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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该怎么办 

What to do if you have test positive for COVID-19 – Chinese (Simplified) | 简体中文 

OFFICIAL 

如果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 
您必须隔离，直到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通知您可以安全解除隔离为止。根据法律要求，您必
须遵循本指南。 
请仔细阅读本资料页。我们应对 COVID-19 疫情所采取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coronavirus.vic.gov.au 

您也可以拨打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全天候开通）。如需口译服务，请按零（0）。 

拨打任何其他电话时，如果您需要口译服务，请先拨打 131 450 致电全国口笔译服务处（TIS 
National）。 

   

 

待在家里不外出 勤洗手，并在咳嗽和 
打喷嚏时遮掩口鼻 

不与家人和朋友接触 如果您需要医疗服务，请
联系您的医生或致电冠状

病毒热线 

为什么我需要隔离？ 
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因为很有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您必须隔离。保护家庭和社区中其他人的
最佳方法是待在家里并避免接触他人（保持身体距离）。隔离可能会很难受，但这对减缓 COVID-19 的传播速度至
关重要。 

隔离意味着您不得离开家或住处，除非是为了获得医疗护理或医疗用品、进行 COVID-19 检测、身处紧急情况或逃
离家庭暴力。您不能出门离家去锻炼或购物。在隔离期间，如果您出于不被允许的理由离家出门，您可能会被处以高
达 4957 澳元的罚款。 

如果您认识的其他人出现症状，无论症状多轻，都应接受检测并隔离，直到得到检测结果。 

http://www.coronavirus.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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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隔离？ 
您必须立即前往您将被隔离的地方，途中除接受医疗护理或购买医疗用品外，不得作任何停留。 

请您务必戴好口罩。 

您隔离的地方一般是您自己的家，但卫生部可能会允许您在其他合适的地点进行隔离。 

如果您无法与家中其他人分开住，那么可以为您提供住宿。如需更多信息，请拨打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 – 全
天候开通。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在拨打热线电话时按零 (0)。 

我需要通知谁？ 
在您得知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您必须告诉您的雇主您是否曾在传染期出勤上班，您也可以通知您的密切接触者。“密
切接触者”是指可能被您传染到病毒的人。这可能包括与您同住、一起工作或在社交聚会上接触过的人。 

与您同住的人需要从最近一次与您接触的日期开始，隔离至少 14 天，因为他们有可能感染了 COVID-19。他们还需
要接受检测——包括儿童也需要。他们不得离家出门，除非是为了接受检测、接受医疗护理或购买医疗用品、身处紧
急情况或逃离家庭暴力。请您务必戴好口罩。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后会发生什么？ 
卫生部会向您了解与您有过接触的人。他们将联系密切接触者，并将记录您在何处隔离以及与您同住的人。 

卫生部会定期与您联系，如果您需要任何额外的帮助，或有任何其他关于确保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您可以随时通过冠
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 与我们联系。在获得卫生部解除隔离的许可之前，您必须保持隔离。 

我需要再次接受检测吗？ 
在获准解除隔离之前，如果您有以下情况，卫生部可能会要求您再次接受检测： 

• 免疫功能明显低下（免疫系统较弱，容易感染） 
• 病情严重需要住院，并持续出现症状 
• 感染的是 COVID-19 中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 

在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后，我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 
您必须持续隔离，直到获得卫生部解除隔离的许可为止。卫生部的官员会给您打电话，对此作出详细解释，并回答 
您的任何问题。接着卫生部会定期与您联系。 

卫生部将进行评估并决定您是否可以解除隔离。评估结果将取决于： 

• 多久前出现的症状 
• 您之前病情的严重程度 
• 您的症状有多大改善 
• 您是否免疫系统较弱（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受感染 
• 您感染的是否是某种令人担忧的 COVID-19 变异毒株 
• 卫生部要求您进行的任何检测的结果。 

tel:1800675398
tel:1800675398
https://www.dhhs.vic.gov.au/self-quarantine-coronavirus-covid-19#who-is-a-close-con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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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会给您书面许可，说明您不再需要隔离。然后，在遵守您所在地的任何限制政策的前提下，您就能恢复正常活
动了。 

您必须持续隔离，直到获准解除隔离为止。 

如何知道我是否感染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 
COVID-19 病毒中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可能具有更高的传染性，或者患者传染期更长、病情更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
着您会生病或需要治疗。这些类型的 COVID-19 在海外变得越来越普遍。 

如果您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您的样本也会接受进一步检测，以了解您感染的 COVID-19 类型，包括它是否是
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 

如果您感染的是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卫生部会通知您。 

感染了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将进行哪些检测？ 
如果您感染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卫生部会要求您接受更多检测，以排查您是否仍然具有传染性，然后才能解
除隔离。 

