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三藩市衛生指令的常見問題 

更新日期: 2020年4月30日 

 

我們現正處於應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關鍵時刻。據衛生專家所報，我們的集
體行動已經產生了正面效果。三藩市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住院的人數，已於數週內都保持
平穩。但是，到目前為止仍沒有針對此病毒的特效藥，大部分人口仍然存在受感染的風
險。三藩市正努力擴大病毒檢測、個案發現、個案調查和病例追踪的能力。話雖如此，延
長居家避疫令對本縣至關重要。與此同時，我們亦可以對某些低病毒傳播風險的活動放寬
限制。本縣繼續嚴格落實執行衛生指令，你們也必須嚴格遵守，以達到目的。下面常見問
題的解答將幫助你更好地遵守。本縣將持續為民眾更新和提供最好的公共衛生措施資訊，
並會因應情況的變化而對新指令作出修正。我們已有前進的方向。大家必須一起努力，一
起贏得抗疫的勝利。 

 

禁止外出令釋義 

新指令是什麼？ 

新指令由5月4日開始生效，這項新指令取代了現行的居家避疫令（5月4日的指令）。5月
4日的指令要求大部分民眾繼續留在家中避疫直到2020年5月31日。但是，新指令也作出
了下列一些重要的改變： 

基本服務行業： 

● 依照5月4日的指令，所有建築工程可以復工，但是必須遵守隨同新指令公佈的建
築工程安全守則 

● 允許商業和住宅房地產交易恢復，但是必須保留有關親身參觀和預約的限制。 
● 依照新指令，託兒設施和其他教育和康樂設施可以重新運作來為兒童提供托管服務

，以便所有在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或執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的員工可以得到託

兒服務。所有這些運作都必須儘量遵守新指令列明的所有限制，包括以每組不超過

12名兒童的固定小組進行操作。這一項也受州居家避疫令的約束，但是衛生官員
將與州政府合作，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得到進一步控制後，會再評估是否放寬託兒
限制。 

室外行業： 

● 室外行業（如以下所列的新指令定義和解釋）現在可以允許運作，民眾可以允許到
那些行業執行工作或者獲取物品、服務或供應。 

● 室外行業指的是居家避疫令實施前，通常在室外運作的行業，所有人都可以在那裏

保持6呎距離。這些包括室外商家，譬如園藝市場，室外服務提供者如花匠和農業
設施。室外行業不包括室外餐館、咖啡店或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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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設施社交距離守則： 

● 所有在本縣經營的行業設施，包括執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的機構，都必須遵守要求

來制定社交距離守則。（注意：建築工程活動必須遵守建築工程安全守則。） 
● 在它們的社交距離守則中，行業機構必須確保工作人員和顧客進入設施時佩戴面罩

（除了那些被建議不用佩戴面罩的顧客，譬如幼兒）。 
● 所有現行社交距離守則必須更新以包含新的要求。 
● 我們鼓勵現在還未被允許運作的行業把注意力放在計劃在它們機構中如何有效實施
社交距離和相關措施，以便在允許運作時，它們可以安全重新開放。 
 

基本必要活動和出行： 

● 現在所有住宅搬遷都可以允許進行。 

休閒娛樂： 

● 新指令允許使用不鼓勵聚集或不含有高使用頻率器材的室外共用康樂設施。 

新型冠狀病毒指標： 

● 衛生官員將視我們在新指令下共同達到所列出的幾項重要指標，也稱為新型冠狀病
毒指標，來決定放寬或擴大各項限制。 

新指令何時生效？ 

新指令將由2020年5月3日晚11時59分起生效。 

新指令有效期有多久呢？ 

目前新指令將生效至2020年5月31日晚11時59分。基於衛生情況及要求，三藩市衛生主
任可以選擇縮短或延長新指令。各項限制之有效期將取決於衛生主任為保障公眾健康而做

的決定。 

新指令可否更改？ 

可以。在有更多關於公眾衛生情況下，衛生主任可以對新指令進行更改；在有需要的情況

下，衛生主任也可以頒佈新指令和指引。  

為什麼不允許更多的行業開放呢？ 

有賴於灣區七百萬民眾的共同努力和犧牲，我們減緩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努力取得了進展
，保證了我們醫院沒有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而超負荷，並能繼續拯救生命。這個進展允許我

們放寬一些限制，讓低風險的室外行業和室外活動恢復，只要它們嚴格遵守新指令所列出
的社交距離要求和其他保障措施。 

新指令也在基本服務行業名單上新增了一些行業活動，包括建築工程和房地產交易 — 在
我們逐漸進入拓展經濟活動的時期，這樣做顯得非常重要，因為需要更多的空間來滿足社
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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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目前這個大流行階段，我們需要保持大部分居家避疫令的限制，保障我們不會喪
失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太快取消和取消太多的限制，都可能會輕易造成感染個案反彈，

而導致原本可避免的入院和死亡死灰復燃，還可能造成長期的經濟損害。 

這項指令是否有強制性還是只是指引？ 

是強制性的。這項指令具有加州法律效力。你必須遵守，違反指令將構成罪行（輕罪）。 

我經營一個於5月4日新指令中定義為“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業務。我需要從市政
府取得官方授權書才能在市內經營我的生意嗎？ 

不需要。如果你的行業是這項指令中所列明的“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那麼你就可
以經營在三藩市的設施，只要你在每個經營設施製作、張貼並實行社交距離規定 (該規定
附於這項指令後)。 你不需要從市政府取得任何授權來經營你的生意。市政府也不會發出
任何書面決定和授權。  

如果一個建築內有租戶經營“基本服務行業”，那需要製作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嗎？或者這
是該商戶自己的責任呢？ 

從事基本服務行業的租戶有責任遵守社交距離要求，包括制定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我在這項指令定義的“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工作。我需要從雇主取得證明信或其他
文件才能外出嗎？ 

不需要。你不需要攜帶官方證件（政府也不會發出任何證件）證明你得到這項指令的豁
免。但是當執法人員提出要求時，你需要解釋新指令如何允許你出行。  

什麼叫做“居家避疫”？ 

“居家避疫”指的是留在家中，除這項指令所列的例外情況，否則不要離家外出 (後面會有
解釋)。 

我聽說還有一個全加州的居家避疫令。我還需要遵守三藩市的避疫令嗎？  

需要。除了全州範圍的指令外，三藩市衛生主任的避疫令依舊有效。所有居民必須同時遵

守州和市的指令。如果兩者限制有差別，你必須遵守兩者中比較嚴格的一個。 

 

“居家避疫”和“社交距離”有什麼分別？ 

居家避疫是一種比社交距離更嚴格的執行方式。 

居家避疫是指你： 

● 必須留在家中 
● 只可以外出從事“基本需要活動”，或進行“室外活動”，到“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
業”上班，或提供“基本政府職能”服務，為雇主執行“最低限度的基本業務”，或者進
行“必要出行”，這些在新指令中都有定義。(細節可參閱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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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組織或參加任何聚會 

另外，你需要與家人以外的人士保持至少6英呎的距離，勤洗手至少20秒（或用消毒洗手
液）；用紙巾或衫袖遮蓋咳嗽和噴嚏（而不是用手）；外出到公眾場合佩戴面罩；以及患
病時，必須留在家中。  

