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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團隊成員維持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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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光 COVID-19 手冊
美光關心團隊成員以及全球社群，致力維持一個安全健
康的工作場所，團隊成員的各方面身心健康是我們的首
要考量。

本指南旨在說明美光於這段前所未見的時局中，如何為
團隊成員提供安全環境，同時持續維持業務營運。我們
需要所有團隊成員秉持 Live Safe（安全至上）心態，
力求工作零事故、零傷害。每個人都要主動肩負責任、
改變行為並以每個團隊成員都能安全工作為目標，一同
達成安全至上。關鍵在於我們必須願意引導，並遵循規
範。

我們依照政府命令及規範實施額外的健康安全守則，藉
以保護團隊成員並維持營運。在全球各地政府開始鬆綁
或解除遠距工作限制的同時，美光正制訂以健康安全為
本的廠區規範。我們仔細評估每個地點的風險，以保護
我們的團隊並支援業務需求。我們會分批讓同仁返回工
作現場，而每個單位的同仁具體的時間點會依據地區、
職務和業務需求而定。另外，我們也在評估特定職務調
整成部分或完全遠距工作的可能性。

自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在各廠區執行的強力預防措
施將會延續，並將部署新的規範以提升安全性。當情況
改善後，這些規範會按廠區風險分級與當地政府要求條
件進行放寬，在全球各地廠區持續營運的同時，我們在
全球各地廠區持續營運之際，也同時監控並保護分佈於 
17 個國家的 40,000 位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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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自始至終，我們致力透過思考和回
應來領導，而非盲從。」
Sanjay Mehrotra
美光總裁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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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Sanjay 的訊息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對於團隊在疫情中展現的團結與關懷感到自豪，
自始至終，我們致力透過思考和回應來領導，而非
盲從。我們共同面對畢生從未見過的挑戰，不僅得
以成功持續營運、維持競爭力、並照顧我們在地的
社群。

我們透過創新思維與供應鏈的細心管理來維持生產
力與產能，團隊成員則展現驚人的實力與毅力，在
人力配置、出貨及工作排程因封城和隔離而大受影
響時依然維持優異營運狀態。團隊成員也迅速調適
遠距工作，找到新的協作與溝通方式，不僅如此，
還慷慨地協助發放數百萬救助金給需要的社群團
體。  

在此期間,團隊成員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量。我
們持續調整並改善廠區規劃，根據數個月的經驗實
施新的廠區安全規範。安全團隊密切注意產業及健
康專家的建議，確保我們在每個區域都採取最佳實
務做法。

我們監控每個營運地區的 COVID-19 感染等級，
藉此決定有多少團隊成員能返回工作現場，以及安
全措施鬆綁的時機。團隊成員將漸進地返回工作崗
位，根據我們的準備計畫與當地情況、相關規定與
現場安全容許程度而定，我們會優先讓最需要返回
現場的成員回到崗位。守護未來的競爭力是至關重
要的，因此，我們會持續監控重點計畫的進展是否

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良性發展，並依需求擴大核心員工的範圍，確保擁
有達成里程碑的執行力。 

隨著團隊成員逐漸回到工作現場，我們將持續研議
如何重新排定班表及辦公室配置，以便增加人身距
離並降低風險。這些措施能否有效，取決於每個人
能否清楚地遵守新的指導方針。 

一如往常,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有進一步改善空
間，請與我們分享您的回饋。在過去幾個月的困難
時期中，美光團隊的強大實力令人刮目相看，這份
力量將帶領我們迎向往後的這幾個月。

美光加油! 

Sanjay Mehrotra 
美光總裁暨執行長 

團隊成員的安全是 
我們的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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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n & COVID-19

於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期
間，恪守我們的核心價值
在接下來幾個月，我們將持續恪守美光的核心價值，成為我們日常工作和
決策判斷的基礎。 
美光核心價值
以人為本： 我們關愛彼此  

合作： 我們團隊合作 

客戶聚焦： 瞭解客戶是我們的競爭優勢  

創新: 我們研發型塑世界未來的解決方案 

堅韌： 我們的決心堅定而不動搖 

COVID-19 指導原則
領導團隊也致力按照美光核心價值建立指導原則，成為我們工作場所和團隊成員整備計劃的核心：   

 � 我們將非常謹慎地優先考慮團隊成員的健康和安全。

 � 我們將根據團隊成員受益於現場工作的程度執行漸進式的現場復工。

 � 我們將持續監控資料趨勢、掌握新冠病毒 (COVID 19) 感染的科學知識和健康專業人士建議，以推動
安排返回現場工作的時機和每個廠區所需的安全預防措施等級。