您需要再进行一次鼻腔和咽喉拭子检测，以排查您的体内是否仍有 COVID-19。您可能还需要进行血液检查，以了解
您的身体抵抗 COVID-19 感染的情况。 

卫生部会告诉您何时进行这些检测，一般是在隔离期即将结束时。根据这些检测的结果，可能需要稍后再次进行测试。 

如果我感染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我什么时候可以
解除隔离？ 
无论您感染了哪种类型的 COVID-19，您都必须持续隔离，直到卫生部向您提供可以解除隔离的书面许可为止。 

如果您感染了某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您必须在出现症状后隔离至少 14 天，或者如果您没有出现症状，则从检测
当日起计算。卫生部门会告诉您何时可以解除隔离。 

如果您仍然感觉不适，或在隔离期即将结束时进行的检测表明您仍然有可能会将 COVID-19 传染给他人，那么您就
需要隔离 14 天以上。 

一旦您收到卫生部的书面许可，您就可以在遵循当前限制政策的前提下，恢复正常活动。 

如何确保安全 
您不得离开家或住所，除非是为了就医、获得医疗护理或医疗用品、进行 COVID-19 检测、身处紧急情况或为了逃
离家庭暴力。 

• 住单独的房间或搬到单独的住所，不接触家里的其他人。如果您无法与家中其他人分开住，那么可以为您提供住
宿。 

• 勤洗手，并在咳嗽和打喷嚏时遮掩口鼻。 
• 如果您与其他人同在一室，请戴上外科（一次性）口罩，并尽可能与其保持 1.5 米的距离。 
• 请使用单独的卫生间。 
• 不要共用家居用品（包括杯盘碗碟和刀叉餐具）。 
• 清洁家居表面（桌面、门、电脑键盘、水龙头和各类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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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污染的物品（例如手套和口罩）要扔到套好衬袋的垃圾箱中。 
• 谢绝他人来家中或住所探访，除非此人是应法律要求或允许进入的，或者您需要获得以下上门服务： 

– 医疗护理 
– 紧急情况 
– 残障服务，或者 
– 因年龄、残疾或慢性病所需的个人护理或家务援助。 
这些限制政策不适用于老年护理机构的居民。 

• 医疗用品应尽可能运送到您正在隔离的地方。朋友、家人或者其他多种服务机构皆可提供此类帮助，包括 
您当地的市政府。任何送货人员都不得进入您的房屋或与您接触。 

• 如果您住在私人住宅或公寓里，可以去自家的后院、阳台或庭院。如果后院或庭院区域是多个家庭的公共区域，
例如公寓楼或其他类型的住宿中的公共花园或庭院，那么您就不能进入。 

如果您没有外科口罩，请使用能够覆盖住口鼻、尺寸合适的口罩。 

让无需隔离的朋友或家人为您购买食物或其他必需品，并将其留在大门口供您稍后领取。 

在隔离期间，如果您因不被允许的理由离家出门，您可能会被处以高达 4957 澳元的罚款。居家不出门，注意安全。 

监测您的症状 
如果您开始感到不适，或者症状恶化但并不严重，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建议： 

• 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 – 全天候开通 
• 您的医生（GP）的电话。 
如果您有严重的症状，例如呼吸困难，请拨打 000 并要求叫救护车。务必要告诉他们您是 COVID-19 患者并且处于
隔离状态。 

如果与您同住的其他人出现症状——无论症状多轻——他们都应该接受检测并隔离。卫生部会告诉他们何时可以解除
隔离。 

保持身心健康 
隔离可能会很难受，对儿童而言尤其如此。 

• 如果您健康状况良好，请与您的雇主商量，继续在家工作。 
• 支持您的孩子在家学习。查找可用的在线资源。 
•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和他们谈谈您在隔离期间的经历——这有助于减少焦虑。 
• 告诉自己隔离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 查 找 在 线 资 源 —— 包 括 关 于 睡 眠 、 身 心 健 康 和 在 家 锻 炼 的 建 议 。 可 在 Wellbeing Victoria 

<https://www.together.vic.gov.au/wellbeing-victoria> 收看视频。 

如果您感到应对困难，请咨询您的医生或联系： 

• Lifeline Australia <https://www.lifeline.org.au/>，电话： 13 11 14 
可随时提供支持的危机支持服务。 

