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部门

医疗保健场所口罩配戴要求常见问题解答
（2022 年 7 月 6 日更新）
以下是关于俄勒冈州行政规则（OAR）333-019-1011，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控制 COVID-19
的戴口罩要求的常见问题（FAQ）的答案。这些常见问题解答可能会陆续更新。
*新问题或经过更新的问题
问： 医疗机构中的口罩要求是否在 3 月 11 日取消了？
否。根据 OAR 333-019-1011，在医疗机构中仍然需要口罩。
问： 什么被认为是医疗保健环境？
根据 OHA 关于保健场所戴口罩要求的规则（OAR 333-019-1011），保健场所是指提
供保健的任何地方，包括身体、牙齿或行为保健，包括但不限于根据 ORS 第 441 或
443 章许可的任何保健设施或机构。如医院、非住院手术中心、分娩中心、特殊住院
护理设施、长期急性护理设施、住院康复设施、住院临终关怀设施、护理设施、辅助
生活设施和住宅设施、行为健康住宅设施、家庭健康护理。临终关怀、药房、家庭护
理、提供医疗服务或与提供医疗服务有关的车辆或临时场所（例如，流动诊所、救护
车、非紧急医疗运输车辆（NEMT）、安全运输和街头医疗），门诊设施，如透析中心。
医疗保健提供者办公室、牙科办公室、行为保健办公室、紧急护理中心、咨询办公室、
基于学校的保健中心、提供补充和替代医学的办公室，如针灸、顺势疗法、自然疗法、
脊椎按摩和骨科医学，以及其他专业中心。
问： 哪些人被认为是医疗保健人员？
根据 OHA 关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戴口罩要求的规则（OAR 333-019-1011），医疗保健
人员是指在医疗保健环境中工作、学习、研究、协助、观察或自愿提供直接患者或居
民护理或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患者、居民或传染性物质的个人，包括但不限于 ORS
676.160 中定义的由医疗监管委员会许可的任何个人、无证照的护理人员，以及任何
文员、饮食、环境服务、洗衣、保安、工程和设施管理、行政、帐单、学生和志愿者
人员。
问： 如果医护人员在一个根据 OHA 规则不属于医护场所的环境中提供医护服务，如教
室或体育馆，那么该环境是否变成医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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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医疗机构的定义很宽泛，但它旨在指适用于常规提供医疗服务的环境，或临时场
所，如流动诊所或救护车。此外，各组织可将其设施中的区域或房间指定为医疗保健
场所，根据 OHA 的规则，这些场所将是医疗保健场所。
问： 根据 OHA 的规则，医疗保健环境是否包括医疗保健设施或医疗办公室的一部分，
或由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医疗系统经营的建筑物，其中没有患者，也没有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
如果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或医疗系统有一个独立的建筑，在那里不提供医疗服务，也
不允许患者进入，那么它就不被认为是医疗机构。如果保健设施或医疗办公室有一部
分不提供保健服务，也不允许患者进入，并且与允许患者进入或提供保健服务的区域
有物理隔离，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墙，门在不使用时保持关闭，该空间将不被视为保
健环境。如果个人被允许在这些非医疗保健环境中不戴口罩、面罩或面部防护罩，他
们仍然必须在任何属于医疗保健环境的区域内戴口罩、面罩或面部防护罩。俄勒冈州
OSHA 对特殊风险环境的规则 (437-001-0744) 可能与 OHA 对医疗保健的定义不同，
我们鼓励雇主来确定俄勒冈州 OSHA 的规则是否适用。
问： 为有执照的家庭护理机构、有执照的家庭保健机构和有执照的临终关怀机构工作的
医护人员在个人私人住宅中提供护理时是否必须配戴口罩或面罩？
是。因为家庭护理、家庭健康和临终关怀机构都包含在“医疗机构”的定义内，为获得许
可的家庭护理、家庭健康或临终关怀机构工作的个人在根据其机构的政策为患者或客
户提供服务时，无论他们在何处提供护理，都必须配戴口罩或面罩。
问： 如果我在自己的私有住宅中接受家庭护理、家庭健康或临终关怀机构工作的个人护
理，当他们来我家提供护理时，我是否必须配戴面罩？
每位患者/客户自行决定是否要在自己的私家中配戴口罩，即使他们在家中接受医疗保
健。如果患者/客户在家中接受护理，如果他们或家人中的某人免疫功能低下或有患严
重疾病的风险，或者如果家中有人未接种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则应在接受护理时
戴上口罩。当医疗保健提供者要求时，患者/客户也应配戴口罩。
问： 健康护理环境是否包括老年中心或独立生活设施？
否。不提供保健服务、以娱乐为目的的老年中心不被视为保健场所。独立生活设施不
被视为医疗保健环境。这些场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继续应用和执行口罩、面罩和
面部防护罩的指南和物理距离的要求，由他们决定。当在独立生活设施中提供家庭护
理、家庭保健或临终关怀服务时，提供者仍必须按照 OAR 333-019-1011 的规则戴上
口罩或面罩。
问： 健康护理环境是否包括像成人寄养家庭这样的环境？
俄勒冈州公共服务部 (ODHS) 许可的一些设施不受 OHA 所要求的在医疗机构（例如成
人护理院、发育障碍护理院、寄宿教养之家和寄宿教养设施）中戴口罩的规则约束，
但 ODHS 为许多这些场所制定了专属的口罩要求。

