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衞生部

醫療保健場所戴口罩要求之常見問題（更新於 2022
年 7 月 6 日）
以下是有關俄勒岡州行政法規(Oregon Administrative Rule, OAR) 333-019-1011醫療保健
場所戴口罩要求以控制 COVID-19 的常見問題解答(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這些常見問題可能會間歇性地更新。
*新的或更新的问题
問題：

醫療保健場所的戴口罩要求是否於 3 月 11 日放寛?

不是。根據 OAR 333-019-1011，在醫療保健場所仍須戴口罩。
問題：

甚麼被視為醫療保健場所?

根據 OHA 有關醫療保健場所的戴口罩要求規則(OAR 333-019-1011)，「醫療保健場
所」指提供醫療保健（包括身體、牙科或行為醫療保健）的任何地方，包括但不限於
根據 ORS 第 441 或 443 章獲得許可的任何醫療保健設施或機構，例如醫院、門診手
術中心、分娩中心、特殊住院護理設施、長期急症護理設施、住院康復設施、住院臨
終關懷設施、護理設施、輔助生活設施，以及居住式設施、行為健康居住式設施、居
家醫療服務、臨終關懷、藥房、居家護理、提供醫療服務或與提供醫療保健相關的車
輛或臨時場所（例如，流動診所、救護車、非緊急醫療交通工具(non-emergency
medical transport vehicles, NEMT)、安全交通運送和街道醫療），以及門診設施如透
析中心、醫療保健提供者辦公室、牙科辦公室、行為保健辦公室、急門診中心、諮詢
辦公室、學校保健中心、提供補充和替代醫學（例如針灸、順勢療法、自然療法、脊
椎矯正療法和骨療法）的辦公室以及其他專業中心。
問題：

誰被視為醫療保健人員?

根據 OHA 的醫療保健場所戴口罩要求規則 (OAR 333-019-1011)，醫療保健人員是指
在提供直接患者或住院醫生護理的醫療保健環境中（無論有償和無酬）工作、學習、
讀書、協助、觀察或志願服務，或有可能直接或間接接觸患者、住院醫生或傳染性材
料的個人，包括但不限於獲得 ORS 676.160 中定義由健康監管委員會頒發執照的任何
個人、無執照的護理人員，以及任何文書、飲食、環境服務、洗衣、保安、工程和設
施管理、行政、計費、學生和志願人員。
問題：
如果醫療保健提供者在不屬於 OHA 規則的醫療保健場所（例如教室或健身
房）提供醫療保健，該環境是否會成為醫療保健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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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醫療保健環境的定義很廣泛，但其旨在適用於常規提供醫療保健的環境，或臨時
場所，例如流動診所或救護車。此外，機構可以將其設施的區域或房間指定為醫療保
健場所，而這些場所根據 OHA 規則為醫療保健場所。
問題：
在 OHA 的規則下，醫療保健場所是否包括沒有病人和醫療服務提供的醫療
保健設施或醫療辦公室的一部分，或由醫療保健提供者運作的建築物或醫療系統?
如果醫療保健提供者或醫療系統有獨立的建築物，當中並沒有提供醫療服務，以及並
不容許病人進入，這不當作醫療保健場所。如果醫療保健設施或醫療辦公室的某部分
並沒有提供醫療服務，並且不容許病人進入，以及其與容許病人進入和提供醫療服務
的部分分開，同時牆壁由地面豎立至天花板，加上沒有使用時門都關上，該空間將不
當作醫療保健場所。如果容許人們不戴口罩、面部防護罩或面罩而進入這些非醫療保
健場所，他們必須在任何醫療保健場所的範圍仍然戴口罩、面部防護罩或面罩。俄勒
岡州 OSHA 對於特殊風險場所(437-001-0744)的規則可能與 OHA 的醫療保健定義有
所不同，鼓勵僱主辨識俄勒岡州的 OSHA 規則是否適用。
問題：
為有執照的家居護理機構、有執照的家居保健機構和有執照的臨終關懷機構
工作的醫護人員在個人私人住宅提供護理時是否必須戴口罩或者面罩？
是。由於家居護理、家居健康和臨終關懷機構包含在「醫療保健機構」的定義，因此
根據其機構的政策，無論他們在何處提供護理，取得執照的家居護理、家具健康或臨
終關懷機構工作的個人在向病人或客戶提供服務時必須戴上口罩或者面罩。
問題：
如果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接受家居護理、家居健康或臨終關懷機構工作的個
人護理，當他們來到我家提供護理時，我是否必須戴面罩？
由每位患者/客戶決定是否要在自己的私人家中戴口罩，即使他們在家中接受醫療保
健。若患者/客戶在家中接受護理，如果他們或家人中的某人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有患嚴
重疾病的風險，或者如果家中有人未接種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則應在接受護理時
戴上口罩。當醫療保健提供者要求時，患者/客戶也應該佩戴口罩。
問題：

