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師：饒德民
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勞動法規委員會/大陸組副主委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顧問

2020/02/07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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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資專業交流LINE版QR Code

禁止PO出早安、問好、或發表政黨傾向、非大陸人資專業的法規與文件……之類
的言語、影片與圖案，違者刪除或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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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資管理實務討論會 FB版QR Code

禁止PO出早安、問好、或發表政黨傾向、非大陸人資專業的法規與文件……之類
的言語、影片與圖案，違者刪除或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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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資勞動管理師認證班
「大陸人資管理專業知識」必需要有系統性學習，精實的3
天課程，完整呈獻必學的「大陸人資勞動相關專業知識」。

第5期：05/16(六)、 05/23(六)、05/30(六) 合計21小時

認證：筆試 06/13(六)

第5期報名QR Code：

第6期：07/11(六)、 07/18(六)、07/25(六) 合計21小時

認證：筆試08/08(六)

第6期報名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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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序號 課程大綱 頁碼

一 新型冠狀病毒 VS 非典型肺炎(SARS) P6-P18

二 台商假勤與加班處理 P19-P22

三 大陸相關勞動法規規定 P23-P30

四 疫情期間的工作場所管理 P31

五 Q&A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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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名稱 症狀

人類冠狀病毒229E（HCoV-229E）

引起類似普通感
冒的輕微呼吸道
症狀

人類冠狀病毒OC43（HCoV-OC43）

人類冠狀病毒NL63（HCoV-NL63）

人類冠狀病毒HKU1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CoV） 會引起嚴重肺炎
及呼吸衰竭等重
症、甚至致死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MERS-CoV）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武漢肺炎) 過去從未出現過
的第7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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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傳染途徑：蝙蝠→果子狸→人類→人類

疫情期間： 2002年11月16日－2003年9月2日

國家名稱 病例 死亡 病死率（%）

全球人數 8,091 772 9.5%
中國大陸 5,327 349 6.6%

香港 1,755 299 17.0%
臺灣 346 37 10.7%

加拿大 251 43 17.1%
新加坡 238 33 13.9%
越南 63 5 7.9%
美國 27 0 0.0%

菲律賓 14 2 14.3%
其他國家 70 4 5.7%

資料來源：官方 統計，若有誤差，則以官方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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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傳染途徑：駱駝→人類→人類

疫情期間： 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12日

國家名稱 病例 死亡 病死率（%）

全球人數 1,362 525 38.5%

沙烏地阿拉伯 1029 452 43.9%

韓國 186 36 19.4%

阿聯 74 10 13.5%

約旦 19 6 31.6%

卡達 10 4 40.0%

英國 4 3 75.0%

阿曼 5 3 60.0%

伊朗 5 2 40.0%

其他國家 30 9 5.70%
資料來源：官方 統計，若有誤差，則以官方數據為準饒德民 copyright 8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傳染途徑：蝙蝠→人類→人類
疫情期間： 2019年12月1日至今 (數據為2020/02/07 08:00數據持續上升中)

國家/地區 病例 死亡 病死率（%）
全球 31,421 638 2.0%

中國大陸 31,106 636 2.0%
泰國 25 0.0%

新加坡 30 0.0%
日本 86 0.0%
香港 24 1 4.2%
韓國 23 0.0%
臺灣 16 0.0%

馬來西亞 14 0.0%
澳門 10 0.0%

其他國家 87 1 0.0%
資料來源：官方 統計，若有誤差，則以官方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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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VS非典型肺炎(SARS)

病毒
名稱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潛伏期 14天 2至10天
傳染性 潛伏期就已具有傳染性 發燒2天後才具有傳染性

症狀

病人會發燒發熱、四肢
無力、部分咳嗽少痰、
少數呼吸困難、呼吸道
症狀、肺炎呈雙肺浸潤
等症狀。

病人會發高燒且可能有喉
嚨痛、畏寒、頭痛、疲倦、
身體痠痛或腹瀉，看起來
跟「流感」症狀很相似，
接著發生乾咳、氣喘、缺
氧、肺炎，會造成呼吸窘
迫，需要使用呼吸器。肺
部會有局部或廣泛性、間
質性浸潤。

資料來源：網路醫療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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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VS非典型肺炎(SARS)

病毒
名稱

2019新型冠狀病毒
(2019-nCoV)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傳染源
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
接接觸病人的口鼻分泌
物或體液傳染。

近距離飛沫傳染、傳染性
強、重症與死亡率也高。

發燒
情況

體溫常超過37.5℃
(正常人平均體溫為36.6℃)

體溫常超過38℃
(正常人平均體溫為36.6℃)

