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經接受了 
COVID-19 
檢測。
然後呢？

Traditional Chinese



如果您的檢測結果為陰性
如果您沒有任何 COVID-19 的症狀，則您無需
繼續與家中其他人隔離，並且可以回去上
班，除非您與一名患有 COVID-19 的人是密切
接觸者。然而，重要的是，請繼續採取常規
防範措施，例如經常使用肥皂和水洗手、離
家外出時佩戴面罩、盡可能地與他人保持至
少 6 英呎的距離。如果您是 COVID-19 患者的密
切接觸者，那麼您應該在上次接觸後待在家
裡 10 天，並監測自己在這段時間以及其後四
天内是否有任何症狀。

如果您有任何 COVID-19 的症狀，即使您的檢
測結果為陰性，請在沒有服用退燒藥的情
況下不再發燒并且症狀已經開始好轉之後，
待在家中至少 24 小時。如果您的症狀日益
嚴重，或沒有得到好轉，請致電您的健康照
護提供者，討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導致您
感到生病或您是否應當再次接受 COVID-19 檢
測。如果您需要一名健康照護提供者，請致
電 844-692-4692 或 311。不論您的移民身份或
支付能力如何，我們都將提供健康照護。

如果您的檢測結果為陽性，請立即
與他人隔離
與他人保持隔離，能夠防止他人患病。採
取安全隔離措施時，請獨自待在自己的房
間，如有可能請使用單獨的洗手間。如果
您必須與他人在一起，請戴上面罩，並與他
人保持至少  6 英呎的距離。如果您無法在
家中安全隔離，請致電 844-692-4692 或造訪 

https://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test-and-trace/
take-care/ 爲您安排一間免費酒店客房。



您應當保持隔離，直至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1.  自從以下情況發生後至少已經過了 10 天。 

a. 您開始感覺生病或 
b.  自您檢測當日（如果您並未感到生病了）

2.  在沒有服用退燒藥和止疼藥（例如 Advil、	
Motrin、Tylenol 或 Aspirin）後，至少已經有 24 小
時沒有發燒。

3. 您的整體病症已經得到好轉。

如果您開始發現呼吸困難、胸口一直感到有
疼痛或壓力、意識模糊、嚴重嗜睡、嘴唇或
面部青紫，或發現任何其他緊急狀況，請致
電 911。

與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進行交流
致電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告知他們您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呈陽性。如果您是一名老年
人，或有一種基礎疾病，您的提供者可能會
給予您更多指示，告知您如何確保健康，繼
續接受您的治療。對於 COVID-19 檢測為陽性
的人，建議不要在 90 天內進行檢測。在檢測
為陽性後的 90 天內做出的快速檢測預約將
被取消。如果您出現新症狀，請諮詢您的健
康照護提供者。
如果您需要一名健康照護提供者，請致電 
844-692-4692 或 311。不論您的移民身份或支付
能力如何，我們都將提供健康照護。

準 備 接 受「 N Y C  檢 測 和 追 蹤 」
(NYC TEST & TRACE) 
如果您的  COVID- 19 檢測結果呈陽性，一名
受過訓練的「N YC 檢測和追蹤」的接觸追
蹤人將致電給您，幫助您確保安全。根據
您的電話服務運營商的不同，您電話上顯
示的來電者身份可能是「COVID」（新冠）、
「NYC Test +  Trace」（NYC 檢測和追蹤）或以
「212-540-」或「212-240-」開頭的電話號碼。