我是無家可歸者，該怎麼辦？ 

無家可歸者受到這項指令的豁免，不受在家中避疫和非必要外出的出行限制。但是在收容

所的人士應該留在那裏，所有收容所的人士都要勤洗手，實行社交距離。在公共空間、帳
篷、車中生活的人士，或其他未得到收容的人士，應該經常使用市內的公共洗手間和新設

的洗手設施，並實行社交距離。這項指令也呼籲市政府在無家可歸者居住的帳篷間保持

12英呎平方的距離，並且每個帳篷只能容許一個人居住。新指令呼籲本縣為無家可歸者
提供收容所，本縣也已制定了旅館收容計劃來收容受大流行所影響的人。有關因新型冠狀
病毒影響而得到應急服務、臨時居所和收容服務人數的最新資訊可在這裏查閱。 

我該如何舉報某商家或機構可能違反新指令並對公眾或其員工造成傷害呢？ 

致電311，除非是以下投訴。你的投訴將會轉介至相關的縣政府機構進行調查和執法。如
果你致電，請你提供該商家或機構的名字和地址，並儘可能描述你所觀察到的情況及時

間。 

如果你看到下列情況，最好致電警局非緊急電話：415-553-0123，請不要撥打911。如果
你忘了非緊急電話號碼，可以撥打311： 

● 任何下列商家正在營業或者好像在為顧客提供服務： 
o 酒吧、小酒館、夜店、電子遊樂場和其他娛樂場所 
o 劇院和音樂廳 
o 電影院 
o 健身房、體育俱樂部和健身室 
o 髮廊、沙龍、美甲店和健康水療中心 
o 煙店 

 
● 任何在晚上8時和早上6時之間銷售酒精飲品的便利店 
● 任何餐館、茶餐廳、或可容許顧客在店內坐下/在店旁飲食的咖啡店（只允許外賣
和送餐服務） 

我該如何舉報不屬於同一家庭的成員在外聚集，而且沒有遵守社交距離，又或者正在使用
已經關閉的室外康樂設施（譬如操場、網球場和籃球場）？ 

最好撥打警局非緊急電話：415-533-0123（如果你忘記號碼，可撥打311） 

 

日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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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急切需要或者執行基本需要活動，我可以離家去探訪親友嗎？ 

不可以。為了你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你不可以離家探訪親友。我們需要互相幫助，一起留

在家中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 

我仍然可以收信和包裹嗎？ 

可以。依照新指令，送信和運送包裹服務仍然可以繼續。 

我還可以從網上商家訂購商品並運送至我家嗎？ 

可以。新指令允許你網上購物，並運送至你家。 

我可以去投遞地點或郵局郵寄包裹嗎？ 

可以。提供郵寄服務的機構是新指令所認定的基本服務行業，指令允許人們前往基本服務

機構。但是所有個人都應儘量推遲所有非必要的郵寄活動，並在允許外出時，遵守社交距

離的要求。  

我可以外出去洗衣服嗎？ 

可以。  

我可以去銀行嗎？ 

可以去。但是請務必減少不必要的外出，而且在允許外出時，遵守社交距離的要求。  

我需要貸款或寄現金 — 那些金融機構允許開放呢？ 

除了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匯款服務、當舖的金融服務、支票兌現服務、借款機構和類似金

融機構都可以運作。對於合有金融服務和零售服務的機構，只有金融服務部可以運作。 

我應該囤積食物及譬如衛生紙、藥品等生活必需品嗎？ 

不需要。你仍然可以外出購買這些商品。售賣這些必需品的雜貨店、藥店、五金商店仍然

會開門營業。請繼續在你平時外出的時候購買正常數量的商品。這樣才能確保每個顧客都

能買到所需品。 

這個指令會不會衝擊汽油供應鏈？我是不是應該囤積汽油？那其他必需品的供應鏈呢，譬

如食物？  

這項指令並不會影響加州的汽油供應，汽油供應商仍舊開放營業，包括： 

● 煉油廠 
● 輸油管操作者 
● 運輸終端 
● 油罐車 
● 燃油批發商 

另外，這項指令也不會影響加州的服務和五金供應，雜貨店和五金店依舊可以照常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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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出門怎麼辦？我如何取得生活用品和食物呢？ 

請聯繫朋友、親人或其他你認為可以為你提供幫助的人士。他們可以為你取得生活必需

品。你也可以訂購食物和用品，並讓他人送到府上。  

我可以離家去教堂、猶太會所或者清真寺嗎？ 

不可以。為了你自己和其他信眾的安全，你們要互相幫助，一同留在家中對抗新型冠狀病

毒的傳播。宗教禮拜場所也可以提供遠程服務，譬如電郵、網上直播、或者電話會議等。

雖然從衛生的角度來說，信眾領袖最好能從他們自己家中直播宗教禮拜，但是他們也可以

在宗教禮拜場所進行直播，但必須滿足以下條件：（1）該場所不能對信眾開放；（2）
參與直播的工作人員只限於所需的最低人數（最多只能10人）以及（3）他們必須遵守社
交距離和衛生要求。 

如果商家關門了，我如何能買非基本需要物品呢？ 

大部分商品都能透過網上購買並送到你家，許多其他非必需品也往往可以在主要銷售必需

品的商店中發售。  

我可以去酒吧、夜店或影劇院嗎？ 

不可以。娛樂場所不可以營業。 

我可以去餐館、茶餐廳、咖啡/茶館、冰淇淋店或者其他提供食物的地方嗎？ 

可以，但僅限於食物外賣。你不可以在該設施內或周圍進餐。這些設施也可以提供送餐服

務。  

我可以遛狗嗎？ 

可以，但是務必與非家人保持至少6英呎的距離。容許狗隻進入的開放空間仍舊是對外開
放的，而封閉式的寵物狗公園已經關閉。請注意，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 也發出指
引，建議你對待寵物就像對待自己家人一樣，不要讓寵物與非自己家庭成員的人士和動物

接觸。如果你有家人病了，就需要將其與其餘家人甚至寵物隔離。  

可以允許別人幫忙遛狗嗎？ 

如果家裡成員因為正於基本服務行業工作或者提供基本必要服務而沒有人可以遛狗，或者
如果狗的監護人因為醫療原因無法遛狗，那麼別人可以幫忙遛狗，否則就是違法。幫忙遛

狗的人必須要盡可能與街上其他寵物和遛狗者保持社交距離，甚至也有可能需要限制每次

遛狗的狗隻數量。 

如果我的寵物生病了，我可以帶它們去獸醫或寵物醫院嗎？ 

可以。請先打電話確定這些機構是否有任何限制。 

我可以帶我的狗去寵物美容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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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診所可以提供美容服務，你也可以使用這些必要服務來維持你寵物的衛生。另外，新
指令允許上門服務。其他美容服務/設施也可以為動物提供美容服務，但大前提是主人必
須出示獸醫的書面聲明，表示該動物因為衛生的原因而需要美容服務，而且無法推遲。 

我可以帶狗去犬舍嗎？ 

可以。犬舍（日間或是過夜照顧）可以運作，但是必須只能為在基本服務行業、室外行業

，執行最低限度業務，執行政府基本職能而上班的人士，或者因為感染或接觸新型冠狀病

毒的人士提供服務。設施必須遵守所有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製作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我不會做飯 — 我如何購買膳食？ 

餐館、咖啡店、快餐車和類似場所應該繼續營業，通過運送和外帶向公眾提供膳食。 你
還可以在雜貨店、超級市場、有經營許可的農貿市場、便利店和其他類似的食品零售商處
購買預備好的食物。 

我如何可以為自己或家人獲得免費或減價的膳食？ 

向學生或其他公眾人士提供免費或減價食品或膳食的學校、愛心食堂、食物銀行和其他機
構可以繼續提供這些服務。但是你不可以在提供膳食的場所內進餐，而必須外帶或送餐到

府的方式食用。 

我可以進行法院指令的子女探訪嗎？ 

可以。這項避疫令豁免法院指令或執法機關要求的出行。 

我仍然可以去我的自助倉庫獲取必需品嗎？  

自助倉庫不屬於基本必要行業，但是它們仍可以進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並允許人們進入