預防
方式

時常用肥皂洗手、戴口
罩，避免接觸野生動物
及禽鳥、食用生肉生蛋，
也應盡可能避開傳統市
場、醫院、空氣不流通
或人潮擁擠的場所。

避免到流行的疫區觀光或
旅遊等、戴口罩、盡可能
避開密閉空間、勤用肥皂
洗手，不要用手指去挖鼻
孔或揉眼睛、使用溫鹽水
沖洗鼻腔、多喝白開水、
提高身體的免疫力

資料來源：網路醫療常識饒德民 copyright 11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衛生福利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目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列為我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醫療機構人員於病人就診
時，應詢問其病史、就醫紀錄、接觸史、旅遊史及其他與傳
染病有關之事項，病人或其家屬應據實陳述。

民眾於返國後如有疑似症狀，務必於就診時主動告知相關旅
遊史及接觸史，如未據實通報，將可依法開罰1萬元至15萬
元。醫療院所發現疑似病例須24小時內通報，違則可開罰醫
事人員45萬元，醫事機構最高可罰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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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染病分類
中華民國法定傳染病有70種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4種)
狂犬病、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天花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21種)
登革熱、屈公病、瘧疾、茲卡病毒感染症、西尼羅熱、流行
性斑疹傷寒、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傷寒、副傷寒、
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霍亂、急性病毒性A型肝炎、
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肢體麻痺、炭疽病、多重抗藥性結核
病、麻疹、德國麻疹、白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漢他病毒
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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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染病分類
中華民國法定傳染病有70種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20種)
急性病毒性B型肝炎、日本腦炎、急性病毒性C型肝炎、腸病
毒感染併發重症、急性病毒性D型肝炎、結核病、先天性德
國麻疹症候群、急性病毒性E型肝炎、流行性腮腺炎、百日
咳、侵襲性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退伍軍人病、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梅毒、先天性梅毒、淋病、破傷風、新生兒破
傷風、漢生病、急性病毒性肝炎未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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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染病分類
中華民國法定傳染病有70種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17種)
李斯特菌症、水痘併發症、恙蟲病、地方性斑、疹傷寒、萊
姆病、肉毒桿菌中毒、庫賈氏病、弓形蟲感染症、布氏桿菌
病、流感併發重症、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Q熱、類鼻
疽、鉤端螺旋體病、兔熱病、疱疹B病毒感染症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8種)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A型流感、黃熱病、裂谷熱、中
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拉薩熱、馬堡病毒出血熱、
伊波拉病毒感染

饒德民 copyright 15



大陸傳染病分類
大陸法定傳染病有39種
甲類傳染病(2種)：
鼠疫、霍亂。

乙類傳染病（26種）：
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愛滋病、甲型H1N1流感、病毒性肝炎
、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
熱、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登革熱、炭疽、細菌性和阿
米巴性痢疾、肺結核、傷寒和副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百日咳、白喉、新生兒破傷風、猩紅熱、布魯氏菌病、淋病
、梅毒、鉤端螺旋體病、血吸蟲病、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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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傳染病分類
大陸法定傳染病有39種
丙類傳染病（11種）：
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風疹、急性出血性結膜炎、麻
風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寒、黑熱病、包蟲病、絲蟲病
、手足口病，除霍亂、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傷寒和副傷
寒以外的感染性腹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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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分級標準 意涵 旅遊建議

第一級 : 注意
(Watch)

提醒注意
提醒遵守當地的一般預
防措施

第二級 : 警示
(Alert)

加強預警 對當地採取加強防護

第三級 : 警告
(Warning)

避免所有非必要
旅遊

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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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至 2/2 2/3 至2/7 2/8至2/9

因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復工與加班特別方式
延長的休假不屬於「法定節假日」

休息日，工資照
領，加班者另給
200%加班費

2/10以後

正式復工，一
切比照正常作
息

大部分省市「企業不早於2月9日24時復工」，少部分省市除外(見下頁)
實施「綜合工時制」的企業，則需酌減休息日相應的應出勤小時數。

中央公告延長
春節假期至2/2
，休息日，工資
照領，加班者另
給200%加班費

例行休息日，無
當日工資，加班
者另給200%加
班費

台商假勤與加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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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勞動相關法規之加班費規定

200%
【星期六至日加班費】
安排在休息日工作的，應先安排其補休；不能安排補休的，
按照不低於本人日或小時工資的「200%」支付加班工資

300%
【國定假日加班費】安排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應按
照不低於本人日或小時工資的「300%」支付加班工資。
(不得安排轉補休假)

150%
【星期一至五加班費】
安排在法定標準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時間的，按照不
低於本人小時工資的「150%」支付加班工資。