醫療保健場所是否包括長者中心或獨立居住設施?

否。沒有提供醫療服務及服務能力以休閒為主的長者中心，都不當作醫療保健場所。
獨立居住設施並不當作醫療保健場所。這些場所的東主或營運者可能按其決定，持續
應用和強制執行口罩、面部防護罩和面罩指引和身體距離要求。在獨立居住設施提供
居家護理、居家醫療服務或臨終關懷服務時，提供者必須按 OAR 333-019-1011 戴口
罩或面罩。
問題：

醫療保健場所是否包括成人寄養之家?

由俄勒岡州社會服務部(Oregon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ODHS)許可的一些設
施獲豁免 OHA 在醫療保健場所（例如成人護理院、生長發育障礙護理院、寄宿教養之
家和寄宿教養設施）的戴口罩法規要求，但 ODHS 已就很多這些場所訂立其戴口罩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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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面罩要求，請瀏覽 https://www.oregon.gov/dhs/COVID-19/Pages/LTCFacilities.aspx。
問題：

醫療保健場所是否包括零售店的藥劑部?

藥房「範圍」屬醫療保健場所，但不是整間零售店。如果零售店內設有藥房，以下與
藥房相關的範圍則屬醫療保健場所：


藥房職員執行藥劑事宜包括但不限於預備處方、與病人溝通及注射疫苗的任何範
圍。



病人等待與藥房職員溝通的任何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在藥房排隊或身處指定的等候
區。



病人正與藥房職員溝通的任何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放下或拿取處方，或諮詢藥劑
師。

有關俄勒岡州藥劑局的進一步藥房要求資訊，請按此。
問題：
「閉門」藥房，如沒有直接在醫療保健場所為公眾或病人提供服務或溝通的
郵寄藥物藥房，或辦公室場所中的藥房是否屬醫療保健場所?
如果藥房是在一個獨立的建築物或建築物內的辦公室場所／套房，而且沒有直接為公
眾或病人提供服務或溝通，這不當作醫療保健場所。
如果藥房是屬於醫療保健場所的醫療保健設施或醫療辦公室的一部分，但在藥房「範
圍」並不會直接為公眾或病人提供服務或溝通，加上這地方與容許病人進入或提供醫
療保健的地方分開，牆壁由地面豎立至天花板，而沒有使用時門都關上，該空間將不
當作醫療保健場所。
問題* 零售環境中的配鏡櫃檯是否屬於醫療保健環境，因此要求配鏡師和顧客在此環境中
佩戴口罩？
不可以。零售場所的配鏡櫃檯並非醫療保健場所。但是，驗光師和眼科醫生辦公室是
醫療保健機構，在這些機構中需要戴口罩。如果配鏡櫃檯位於醫生辦公室內，則櫃檯
需要戴口罩，因為其位於醫療保健機構內。
Q* 居住行為康復服務(BRS)設施是否需要遵守俄勒岡州衛生局的衛生保健設施戴口罩規
則？
不可以。BRS 住宅設施免於遵守 OHA 在醫療保健環境中的戴口罩規則 OAR 333-0191011，因為此等設施已獲得俄勒岡州人類服務部(ODHS)的許可，並且 ODHS 有自己
的戴口罩要求。BRS 住宅設施類似於根據該規則特別豁免的其他 ODHS 許可設置。
當 COVID-19 社區級別為中或高時，或者當設施級別因素表明風險增加時，BRS 住宅
設施應實施增強的 COVID-19 預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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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些 DHS 許可的設施受 OSHA 在醫療保健環境中的戴口罩規則的約束，例如
但不限於長期護理設施以及輔助生活設施。
問題：
私家執業並獲許可的專業輔導員辦公室是否屬醫療保健場所，以及受醫療保
健辦公室的口罩指引所限制?
是。提供行為健康服務的場所屬醫療保健場所。
問題：
提供行為健康服務（例如輔導服務和治療）的康復中心或場所是否屬醫療保
健場所?
是，提供行為健康服務的場所屬醫療保健場所。
問題：
為甚醫療保健場所的口罩要求適用於如此多類型的醫療保健場所，包括行
為健康場所？
口罩是減少 COVID-19 個案、住院和死亡數字的重要一環。鑑於在一整天會與多人有
密切接觸及無症狀傳播的可能性，醫護人員有較高接觸 COVID-19 的風險。此外，醫
療保健場所是經常有潛在疾病（包括行為健康狀況）人士前往的地方，這會令他們面
對患上 COVID-19 較重症的風險。OHA 的規則會為州政府旗下多種醫療保健場所中的
患者、訪客和工作人員提供了廣泛的保護。
問題：