他們的自助倉庫取得藥品或其他相關需要，或者是為了之前已經安排好並被避疫令許可的

搬遷事宜。 

共渡公寓大樓中公共康樂空間（譬如健身房和屋頂平台）還開放嗎？ 

不開放。對於共渡公寓住戶，新指令中居家避疫對“家庭或居住單位”的要求指的是他們自
己的居住單位，不是整個大樓或樓群。與其他人共用的共渡公寓大樓或樓群公共康樂空間

，譬如健身房、屋頂平台、燒烤區，必須像其他有高接觸器材或鼓勵聚集的公共康樂空間
一樣保持關閉。 

那共渡公寓的共用區域，譬如公用洗衣房，住戶需要使用及保持清潔，該如何處理？ 

共渡公寓住戶應該被允許使用這些家庭清潔衛生的設備。大樓業主必須加強清潔這些區域

及其高接觸頻率的表面，住戶必須遵守所有新指令的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與非家人保持6
呎距離；在使用設施前、後經常洗手，每次洗手至少20秒（或用消毒洗手液）；以紙巾
或衣袖遮蓋咳嗽和噴嚏（而不是用手）；在外出公眾場合佩戴面罩；以及避免生病時使用

洗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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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面罩 

如果我買不起或者買不到面罩該怎麼辦？ 
 
你可以用家庭日常用品，包括圍巾或頭巾，來作為面罩。實際上你只需要一件T恤和兩條
橡皮筋，無需任何縫紉。你可以在這裏找到如何製作面罩的視頻：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diy-cloth-face-c
overings.html  

我應該如何清洗面罩？ 

通過一般洗衣方法就可以清洗非一次性使用的面罩。只需要跟隨面罩上的標籤指示來保養
即可。更多資訊可以參閱這裏：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diy-cloth-face-c
overings.html.   

佩戴面罩令上說單向氣閥的口罩不能使用，為什麼呢？ 
 
單向氣閥通常看起來像是突起的一個25分硬幣大小的塑料圓柱體，是為方便口罩呼氣而
設計。這會導致懸浮呼吸飛沫更容易透過氣閥呼出，而我們佩戴面罩的目的是限制我們呼
出飛沫。正因為如此，佩戴面罩令不允許佩戴這種單向氣閥的口罩。  

佩戴面罩令也講到2歲或以下的兒童不可以佩戴面罩，為什麼呢？ 

2歲或以下兒童不能安全使用面罩。對於幼兒，會有窒息風險。 

3歲到12歲之間的兒童被要求帶面罩嗎？ 
 
不要求。3歲到12歲之間的兒童可以佩戴面罩，但並不強制要求這麼做。如果要給這些兒
童戴上面罩, 則必須在大人監管下進行，以避免不當使用。 監管程度則應按兒童年紀及其
心智成熟程度而有所不同。對一些兒童而言, 僅進行討論就足夠了, 但對於較年幼兒童, 在
其使用時應有家長及監護人在場。家長及監護人應以自身判斷能力決定。 

我經營一家必需品商店、室外行業機構或其他居家避疫令所允許的商店或設施，來進行最
低限度基本業務或者進行基本基礎建設。佩戴面罩令要求我做些什麼呢？ 
 
一般來說，在任何與公眾接觸或者公眾有可能出現的地方，無論顧客或公眾當時在不在場
，你都必須確保你的雇員和其他員工佩戴面罩。這是為了避免呼吸飛沫在顧客或公眾可能
在的區域傳播。雇員也必須在有同事在旁邊的時候佩戴面罩。  
 
你也必須在你設施入口處張貼標誌，通知公眾如果不戴面罩的話，將不被允許進入設施和
得到服務。你也不可以向12歲以上不佩戴面罩的人士提供服務，除非他們有得到佩戴面
罩令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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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理由，在基本服務行業、室外行業設施內或者有非家人的人士在場的情況下，人們
可以不必佩戴面罩呢？ 
 
有下列情況，人們在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設施內或當有其他人在場時，可以不必佩戴
面罩。 
 
- 12歲或以下的兒童； 
- 專業醫療人士建議你佩戴面罩會對你的衛生帶來危險，而你也有相關文件證明； 
- 佩戴面罩會為你工作帶來地方、州、或聯邦法規或工作場所安全準則定義的安全隱患； 
- 你有呼吸困難；  
- 你喪失意識、喪失功能、或者在沒有他人協助下就無法取下面罩； 
- 你有身體殘障導致你無法佩戴面罩； 
- 如果你是聾啞，並且必須使用口和面部活動來與人溝通，你可以在進行溝通時，取下面
罩。 

我經營一家提供基本服務或室外行業的設施。我應該如何處理店內不戴面罩的兒童呢？ 
 
佩戴面罩令規定2歲到12歲之間的兒童不需要戴面罩，但是他們也不可以妨礙他人遵守社
交距離。你可以問他們的家長或者照看者是否帶有兒童可以佩戴的面罩。如果因為兒童的
行為舉止為其他顧客帶來風險，你就可以要求他們的家長或照看者糾正小孩的行為。你也
可以警告他們如果他們不做出糾正，他們會被要求離開商店。 

我可以用萬聖節的面具作為我自己和孩子的面罩嗎？ 
 
不可以。面罩不可以遮住眼睛或前額。另外，面罩也應該能服帖地遮蓋口鼻，而堅硬的塑
料面具無法做到這一點。 

我自己在開車的時候要帶面罩嗎？ 
 
不用，只要車裏只有你一個人，或者車裏只有你和你的家人，那就不需要戴。但是，如果
你駕駛出租車，共乘車或者私家包車，你就必須在車內佩戴面罩，無論車內有無乘客，這
樣可以避免吸入可能污染乘客所坐和觸碰地方的飛沬。 

我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交車站等車時，需要戴面罩嗎？ 
 
是的，你要佩戴面罩。所有超過12歲的人士，在候車或者在公交車上，包括司機，都要
佩戴面罩。  

當我在從事居家避疫令所允許的工作，以及沒有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可以取下面罩嗎？ 

有時候可以。當你在私人辦公室或者在公眾、顧客或其他人不在場或者不太會出現的房間

內，你可以取下面罩。但是，當你在這些地方要親身接觸你辦公室或設施的其他同事，你

就必須佩戴面罩。在任何顧客或公眾可能會出現的地方，即使他們當時不在場，你也必須

佩戴面罩。如果有同事在旁邊，員工也必須佩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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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街傳步或遠足要佩戴面罩嗎？ 
 
一般來說，不需要，但是有時候如果你在人行道或遠足區域無法與他人保持至少6呎距離
，那麼你就應該佩戴。在社交距離無法保持的情況下，你都應該佩戴面罩。 

當我在室外跑步或者騎單車時，我需要戴面罩嗎？ 

指令中建議大家採取措施限制運動時的飛沫傳播。在跑步、騎車、或進行其他室外活動時

，你的飛沫可能會譬平時傳播得更遠。這導致保持6呎社交距離並不足夠。你應該避免直
接跑在或騎在非家人的其他跑步或騎車人士前後，以避免他人接觸到自己呼出的懸浮粒

子。你應該隨身攜帶一個面罩，以便在進行室外活動與他人太過接近的時候佩戴。 

我在家裏要戴面罩嗎？ 
 
不需要。佩戴面罩令並不要求你在家裏戴面罩，但是如果你或者家裏有人生病，那麼佩戴
面罩就會降低感染風險。如果你或家裏有人生病，你應該聯繫你的醫療提供者。 

我有預約要去看醫生或者醫療提供者，我要戴面罩嗎？ 
 
是的，你要佩戴。如果你要與非自己家人接觸，那你就要佩戴面罩。但你的醫療提供者可
視你的身體情況而允許你除去面罩。  

我因為本身衛生情況或者身體殘障而無法佩戴面罩，或者我需要藉助口和面部來溝通（譬
如美國手語），我一定要帶面罩嗎？ 
 
一般來說不需要。佩戴面罩令包含了對有衛生問題或呼吸困難的人士可以豁免佩戴面罩。
對於需要藉助可見的口部來溝通的人士（譬如美國手語），面罩應該在不進行交流的時候
使用。如果你有長期身體問題使得無法佩戴面罩，則應該諮詢自己的醫療提供者如何在公
眾場合保障自己和他人。你也應該向專業醫療人員獲取文件證明來顯示他們建議你不能佩
戴面罩。  