 � 在團隊成員於現場開始工作或範圍擴大前，我們將在每個廠區實施詳細的工作場所整備計畫及安全措
施檢查清單。

 � 我們關心有特殊需求與情況的團隊成員，主管和人力資源 (HR)能提供協助。

 � 我們秉持安全至上的信念，包括願意教導及接受指教。

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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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資料導向決策的關鍵監控指標
我們將持續監控資料趨勢、掌握新冠病毒 (COVID 19) 感染的科學知識和
衛生專業人士建議，以此為依據安排恢復現場工作的時機和各廠區所需的
安全預防措施層級。 
部分關鍵資料及監控指標包括社群感染趨勢，及地方、地區及國家政府之規範。如果關鍵監控指標有增
加或風險趨增的現象，則美光廠區將加強安全規範，並返回至先前的疫情緊急應變計畫 (PEPP) 層級。
以下是我們監控的五個關鍵項目以及其重要性。  

關鍵監控指標
PEPP*
第 6 級

PEPP
第 5 級

PEPP
第 4 級

PEPP
第 3 級

PEPP
第 2 級

PEPP
第 1 級

PEPP
第 0 級

地區封鎖狀態 
確保區域疫情在控制範圍
內

進入全面
封鎖或限
制升高

封鎖中n 解除封鎖
後數週

沒有疫情

該廠區確診案例數 量化美
光團隊成員和社區的健康
狀況

有（過去 
7 日內）

有（過
去 14 日
內）)

數週 0 確
診案例s

該城市 0 
確診案例

每百萬人口每日新確診案
例數 
顯示疫情是否得到控制；
如果檢測量少，則可能有
低估風險

嚴重或
加劇

有（過
去 14 日
內）

下降趨勢 0

檢測陽性比率 
表示檢測量和新確診案例
數增長；低陽性比率表示
檢測量高且新確認案例數
呈低增長 

嚴重 高 中 0

每百萬人口現存確診案例
數 
測量總體已知風險

嚴重或
加劇

高或上升
趨勢

下降趨勢 0

*疫情緊急應變計畫 (PE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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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變局戰勝疫情

返回廠區工 
作的歷程

工作內容與現場生產、設備、實
驗室權限和關鍵專案最密切相關
的團隊成員職務

工作場所
整備
現場工作人員計畫與
預備作業

進入現場能從中受惠的團隊成
員職務 

遠距工作團隊成員職務逐步
恢復為現場工作

完整 
現場
返回

組別 1 現場訓練

工作場所
整備
監控與修正

1
組別

2
組別

3
組別

檢查項目 組別 2 團隊成員返回現場工作前之完
整訓練與準備檢查清單

組別 2 現場完整工作場
所整備計畫 

安全至
上信念 
每日檢查
清單

團隊成員整備

檢查項目 組別 3 團隊成員返回現場工作前之完整
訓練與準備檢查清單

組別3 現場完整工作場所
整備計畫



工作場所整備
「我們在實施新的現場安全協議經驗
積累基礎上，持續調整和改進我們的
現場計劃。」
Sanjay Mehrotra
美光總裁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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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整備

快速指南

團隊成員整備
身體不適嗎？待在家中吧 
如果身體感到不適，請待在家好好保重身體，以避免散播病
菌給其他人。 

入口體溫檢測*
所有人都需要通過體溫掃描器才能進入工作現場，預防任何
發燒中的人進入廠區。

每次上班前：健康及旅遊檢測調查*
所有團隊成員和承包商，無論是在廠區內工作或遠距在家辦
公，在每次開始上班前，皆須完成每日檢測程序。所有在現
場工作的人皆須完成這項每日檢測，包括有關體溫、症狀、
旅遊史及其他潛在接觸風險等問題。在進入美光廠區前，工
作人員需向安全人員出示結果。 

上班中也需進行體溫回報* 
現場工作人員每天需要進行兩次體溫量測，第一次量測可以
在入口處的體溫量測站進行；第二次體溫量測則需在當班中
以使用個人體溫計或至體溫量測站進行。

健康及旅遊檢疫隔離 
無論是私人或商務原因，任何人於過去 14 天如果經由航空、
海路或巴士離開鄰近地區，則必須自我隔離 14 天，並且不
得進入任何美光廠區。如果您選擇在旅行後的第五天接受採
檢，在第七天時或之後取得陰性結果且沒有症狀，即可以返
回工作崗位。隔離的規定亦適用於任何具有接觸感染風險
者，或接觸過有新冠病毒（COVID-19）病徵或症狀的人士
者 。

現場所有人必須配戴口 
所有廠區都要求現場工作人員配戴 3 層式醫療口罩（在參與
廠區亦可配戴美光品牌的布口罩）。

禁止大型集會
鼓勵廠區與團隊限縮、取消或延後大型會議或集會的舉行，
例如廠區活動、員工大會、活動、研討會等，也減少前往有
大量人潮的開放空間。

再次洗手 
別忘了要經常洗手，簡單的清潔工作包括用肥皂及清水洗手 
20 秒，或使用抗菌手部清潔液，能保護您並減少病毒擴散。 

通報不安全的行為或環境 
我們隨時歡迎團隊成員有關最佳安全做法的意見回饋，像是隨
時戴著口罩。發現不安全的行為時，請向 EHS、HR 或您的主
管回報，或透過「Good Catch」計畫或申訴專線回報。 

