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者姓名 
患者地址行 1 
患者地址行 2 
患者地址行 3] 

 

您的國民保健服務 (NHS) 號碼：[NHS NUMBER]  

尊敬的[Patient]，您好！ 

 

在全國封鎖期間針對臨床極度脆弱人群的重要建議 

2021 年 1 月 4 日，首相宣佈了新的全國一級防範封鎖，以幫助應對全國範圍內新冠病毒
病例高居不下且數量不斷攀升的局勢。所有人都必須遵守新的全國限制規定，其中包括： 

1. 除非特別需要，否則所有人都應該待在家裡。 
2. 除非特別需要，否則避免與非同住人員聚會。 
3. 關閉某些企業和場所，例如，酒店業和非必要零售業。 
4. 在 2 月中旬之前，支援兒童和青少年進行遠端學習，但是，弱勢兒童和關鍵工作人

員的孩子可能依然照常上學。 

新的全國封鎖限制屬於適用於所有人員的規則，每個人都必須遵守。如需查閱該等規則的
完整內容，請造訪網站：gov.uk/coronavirus。 

作為封鎖的一部分，政府還建議所有臨床極度脆弱人群採取額外的隔離措施，以保護自
己。本建議在 2021 年 2 月 21 日之前均有效。如果在該日期之後有必要繼續維持此建議，
我們將會再次寫函給您並提供更多資訊。 

我們向您發出此函 ，因為您此前曾被診斷為臨床極度脆弱人群；且若感染新冠病毒，患重
疾之風險會極高。此函包含關於如何保護自己和如何獲得進一步支援的重要建議。此外，
其還包括針對臨床極度脆弱兒童或青少年的特定建議。 

虽然我们強烈建議您遵守這些額外的隔離措施，以幫助保護自己的安全；這些都僅僅是建
議，而並非法律規定。但是，您必須遵守適用於所有人的封鎖規則。 

2021 年 1 月 7 日 

http://www.gov.uk/coronavirus


 
 

如果您居住在此前被列入四級限制的區域，您可能最近已收到一份信函，建議您居家隔
離。本函現取代該函，並且，您應該遵守載於本函的指南和時間期限規定。 

建議摘要 

我們建議臨床極度脆弱人群盡量待在家裡。您可以在謹慎注意之情況下外出鍛煉或就診。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強烈建議您居家辦公。如果您不能居家辦公，那麼，您應該停工休
息。您可能符合享受「冠狀病毒工作保留計畫」（休假）之條件。本函可作為正式的隔離
通知，可以作為您向僱主提供的證據，以證明您在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
之前不能離家外出工作，包括用於申請法定的病假工資  (SSP)。 

請確保您的家庭醫生擁有您最新的聯繫方式，包括您的家庭住址以及個人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可能的話），以便我們在未來相關指南發生變化時能迅速與您聯繫。 

如果您在遵循相關指南方面需要其他支援，可向您所在地區之本地政府尋求協助。您可以
聯繫本地政府，並在防護支援網站：www.gov.uk/coronavirus-shielding-support註冊，
以獲得支援。  

針對臨床極度脆弱兒童或青少年的特定建議 

我們目前的認知表明，很少兒童會因新冠病毒而患上極高危的疾病。因此，醫生一直在檢
查所有最初被診斷為臨床極度脆弱兒童和青少年之人員，以確認他們是否仍是風險最高的
人群。  

如果本函的收件人為兒童或青少年，而您還沒有從孩子的醫院醫生或家庭醫生處獲得關於
這方面的資訊，請聯繫通常為您的孩子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員，以確認您的孩子是否仍然屬
於臨床極度脆弱人群。如果您已和孩子的醫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並且，如果醫生確認您的
孩子仍是屬於臨床極度脆弱人群，則您的孩子應該遵循本函中列出的建議。 

獲得醫療保健與護理服務 

請記住，NHS 依然開放，並且，我們敦促您繼續獲取您需要的所有 NHS 服務。對於您來
說，使用 NHS 服務會比獨自應對更安全。 

如果您擔心新冠病毒對您的健康造成影響，請諮詢您的家庭醫生、醫院臨床醫生或使用 
NHS111 服務。有關如何獲取幫助和支援的更多資訊，可參閲隨附的指南。 

http://www.gov.uk/coronavirus-shielding-support


 
 

臨床極度脆弱人群將可獲得在廣大大眾之前優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機會，這符合疫苗接
種和免疫聯合委員會 (JCVI) 規定的疫苗接種優先順序。NHS 隨後將再次與您聯繫，並提
供關於邀請您接種疫苗的時間和方式等更多資訊。  

疫苗可能能夠在保護您免遭新冠病毒侵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我們預期將在 2 月中旬之前
為您提供第一針疫苗。   