 

醫療服務 
我如果病了，我該怎麼辦？如果我或我家人立即需要醫療服務，我可以外出去看醫生或者

上醫院嗎？ 

如果你病了，在上醫院前，你需要先致電你的醫生、線上護士或者急救中心。除非有緊急

情況，不然不要前往醫院的急診室。如果你或你家人生病的話，你可以尋求醫療諮詢。如

果病情不緊急，請聯繫你的主要醫療提供者，以確定下一步怎麼做。另外，如果你擔心是

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你可以查詢相關網上資料，來幫助你了解徵狀。你應該查閱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來了解詳情。如果你遇到緊急情
況，請撥打911或者去看急診。 

我可以得到我的處方藥或者其他醫療需要嗎？我可以外出前往藥店抓藥嗎？ 

Rev. 4/30/202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可以。藥店和其他醫藥供應商店是可以而且歡迎繼續運作的。如果可能，你應該選擇將處

方藥和醫療用品寄送到家裏。 

我下週與醫生預約了例行檢查或者有一個非緊急手術。我可以繼續去嗎？ 

可能不行。在另外一個指令中(C19-08號令)，衛生主任指令所有醫療提供者（譬如醫生、
牙醫、眼科醫生）和其他諸如按摩師、脊椎神經治療師、和針灸師等治療師推遲例行預約

和非緊急手術，某些特別情況除外。你應該聯繫你的醫療提供者來討論是否你的預約或手

術可以推遲，而且不會造成負面醫療或衛生後果。如果可以的話，那就應該推遲，或者進

行遠程操作。即使你的預約屬於基本需要而不能推遲，你的預約也應該儘可能遠程進行。

醫療提供者和治療者只有事先在電話上進行基本的徵狀篩檢後，才可以允許提供基本必要

的當面預約，並且要遵守社交距離要求。  

我還可以去我的心理衛生和諮詢預約嗎？  

當面的預約可能不可以，但你可以進行遠程參與。在另一法令中 (C19-08號令), 衛生主任
指令所有心理諮詢師，包括心理學者、婚姻和家庭治療師、有執照的臨床社工，都要推遲

當面的例行諮詢預約，或者改在電話上和視頻上進行。你應該聯繫你的心理衛生提供者或

諮詢師來討論你的預約是否可以通過電話或視頻來進行，或者是否可以推遲，或必須當面

進行。  

有什麼衛生資源可以提供給經歷焦慮的人士呢？ 

有焦慮或極度擔憂情況的人士可以致電全天24小時服務的免費精神衛生熱線（
855-845-7415）尋求新型冠狀病毒方面協助。更多資源，包括線上支援在這裏也有提
供。如果你正經歷緊急情況，請立即撥打911。 

如果我正遭受家庭暴力，我該怎麼辦？ 

如果是緊急情況，撥打911。如果不安全撥打，可以發短信。其他非緊急資源包括：  

● 美國家暴熱線（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1-800-799-7233 
● W.O.M.A.N., Inc. 危機線: 415-864-4722 
● La Casa de las Madres 危機線 (成人熱線): 1-877-503-1850 
● La Casa de las Madres 危機線 (青少年熱線): 1-877-923-0700 
● 亞裔婦女收容危機線（Asian Women’s Shelter）: 1-877-751-0880 
● 聖雲先會Riley 中心危機線（Sain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Riley Center） : 

415-255-0165 

另外，三藩市警察局特別受害者部門也有全天24小時服務的電話：415-553-9225。  

我還可以去濫用藥物治療小組（譬如為了戒酒、戒菸等）或者其他團體諮詢時間呢？  

可以。但是如果他們有設備這麼做的話，所有團體諮詢服務的參加者都應該遠程參與。團

體應該創造條件來儘可能進行遠程支持。如果遠程參與不可能或因情況而不被推薦，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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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可以親身參加，但是必須保證執行指令所規定的社交距離，包括人與人之間保持至少

6英呎的距離，並且需要限定人數減少人際互動。  

我如果衛生的話，可以獻血嗎？ 

可以，血庫、捐血中心和捐血點都是受豁免的醫療設施。如果你是衛生的，而且沒有新型

冠狀病毒徵狀，歡迎你捐血。衛生人士捐血是極為需要的。 

醫院內的餐廳是否會關閉？ 

不會。醫院的餐廳屬於受豁免的醫療設施，可以繼續營業。醫院餐廳必須做出安排保證無

親屬關係的人士（包括在場用餐和外帶者）之間有至少6英呎的距離。醫院餐廳應該增加
清潔和消毒以減少病毒感染的危險，並儘可能實行指令所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所有其他

設施中的餐廳必須遵守指令中的要求，特別是食物可以外帶和送餐到府，但是不可以在場

進餐。  

我在醫院或醫療診所服務，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基本必需員工。我是否應該繼續工作？如
果我已經超過60歲了呢？ 

是的。所有醫院、診所和其他提供醫療保健，和向醫療組織提供服務和物資的機構的員工
，乃至其他維持醫療運作的員工，都可以繼續工作。 

衛生指令並沒有建議和鼓勵超過60歲的員工不要上班。 

如果我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或者與被確診的人士接觸過呢？ 

如果你已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你需要進行自我隔離，以保護你身邊的人。如果你
接觸過被確診的人，你應該在建議的時間內進行隔離，這樣一旦自己受感染，不會置他人
於感染危險。你需要聯繫你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如果你有其他問題的話，或者訪問公共衛
生局（DPH）網站www.sfdph.org。 

 

看護和教育 
我可以探訪在醫院，療養院，護理院或其他住院護理設施中的親人嗎？ 

一般來説不可以。除非是一些特殊情況，例如，如果你是陪同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或有
發育障礙並需要協助的人一起去醫院。對於大多數其他情況，現行由衛生主任發出的其他

指令禁止不必要地探訪此類設施。這些指令包含一些例外情況，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資訊

，請在離家之前通過電話聯繫您要訪問的設施。我們明白這是一個困難的情況，然而這是

一項必要做竹的措施以保障醫院職員和其他病人的安全。 

我可以外出去照顧年長父母或需要協助的朋友嗎？或者有殘障的家人或朋友？ 

可以，但你在照顧有衛生高風險的人士時，必須非常小心，應確保你和你照顧的人保持社

交距離，例如在探訪前後洗手、使用酒精洗手液、佩戴面罩、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6英呎
距離，以及在咳嗽或打噴嚏時以紙巾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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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兒設施是否允許運作？ 

由5月4日開始，依照新指令，託兒設施和其他教育和康樂機構提供託兒服務，以便所有
在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工作或執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或基本政府職能的員工可以得到
託兒服務。 

託兒服務設施必須儘可能在遵守以下強制性條件下運作: 