OHA3898N07062022 SIMPLIFIED CHINESE

第 2 页，共 7 页

关于戴口罩要求，请访问 https://www.oregon.gov/dhs/COVID-19/Pages/LTCFacilities.aspx。
问： 保健环境是否包括零售店的药房部门？
药房“区域”是保健环境，但不是整个零售店。如果在零售店内有一个药房，那么与药房
相关的以下区域被视为医疗保健环境：


药房工作人员从事药房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准备处方、与患者互动和管理疫苗的任
何区域。



患者等待与药房工作人员交流的任何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排队等候或在指定的药房
等候区。



患者与药房工作人员互动的任何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递交或取处方药或向药剂师咨
询的区域。

有关俄勒冈州药局对药店的要求的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问： 关门营业的药店，如邮购药店或在办公室里的药店，不直接为公众或患者服务或与
之互动，是否属于医疗医疗机构？
如果药房位于一栋独立的建筑或建筑内的办公场所/套房，不直接为公众或患者提供服
务或与之互动，则不被视为医疗保健场所。
如果一个药房位于医疗保健设施或医疗办公室的一部分，属于医疗保健环境，公众或
患者在药房“区域”内没有直接的服务或互动，而且它与允许患者或提供医疗保健的区域
有物理隔离，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墙，门在不使用时保持关闭，该空间将不被视为医
疗保健环境。
问*零售场所的眼镜柜台是否属于医疗保健场所，该场所的验光师和顾客是否需要戴口罩？
不。零售场所的眼镜柜台不属于医疗保健场所。但是，验光师和眼科医生办公室是卫
生保健场所，在这些场所需要戴口罩。如眼镜柜台在医生办公室内，在该柜台处需要
戴口罩，因为它处于医疗保健场所内。
问* 居家行为康复服务 (BRS) 设施是否需要遵守俄勒冈州卫生局的医疗保健设施口罩佩戴
规定？
不。居家 BRS 设施无需遵守俄勒冈州卫生局的医疗保健场所口罩佩戴规定 OAR 333019-1011，因为此类设施由俄勒冈州人类服务部（ODHS）颁发执照，而 ODHS 有自
己的口罩佩戴要求。居家 BRS 设施与 ODHS 颁发执照的其他场所类似，根据该规定
特别豁免。
当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为中等或高等或者社区传播水平因素表明风险增加时，居
家 BRS 设施应加强 COVID-19 防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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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ODHS 颁发执照的某些设施受 OHA 医疗保健场所口罩佩戴规定约束，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长期护理设施和辅助生活设施。
问： 有执照的私人执业的的专业咨询师办公室是否被认为是医疗机构并受医疗机构的口
罩指南？
是。提供行为健康服务的环境被认为是健康护理环境。
问： 康复中心或提供行为健康服务的场所，如咨询服务和治疗，是否被视为保健场所？
是。提供行为健康服务的环境被认为是健康护理环境。
问： 为什么医疗机构的口罩要求适用于这么多类型的医疗机构，包括行为健康机构？
口罩是减少 COVID-19 病例、住院和死亡的一个重要部分。鉴于全天与多人的密切接
触以及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医护人员暴露于 COVID-19 的风险增加。此外，医疗保
健场所是常常有患有基础病的患者待着的空间，这些疾病使他们有可能因 COVID-19
引起更严重的疾病。OHA 的规则为该州内多种类型的医疗机构的患者、访客和工作人
员提供了广泛的保护。
问： 如果我在长期辅助生活设施中工作，我在工作时是否必须戴口罩？
是。俄勒冈州公共服务部许可的辅助生活设施、住宅护理设施和护理设施被视为医疗
机构，并受口罩配戴规则的约束。