團隊成員資源 
請造訪 MicronNow COVID-19 資源頁面取得最新消息、指
南、問答集和更多相關資訊。與當地廠區相關問題，請聯絡
您的經理或 EHS/HR 代表。

工作場所整備
接觸者追蹤協助判別風險族群 
環境、健康與安全（EHS）以及人資部門代表將調查診斷 24 
小時內確診個案及等待測試結果的工作人員。其他判定具潛
在接觸風險的對象將會收到通知，並要求待在家中密切觀
察。

交錯值班以減低暴露風險 
廠區將進行交錯值班和輪替班表，協助維持社交距離並減少
團隊暴露風險。

人潮聚集處張貼清潔守則 
特別是公共區域或頻繁接觸的物品將增加清潔頻率，清潔時
間表亦會公告於洗手間和公共區域。 

重新配置所有工作區域以拉開社交距離 
我們將重新配置所有工作區域，為團隊成員的工作空間建立
出安全距離以避免不經意的接觸。我們也在走廊、樓梯間、
電梯及可保持人身距離的環境，以廠區告示及地板標示實施
分側行走的動線模式，目標是 6 英呎或 2 公尺的人身距離
和／或移動式柵欄，避免我們在較高營運限制等級（PEPP 
等級 5、4、3、或 2）時，會有唾沫波及到鄰近工作區域 。

會議室座位限制 
我們減少大型會議室、會議室及聚會空間的容納人數，以符
合 6 英呎或 2 公尺人身距離的要求 。

休息室及餐廳的人身距離安排 
將在休息室和餐廳安排間距，減少與服務提供者和其他團隊
成員的接觸。  

通風採用最佳實務做法 
通風過濾和建築系統將根據業界領先的空氣品質專家所提的
最佳做法和指導進行安全最佳化。

 

 � 發燒（於全球各地體溫等於或高於攝氏 37.5 度或華
氏 99.5 度／於中國為攝氏 37.3 度或華氏 99.1 度） 

 � 呼吸道疾病（咳嗽、呼吸困難） 
 � 發冷
 � 肌肉疼痛

 � 喉嚨痛 
 � 出現味覺或嗅覺喪失 
 � 其他日後經判定與該病毒有關之症狀

您有出現症狀嗎？任何產生 COVID-19 症狀的人將禁止進入美光廠區： 

* 參照適用法律規範之許可

新冠病毒
（COVID-19）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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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整備

確保環境安全 
美光廠區的工作場所將實施強力預防措施，以確保所有團隊成員和承包商
的健康與安全。用以降低潛在接觸風險並準備好擴增現場作業的措施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擬定疫情緊急應變計畫及工作場所整備方案
E美光全球各地廠區皆設有營運持續計畫、疫情緊急準備計畫 (PEPP) 和工作場所整備度計畫。我們的
優先要務是持續為所有人確保環境安全。

當情況改善並降低風險等級時，可以讓更多團隊成員回到廠區安全地工作，並允許更多人參與面對面會
議。每個廠區有各自的時間表，以循序漸進、階段性的方式讓團隊成員及承包商返回現場，首要條件是
團隊成員的安全，然後是關鍵區域的監控，以及其他將現場暴露風險與社區感染可能性降到最低的措
施。 

實施廠區安全措施 
各廠區根據風險分級與當地情形，向其團隊定期提供最新狀況，或者告知最新相關規定及防護措施。多
數 PEPP 等級均要求在廠區配戴口罩，並透過錯開位置和輪班的方式分隔團隊成員間的距離。另外，所
有廠區皆採取這些防護措施： 

 � 掃描任何進入廠區的對象
 � 提供醫療口罩給任何來到現場的對象
 � 確保所有洗手間提供洗手用品，包括肥皂與洗手液
 � 在所有入口及電梯口放置洗手液，並要求所有人員在進入設施前使用
 � 要求執行安全篩檢的團隊同仁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 於例如樓梯間、電梯與門把等人員頻繁接觸或行經之處加強清潔（每天至少一次）
 � 與餐廳和內場人員溝通，確保所有食物煮熟，並且再三確認溫度
 � 重新配置所有工作現場，建立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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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整備