1. 託兒服務只可以向每個12名或以下兒童的固定小組中進行（“固定”指的是每天都相
同的12名或以下兒童在同一個小組）。  

2. 兒童不可以從一組轉到另一組。 
3. 如果在同一設施，需要照顧超過一組兒童，每組兒童必須安置在單獨的房間。不同
小組不可以互相混合。 

4. 兒童照顧者必須只單獨與一組兒童在一起。 
 
託兒機構也受加州居家避疫令的約束，但是衛生官員將與州政府合作，在新型冠狀病毒傳
播得到進一步控制後，評估是否放寬託兒限制。 
 
我是褓姆。我上班會有麻煩嗎？ 

如果你上班的話，不會有麻煩。這項指令允許在兒童家中服務的褓姆和託兒服務提供者繼
續上班。 

 

商業 
所有商業辦公室和商店都要被關閉嗎？ 

不是。“必要服務行業”可以，也被強烈鼓勵保持它們的設施開放，來向公眾繼續提供基本
服務和物品。此外，從5月4日開始，“室外行業”也被允許運作。雇員可以外出上班。但所
有行業，包括基本服務行業，都被要求盡量讓更多的員工在家工作，和只允許無法在家工
作的員工外出上班。  

非基本服務行業必須在三藩市內的所有設施停止活動，除了進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譬如
維持和保障庫存價值和設施，確保設施安全沒有危險，確保員工可以遠程工作，向住家和
商家提供直接運送存貨。除此外，雇員可以在家工作。 

如果我的商店並沒有被定義為“基本服務行業”或“室外行業”（由5月4日開始），我應該
如何做？這項指令要我的商店關門嗎？ 

是的，你的商店要關閉，除了進行下列“最低限度基本業務”，指令定義如下： 

i. 最低限度基本業務是用以維持和保障庫存價值和設施；確保安全、沒有危險和

衛生；處理員工薪資和福利；向住家和商家提供直接運送存貨；並相關功能。

這裏也要說明，本條款不允許這些行業提供為顧客路邊取貨的服務。 
ii. 最低限度基本業務是用以促進業主、雇員和承包商能在住處繼續進行業務操作

，和保障商家能遠程服務。 

Rev. 4/30/2020 



除了維持最低限度基本業務以外，你的雇員只能在住所遠程工作。任何在設施現場工作的
雇員必須嚴格遵守指令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包括互相保持至少6英呎距離（除非與所執
行任務不符）、勤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或用消毒洗手液、遮蓋咳嗽和噴嚏、佩戴
面罩和避免在發燒和咳嗽時與非家人有任何社交接觸。 

我被市政府官員告知，依照新指令，我經營的設施必須暫時關閉，或者轉變經營內容。我
該如何對這個決定提出上訴呢？ 

你可以發電郵至  HealthOrderAppeals@sfcityatty.org 要求對其設施臨時關閉的決定進行
复議 。電郵需要包括機構名、地址、該機構主管或聯繫人（註明電話和電郵地址），機
構收到臨時關閉的公文和告知該決定官員姓名，以及為什麼該機構認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並提供三藩市衛生指令的相關條款作為證明。 

我經營的一家室內商店只銷售非必需品（譬如書籍、音像製品、遊戲、珠寶和服裝）。我
可以繼續在店面向顧客銷售商品嗎？ 

不可以。如果所售大量商品不是食物、衛生和清潔用品，你不可以繼續開店營業。你也不
可以讓你的雇員或顧客到你店裏，你也不可以允許顧客領取訂貨或在路邊或店門口接受服
務。你的店可以直接郵寄或送貨到客戶住所。除此之外，你只能進行最低限度的基本業務
，譬如保障你的存貨的安全。  

我在一家大型技術公司工作，該公司提供公眾使用關鍵服務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我的公司
會完全關閉嗎？ 

不會。然而，相關公司的大部分僱員將需要在家辦公。其他必須在公司上班的員工，則是
：（i）執行指令所定義的最低限度基本業務，或者（ii）需要在公司操作、維護、或維修
基本基礎建設（譬如全球，全國和地方互聯網、電腦服務、商業基礎設施、交流、和網上
服務）和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雇員。  

任何在公司上班的雇員必須嚴格遵守指令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包括互相保持至少6英呎
距離（除非與所執行任務不符）、勤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用消毒洗手液、遮蓋咳
嗽和噴嚏、佩戴面罩和避免在發燒和咳嗽時與非家人有任何社交接觸。 

指令是否要求對我們醫療系統極為必要的行業停止運作？ 

沒有。新指令豁免任何執行與醫療相關的業務的設施，包括醫院、診所、新型冠狀病毒檢
測站、牙醫診所、藥房、血庫、捐血站、製藥和生物科技公司、其他醫療機構、醫療用品
供應機構、家庭醫療服務提供者、心理衛生提供者、和獸醫或為動物義工醫療服務機構。  

非牟利機構是否允許繼續運作呢？ 

可以繼續運作，但前提是相關機構提供的服務屬於新指令所定義的必要服務（或者自5月
4日開始，經營室外行業）。這包括提供食物、無家可歸者住房以及其他各種重要服務的
非牟利機構。不提供基本必要服務的非牟利組織將不可以繼續在它們的設施運作，除了進
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譬如維持和保障庫存商品價值，確保設施安全沒有危險，向住家和
商家提供直接運送存貨，或確保員工可以遠程工作。所有員工也可以在住處遠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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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員工必須嚴格遵守指令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包括互相保持至少6英呎距離（除非因
工作需要，必須要有近距離接觸）、勤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用消毒洗手液、遮蓋
咳嗽和噴嚏、佩戴面罩和避免在發燒和咳嗽生病時與非家人有任何社交接觸。 

我生意中部分是屬於基本需要品，另一些則不是，那又該如何？ 

行業設施中包括基本服務物品和非基本服務物品的，必須將需要當面運作的部分減小到只
限於基本必要服務部分。譬如，如果你的企業20%的製造能力用於基本必需品，而有
80%為非必需品，那麼你只可以允許進行20%的那部分必需品的運作。一個例外是，；
所售大量商品為必需品的商家，譬如售賣的是食品、個人衛生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仍舊
可以進行整個店鋪的營運，即使部分商品並不是必需品。 

我經營一家大型超市，除了售賣服裝以外，也賣雜貨和個人衛生用品。我可以繼續售賣服
裝嗎？ 

可以。如果你的商店售賣的大量商品是日用雜貨和衛生用品，你整個商店都可以繼續開放
營業。 

我經營的商店主要售賣非必需品，只有一小部分是食物和衛生必需品。我可以繼續開店營
業嗎？ 

不可以。如果所售大量商品不是食物、衛生和清潔用品，你不可以繼續開店營業。你的店
可以直接送貨到客戶住所。除此之外，你只能進行最低限度的基本業務，譬如保障你的存
貨的安全。  

依照新指令，便利店、酒品店、和其他類似商店如果銷售給顧客的“大量”商品是食物、個
人衛生用品或其他清潔和生活用品，那就可以經營。“大量”怎麼定義呢？ 

如果店內25%的面積用於銷售食物、衛生用品和其他清潔、維持居家和生活用品，那麼
該店就可以開放經營。  

單車維修店可以繼續營業嗎？ 

可以，單車維修商店是被認定為基本服務行業（就如同汽車維修店），因為它們對於必要
出行是必需的。 

我的公司可以繼續為商戶提供清潔服務嗎？ 

可以。清潔服務是允許的，因為對衛生與衛生來說是必要的。 

雜貨店、農貿市場、和其他零售店還可以開放營業嗎？ 

可以。雜貨店、有經營許可的農貿市場、農產品和水果攤、超級市場、食品庫、便利店、
和其他銷售食品、非酒精飲料的商店都被鼓勵繼續向公眾開放，提供食品和寵物用品。前
往這些商戶的時候，必須幫助零售商遵守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購物和排隊的時候。這些商
戶也被要求準備、張貼和落實社交距離規定。  

