

 – 西部：wphu@wh.org.au

 – 東北部：NEPHU@austin.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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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員工和客戶安全的方法

機構名稱 .........................................................................................................................................................................................................................................

營業名稱 .........................................................................................................
澳洲商業編號（ABN）／ 
澳洲公司註冊號碼（ACN） ..................................................................

聯絡人士 ......................................................................................................... 聯絡電話 .........................................................................................................

地址 ...................................................................................................................................................................................................................................................

複核日期 ......................................................................................................... 下一次複核 ....................................................................................................

根據防疫令，僱主確認明白應負之責任和義務：

姓名 ................................................................................................................... 簽署 ...................................................................................................................

職位名稱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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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工作場所出現新冠病例的管理方式
規定 行動（增設回應）

一旦發現身上出現新冠病症時，員工必須接受檢
測，並禁止工作。
新 冠 病 毒 檢 測 呈 陽 性 並 於 感 染 期 間 曾 經 身
處 所 屬 工 作 場 所 的 員 工，則 必 須 遵 循 載 於 
coronavirus.vic.gov.au/checklist‑cases 網
站的建議。
如果留意工作場所出現新冠病例，則必須遵循載
於 coronavirus.vic.gov.au/case‑workplace 
網站的政府建議。
如就上列措施需要幫助，請致電 1300 651 160 聯
絡衛生部。

一旦員工身上出現新冠病症，是否
知道應接受檢測及隔離？

員工是否知道應確認工作場所的
接觸者？

如果工作場所有員工出現新冠病
症或新冠確診病例，甚麼人士會
知會其他員工？

甚麼人士會知會健康與安全代表？

甚麼人士會記錄所採取的行動？

自己是否知道何時應向衛生部匯
報工作場所病例？甚麼人士會知
會衛生部？

如果自己或員工須要隔離，工作場
所會採取甚麼行動？

提議 行動（增設回應）

如情況可行，請考慮實施輪班工作制，並將員工
分為不同組別（工作場所氣泡／緩沖方案）。
換班期間避免同一組員工同時出現。

曾否實施輪班工作制，並將員工分
為不同組別？

換班期間是否有同一組員工同時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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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考慮接種疫苗如何能夠保障工作場所安全
規定

部分工作場所的員工必須接種疫苗，才能夠於住所外或特定設施工作（例如醫療護理設施），除非屬於例外情況。如果疫苗接種要求
適用於員工或工作場所，則應查看及記錄疫苗接種證明或有效的醫療豁免證明。
請瀏覽 coronavirus.vic.gov.au/worker‑vaccination‑requirements 網站了解最新消息及建議。

提議 行動（增設回應）

請考慮實施疫苗接種政策能否繼續確保員工安
全，以免患上重症。

是否設有規定或政策，以查看及記錄員工的疫苗接種狀態？如有：

甚麼人士會檢查員工的疫苗接種
狀態？

紀錄疫苗接種狀態的管理方式會
如何？

如果工作場所遍布多個地點，會如
何管理相關紀錄，應套用集中管理
的方式，還是各個地點處理？

如有需要，佩戴口罩或穿戴個人防護裝備（PPE），以減少新冠病毒的散播風險
規定 行動（增設回應）

確保員工一律遵循現有的口罩佩戴規定。
請瀏覽 coronavirus.vic.gov.au/
face‑masks‑when‑wear‑face‑mask 
網站了解最新資訊和建議。
於易受病毒感染或高風險場所，建議穿戴個人防
護裝備（PPE）。

員工是否知道工作場所的口罩佩
戴規定？

甚麼人士會確保員工知道如何正
確佩戴口罩及何時須佩戴口罩？

如有需要，甚麼人士會向員工提
供口罩？

提議

如須佩戴口罩，最長應佩戴四小時，隨後應更換新口罩。
必須使用 N95／P2 口罩的員工，如情況可行，則應執行試戴檢查，並根據相關程序與另一名獲取呼吸防護口罩的員工試戴。每次佩
戴該類口罩時，員工亦應知道如何執行試戴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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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室內空氣質量
提議 行動（增設回應）

室內空氣質量的改善有助減低工作場所新冠病毒
的散播。
可採取下列措施改善空氣質量：

 – 打開窗戶
 – 打開走廊的門
 – 調較冷暖氣通風設備（HVAC）系統或冷氣機

設定，從而提升戶外空氣比例。

欲了解如何改善工作 場所的通 風系統，請 瀏覽
coronavirus.vic.gov.au/ventilation網站。

能否打開門及／或窗戶？

能否開吊扇、掛牆式冷氣機，以改
善空氣流通？

有否定其維修檢查冷暖氣通風設
備系統，包括將過濾器升級？

能否使用便攜式過濾器，從而增
加潔淨空氣，並減少病毒顆粒的
濃度？

如目前在使用空氣清新機，有否
定期維修檢查，且是否備有使用
指南政策？

請確保瀏覽CORONAVIRUS.vic.gov.au網站查看最新指引。

根據私隱政策，任何個人資料會以保密方式處理，並僅會用於所述之目的。欲知本部門的私隱政策詳情，請電函  
info@business.vic.gov.au 或致電 13 22 15 聯絡維州企業熱線服務（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

如需防疫安全計劃方面之協助，請：

瀏覽 CORONAVIRUS.vic.gov.au/covidsafe‑plan 網站

致電 13 22 15 聯絡維州企業熱線服務（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可提供傳譯服務。

http://coronavirus.vic.gov.au/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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