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監辦公室
州長 Kate Brown

行業風險級別指引圖表
活動
社交及在家聚會的規模 — 室內

社交及在家聚會的規模 — 室外

較低風險

中度風險

高風險

極高風險

 最多 10 人

 最多 8 人

 最多 6 人

 最多 6 人

 建議限定為：4 個家庭

 建議限定為：2 個家庭

 建議限定為：2 個家庭

 建議限定為：2 個家庭

最多 12 人

最多 10 人

最多 8 人

 最多 6 人
 建議限定為：2 個家庭

 允許在室內用餐
 允許在室內用餐

飲食場所

 允許在室內用餐

 允許在室內用餐的人數：不超
過場所最大容納人數的 50%

 允許在室內用餐的人數：不超
過最大容納人數的 50%，或
100 人，取較少者

 允許在室外用餐

 室內就座：每桌最多 6 人

 允許在室外用餐的人數：最多
300 人

 允許在室外用餐

 室內和室外就座：每桌最多 8
人
 關閉時間：午夜 12:00

 允許在室外用餐的人數：最多
150 人
 室外就座：每桌最多 8 人
 關閉時間：晚上 11:00

 強烈建議外賣

 禁止在室內用餐
 允許在室內用餐的人數：不超
過最大容納人數的 25%，或 50  強烈建議外賣
人，取較小者
 允許在室外用餐
 允許在室外用餐
 允許在室外用餐的人數：最多
75 人
 室內和室外就座：每場宴席每
桌最多 6 人，限定為 2 戶家
庭

 允許在室外用餐的人數：最多
50 人
 室外就座：每場宴席每桌最多
6 人，限定為 2 戶家庭。
 關閉時間：晚上 11:00

 關閉時間：晚上 11:00
室內康樂及健身場所
（包括健身室、室內 K-12 體育運動、室
內大學體育運動、健身組織、室內康樂休
閑運動、室內游泳池）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50%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50%，或總共 100 人，取較小者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25%，或總共 50 人，取較小者

禁止進行

室內娛樂場所
（包括水族館、室內劇場/體育館/音樂
廳、室內花園、室內博物館、任何類型的
室內娛樂活動）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50%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50%，或總共 100 人，取較小者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的
25%，或總共 50 人，取較小者

禁止進行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75%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75%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50%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50%

 鼓勵路邊取貨

 鼓勵路邊取貨

 鼓勵路邊取貨

 鼓勵路邊取貨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75%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50%

 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人數
的 50%

 鼓勵路邊取貨

 鼓勵路邊取貨

 鼓勵路邊取貨

零售店
（包括街邊市集/市場、雜貨店、便利店和
藥房）

室內及室外購物中心／商場

的 75%
 鼓勵路邊取貨

信仰機構*、殯儀館、殮房、墓地

 室內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
人數的 75%
 允許在室外的人數：最多 300
人

 室內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
人數的 50%，或總共 150 人，
取較小者

 室內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
人數的 25%，或總共 150 人，
取較小者

 允許在室外的人數：最多 250
人

 允許在室外的人數：最多 200
人

 室內允許入場人數：最大容納
人數的 25%，或總共 100 人，
取較小者
 允許在室外的人數：最多 150
人
 建議：將服務時間限定為一小
時
 如果可行，必須遠端工作

辦公室

只可提供有限辦公室工作

如果可行，建議遠端工作

 如有可能，請關閉平時接待公
眾的辦公室

室外康樂及健身場所
（包括室外健身房、室外健身組織、室外
K-12 體育運動、室外大學體育運動、室外
康樂體育運動、室外游泳池、室外公園及
遠足小徑**、室外露營地**）

最多 300 人

最多 150 人

最多 75 人

最多 50 人

戶外娛樂場所
（包括動物園、室外花園、室外水族館、
室外劇院/體育場）

最多 300 人

最多 150 人

最多 75 人

最多 50 人

個人服務

允許

允許

允許

允許

長期護理

允許室內和室外探視

允許室內和室外探視

允許室內和室外探視

只可室外探視

如果可行，建議遠端工作

生效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法律依據：第 20-66 號行政命令，ORS 433.441、ORS 433.443、ORS 431A.010
執法：如本指引的執行需要遵守某些法規，則可按第 20-66 號行政命令執行。
定義：

附加註解：

 「最大容納人數」是指法律允許的最大容納人數，
或者如果不清楚最大容納人數，則允許的人數相當於：


對於 75% 的允許人數：人均 86 平方呎的空間。



對於 50% 的允許人數：人均 120 平方呎的空間。



對於 25% 的允許人數：人均 240 平方呎的空間。

註解：*信仰機構的人數上限只屬建議性質。
**人數上限不適用於此活動。

 所有活動均須遵從針對特定界別的更詳盡指引。
 必須遵循針對特定界別的更詳盡指引，所有活動均假設使用口罩、保持最少身體距離、手部
衛生規定和加強的清潔流程。
 在所有風險水平中，露宿者庇護所、青年計劃、托兒所、K-12 學校、高等教育、免下車操
作及目前的一級和專業田徑豁免都必須根據業界的指引運作。
 無論風險級別為何，水煙酒吧和長者中心均不允許營業。

無障礙索取文件：對於殘疾人士或說其他語言的非英語人士，OHA 可以提供其他格式的資料，例如：翻譯、大字體或盲文版本。請致電 1-971-673-2411、711 聽障專線(TTY)或電郵至
COVID19.LanguageAccess@dhsoha.state.or.us 與健康資訊中心聯絡

第 1 頁，共 1 頁

OHA346112182020 TRADITIONAL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