農貿市場該採取什麼措施降低病毒傳染的風險呢？  

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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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供應商都要保持相距至少6英呎的距離。每個攤位佔地至少10平方英呎，這樣
與一個攤位的前端到另一個攤位的前端有至少16英呎的距離。 

• 所有供應商都被要求在他們和所售商品間放置阻隔物（譬如警戒膠帶）。 

• 不可以提供試吃品。 

• 不提供座椅。 

• 所有已準備好的食物必須外賣。 

• 顧客向攤位員工購買事先包裝好或捆好的商品，員工將商品裝入袋中。不允許顧客
自己挑揀蔬果。 

• 在地面用粉筆畫出分界，提醒顧客等待購物時，必須排隊。 

• 不遵守這些要求的賣家將不被允許售賣商品。 

標誌 

• 在每個攤位張貼多種語言的公共衛生指令。 

• 準備、張貼並落實社交距離規定。 

衛生清潔 

• 任何時候只要可能，讓攤位中專人進行處理付款，這樣可以避免員工處理付款後又
碰觸蔬果物品。 

• 員工和售賣者都要戴手套。 

• 在市場各處提供肥皂和溫水洗手設備和紙巾。  

安全（人群控制） 

• 設立保安來確保顧客之間保持社交距離。 

我可以經營我的酒品店嗎？ 

你的酒品店可以繼續保持營業，但是它必須售賣大量食品、日用清潔用品或個人衛生用
品。在市長的緊急狀態令規定下，酒品店必須在晚上8點關門。 

我的行業是食物製造，提供給雜貨店和食物零售店。我是否被要求關閉呢？  

沒有。提供食品貨物和提供膳食給雜貨店和其他零售店的行業都屬於必要行業，可以繼續
營業。  

為基本服務行業供貨的倉庫和配送中心可以繼續開放營業嗎？ 

可以，但是只能是在他們支持的範圍內，向基本服務行業提供支持。倉庫和配送中心應該
減少在設施現場工作的員工人數，並嚴格遵守指令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  

植物店和苗圃可以開放營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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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月4日開始，被新指令認定為“室外行業”的植物苗圃可以開放營業。沒有被界定為“室
外行業”的植物店和苗圃，如果他們提供種子和食物耕種的材料，那麼就可以開放，但是
它們必須儘可能將店內業務限制在基本服務部分。開放營業的植物店和苗圃必須遵守所有
社交距離的要求，包括製作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植物店和苗圃也可以直接向住宅和商戶
送貨，以及作為最低限度基本業務的一部分，可以派人在設施內澆水和照管植物。 

已經改變生產功能，來為醫療設施製造基本必需品進行抗疫的製造商，可以作為基本服務
行業運作嗎？ 

可以。已經改變生產功能，轉而為醫療機構生產面罩、個人防護設備、消毒清潔用品來協
助抗疫的行業，可以營運來執行這些工作。它們必須遵守所有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製作和
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依照佩戴面罩的新指令，製造商可以轉而為公眾製造面罩而被歸類為基本服務行業嗎？ 

可以。改變商業功能而為公眾製造面罩的製造商可以營運和執行新功能。它們必須遵守所
有社交距離的要求，包括準備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為布料店提供布料的布商可以向製造面罩的公司提供布料嗎？ 

可以，製造面罩的行業是非常必要的，向基本服務行業提供必要材料的行業，在新指令下

，可以繼續營運。 

我經營一家大型零售店，主要銷售非必需品，但我們也有銷售基本服務行業會用來運作的
商品。我們可以作為基本服務行業繼續營業來向其他必要行業供貨嗎？ 

不可以。向其他必要行業提供支持或供貨的商家必須只可以向那些必要行業供貨才可以繼
續保持營業。它們不可以繼續在店面營業向公眾銷售商品。  

我想來位於三藩市的工作地點上班，而且我沒有病，可以嗎？ 

除非你的工作是被新指令豁免，否則就算你願意，你也不可以到在三藩市的工作地點上
班。如果你的雇主允許而且你的工作可以在家中進行，你可以在家裏為任何行業工作。 

我經營一家現在被要求關閉的商店，我可以運送商品到顧客家裏嗎？ 

可以。非基本行業可以維持最低限度基本業務，包括運送現有庫存商品到顧客家裏。 

園藝和園林美化服務可以繼續嗎？  

到5月4日為止，從事樹木栽培、美化、園藝和類似服務的專業人士，但僅限於為商家和
住宅的居住條件、衛生和運作或者為住戶、員工或公眾的安全（譬如防火安全、預防災害
而進行的樹木修剪）提供有限但必要的服務，但為美化或一般保養服務則必須停止。 

從5月4日開始，從事樹木栽培、美化、園藝和類似服務的專業人士，可以以室外行業進
行運作，新指令對此已有定義，但是他們必須嚴格遵守社交距離要求。 

提供上門服務的工作人員可以繼續提供服務嗎？ 

從5月4日開始，上門服務工作人員，譬如喉管技工、電工、滅蟲和其他服務提供者，可
以繼續工作為公眾提供服務，但所提供的必要服務是為維護住宅的居住條件、衛生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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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以及伴隨建築工程的服務。為兒童、成人、長者和寵物提供上門服務也是新指令允
許的。  

泳池維修公司人員可以上我家或我的店裏嗎？ 

可以，只要這項服務對於維護安全和衛生是必要的。允許的工作範圍包括例行維護工作，
譬如清潔、化學成分平衡和調正，和過濾（譬如對防治泳池綠藻開花是必要的），以及涉
及安全的維修。 

房地產經紀可以帶顧客親自參觀住宅或商用物業嗎？  

一般來說，不可以。房地產經紀，第三方托管經紀和其他促成房地產買賣的服務提供者，
譬如購買住屋或出租共渡公寓，以及（由5月4日開始，商用物業）都被認定為基本服務
工作者，但是所有預約和參觀只可以在網上進行（通過視頻或直播）。如果無法在網上參
觀，那麼可以允許一名攝影師或攝像師參觀物業一次來進行攝影或攝像。這只能在住戶不
在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如果這些選項也不可能，則每次預約只可以有最多不超過兩位同
屬一個家庭的參觀者，和一位經紀帶領參觀物業。如果物業內還有住戶居住，親身參觀則
不被允許。商業參觀（5月4日開始）應該儘量限制在最少人數。 

下列人士是否被新指令允許作為服務提供者，來進行住房交易？ 

● 房地產檢查員和評估師？ 

可以。檢查員和評估師對於住房交易時必要的。 

● 房地產攝影師？ 

可以，房地產攝影師對於網上參觀和推銷時必要的。 

● 房地產美化設計師？ 

不可以，美化設計師對於房地產交易不是必要的。 

我可以搬進新房和共渡公寓嗎？ 

直至5月4日，你可以搬入新房或共渡公寓，但是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 事先已經安排好的搬遷，而且無法推遲； 

● 如果搬遷是為了必須的收容所使用； 

● 搬遷是為了躲避家庭暴力和兒童虐待； 

● 搬遷是為安全、衛生或棲息性的原因。 

從5月4日開始，住宅搬遷是新指令允許的。 

如果你搬入或遷出灣區，強力建議你自行隔離14天。 

我是一個單位的業主，該單位每一名租客單獨租用一間臥室，他們公用客廳、餐廳和衛生
間。其中有一個臥室是空置的，而其他都有人住。我可以執行租約，把一個新租客搬入空
置的房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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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對同一戶的成員，或宿舍或共用臥室的成員構成進行變更，在現在是不允許的。 

