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认

1 预防感染的体制

・单位高层明确指出要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症扩散，并告知劳动者促进预防感染的重
要性。

是・否

・任命了单位的预防感染症的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卫生管理员、卫生推进员等） 是・否

・已经将公司的措施和规定告知全体劳动者。 是・否

・对管理监督者实施了教育，令其指导劳动者采取预防感染的行动。 是・否

・在安全卫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劳资双方汇集一堂的场所，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症扩散作为
主题提出，基于单位的实际状态，讨论了可实现的对策。

是・否

・为了让劳动者在工作单位以外也采取预防感染的行动，已经告知全体劳动者“感染风险上升的5
个场面”和“新生活方式”的实践例。

是・否

・告知所有人新冠病毒接触确认APP（COCOA），建议劳动者安装。 是・否

2　预防感染的基本对策

（1）预防感染的三项基本措施：①保持社交距离、②佩戴口罩、③洗手

・要求与他人之间尽可能保持2m（最少1m）的距离。 是・否

・要求交谈时尽量能避免面对面。 是・否

・外出时、在室内时、交谈时，即使没有症状也要求佩戴口罩。
※有中暑风险时，请确认项目6的内容。

是・否

・要求洗手时用清水和肥皂仔细清洗30秒钟左右（也可以使用手指消毒药）。 是・否

・其他（　　　　　　　　　　　　　　　　　　　　　　　　　　　　　　　　　　　　　） 是・否

（2）彻底避免三密等

・关于避免三密（密集、密切接触、密闭）的行动，已经告知全体人员，并要求在工作单位以外
也要彻底避免。

是・否

・其他（　　　　　　　　　　　　　　　　　　　　　　　　　　　　　　　　　　　　　） 是・否

工作单位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症扩散检查表

项　　　　　　　　　　　　　　　　　　　　　　　目

１ このチェックリストは、職場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拡大を防止するための基本的な対

策の実施状況について確認いただく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ます。

２ 項目の中には、業種、業態、職種等によっては対応できないもの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すので、

すべての項目が「はい」にならないからといって、対策が不十分とい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職場の

実態を確認し、全員（事業者と労働者）がすぐにできることを確実に実施いただくことが大切です。

３ 確認した結果は、衛生委員会等に報告し、対策が不十分な点があれば調査審議いただき、改善に繋

げてください。また、その結果について全ての労働者が確認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

衛生委員会等が設置されていない事業場においては、事業者による自主点検用に用いて下さい。

※ 都道府県労働局、労働基準監督署に報告いただく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该检查表的目的在于帮助您确认工作单位中用于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症扩散的基本对策的实施状况。

2 有的项目可能会因行业、企业形式、职业等而无法应对。因此并非不是所有项目都为“是”就表示对策实

施不充分。确认工作单位的实际状况并切实实施全员（企业与劳动者）能够立即做的事情至关重要。

3 确认的结果请报告给卫生委员会等，如果对策有不足之处，请调查审议，并予以改善。此外，还请保证所

有劳动者都能确认其结果。

没有设置卫生委员会等的单位，请将该检查表用于企业的自主检查。

※ 无需向都道府县劳动局、劳动基准监督署报告。

安全卫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资料 ：2020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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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项　　　　　　　　　　　　　　　　　　　　　　　目

（3）确认日常健康状态

・告知全体人员在上班前要确认体温，并要求彻底实施。 是・否

・在上班等时候每天都确认全体人员的身体状况（有无包括发热、倦怠在内的感冒症状、有无味
觉、嗅觉异常等）。

是・否

・在工作单位确认，营造在身体不适时容易坦率报告的氛围，如果告知身体不适，则会不安排其
工作，坦率报告并休息，不会受到不利对待。

是・否

・其他（　　　　　　　　　　　　　　　　　　　　　　　　　　　　　　　　　　　　　） 是・否

（4）一般性健康确保措施

・考虑避免长时间加班工作等，以免疲劳累积。 是・否

・告知全体人员要摄取足够的营养、保证睡眠，并要求建立相关意识。 是・否

・其他（　　　　　　　　　　　　　　　　　　　　　　　　　　　　　　　　　　　　　） 是・否

（5）关于“新生活方式”实践例中示出的“新工作方式”的措施状况

・采用了“居家办公和轮班”。 是・否

・采用了“错峰通勤，令交通宽松”。 是・否

・采用了减少办公室人口密度的“办公室宽敞化”。 是・否

・采用了“在线会议”。 是・否

・采用了“在线交换名片”。 是・否

・采用了“面对面交谈要通风和戴口罩”。 是・否

（6）新冠病毒感染症的信息收集

・一直通过国家、地方自治体、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渡航医学会、公益社团法人日本产业卫生学会等
公益性高的学术学会等的网站等收集最新信息。