安全措施
PEPP
第 6 級

PEPP
第 5 級

PEPP
第 4 級

PEPP
第 3 級

PEPP
第 2 級

PEPP
第 1 級

PEPP
第 0 級

現場工作團隊成員和
承包商

工作內容與
現場生產、
設備、使用
實驗室和關
鍵專案相關
的工作職務

工作內容與
現場生產、
設備、使用
實驗室和關
鍵專案最密
切相關的工
作職務

受益於現場
工作的工作
職務

遠端工作職
務逐步恢復
為現場工作

遠端工作職
務逐步恢復
為現場工作

全面恢復現
場工作的
能力

全面恢復現
場工作

第 1 道防線 
將 COVID-19 帶原者進入美光廠區的風險最小化

旅遊及健康聲明與掃
描*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待確認 待確認

訪客與供應商進入 嚴格禁止 不允許 受限 受限 受限 允許 允許

第 2 道防線 
將社區感染風險最小化

配戴口罩 100% 於廠
區

100% 於廠
區

100% 於廠
區

100% 於廠
區

移動時和會
議中

建議 不需要

人身距離 2 公尺** 2 公尺** 2 公尺** 2 公尺** 1 公尺 1 公尺 待確認

團隊成員現場分隔及
交錯輪班

是 是 是 是 是，已調整 是，已調整 待確認

面對面會議 人身距離 5 
公尺內不超
過 60 分鐘

人數 ≤5
人，並保
持適當距
離***

人數 ≤10
人，並保持
適當距離

人數 ≤10
人，並保持
適當距離

人數 ≤25
人，並保持
適當距離

人數 ≤50
人，並保持
適當距離

允許

消毒守則 每 2 個小時 每 2 個小時 每天 4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美光贊助的社群志工
服務

於廠區內外
皆不得從事
志工工作

於廠區內外
皆不得從事
志工工作

廠區主管自
行酌定

廠區主管自
行酌定

准許 准許 准許

身體不適嗎？待在家中吧！

* 進行檢測時機需視每個地區健康照護合作夥伴或業者的可用性而定
** 座位應相隔 2 公尺，如果無法相隔 2 公尺，則必須放置隔板或其他工程控管
*** EHS 核准允許 10 人以下且有足夠空間可以保持身體距離的會面。必須先指定房間。



重新配置所有工作現場，建立安全距離  
在讓更多團隊成員於現場開始工作前，我們將在每
個廠區施行詳細的工作場所整備計畫及安全措施檢
查清單。

健康與安全經理已慎重地重新配置所有工作廠區以
保持人身距離，代表工作人員將保持 6 英呎或 2 
公尺距離（視當地指南而定），以防止意外接觸。

我們的團隊會逐一檢視每個樓層平面圖，以便建立
安全距離。我們將在可用空間實施單向循環與交通
動線，而走廊、樓梯間、及電梯將以地上方向標示
與牆上公告建立新的單向動線。

我們的所有工作站皆遵守建議之間隔距離（6 英
呎／2 公尺），並減少工作區和實驗室的整體容納
人數。您可能會注意到大廳、自助餐廳／飲食部、
合作空間、會議室及其他公共區域有所變化。部分
廠區也可能將輪班的開始時間錯開，以便維持人身
距離並降低團隊暴露風險。

在團隊成員於現場開始工作或自由行動前，我們將
在每個廠區施行詳細的工作場所整備計畫及安全措
施檢查清單。在這份檢查清單範例中，每個類別皆
有一系列的行動需要在廠區完成。

工作場所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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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實施檢查清單－分類範例
 � 工作場所動線
 � 電梯調查與變動
 � HVAC 機械變動
 � 會議室
 � 休息室
 � 餐廳
 � 清潔 
 � 盥洗室
 � 實驗室
 � 溝通與變動管理
 � 緊急程序
 � 可能的現場案例應變



工作場所整備

執行體溫掃描站  
在適用法律和法規允許的情況下，多數場所皆於設
施入口處設置紅外線體溫監測。在進入工作現場
前，所有人都必須通過體溫掃描器，避免讓任何
發燒的人（於全球各地體溫等於或高於攝氏 37.5 
度或華氏 99.5 度／於中國為攝氏 37.3 度或華氏 
99.1 度）進入廠區。至於沒有設置體溫掃描站的
地方，任何人在進入前將被要求遵循適用之當地健
康旅遊聲明守則。  

減少會議室容許人數 
在會議室中容許的開會人數將會降低，透過限制空
間容納人數來維持人和人之間的間隔距離（6 英呎
或 2 公尺）。部分會議室將不開放使用，在預約
會議室時請注意公告列出的最大容納人數和／或查
看 Outlook Calendar 資源的詳細資訊 。

減少在休息室和餐廳的接觸 
在休息室和餐廳的空間將經重新安排，以減少與服
務提供者及其他團隊成員的接觸。除了人身距離的
要求條件，也將更加利用螢幕和免接觸式轉帳系
統，在供應咖啡與茶水時的肢體互動也會降到最
少。休息室、餐廳和公共區域的地板將標示出適當
的人身距離，並將設立公告要求團隊成員在碰觸機
器按鈕後進行擦拭與消毒。 

公共區域張貼清潔守則及時間表   
進行清潔的頻率會增加，特別是公共區域或頻繁接
觸的物品，我們也會公告洗手間和公共區域的清潔
時間表，確保團隊成員經常使用的表面經過消毒。
在安全適當情況下，洗手間和其他區域的門將保持
開啟狀態，減少頻繁接觸表面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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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最佳通風做法 
所有美光建築物和工作空間（包括租賃建物）的 
HVAC 通風系統皆進行最佳化，以提高室內空氣品
質，為團隊成員維持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這些改善
措施符合最佳做法及當地與國際建築準則指南、業界
最佳做法、以及頂尖空氣品質專家之建議，包括疾病
管制中心、 美國冷凍空調學會 (ASHRAE) 及環境保護
局。以下是採用的部分最佳做法與改善：