公證處還繼續運作嗎？  

是的。  

我可以與律師會面商談遺囑嗎？ 

可以，有關安排死亡或喪失功能的法律和公證服務，譬如準備和執行遺囑、委託、財務授

權和預立醫療指示，都是新指令所允許的。 

當舖可以繼續營業嗎？ 

當舖可以繼續營業，但必須遵守下列條件： 

1. 所有設施和店鋪的入口必須在任何時候都鎖上，除了讓雇員和顧客進出； 
2. 設施和店鋪必須暫停對公眾開放，除了顧客已先預約； 
3. 必須限制在金融和借貸服務的運作（譬如發放貸款、修改現有貸款或償還貸款中的
項目）—零售服務則不被允許；  

4. 所有雇員在營業時必須戴手套和面罩，而需要檢驗物品和應加州典當和二手交易商
系統（CAPSS）報告所要求則除外。 

5. 所有設施和店鋪必須努力提供無接觸交易，或者如果不能做到時，必須為雇員和顧
客提供消毒搓手液，並在每次交易後，對櫃檯、桶、付款處、筆和典當物品進行消
毒。 

6. 設施和店鋪必須遵守所有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製作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大麻藥店被允許經營嗎？ 

是的。因為大麻有藥用價值，是許多居民的必要醫療用品。大麻藥店被允許開放，但是只
能提供送貨或外賣。大麻藥店不可以允許大麻商品在店內使用或服用。另外，雖然往返於
大麻藥店是允許的，但是購買者最好能讓大麻商品郵遞到家裏，而不需親自要到藥店購
買。如果必須親臨藥店拿藥，藥店和顧客必須儘最大可能遵守社交距離要求，包括在職員
和公眾相互都要保持至少6英呎距離，包括顧客在排隊的時候。 

娛樂性大麻可以以外賣的方式購買嗎？  

可以，但是大麻藥店顧客最好通過郵遞方式將大麻貨品送到家裏，而不需要到店裏自取。 

我可以讓大麻商品送到我家嗎？  

可以。指令允許商家運送貨物到人們住所，另一份衛生主任指令鼓勵人們通過郵寄運輸方
式購買這些商品。  

什麼是室外行業，如果要申請成為室外行業，有什麼要求？ 

室外行業指的是在2020年3月16日以前主要在室外經營的行業，並完全有能力令所有人保
持 6呎社交距離。對於零售商店，這是指在3月16日前，店鋪面積中超過五成是用於室外
銷售產品。新指令也提供了一些常見室外行業的例子，譬如植物苗圃、農業設施、植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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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或園藝服務。室外行業，包括室外零售店，必須在室外進行所有涉及公眾的交易。這意

味著，如果一間室外行業機構包括有室內設施或有通常用來向公眾提供服務的室內部分，

那麼室內設施或室內零售部分必須向公眾暫停開放，所以的商品交易只能在室外進行。雇

員有必要時，可以繼續使用室內空間，和把物品帶到室外給公眾。室外行業必須遵守新指

令的社交距離要求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 

依照新指令，車行可以被允許在設施內服務顧客嗎？  

從5月4日開始，已被新指令認定為室外行業的車行，可以在設施內為顧客提供服務。
（所有車行可以提供供應和維修服務。） 

新指令允許洗車服務嗎？如果是無接觸洗車服務呢？ 

5月4日開始，新指令認定為室外行業的洗車店可以開放營業。 

不屬於“室外行業”的車行可以網上賣車和送貨到客人家嗎？  

可以。這項指令允許商家運送貨物到雇客住所。但是車行不可以進行當面交易。 

我在墓園工作，我還可以上班嗎？ 

可以，墓園是必要的基礎建設。 

殯儀館和殮房還可以繼續運作嗎？ 

可以，殯儀館和殮房可以繼續運作，為遺體轉送、準備或其他殯葬項目提供服務。這也就
是說，任何提供上述服務的雇員也要在這些設施繼續上班。 

辦公用品商店、文具店、和藝術用品商店能為人們提供在家辦公的用品，是否屬於基本服
務行業呢？ 

不屬於。為在家上班人士提供用品的行業，在新指令中，不再被認定為基本服務行業。因
此，它們必須暫時在本縣關閉各零售地點，但是它們仍舊可以直接送貨到住家和商戶，並
可繼續執行最低限度基本業務。 

我的行業主要從事製造、供應或維修手機，我還可以繼續運作嗎？ 

可以。如果你的行業主要涉及供應或維修手機，或者其他電訊裝置，那麼它就是基本基礎
設施，可以在這項指令下繼續運作。 

 

工程建設和基本基礎建設  
有關興建、裝修和基本基礎建設的詳細資訊，請瀏覽此處。 

 

政府運作  
地方政府會關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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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基本政府職能仍將繼續，包括應急人員、緊急管理人員、緊急服務調派人員，和執
法人員。其他政府職能和部門可能會減少辦公時間，或者關閉，以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擴
傳。每個政府部門要認定哪些服務符合基本政府職能，並指派工作人員繼續提供那些職能
服務。  

我在政府部門上班，我可以繼續上班嗎？ 

作為政府職員，如果你的雇主指派你你為基本必要員工，那你就可以繼續上班。每個政府
部門要負責決定哪些員工是基本必要員工。. 

 

旅行和休閒 
我沒有車。我可否乘搭巴士或火車，又或者使用我喜愛的共乘車/按需乘車服務或出租車
嗎？ 

可以，但是公共交通工具、叫車服務或其他任何出行方式都必須是用於必要出行，指的是
： 

i. 需要進行基本必要活動、基本政府職能、基本必要行業、最低限度基本業務、
室外活動或室外行業。 

ii. 外出照顧長者、未成年人士、受供養人士或殘障人士。 
iii. 往返學校取材作遠程學習、領取食物和使用相關服務。 
iv. 從市外返回家中。 
v. 應執法機構或法院要求而外出。 
vi. 非本縣居民應要求而離開本縣回家。強烈建議他們在出行前，確認他們離開本

縣的交通工具仍舊運作。  
vii. 外出處理喪葬事宜。  
viii. 外出進行收容安排或避免無家可歸。  
ix. 外出以避免家庭暴力或虐兒。  
x. 外出進行父母監護權安排。  
xi. 為避免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危險，外出到一暫時住所或設施，譬如旅館或

由政府為此提供的設施。 

當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時，你必須儘力遵守新指令規定的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與非家人或
非同一居住單位成員保持至少6英呎距離，勤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或使用消毒洗手液
，遮蓋咳嗽和噴嚏，佩戴面罩，在有發燒和咳嗽生病的時候，避免與非家人進行任何社交
接觸。 

當你為了必要出行而使用共乘服務時，請記住應儘力避免身處與多人共享而處於封閉狀態
的車輛內。    

我可以使用共享服務提供的單車嗎？ 

Rev. 4/30/2020 



可以，你可以使用共享單車和電滑板車來進行必要出行，譬如作為必要機構雇員去上班。
但是必須記住，共享單車和電滑板車並不會常做消毒。請務必採取預防措施，包括自帶消
毒紙巾，在騎單車和滑板車不碰觸面部，和之後洗手至少20秒。 

我是否被允許因為工作或每日活動而進出本縣？ 

可以的。但是只能是為了執行必要活動或必要政府功能，營運必要行業或者在非必要行業
執行最低基本業務，對此，新指令都有清楚解釋。你也可以離開三藩市回家，或者進行其
他必要出行。不然，答案就是否定的。因為這麼做將會把你和社區其他人置於危險之中。
請記住，鄰縣的衛生官員也已經頒佈了相同或類似的就地避疫令。 