是・否

・其他（　　　　               　　　　　　　　　　　　　　　　　　　　　　　　　） 是・否

3　预防感染的具体对策

（1）基本对策

・避免举行同时满足“三密”的活动等，三密即①通风差的密闭空间、②大量人员密集、③近距离
交谈、发声。

是・否

・即使上述“三密”没有同时出现，为了降低风险，也尽力实现“零密”。 是・否

・其他（　　　　               　　　　　　　　　　　　　　　　　　　　　　　　　） 是・否

（2）改善通风差的密闭空间

・工作单位建筑为机械通风（空调设备、机械通风设备）的情况下，满足建筑物卫生法令的空气环
境标准。但是，室内温度尽量保持18度以上。

是・否

·职场的窗户能开的时候，按照小册子“在冬天改善不易换气的密闭空间的换气方法”推荐的方
法保持室内温度18度以上，相对湿度40%`以上，进行打开窗户适当的换气。包括带有HEPA滤清器
的空调净化器的适当的利用。

是・否

・告知全体人员在乘坐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帮助开窗。 是・否

・其他（　　　　               　　　　　　　　　　　　　　　　　　　　　　　　　）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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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项　　　　　　　　　　　　　　　　　　　　　　　目

（3）改善大量人员密集的场所

・根据企业形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努力减少上班。 是・否

・为了防止在电车、巴士等上与他人密切接触，而灵活运用了错峰通勤、自行车通勤、私家车通勤
等。

是・否

・通过使用电视会议、网络会议等，尽量避免人员聚集型会议等。 是・否

・在举行面对面的会议、集会等时，原则上佩戴口罩，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2m（最少1m）的距离，
尽量避免面对面。

是・否

・在对客服务等中，在无法避免人与人近距离面对面的场所，让劳动者佩戴口罩，在人与人之间用
丙烯酸树脂板、不燃性透明塑料帘进行遮蔽。

是・否

・在工作单位外（乘坐巴士出行等）也要努力佩戴口罩、通风、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等，避免三
密。

是・否

・其他（　　　　               　　　　　　　　　　　　　　　　　　　　　　　　　） 是・否

（4）防止接触传染

・物品、设备等（例：电话、电脑、办公桌等）、夹具、工具等都尽量避免多人共同使用。共同使
用时，在使用前后彻底洗手或进行手指消毒。

是・否

・采用不固定工作人员座位的方式【自由座位】时，公司要求彻底实行在使用前后的消毒，确保适
当的距离，并记录使用情况。

・对企业内多位劳动者会接触的物品、设备、夹具、工具等都使用酒精（容量%达到60%以上）、表
面活性剂或次氯酸钠0.05%的水溶液随时擦拭消毒。
※在有人的环境中，向空间喷洒所谓有消毒、杀菌效果的商品有可能使之附着于眼睛、皮肤上或
被吸入人体而影响健康，因此没有推荐这样做。

是・否

・其他（　　　　               　　　　　　　　　　　　　　　　　　　　　　　　　） 是・否

（5）抑制近距离交谈、发声

・在工作单位中与包括同事在内的其他人交谈时，不大声讲话，尽量保持距离。 是・否

・尽量避免与外来者、顾客、客户面对面接触、近距离的交谈。 是・否

・不戴口罩必须在1m以内交谈时，交谈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 是・否

・已告知所有人在涉及粉尘、化学物质等必须佩带呼吸用保护面罩的作业中，当用声音进行信号联
系时，不得摘下口罩。优选使用扩音器或带有传声板的面罩。

是・否

・其他（　　　　               　　　　　　　　　　　　　　　　　　　　　　　　　） 是・否

（6）公共卫生间的清扫等

・对不特定多数人接触的场所都进行擦拭消毒。 是・否

・佩带手套用0.1%次氯酸钠水溶液对卫生间的地面、墙壁进行擦拭消毒。 是・否

・标示出要盖上马桶盖并冲走污物。（便器内可以进行常规清扫） 是・否

・放置纸巾或给每个人准备毛巾。 是・否

・停用干手器，禁止共用毛巾。 是・否

・其他（　　　　               　　　　　　　　　　　　　　　　　　　　　　　　　） 是・否

（7）休息区等的使用

・减少同时休息的人数，控制面对面用餐、交谈、不要久坐。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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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项　　　　　　　　　　　　　　　　　　　　　　　目