 � 按照製造商建議及產業指南進行定期維護

 � 進行 HVAC 系統的額外清潔作業，包括更換濾芯、
降溫迴路、表面清潔及散流器清潔 

 � 檢測 HVAC 濾換效率，並在可行時升級成 MERV 13 
濾換效率 

 � 檢測新鮮空氣通風等級，並盡可能增加工作區域的
新鮮空氣供給

 � HVAC 系統 24 小時全天候運轉，持續供給新鮮空氣
通風

 � 控制工作區域室溫與濕度，打造最安全舒適的環境

工作場所整備

https://www.ashrae.org/File%20Library/Technical%20Resources/ASHRAE%20Journal/2020JournalDocuments/72-74_IEQ_Schoen.pdf
https://www.grainger.com/know-how/equipment-information/kh-what-is-merv-rating-air-filter-rating-chart?ef_id=CjwKCAjwqpP2BRBTEiwAfpiD-8gXIYuTifSysKkNzpvTnBCauIBNbUJ5weliq0nuJv1Flt8bFvVWsBoC8boQAvD_BwE:G:s&s_kwcid=AL!2966!3!380017044231!b!!g!!&cm_mmc=PPC:+Google+PPC


工作場所整備

識別可能的病毒暴露風險
隨著我們更加瞭解團隊成員中的疑似或確診案例，我們建立
了一套整合程序來處理所有與 COVID-19 相關的問題與接
觸者追蹤。美光的行政團隊與廠區主管也將致力在每個廠區
傳達已知的確診個案。
接觸者追蹤
接觸者追蹤這項程序的目的是希望找出可能已經接觸確診新冠肺炎（COVID-19）
人員的對象。環境、健康與安全（EHS）的代表以及人資部門，正透過各種方式協
助判別具有風險的族群。舉例來說，他們會進行面談、查看廠區影像監控並查核與
會人士。經認定為具潛在風險的對象將收到通知，並加以密切監控；這些人可能必
須隔離，以便及早接受治療，並避免他人受到感染。保密的接觸者追蹤程序需在確
診後 24 小時之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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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整備

新冠肺炎（COVID-19）症狀 
所有出現新冠肺炎（COVID-19）症狀的團隊成
員、訪客、承包商或供應商，皆不得進入美光廠
區： 

 � 發燒（於全球各地體溫等於或高於攝氏 37.5 度
或華氏 99.5 度／於中國為攝氏 37.3 度或華氏 
99.1 度）

 � 呼吸道疾病（咳嗽、呼吸困難）
 � 發冷
 � 肌肉疼痛
 � 喉嚨痛
 � 出現味覺或嗅覺喪失
 � 其他日後經判定與該病毒有關之症狀 

建議出現新冠肺炎（COVID-19）症狀的同仁立即
就醫，並且避免前往美光公司廠區與其他公共場
所。受影響的同仁必須配合直屬主管來執行任何必
要的工作安排。

我們對新冠肺炎（COVID-19）檢驗
的立場
美光有一個專門負責採檢相關事宜的工作小組。而
我們持續密切關注的領域包括即將問世的技術、疫
苗研發、在當地社群進行的採檢、政府涉入狀況以
及雇主在採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我們還有一位醫
療顧問為美光提供建議。

如今，可行的話及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會在廠區提
供新冠病毒（COVID-19）採檢選項。我們會持續
主動監控情勢變化，並與當地衛生當局與政府單位
合作，為團隊成員提供最好的採檢方法。

通報新冠肺炎（COVID-19）疑似個
案之健康情境與守則 
美光對疑似與確診病例有所了解之後，我們提供了
一些健康情境，希望它們能幫您認識標準通報程
序。在 MicronNow 新冠病毒（COVID-19）資源
網站上有最新的健康情境可供查閱。

我們已經針對處理任何 COVID-19 相關問題，制
定了整合的程序。 EHS 和人力資源代表將負責管
理此套程序，包括對主管和受影響之團隊成員的內
部通知，以及／或對當地政府權責單位的外部通
知。如果美光廠區內出現團隊成員疑似或確診之個
案，廠區 EHS 聯絡人也會與廠區服務單位協調安
排消毒清潔。

通報自己檢驗或接觸史相關健康資訊的團隊成員，
我們一定會保護其隱私。凡是通報受新冠肺炎
（COVID-19）波及的團隊成員，其姓名將視同機
密資訊受到保護，而且僅限在「有瞭解需求」的基
礎上，在接觸者追蹤程序或政府規定的通報中討
論。 

近距離接觸的定義是與可能或已確診之個案在距離
少於 2 公尺（6 英尺）的範圍進行面對面接觸，接
觸時間在 24 小時內總計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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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整備
「這些措施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我們
每個人有意識地遵守新規範。」 
Sanjay Mehrotra
美光總裁兼執行長



團隊成員整備

團隊成員整備度檢查清單
準備檢查清單 
我們廠區的安全與廠務團隊致力為您做好準備，現
在輪到您了。以下是幾項能幫助您做好準備的項目: 