您當地的 NHS 將盡可能確保您安全接種疫苗，並提供任何必要的護理和支援。在我們繼
續評估所有人群接種疫苗的影響之前，即使您已接種了兩針疫苗，您還是應該繼續遵循本
隔離建議。與您一同生活的人員應該繼續遵守公共衛生規則和指南，只要這些規則依然有
效，即使您和他們都已經接種了疫苗。  

政府正在為臨床極度脆弱人群中所有成年人免費提供 4 個月用量的維生素 D 補充劑，以支
援公眾健康。如果您符合相關規定，您可以在以下網站註冊：www.nhs.uk/get-vitamin-
d。關於安全使用維生素 D 補充劑的更多指南將在選擇參與流程中進一步提供。 
 
我們將繼續向您提供局勢變化資訊，並且將會在 2 月 21 日本指南到期之前向您提供進一
步建議。我們希望再次感謝您在保護自己和他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謹致問候！ 
 

 
 
 

 
 
 
MATT HANCOCK       ROBERT JENRICK  
衛生和社會保障部國務大臣 住房、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部國

務大臣 
 

本函可提供不同的語言和格式，包括易讀版本，詳情請造訪 GOV.UK。如
需要音訊、盲文、大號印刷字體版本，請致電聯繫 RNIB：0303 1239999  

http://www.nhs.uk/get-vitamin-d
http://www.nhs.uk/get-vitamin-d


 
 

針對臨床極度脆弱人群的建議 

本指南適用於英格蘭地區的臨床極度脆弱人群： 

如需查閱該等指南的完整內容，請造訪網站：gov.uk/coronavirus。這是專門針對臨床極
度脆弱人群提供的額外指南，以幫助您遵守這些隔離措施，從而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染。 

本指南僅適用於臨床極度脆弱人員。不建議其他與臨床極度脆弱人員在同一個住宅內生活
的人員遵循本指南。  

 
社交活動 

新的全國封鎖指南適用於每個人；其意味著，除了指南中所規定的有限情況之外，您不得
離開您的住宅或花園或在住宅或花園之外活動。 

我們建議臨床極度脆弱人群盡量待在家裡。 

您依然可以外出鍛煉或就診，但要盡量減少與非同住人員接觸，並且避開人員集中的繁忙
區域。 

您依然能夠與您的支援泡泡成員會面，但您不得與非同住人員會面，除非他們與您在同一
支援泡泡。在室外，您可與一名非同住人員會面，進行鍛煉活動。這是適用於所有人的廣
泛全國性規定的一部分。 

儘量與其他同住人員保持 2 米的距離，特別是表現出病毒症狀或被建議自我隔離的人員。 

工作 

我們強烈建議您居家辦公，因您所在區域當前存在較高的病毒感染風險。如果您不能居家
辦公，那麼，您應該停工休息。 

您可以和僱主商討，看看能否承擔其他職位工作，或者臨時變更您的工作模式，以確保您
能夠盡量居家辦公。 

http://www.gov.uk/coronavirus
https://www.gov.uk/guidance/national-lockdown-stay-at-home


 
 

如果您在居家辦公方面需要支援，您可以向就業服務處 (Access to Work) 申請。就業服務
處 (Access to Work) 將提供相關支援，以幫助獲得僱主在標準合理調整之外所必須提供的
殘障相關工作額外成本。 

如果您不能做出替代安排，您的僱主可能會根據「冠狀病毒工作保留計畫」讓您繼續休
假；該項計畫已延長至 2021 年 4 月。您應該與僱主好好談談，看看此類安排是否可行。 

由於您收到政府建議不要外出上班，您可能符合享受法定病假工資 (SSP) 或就業支援津貼 
(ESA) 之條件。您所收到的這份正式隔離信函將可作為向您的僱主或就業及養老金部門遞
交的證明，以證實您被建議進行隔離，並符合享受 SSP 或 ESA 福利之條件。 

根據全國封鎖指南中規定的更廣泛規則，對於不屬於臨床極度脆弱人群的家庭成員，如果
不能居家辦公，應繼續照常上班。 

 
教育規定 

隨著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不斷加深，我們現在知道，很少兒童或青少年會因為該病毒而
面臨極高的重疾風險。因此，醫生一直在檢查所有最初被診斷為臨床極度脆弱兒童和青少
年之人員，以確認他們是否仍是風險最高的人群。 

如果您已和孩子的醫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並且，如果醫生確認您的孩子仍是屬於臨床極度
脆弱人群，則您的孩子應該遵循本隔離建議。 

根據現行的全國封鎖規定，在 2 月中旬之前，兒童將進行遠端學習，但是，弱勢兒童和關
鍵工作人員的孩子可能依然照常上學。 

臨床極度脆弱兒童或青少年不應該繼續上學，也不應該參與其他教學活動，因為現在其在
社區感染這種病毒的風險非常高。您的學校或大學將做出適當安排，以確保您能夠在家裡
繼續學業。 