如果我目前在三藩市外進行旅遊度假或公幹，我是否被允許回家呢？ 

可以。新指令允許你回家。但是如果你曾有可能接觸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你可能需要進
行14天的自我隔離。  

我在某處過夜，但我家在別的地方。我可以回家嗎？ 

你可以。你可以離開本市回家，但是你回家後建議你進行自我隔離。      

指令禁止非必要的步行或騎單車出行，但我可以外出傳步和騎單車溜一圈嗎？ 

可以。指令允許你外出進行鍛練活動，譬如傳步和跑步，只要你嚴格遵守社交距離要求，
包括與家庭以外的人士保持至少6英呎的距離，經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或者使用
有效的消毒洗手液，遮蓋咳嗽和噴嚏，和在發燒和咳嗽生病時，避免與非家人或非同住單
位人士的所有社交接觸。   

如果我困在家內，我會變得焦慮。我可以外出遠足嗎？我可以去公園或空地嗎？ 

可以。花時間在室外可以改善情緒和衛生，而且特別對兒童有益。你可以出去傳步，去公
園，和享受其他室外活動。但是如果衛生官員為減少人群聚集和降低接觸新型冠狀病毒的
危險而做出要求，公園、海灘、和其他空曠空間的管理者將可能對進入這些場所進行限制
，關閉某些區域，或完全關閉設施。 

如果你在遠足或者享受空曠空間時，你必須嚴格遵守社交距離要求，包括與你家庭或居住
單位以外的人保持至少6英呎的距離。 

我可以外出鍛鍊身體嗎？ 

如果你在室外，而且與其他人沒有近距離接觸，並且不會使用你家人以外人士觸碰過的器
具，那麼你就可以外出鍛鍊身體。否則，不可以。健身中心、健身房、休閒中心、公園的
鍛鍊器材、攀岩牆、網球場、籃球場、泳池和其他共用體育設施都必須關閉。 

依照新指令，高爾夫球場可以開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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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令沒有明令禁止的室外康樂設施，譬如高爾夫球場、滑板公園和運動場，是被允許開
放的，但是必須遵守使用限制，和衛生官員、其他政府機構或其他管理該場所的機構所規
定的使用規章，以減少人群聚集和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危險。高爾夫場允許運作，但是使
用者必須限制在如果不屬同一家庭，則不能超過兩人；如果可以使用高爾夫球車，每輛車
不可以超過一人（如果不屬同一家庭），在不同人士使用高爾夫球車後、必須對車進行消
毒；器材，包括高爾夫球，不可以共用或被自己家庭以外的人士觸碰；球具專賣店不可開
放；必須遵守至少與這裏規章所定有一樣保障公眾衛生效果的社交距離和衛生規章。就目
前所知，直到2020年4月29日，加州公共衛生部沒有批准高爾夫球場開放。 

依照新指令，對進行室外活動有什麼要求？ 

對與非自家人士進行室外活動，一般要求有： 

● 不可有肢體接觸。 
● 不可共用球類和其他器械。 
● 不可使用設施內高頻繁觸碰的物體表面。 
● 不可進行團體體育活動或不可旁觀任何體育或康樂活動。 
● 必須遵守社交距離要求。 
● 遵守佩戴面罩指令的要求。 
● 必須分別確認加州居家避疫令所允許的活動。 
● 如果活動在某設施進行，該設施必須採用和張貼社交距離守則，包括合適的標誌。  
● 新指令所允許的室外康樂活動必須遵守使用限制，和衛生官員、其他政府機構、或
其他管理該場所的機構所規定的使用規章，以減少人群聚集和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
危險。 這樣的限制可以包括但不限於，限制進場人數，關閉汽車通道和停車場，
或者關閉所有公眾通道。如果太多人近距離進行允許的活動，他們可以被要求分傳
開、或離開以避免高危情況。 

與自己家人或同住單位人士進行的近距離接觸或使用共用器材的室外活動，譬如在場地來
回踢球，是被允許的，但是每組不得超過6個人。 

哪些室外活動是新指令所允許的呢？ 

新指令允許的室外活動例子有：  

● 步行、慢跑或跑步；  
● 遠足； 
● 遛狗（狗有配戴狗鏈/帶）； 
● 在與非同戶人士之間能時刻保持足夠距離時，可進行日光浴或者野餐；  
● 騎單車；  
● 打高爾夫球；  
● 游泳、衝浪或在海、湖上划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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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船、划獨木舟和划艇（但只能在單獨使用的水上工具中，或者如果多人，則必須
只限於與自己同住之家庭成員）；  

● 槳板衝浪、風箏衝浪和帆板運動（只可使用自己的器械）； 
● 滑板、包括在滑板公園； 
● 滾軸溜冰和溜冰； 
● 射箭； 
● 太極、瑜伽或其他可以遵守社交距離的活動；  
● 觀鳥； 
● 放風箏； 
● 釣魚、包括飛釣（只要時刻保持社交距離，不共用器具，包括魚竿、魚線輪、釣具
或誘餌） 

● 個人馬術活動。 

新指令允許網球場重新開放嗎？那籃球場呢？ 

不可以。依照新指令，網球場和籃球場必須暫時保持關閉。 

那些活動和設施是新指令所不允許的？ 

下列是新指令不允許的活動以及不允許開放的設施（包括室內和室外）。而且，這類活動
範圍和設施向公眾關閉，並要有標示，以及如果可以，請以隔離物封鎖這些活動設施，但
是這些設施可以變更為進行新指令所允許的活動。被禁止的活動和設施如下： 

● 網球和壁球運動； 
● 在泳池游泳，包括泳道游泳； 
● 健身室和健身中心；  
● 浴池、桑拿浴室和蒸汽浴室；  
● 籃球；  
● 棒球和壘球；  
● 美式足球； 
● 排球； 
● 曲棍球;  
● 足球；  
● 兒童足球遊戲； 
● 英式欖球；  
● 摔跤；  
● 武術運動 (空手道、跆拳道、柔術等)；  
● 涉及非家人共同接觸的飛碟運動；  
● 操場；  
● 健身器械；  
● 攀石牆和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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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餐桌凳；  
● 燒烤區；  
● 封閉式的寵物狗公園（但是非封閉式的寵物狗公園則被允許，但是必須遵守縣政府
在該區域施行的社交距離和任何要求和限制，包括關於綁上狗鏈或語音指令的限制
，鑑於目前疾病控制及防治中心有關狗隻之間或從狗到人的病毒傳播的建議，請參
看：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animals.html)； 

● 冰上曲棍球； 
● 溜冰； 
● 室內滾軸溜冰；  
● 硬地滾球；  
● 板球；  
● 組隊；  
● 休閒釣魚派對船（社交距離無法隨時保證，也有很多共用設施，譬如洗手間） 
● 水球或其他水上隊際運動；  
● 保齡球；  
● 共享器械的體操或彈床活動； 
● 涉及多人或者在器械被人每次使用後不能即時消毒的田徑或其他比賽活動。 

這些活動只可以在同屬一家人或同居住於一單位內之成員，在不超過6人的情況下才可以
被允許。 

我可以帶孩子去遊樂場嗎？ 

不可以。擁有多人可以觸摸及使用器材設備的康樂區域，又或者很多人聚集的區域，譬如
遊樂場和野餐區域必須關閉，在指令有效期間，你也不可以使用這些區域。你可以帶孩子
去公園或者其他區域，在空曠地方跑步，又或者攜帶你自己的運動器材到空曠地方，但要
保證這些器材只供你的家人使用，不可與別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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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animal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