工資支付條例第13條與大陸勞動法 第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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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復工日期規定
湖北省：企業不早於2月13日24時復工

吉林省：企業不早於2月2日24時復工

四川省：川辦函(2020) 5號決定 由企業自行決定復工日

天津市：未說明何時能復工，復工日期會提前通知

其他省市：企業不早於2月9日24時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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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2/3以後可正常運行之產業

疫情防控必需
醫療器械、藥品、防護品等應急物資
和原料生產企業

群眾生活必需 食品生產、超市、菜市場

其他涉及重要
國計民生產業

煤炭、電力、煤層氣生產等企業

城市運行必須
供水、供電、供氣、供熱、通訊等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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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相關勞動法規規定
各省市政府通知要求企業不能提前復工，這是從減少人員聚
集的角度來考量的。
在未復工前企業安排員工在家辦公的，應作為休息日加班，
由企業給予補休或按規定支付200%的加班費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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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觀察期」
人社部發佈通知：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
人、密切接觸者在其隔離觀察期間以及因政府實施隔離措施
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導致「不能提供正常勞動的企業職工，
企業應當支付職工在此期間的工作報酬」。
並不得依據勞動合同法第四十條、四十一條與職工解除勞動
合同。
在此期間，勞動合同到期的，分別順延至職工醫療期期滿、
醫學觀察期期滿、隔離期期滿或者政府採取的緊急措施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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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治療期」
隔離期結束後，對「仍需停止工作進行治療的患者，企業按
照職工患病的醫療期有關規定支付其病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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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觀察期」與「隔離治療期」

企業不能因員工在「隔離觀察期或隔離醫療期」為理由辭退
員工。
因為員工不能正常上班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導致的，這屬於「
非法解除勞動關係」。
員工可提出：
1.申請「勞動仲裁」要求恢復勞動關係
2.提出「企業支付雙倍經濟賠償金」，最高支付2*N

2 為非法解除勞動關係的雙倍經濟賠償金
N為員工在該企業工作的工齡，最高給予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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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觀察期」與「隔離治療期」
【大陸經濟補償金計算】
1.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
2.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
3.不滿六個月的，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
4.被資遣員工的前12個月平均工資(包含津貼與獎金)
5.資遣預告期一律為一個月

【計算方式】
員工在該企業工作5年7個月，則為6*2，則經濟補償金為12
個月+預告期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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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工資支付條例」法規規定
工資支付條例【停工工資問題】

非因勞動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單位停工、停業的，在一個工
資支付週期內，用人單位應當按照「提供正常勞動支付勞動
者工資」

若超過一個工資支付週期的，可以按照雙方新約定的標
準支付工資，但不得低於本市最低工資標準。
用人單位「沒有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應當按照不低於
「？」支付勞動者基本生活費。

停工、停業的，在一個工資支付週期以內

停工、停業的，在一個工資支付週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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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工資支付條例規定(承上頁說明)

類型 工資支付條例 實施省市

第一種
類型

不低於「本省市最低工
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基
本生活費。

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遼寧省、四川省、山西省、
吉林省、海南省、福建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江西省、雲南省、青海省、
甘肅省、寧夏、黑龍江省、
西藏、新疆

第二種
類型

不低於「本省市最低工
資標準的「80％」支付
勞動者基本生活費

江蘇省、廣東省、河北省、
深圳市、內蒙古、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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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工資支付條例規定(承上頁說明)

類型 工資支付條例 實施省市

第三
種類型

不低於「本省市最低工
資標準的「75％」支付
勞動者基本生活費

陝西省

第四種
類型

不低於「本省市最低工
資標準的「70％」支付
勞動者基本生活費

北京市、山東省、安徽省

第五種
類型

不低於「本省市最低工
資標準的「60％」支付
勞動者基本生活費

貴州省

第六種
類型

不低於「當地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支付勞動者生活費。

重慶市 (一般介於本省市最
低工資標準的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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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的工作場所管理
台商大陸廠區：
1.提供足夠口罩給台籍人員/台籍幹部/全廠員工。
2.準備足夠的酒精、漂白水、藥皂消毒、體溫計。
3.來賓訪客配戴口罩、酒精消毒、量體溫方可進入公司工廠

洽公 。
4.公司廠內宣導「疫情尚未控制期間，盡量不要出入公共場

所、聚會聚餐….等活動」。
5.公司廠內宣導「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傳染途徑

與潛伏期。
6.疫情較嚴重的湖北省員工，返回工作崗位時，建議先居家

隔離14天之後，視身體狀況再上班。
7.安撫台籍人員/台籍幹部的心情，預防大量離職潮。
8.給予駐守台幹特別津貼(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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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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