问： 按摩治疗办公室是否被视为医疗机构并遵守口罩要求？
这视情况而定。医疗机构的定义很宽泛，但它旨在指适用于常规提供医疗服务的环境，
或临时场所，如流动诊所或救护车。按摩师执业的一些环境可能是医疗保健环境，但
其他环境可能不是。例如，在其他医疗机构（如医生办公室或针灸室）的按摩环境属
于医疗机构，需要遵守口罩配戴规则。水疗中心不是医疗保健场所，水疗中心的按摩
区不受口罩要求的约束。不在医疗机构中的按摩机构可能要求服务提供者、访客和客
户配戴口罩。
问：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戴口罩规则是否适用于兽医诊所？
否。该规则适用于医疗保健环境。兽医诊所不是医疗保健场所，因此该规则不适用于
在兽医护理场所向动物提供护理的兽医。
问： 为什么 OHA 在学校和公共室内空间而不是在医疗保健场所取消了口罩要求？
作为分层解除策略的一部分，普遍戴口罩在医疗保健环境中很重要。由于其工作性质
和环境，医疗保健人员接触 COVID-19 的风险增加。患有 COVID-19 确诊或疑似病例
的人经常在这些场所寻求治疗。此外，医疗保健场所是经常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空间，
这些疾病使他们有可能因 COVID-19 引起更严重的疾病。戴口罩以及其他缓解策略可
以保护所有的患者、服务提供者和工作人员，并支持对广大社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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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OHA 是否提供了一个带有戴口罩要求的标志，供医疗机构张贴？
是。OHA 在此链接中提供了标志。
问： 如果我已经完全接种并接种了加强剂疫苗，我是否还需要在医疗机构中戴上面罩？
是。
问： 如果我在学校的保健中心工作，根据 OHA 的规定，我是否需要戴口罩？
是。基于学校的保健中心（如 OAR 333-028-0200 至 333-028-0250 所规则的）是保
健场所，因此在这些场所的保健人员、患者和访客都需要戴口罩。此外，根据 OROSHA 关于特殊风险的规则（OAR 437-001-0744），对于该规则所涵盖的情况，可能
需要戴口罩。OHA 在这里的“标志”下提供了一个可以张贴在卫生保健场所的标志
问： 如果我是一名学校护士，或在学校护士指导下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在学校保健环
境中提供服务时，我是否必须戴口罩？
是。根据 OAR 333-019-1011(6)(d)，学校护士以及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和访客在学校
符合保健环境定义的区域必须戴口罩。这可能包括学校的卫生室、隔离空间、精神或
行为保健环境，以及其他被指定用于提供保健的区域。
问： 如果我是一名学校护士，或在学校护士指导下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在教室提供服
务时，我是否必须戴口罩？
OHA 的规则不要求在教室里戴口罩，因为教室不是医疗环境。学校区域，包括但不限
于教室、体育馆和操场，都不是医疗保健场所。根据 OHA 的规定，只有在学校明确指
定为医疗保健场所的部分，才需要戴口罩。然而，OHA 建议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确定是
否应该戴口罩时考虑医疗保健任务的性质，即使他们不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此外，地
方政府、地区或学校管理者可以在 OHA 规则未涵盖的领域采取戴口罩要求，这些领域
的个人必须遵守当地的要求。根据 OR-OSHA 关于特殊风险的规则（OAR 437-0010744），对于该规则所涵盖的情况，可能也需要戴口罩。
学校行政人员应与学校护士和适用的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合作，明确学校的哪些地方符
合 OAR 333-019-1011(6)(d)规则的卫生保健场所的定义。
OHA 在这里的“标志”下提供了一个可以张贴在卫生保健场所的标志