如果我在長期輔助生活設施工作，我在工作時是否需要戴口罩?

是。俄勒岡州公共服務部許可的輔助生活設施、住宅護理設施和護理設施被視為醫療
機構，並受戴口罩規則的約束。
問題：

按摩治療辦公室是否被視為醫療機構並需遵守佩戴口罩要求？

要視情況而定。醫療保健環境的定義很廣泛，但其旨在適用於常規提供醫療保健的環
境，或臨時場所，例如流動診所或救護車。按摩治療師從事工作的一些環境可能是醫
療保健環境，但其他環境則不是。例如，其他醫療機構（如醫生辦公室或針灸診所）
中的按摩場所屬於醫療場所，並須遵守戴口罩規則。水療中心並非醫療保健場所，而
水療中心的按摩區不受戴口罩規則的約束。並非處於醫療機構中的按摩業務可能要求
提供者、訪客和客戶佩戴口罩。
問題：

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戴口罩規則是否適用於獸醫診所?

否。規則適用於醫療保健場所。獸醫診所不是醫療機構，因此該規則不適用於在獸醫
護理機構為動物提供護理的獸醫。
問題：
場所?

為何 OHA 放寛學校和公眾場所室內空間的戴口罩要求，而不放寛醫療保健

全民戴口罩是分層緩衝策略的一部分，在醫療保健場所尤為重要。基於工作性質和環
境，醫護人員有較大風險接觸 COVID-19。確診或疑似 COVID-19 的人士一般在這些
場所尋求護理。此外，醫療保健場所是經常有潛藏症狀人士前往的地方，令他們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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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 COVID-19 而出現更嚴重疾病。戴口罩配合其他緩衝策略可保護所有病人、提供
者和職員，以及有助保障社會大眾。
問題：

OHA 是否為醫療場所提供戴口罩標示以便張貼?

是。OHA 於此連結提供標示。
問題：

如果我已完全接種疫苗和加強劑，我是否仍需要在醫療保健場所戴口罩?