出行 
 
我們建議您待在家裡，並且，除非確實必要（如就診），否則不要外出。 

https://www.gov.uk/access-to-wor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coronavirus-job-retention-scheme
https://www.gov.uk/guidance/national-lockdown-stay-at-home


 
 

購物 
 

我們建議您不要外出購物。如果可以，請選擇線上購物，或者要求其他人員幫您購物或送
貨上門（好友或家人、本地志願者、或 NHS 志願者響應團隊）。 
 

如果您無法依靠他人為您購物，您可以註冊請求超市優先送貨服務。如果您已在某個超市
獲得優先送貨服務，將繼續為您提供該服務，您無需採取進一步行動。註冊時，您將需要
提供 NHS 號碼。您可以在 NHS 發送給您的信函上或處方上找到該號碼。  

在網站上註冊即可獲得優先機會。但並不意味著，您一定可以享受到優先送貨服務。如果您
希望獲得超市的送貨服務，您還需要至少在一個超市設定一個帳戶，並自行預定送貨服務。 

如果您需要其他形式的幫助，包括需要超市優先送貨服務註冊的相關支援，您應該直接聯
繫當地政府。看看您的當地政府可以提供哪些幫助。 
 
 

藥品 

我們強烈建議您不要外出購買藥品。 

您應該首先詢問是否有好友、家人或志願者能夠幫您取藥。 

如果好友或家人無法幫您取藥，您及/或藥房無法安排一名志願者，您則可以享受免費送
藥服務。請聯繫您的藥房，通知他們，您屬於臨床極度脆弱人群，並且需要他們送藥上
門，他們就會免費安排這項服務。 

獲取護理與支援 
 

您還可以在家裡獲得您的支援泡泡成員提供的非正式照護服務。 

您依然可以在家裡獲得專業社區照護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士提供的照護服務。 

我們強烈建議您繼續針對現有的健康問題以及任何新的健康狀況使用 NHS 和其他健康醫
療服務提供商的服務。  

https://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
https://www.gov.uk/coronavirus-shielding-support
https://www.gov.uk/coronavirus-local-help
https://www.gov.uk/guidance/making-a-support-bubble-with-another-household


 
 

您可以在家裡享受一系列 NHS 服務，包括重複訂購藥方藥品或透過線上看診聯繫您的醫
療保健專業人士。如希望了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hs.uk/health-at-home，或下
載 NHS 應用程式。如果您有緊急醫療需求，請致電聯繫 NHS 111；或者，如果出現緊急
醫療情況，請撥打 999。 
 

如果您確實需要接受面對面護理，您也可以獲得此類服務。您本地的 NHS 服務都已做好
充分準確，並且會採取各種措施確保您的安全。 
 

保持心理健康亦非常重要。請造訪 Every Mind Matters 網站，獲取相關建議和您可以採
取的實用步驟，以幫助您在疫情期間保持健康並控制心理健康。如果您或您負責照護的人
員出現心理健康危機，我們強烈建議您立即與本地健康專業人士聯繫。 
 

任何為您日常需求提供支援的護理人員或訪客都可以繼續前來探訪。此規定還適用於您照
護的兒童或青少年。如果無需密切或個人接觸，這些人員應該遵守社交距離指南。 

您應該繼續使用本地慈善機構和組織以及 NHS 志願者響應團隊提供的支援。除了幫助購
物和送藥之外， NHS 志願者響應團隊可以幫助定期撥打慰問電話，並進行健康醫療預約
往來接送。 

請在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之間撥打 0808 196 3646，以安排支援；或者，請造訪 NHS 志
願者響應團隊的網站。  
 

註冊獲取額外支援 
 

如果您在遵循此指南方面需要其他幫助，可向您所在地區本地政府尋求協助。如果您被建
議進行隔離，您將能夠為自己或其他人註冊，以便於： 
● 請求獲得超市優先送貨服務（如果您已獲得優先送貨服務，其將繼續為您提供該服

務，您無需採取進一步行動） 
● 如果您在遵循隔離指南方面需要支援，請告訴本地政府；尤其是，如果您無法自行安

排、或者好友、家人或其他支援網路也無法提供支援 
● 確保您的資料（如地址等）保持更新 

註冊時，您將需要提供 NHS 號碼。您可以在 NHS 發送給您的信函上或處方上找到該號
碼。該註冊會給您帶來不少幫助；即使您現在沒有任何支援需求。如果情況發生變化，您
可以隨時登入並更新您的需求。 

https://www.nhs.uk/health-at-home/
https://www.nhs.uk/using-the-nhs/nhs-services/the-nhs-app/
https://www.nhs.uk/oneyou/every-mind-matters/
https://www.nhs.uk/using-the-nhs/nhs-services/mental-health-services/where-to-get-urgent-help-for-mental-health/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meeting-with-others-safely-social-distancing
http://www.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
http://www.nhsvolunteerresponders.org.uk/
https://www.gov.uk/coronavirus-shielding-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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