 � 參加當地廠區訓練。在回到現場前，團隊成員會
收到通知，要求完成變更及新期望的相關訓練。

 � 注意當地廠區新的健康安全守則之說明，這可能
會影響您在現場工作的方式。

 � 與您的經理安排您的復工時間及日期，有些廠區
需要錯開起始時間以避免入口堵塞。

 � 瞭解您的證件顏色代碼，部分廠區需要以此進行
輪班調度，以便維持人身距離。

 � 在第一天返回現場之前，決定您完成每日檢測調
查的方式*。設定提醒功能並按時進行。

 � 安排您的通勤方式，可以的話，這段期間請避免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

 � 攜回現場作業需要的 IT 及桌上設備。如果您在
家中需要其他設備進行彈性工作安排，請和您的
主管討論設備需求並取得同意。 

每日檢查清單 
我們的優先要務是持續確保所有人的環境安全，並
且需要您的協助。我們在現場工作和行進的方式將
有所不同，您可以按下列指示進行日常作業，協助
配合這些改變：

 � 如果身體不適，請在家休養。

 � 按照當地指示，在進入廠區前完成您的每日檢測
調查*。

 � 除了飲食之外，隨時配戴您的口罩。

 � 在廠區清潔站擦拭您的設備。

 � 保持人身距離，遵循方向標示。

 � 遵守會議及面談室的容納限制。

 � 按照當地指示，在值班途中檢測體溫*，完成日
中檢測調查*。

 � 經常使用肥皂與清水洗手 20 秒，或在全天適時
使用抗菌洗手液。

 � 隨時注意全球與當地指示。

 � 向 EHS、HR 或您的主管通報不安全的行為或環
境。

 � 優先考慮您的健康和福祉。

 � 查看 MicronNow 上的 COVID-19 頁面，獲取最
新更新及資訊。 

* 參照適用法律規範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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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整備

您所扮演的角色將有助於
美光成為安全的工作場所
由於預防措施及人身距離要求的強化，我們在現場工作
和行進的方式將會有所不同。我們需要所有團隊成員及
承包商瞭解、配合並同意新的廠區、健康及旅遊守則。
這些整體性的改變需要我們調整自身行為與心態，為每
個人維持安全的工作環境－因為我們關心彼此，我們同
舟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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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整備

身體不適嗎？待在家中吧！ 
如果感到身體不適，請在家休養，以避免散播病菌
給其他人。並持續在家休養，直到未使用藥物的情
況下（不包含季節性過敏或其他經醫學診斷之疾
病），長達 72 小時內無出現其他症狀。如果您對
請病假有疑慮，請和您的主管或人力資源業務合作
夥伴溝通，或私下聯絡您的團隊成員大使。 

現場所有人必須配戴口罩 
為遏止潛在病毒擴散，所有廠區都要求現場工作人
員配戴 3 層式醫療口罩（在參與廠區亦可配戴美
光品牌的布口罩，因其符合我們的安全要求條件，
並與 3 層式醫療口罩類型最為相似）。 美光會在
廠區入口處提供這類口罩給包含承包商在內的所有
現場作業人員，並禁止使用家中帶來的口罩。無論
與他人之間距離多遠，在美光設施內都必須全程配
戴口罩，包括在密閉辦公室或會議室中，只有在飲
食時才能取下口罩。我們在 MicronNow 有 「如
何配戴口罩」指南和影片 ，協助團隊成員維持安
全健康。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以及當地公共衛生官
方的建議，我們也鼓勵各位在離開住家時配戴醫療
口罩、不織布口罩或用圍巾遮蓋。 

每日檢測：每次值班前的健康及旅遊
問題
我們已要求所有團隊成員和承包商，無論是在廠區
內工作或在家遠距辦公，在所有工作日輪班前，都
須參與每日檢測。每日檢測對現場作業之團隊成員
及承包商為必要措施，其中包括體溫、旅遊、和其
他潛在暴露風險等相關問題。檢測完成時，員工會
得知自己是否能進出廠區，並且必須向安全人員出
示檢測結果方能進入美光廠區。

我們已要求現場工作人員在值班中進行第二次檢
測，以符合每天兩次體溫檢測的安全守則。 為符
合每天兩次體溫檢測守則，現場工作人員必須在值
班過程中進行第二次調查。如果團隊成員覺得體溫
升高（於全球各地體溫等於或高於攝氏 37.5 度或
華氏 99.5 度／於中國為攝氏 37.3 度或華氏 99.1 
度），可以在值勤時前往廠區入口的體溫掃描站。
而未配置體溫掃描裝置之地點，團隊成員及承包商
需依據廠區守則來執行。

https://now.micron.com/News/141820/2020-04-06-how-to-wear-a-mask
https://now.micron.com/News/141820/2020-04-06-how-to-wear-a-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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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航空、海路、或巴士移動後需要隔
離
美光已在所有國家或地區採取旅行和健康篩檢。 
所有團隊成員、承包商、供應商與訪客凡在過去 
14 天內，經由航空、海路或巴士往返鄰近地區
以 外地方的旅行者，都必須自我隔離。利用鐵路
和汽車等交通運輸方式的旅行不需要進行自我隔
離。此政策適用於商務及私人旅行。