是。
問題：

如果我在校內健康中心工作，根據 OHA 的規定，我需要戴口罩嗎？

是。學校保健中心（按OAR 333-028-0200 透過 333-028-0250所規定）屬醫療保健場
所，因此在這些場所的醫療保健人員、病人和訪客需要戴口罩。此外，根據 OROSHA 的特殊風險 (OAR 437-001-0744) 規則，在規則範圍下的該等情況可能需要戴
口罩。OHA 在「標誌」部分下的此處提供標示，以供在醫療保健場所張貼
問題：
如果我是學校護士，或者在學校護士的指導下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在學校
醫療機構提供服務時是否需要佩戴口罩？
是。學校護士、學校員工、學生和訪客都需要根據 OAR 333-019-1011(6)(d)符合醫療
保健場所定義下的學校範圍佩戴口罩。這可能包括學校衛生室、隔離空間、精神或行
為醫療保健場所，以及指定用於提供醫療保健的其他區域。
問題：
如果我是學校護士，或在學校護士的指導下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我在教室
提供服務時是否需要佩戴口罩？
OHA 的規則不要求在教室戴口罩，因為教室並非醫療場所。包括但不限於教室、體育
館和操場在內不屬於醫療保健場所的學校區域。只有 OHA 規定在學校指定為醫療保健
場所的部分才需要戴口罩。但是，OHA 建議提供者在確定是否應該戴口罩時考慮醫療
保健任務的性質，即使他們不在醫療保健場所也是如此。此外，本地政府、學區或學
校管理人員可能會在 OHA 規則未涵蓋的區域採用掩蔽要求，並且這些區域的個人必須
遵守當地要求。根據 OR-OSHA 的特殊風險(OAR 437-001-0744)規則，該規則範圍下
的該等情況也可能需要戴口罩。
學校行政人員應與學校護士和適當的學校健康員工合作，根據 OAR 333-0191011(6)(d)辨識學校裡符合醫療保健場所定義的範圍。
OHA 在「標誌」部分下的此處提供標示，以供在醫療保健場所張貼
問題：
學校精神健康提供者是否需要戴口罩，例如在醫療場所提供精神或行為健康
服務的學校或社區提供者？
是。醫療服務提供者、工作人員、訪客和患者在醫療場所都必須戴口罩。學術諮詢並
非醫療保健，而學術諮詢辦公室並非醫療保健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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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如果我是獲得教師標準和實踐委員會(TSPC)執照的人士，例如獲得 TSPC
執照的學校輔導員、學校社會工作者或學校心理學家，我提供服務的指定區域是否被
視為 OHA 規則下的醫療保健場所？
不，除非所提供的服務符合 OHA 規則。OHA 規則不適用於學術服務。OHA 規則要求
在「提供醫療保健（包括行為醫療保健）的環境中」佩戴口罩，以及「在醫療保健場
所工作的個人，而該場所提供直接的患者或住院醫師護理，或直接/間接接觸患者、住
院醫師或傳染性材料」需要佩戴口罩。OAR 333-19-1011(6)。
問題：
在醫療保健場所提供專業服務（例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言語和語言病理
學）的學校醫療服務提供者是否需要戴口罩？
是。醫療服務提供者、工作人員、訪客和患者在醫療場所都必須戴口罩。
問題：

如果產生氣溶膠的程序(AGP)在教室内進行，該教室是否被視為醫療場所？

不會。但是，OHA 強烈建議在獨立的房間內進行 AGP，遠離其他學生和教職員工，而
且提供者在進行 AGP 時戴上口罩。點擊此處瞭解有關與有複雜需求的學生和需要密切
接觸的人群一起工作的更多資料。
問題：
在醫療場所提供精神或行為健康服務的少年懲教所精神健康提供者是否需要
戴口罩？
是。醫療服務提供者、工作人員、訪客、客戶和患者在醫療場所都必須戴口罩。
問題：
如果我是少年教養機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在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指導下提
供服務之工作人員，在醫療機構以外的住房單元或校園的其他區域提供服務時，我是
否需要戴口罩？
一般來説，不。OHA 的規則不要求在住房單元戴口罩，因為住房單元並非醫療機構。
少年管教所區域，包括但不限於住房單元、教室、體育館、行政大樓和室外區域，並
非醫療場所，除非設施將該區域指定為醫療場所。只有 OHA 的規則要求在部份校園的
醫療場所（如臨床辦公室）和專門指定的醫療場所區域中佩戴口罩。但是，OHA 建議
提供者在確定是否應該佩戴口罩時考慮醫療保健任務的性質，即使他們在提供護理時
不在醫療保健場所也是如此。此外，本地政府、地區或設施管理人員可以在 OHA 規則
未涵蓋的區域採用佩戴口罩的要求，而在這些區域的個人必須遵守這些要求。根據
OR-OSHA 的特殊風險工作場所規則(OAR 437-001-0744)，也可能需要戴口罩。
問題：

俄勒岡州公共服務部(ODHS)許可的住宅項目是否需要口罩？

由 ODHS 許可的一些設施獲豁免 OHA 在醫療保健場所（例如成人護理院、行為康復
服務設施、發育障礙護理院、寄宿教養之家和寄宿教養設施）的戴口罩法規要求，但
ODHS 已就很多這些場所訂立其戴口罩要求。如果 ODHS 許可設施未根據 OAR 333019-1011(4)獲得豁免，並且在其他方面符合醫療保健環境的定義，則適用戴口罩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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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無障礙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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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電 1-971-673-2411、711（聼障專綫
（TTY））或電郵至 COVID19.LanguageAccess@dhsoha.state.or.us 與 COVID-19
傳訊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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