• Beyond Blue <https://www.beyondblue.org.au/>，电话： 1300 22 4636 
为隔离人员提供专业帮助。 

• Kids Helpline <https://www.kidshelpline.com.au/>，电话： 1800 551 800 
为年轻人提供免费和保密的心理辅导。 

https://www.health.gov.au/news/health-alerts/novel-coronavirus-2019-ncov-health-alert/ongoing-support-during-coronavirus-covid-19/getting-medicines-during-coronavirus-covid-19-restrictions#home-delivery-of-medicines
https://knowyourcouncil.vic.gov.au/
https://www.together.vic.gov.au/wellbeing-victoria
https://www.lifeline.org.au/
https://www.beyondblue.org.au/
https://www.kidshelpli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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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获得援助 
符合条件的维州员工，若为 COVID-19 确诊患者或是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可获 1500 澳元的一次性补贴。要获得
有关信息，请查看疫情休假灾害补贴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centrelink/pandemic-leave-disaster-payment>。 

如果您无法从朋友或家人处获得帮助，您可以获得装有食物和个人用品的应急救济包。 

如需有关支持和应急救济包的信息，或需要帮助购买日用品，请访问居家与集中隔离
<https://www.dhhs.vic.gov.au/self-quarantine-coronavirus-covid-19> 或拨打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 – 全天候开
通。 

照护人和其他家庭成员须知 
如果您正在照顾患有 COVID-19 的家人，为确保家中每个人的安全，做到以下几点很重要： 

• 确保此人待在单独的房间内，避免接触其他人。 
• 尽可能保持他们的房门关闭，并打开窗户进行通风。 
• 尽可能减少照护人的人数。 
• 在进入房间之前和离开房间之后，每次都要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免洗消毒液。 
• 患者的杯盘和餐具要和家里其他人的分开。 
• 在患者房间内，请佩戴医用外科（一次性）口罩。如果您没有外科口罩，请使用能够覆盖住口鼻、尺寸合适的口

罩。 
• 经常清洁和消毒频繁接触的表面，例如桌面、门、电脑键盘、水龙头和各类把手。 
• 纸巾和口罩要扔进密封的塑料袋中，然后扔到普通家庭垃圾中。 
• 处理待洗衣物时要戴上口罩和手套。请勿抖甩待洗衣物，洗衣时要使用常用的洗涤剂，并在衣物面料所允许的范

围内使用最高的水温设置。洗过后要让衣物彻底干透。处理完患者的衣物后，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或使用免洗消
毒液。 

• 谢绝访客，除非此人是获得法律授权或许可的，或者您需要以下上门服务： 
– 医疗护理 
– 紧急情况 
– 残障服务，或者 
– 因年龄、残疾或慢性病所需的个人护理或家务援助。 
这些限制政策不适用于老年护理机构的居民。 

• 请务必告诉任何必要访客，您所照顾的人是 COVID-19 确诊患者。 

监测症状 
如果您所照顾的人开始感到不适或他们的症状恶化但并不严重，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建议： 

• 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 —— 全天候开通 
• 您的医生 (GP)。 

如果他们有严重的症状，例如呼吸困难，请拨打 000 并要求叫救护车。务必要说明他们是 COVID-19 患者并且处于
隔离状态。 

如果您或您所照顾的任何其他人出现症状——无论症状多轻——您或他们都应该接受检测和隔离。卫生部会告诉您或
他们何时可以解除隔离。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centrelink/pandemic-leave-disaster-payment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centrelink/pandemic-leave-disaster-payment
https://www.dhhs.vic.gov.au/self-quarantine-coronavirus-covid-19
https://www.dhhs.vic.gov.au/self-quarantine-coronaviru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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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症状有： 

• 发热 
• 寒战或出冷汗 
• 咳嗽 
• 咽痛 
• 呼吸困难 
• 流鼻涕 
• 嗅觉或味觉丧失或改变。 
有些人还可能会出现头痛、肌肉酸痛、鼻塞、恶心、呕吐和腹泻。 

如需其他语言版本的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访问 
其他语言版本的 COVID-19 相关信息 
<https://www.dhhs.vic.gov.au/translated-resources-coronavirus-disease-
covid-19>。 

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 

冠状病毒热线 1800 675 398（全天候开通） 
仅在紧急情况下拨打三个零 (000) 

 

如需获得其他格式的文件，请通过国家中继服务 13 36 77 拨打 1300 651 160 或发送邮件至
Public Health <public.health@dhhs.vic.gov.au>。 

Authorised and publish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 State of Victoria,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Health, May 2021. 
ISBN 978-1-76096-406-1 (online/PDF/Word) or 978-1-76096-405-4 (print) 
可在其他语言版本的 COVID-19 相关信息处获得 
< https://www.dhhs.vic.gov.au/translated-resource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mailto:public.health@dhhs.vic.gov.au
https://www.dhhs.vic.gov.au/translated-resource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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