您需要自我隔離 14 天，且在這段期間內不可進入
美光廠區。如果您選擇在旅行後的第五天接受採
檢，在第七天時或之後取得陰性結果且沒有症狀
的情況下，即可以返回工作崗位。從結束旅程抵
國後的第一天起算。對於本政策例外情況的任何
特定廠區的通勤旅行，須得到執行長辦公室的直
接核准。

隔離的規定亦適用於具有接觸感染風險的團隊成
員、承包商、供應商或訪客。適用對象包括利用
航空、海路或巴士等交通運輸方式往返鄰近地區
以外地方後直接回來的人。這些人都有感染風
險，都不應到公司工作。

若團隊成員、承包商與供應商曾透過航空、海路
或巴士等交通運輸方式往返鄰近地區以外地方，
或已知曾與旅客接觸，並需要進入廠區，也必須
通報其直屬主管或是負責人。

美光差旅自我隔離規定是根據差旅行程地區的 
PEPP 等級而定。在 PEPP 等級 3 或以上的地區，
於鄰近地區以外的地方進行任何差旅行程（航
空、海路或巴士），都須自我隔離。若在 PEPP 
等級 2 或以下的地區旅行，則在進入美光廠區前
不需要自我隔離。美光遵守所有當地政府之旅行
相關規範。 

差旅及私人旅行 
隨著地方廠區和地區情況發展和改善，美光商務
差旅僅限於有關鍵／必要的業務行程。所需核准
級別是根據出差人的居住地、任何中途停留地以
及目的地之 PEPP 等級。

 � 居住地的 PEPP 等級為 3 或以下時，可進行國
內商務差旅；有任何中途停留地和目的地，須取
得副總裁核准。此規定適用於鄰近地區外的航
空、海路或巴士旅行，並包括含過夜住宿的汽車
或火車旅行。

 � 居住地、任何中途停留地和目的地的 PEPP 等級
為 2 或以下時，在取得副總裁核准下，可進行
海外差旅。此規定適用於航空、海路或在鄰近地
區外搭巴士旅行。

 � 高於規定 PEPP 等級之商務差旅皆視為例外情
況，並且須經過執行長辦公室的直接核准。

 � 通勤行程不需要商務差旅核准。通勤行程的定義
為：包含在個人每日標準通勤中以透過渡輪、巴
士或汽車等交通運輸方式，往返鄰近地區內的工
作地點。

 � 所有商務差旅人員皆必須遵從當地政府及廠區之
健康安全規定，包括檢疫守則在內。 

團隊成員可以在新冠病毒（COVID-19）資源網站
獲得最新的差旅指南，或是在 MicronNow 搜索
「travel」前往美光差旅網站。

計畫在假日進行私人旅遊及家庭度假的團隊成
員，請密切注意當地廠區及國家或地區的指南。
如果當地廠區限制以航空、海路或巴士等交通運
輸方式往返鄰近地區以外地方，您可能在返家後
需要進行一段時間的居家隔離或遠距工作。雖然
最終決定權在您，但我們鼓勵您密切注意，遵守
有關當局的指南，並在評估旅行需求時將所有因
素納入考量。

為了協助各位對差旅或私人旅行計畫做出周全的
決定，請參照官方發出的旅遊警示，例如世界衛
生組織、疾病管制中心與國際 SOS 等機構。

團隊成員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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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廠區訪客 
在業務情況許可下，我們建議各個地方的顧客、承
包商、供應商及訪客暫緩全球各地非必要的差旅行
程，包括為進行業務會議造訪美光廠區的人士。如
果會議可在線上或透過視訊會議舉行，我們鼓勵所
有同仁盡量使用線上工具來執行業務。訪客需提供
健康及旅行資訊，而且在造訪任何美光廠區前可能
需要根據當地規定隔離觀察一段時間，包括經由航
空、海路或巴士在往返鄰近地區以外的地方。 

禁止大型集會 
廠區與團隊應限縮或延後大型會議或集會的舉行，
例如廠區活動、員工大會、研討會等，也減少前往
有大量人潮的公共區域。

如果必須進行業務會議，請保持簡短扼要，並減少
出席人數（按照您的廠區守則層級與國家指南）。
取代面對面會議的一個方式是利用 Zoom 或網路
直播資源進行遠端面議。

團隊成員也應盡可能取消或延後參與會議，並聽從
由執行長辦公室執行人員對於組織內會議出席規定
的相關指示。這項要求將延續至可預見未來的這段
期間。 

遵守人身距離指南 
為了進一步在您所在廠區維持人身距離，請遵循告
示及指引標示。我們也要求團隊避免聚集在走廊、
入口、餐廳或休息室，並限制鄰近工作區域之間的
對話。