・努力经常对休息区进行通风。 是・否

・定期对休息区的公共物品（桌、椅、自动贩卖机按钮等）进行消毒。 是・否

・进入休息区前后要洗手或消毒手指。 是・否

・为了防止在员工食堂出现感染，采取了如下措施：减少座位数，限制就坐的位置，提醒注意不要
摘下口罩谈笑，灵活安排午休等休息时间。

是・否

・为了防止在员工食堂出现感染，避免共用夹子、保温瓶等。 是・否

・限制同时使用吸烟处的人数，指导在消毒手指且充分干燥后再吸烟，告知所有使用者不得交谈，
吸烟后迅速离开，并彻底实施。

是・否

・针对其他公共设施研究了避免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的使用方法。 是・否

・其他（　　　　               　　　　　　　　　　　　　　　　　　　　　　　　　） 是・否

（8）垃圾的废弃

・规定将附着有鼻涕、唾液等的垃圾（包括饮用后的纸杯、玻璃瓶、罐、塑料瓶等）装在塑料袋
中，密封废弃。

是・否

・规定回收垃圾的人佩戴口罩、手套、保护镜，作业后必须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 是・否

・其他（　　　　               　　　　　　　　　　　　　　　　　　　　　　　　　） 是・否

4　对需要关照的劳动者的应对方法等

・要求全体人员当出现感冒症状等时彻底执行“不出勤、不使之出勤”。还要求向经常就诊的医疗
机构电话咨询。

是・否

・针对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糖尿病、心力衰竭、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高血压症、
癌症等）的人等存在重症化风险因素的劳动者和妊娠期劳动者，基于本人的申请和产业医生等的
意见，为预防感染而给予工作上的关照（居家办公、错峰出勤等）。

是・否

・尤其是妊娠期女性劳动者在针对医生或助产士给出的指导内容用“母健联络卡”等提出申请时，
会参考产业医生等的意见，采取限制工作或限制出勤（是指居家办公或休息）的措施。

是・否

・在进行居家办公时，注意将工作和私事分开，讨论与上司、同事的沟通方法，在理解居家办公的
特点的基础上，还让他们认识工作中运动不足、睡眠节奏紊乱、心理健康问题等容易表面化。

是・否

・其他（　　　　               　　　　　　　　　　　　　　　　　　　　　　　　　） 是・否

5　出现新冠病毒阳性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以下称“阳性患者等”）等情况下的应对方法

（1）明确禁止对阳性患者等采取不利对待、差别对待

・告知全体人员，即使判明是新冠病毒的阳性患者等，也禁止给予解雇等不利对待和差别对待，并
要求彻底实施。

是・否

（2）出现阳性患者等的情况下的应对方法

・告知全体人员，在判定为新冠病毒阳性的情况下，应通过电话、邮件等迅速联系单位，并要求彻
底实施。

是・否

・告知全体人员，在与判定为新冠病毒阳性的第三人有密切接触且被保健所要求采取居家隔离等措
施的情况下，应通过电话、邮件等迅速联系单位，并要求彻底实施。

是・否

・规定单位内受理新冠病毒阳性相关报告的部门（负责人），并告知全体人员。还规定处理此类信
息的部门（负责人）的职权范围和隐私保护规定，并告知全体人员。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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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项　　　　　　　　　　　　　　　　　　　　　　　目

・规定当工作单位内有与新冠病毒阳性者密切接触的人时应如何应对，并告知全体人员。 是・否

・事先研讨了工作单位需要消毒等的情况下的应对方法。 是・否

・其他（　　　　               　　　　　　　　　　　　　　　　　　　　　　　　　） 是・否

（3）其他应对方法

・确认了可受理密切接触者的应对方法等必要咨询的“保健所”、“归国者和接触者咨询中心”
等。

是・否

・企业内的诊疗保健设施接收身体不适者时，注意有可能导致在企业内传染扩大，医疗从业者遵守
标准预防措施，执行适当的感染预防体制（注意让就诊者佩戴口罩，区分候诊区和动线，使就诊
者能够保持一定距离等）。

是・否

・其他（　　　　               　　　　　　　　　　　　　　　　　　　　　　　　　） 是・否

6　预防中暑（※暑热作业等有中暑危险时请确认该项。）

・告知所有人为了尽量抑制身体发热，减少工作的身体负荷、多休息的重要性。 是・否

・告知所有人，即使不感觉口渴，也要让劳动者摄取水分和盐分，并要求彻底实施。
※用口罩遮住口鼻有时不易感到口渴。

是・否

・告知所有人，在室外能够与他人确保足够距离（至少2m以上）的情况下，在无需大声讲话时，可
以摘下口罩。

是・否

R2.11.27 版

※　如有不明事项，请咨询附近的劳动局或劳动基准监督署的安全卫生主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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