接觸追蹤人將：

•  幫助您進行安全隔離，確保您不會將 COVID-19 

傳染給他人。 

•  幫助您獲得您可能需要的任何支持，包括醫
療照護、食品或免費住宿地。

•  詢問您最近有過密切接觸、使其可能已經接觸
了 COVID-19 的其他人員的姓名和聯繫方式。

•  絕不會詢問移民身份問題。

•  給您的密切接觸者致電，告知他們可能已經
接觸過 COVID-19，且應當接受檢測。我們將對
您的姓名保密，不會透露給他人。

•  確保安全保存所有獲得的資訊。

請誠實回復接觸追蹤人提出的問題——他們
的工作是幫助您，並確保他人安全。接觸追
蹤人若無法使用電話聯繫到您，則可能會到
您家去進行訪問。他們將出示接觸追蹤人的
身份證明。請造訪 TestandTrace.NYC 瞭解更	
多資訊。

如何為這通電話做好準備
第 1 步   搞清您可能在什麼時候導致他人
接觸了 COVID-19。
請寫下這些日期，使得接觸追蹤人能夠幫助
聯繫可能已經接觸病毒的其他人員。

(a)  嘗試回憶您首次感覺生病的日期。

	 您首次感覺生病的日期。

或



 如果您沒有感覺生病，您到 COVID Express 
接受檢測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b)  現在, 寫下該日期兩天前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c)  然後，寫下您開始與其他人隔離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在 (b) 和 (c) 之間的日期（含當日）則是他人
可能接觸到 COVID-19 的這段時期。

第 2 步    請列出您曾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員
名單。
請列出在 (b) 和 (c) 所列日期（含當日）之間
您曾有過接觸的所有人員。 

這包括：
• 與您共同居住的人員

•  與您曾有過肢體或性親密接觸的人員 

•  在您家中提供服務的人員，如果在  24 小時
内，他們與您共處的時間至少為  10 分鐘，	
且與您之間保持的距離不足 6 英呎。

•  您的同事，如果在 24 小時内，他們與您共處
的時間至少為 10 分鐘，且與您之間保持的距
離不足 6 英呎。

•  其他在  2 4  小時内，與您共處的時間至少
為 10 分鐘，且與您之間保持的距離不足 6 英
呎的人員。

如果您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若您願意，您
可以立即告知這個清單上的人員他們應當
接受一次 COVID-19 檢測，並開始與他人隔
離。接觸追蹤人也將逐一聯繫這些人員，
幫助他們獲得檢測和所需照護。



COVID Express（COVID 快速化驗室）站點進行聚合
酶鏈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測試，以
檢測引起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的病毒遺
傳物質。PCR 檢測非常準確，因為即使您的身
體系統中只有少量病毒，也可以檢測出來。大
部分檢測結果都會在您到訪 COVID Express 的
當天出來。請到「MyChar t」（我的圖表）上註
冊 (epicmychart.nychhc.org/MyChart)，透過患者頁
面實時收到檢測結果。如果您無法造訪患者
頁面，一名診所工作人員將給您打電話通知
結果，或者您可以在檢測的兩到三個工作日
後到診所拿取打印的結果。

您在等待檢測結果期間應當做些
什麼
在您等待結果期間（甚至在獲取結果之
後）您應當繼續採取以下措施：

•  如果您生病了，請待在家裡 :  如果您有症
狀，請盡可能地待在家裡，避免與他人接
觸，特別是那些可能更易患上 COVID-19 重疾
的人員（包括年紀較大的人員和任何患有
某些基礎疾病的人員）。

•  保持身體距離：與非家庭成員的人員保持
至少 6 英呎的距離。

•  佩戴面罩：保護您自己和周圍的人。佩戴面
罩有助於減少 COVID-19 的傳播，特別是當您
已經生病，而並不知情時。 

•  保持良好的手部衛生習慣：請經常使用肥皂
和水清洗雙手，或在沒有肥皂和水時，使用
含酒精的消毒洗手液；定期清潔頻繁觸摸的
表面；避免在未洗手時碰觸面部，且在咳嗽
或打噴嚏時使用袖子而不是雙手遮掩。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在您準備與一名
接觸追蹤人進行
通話前，請寫下您
的接觸人資訊：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人員姓名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 

電話號碼

 最近一次接 
觸的日期

NYC 衛生局可能會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