記得洗手 
別忘了要經常洗手，簡單的清潔工作包括用肥皂及
清水洗手 20 秒，或使用手部抗菌清潔液，保護您
並減少病毒擴散。

願意聽從建議，也願意帶領他人 
安全是我們人本價值的核心，每個人都涉身其中且
共有之。我們極力確保時時刻刻將自身與同仁安全
放在心上，當出現安全疑慮時，我們必須願意聽從
建議，也願意帶領他人。遵守這些指示能幫助維持
您和團隊成員的安全，這會需要一點時間熟悉，而
每個人都會犯錯。協助其他人遵守安全做法，保持
開放的心態，瞭解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像是隨時
配戴著口罩。

通報不安全的行為或環境 
發現不安全的行為時，您可以向 EHS、HR 或您的
主管通報，亦或透過「良好監督」計畫或申訴專線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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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您的持續承諾  
從 COVID-19 疫情開始，您的福祉就一直是我們的首要考
量。我們關心您，並將繼續謹慎以您的健康安全為優先考
量，在我們一起經歷這場疫情同時，我們每個人及我們的家
庭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考量及情況，從醫療問題到照顧家中的
父母及孩子。您的主管和人資團隊可以為您提供協助，您不
需要獨自面對困難。 
考量到這個狀況將會持續發展，我們鼓勵您與主管保持密切聯繫，定期與團隊彙報
並隨時了解情況。同時，這裡有各種資源協助您度過這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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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財務困難嗎？可以申請補助 
團隊成員援助基金為遭遇極度困難且符合資格的團
隊成員提供財務支援。此計畫有賴於團隊成員透過 
Micron Gives 入口網站進行的捐款。如需更多資
訊，請與您的團隊成員大使連絡（在 MicronNow 
中搜尋「advocate」)。

401(k) 預支
美國團隊成員可直接從其 401(k) 基金中預支，不
會有任何罰金，並在有限的時間內享有延長的還款
期。因聯邦政府最近頒佈的冠狀病毒援助法案而使
此選項成為可行。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Fidelity  
NetBenefits。 

需要協助嗎？您不需要獨自面對 
透過 GuidanceResources Online 的員工協助計劃
是良好的起始點。這個計劃可以為您提供廣泛服
務，包含保密諮詢、財務協助、法務或家庭協助。
第一次使用者請用 MICRON 做為網路 ID 進行註
冊。 

此外，團隊成員倡導者可以幫助需要協助、資訊、
或指引的團隊成員。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在 
MicronNow 搜尋「advocate」取得聯絡方式。

讓福祉成為優先考量 
為了協助您關心個人整體健康，美光全球福利團隊
提供以廠區層級、社群和線上機會為主軸的全球計
劃，打造良好健康習慣。請造訪 myHR 的「明智
選擇、健康生活」頁面，選擇適合您所在地區的全
球計劃。除此之外，請查看您的電子郵件，或在 
MicronNow 尋找健康優先的新方法。

 錯過健身房嗎？在 Zoom 健身課程中和美光健
身教練一起運動，在 MicronNow 上搜尋「well-
being」查看課程，選擇團體 Zoom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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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取得或給予重要物資嗎 
您需要物資嗎？您有可以捐贈的物資嗎？員工資源團
體 (ERG) 正在蒐集並分配重要物資給團隊成員。請透
過電子郵件聯絡多元、平等與包容副總裁 Sharawn 
Connors，按每個廠區法令與當地限制，取得由 ERG 
團隊捐贈的重要物資。 

保持聯繫 
為協助團隊成員居家工作，IT 部門已擴增並強化遠端
存取功能，並建立新的居家辦公資源網站，幫助您有
效地進行工作。在 MicronNow 搜尋「WFH」獲得存
取支援服務、資源及設備申請的更多資訊，以及提示
和小訣竅。 

讓辦公環境更加符合人體工學，預防受傷
及疼痛 
我們的辦公環境人體工學訓練評估工具 Ergopoint 提
供在辦公室、居家和行進間改善工作環境配置，提
升安全及效率的建議。根據您自我評估的回答，您
將獲得一組風險分數，如果您的風險分數經認定需
要其他協助，將會有人體工學代表與您聯絡，為您
的工作環境配置提供更多協助。在 MicronNow 搜尋
「HomeErgo」，取得 Ergopoint 及更多人體工學的
指南。 

有時間幫助其他人嗎？這裡有 
非常多線上志工的機會。您可以與居家隔離的社群成
員們透過電話聊天、幫助難民加強語言能力，或協助
退伍軍人轉業輔導。除此之外，您還可以透過 Micron 
Gives 入口網站報名志工。

保持關注 
在 MicronNow 上的 COVID-19 資源網站可幫助您保
持關注與聯繫。請造訪此網站獲得所有 COVID-19 相
關最新消息、可發問並獲得解答的討論區、員工座談
會時間表或加入 Zoom 群組。您也可以在團隊線上歡
樂時光張貼照片。

團隊成員整備



美光 COVID-19 全球應變 
我們關心團隊成員和全球社群。請造訪micron.com/COVID-19，瞭解美光對深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者的承諾，以及我們協助全球社群的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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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micron.com/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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