问： 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如学校雇用的或基于社区的服务提供者，在医疗保健环
境中提供心理或行为健康服务，是否需要戴口罩？
是。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来访者和患者都必须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戴口罩。学术咨询
不是医疗保健，学术咨询办公室也不是医疗保健场所。
问： 如果我是由教师标准和实践委员会（TSPC）许可执照的人，如 TSPC 许可的学校
辅导员、学校社会工作者或学校心理学家，根据 OHA 规则，我提供服务的指定区域是
否被视为医疗保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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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除非提供的服务属于 OHA 规则规定的范围。OHA 的规定不适用于学术服务。
OHA 规则要求在“提供医疗保健（包括行为医疗保健）的环境中”和“在医疗保健环境中
工作的个人提供直接的病人或居民护理，或直接/间接接触患者、居民或传染性物质”的
情况下戴口罩。OAR 333-19-1011(6)。
问： 在医疗保健场所提供专门服务（如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言语和语言病理学）的学
校医疗保健提供者是否需要戴口罩？
是。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来访者和患者都必须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戴口罩。
问： 如果在教室里进行产生气溶胶的程序（AGP），那么教室是否被认为是一个医疗保
健环境？
否。但是，OHA 强烈建议在单独的房间里进行 AGP，远离其他学生和工作人员，并且
医疗服务提供者在进行 AGP 时要戴口罩。点击这里，了解更多关于与有复杂需求的学
生和需要密切接触的人群合作的信息。
问： 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提供心理或行为健康服务的青少年矫正机构心理健康提供者是否
需要戴口罩？
是。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来访者、客户和患者都必须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戴口罩。
问： 如果我是少年教养机构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或者是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指导下提供
服务的工作人员，在医疗机构以外的住房单元或校园的其他区域提供服务时，我是否
需要配戴口罩？
一般来说，不包括。OHA 的规则不要求在住房单元内配戴口罩，因为住房单元不是医
疗环境。少年教养设施区域，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单元、教室、体育馆、行政大楼和室
外区域，不属于医疗设施，除非设施将该区域指定为医疗设施。只有 OHA 的规定在医
疗保健机构的部分校园中才需要配戴口罩，例如临床办公室和专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区
域。然而，OHA 建议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确定是否应该配戴口罩时考虑医疗保健任务的
性质，即使他们在提供医疗服务时不在医疗保健环境中也是如此。此外，地方政府、
地区或设施管理者可以在 OHA 规则未涵盖的领域采取口罩配戴要求，这些领域的个人
必须遵守当地的要求。根据 OR-OSHA 对特殊风险工作场所的规定 (OAR 437-0010744)，也可能需要配戴口罩。
问： 由俄勒冈州人类服务部(ODHS)许可的寄宿项目是否需要戴口罩？
一些由 ODHS 颁发执照的设施不受 OHA 要求在医疗保健环境中佩戴口罩的规则约束，
如成人寄养家庭、行为康复服务设施、发育障碍寄养家庭、寄宿训练家庭和寄宿训练
设施，但 ODHS 为许多这些环境制定了自己的口罩佩戴要求。如果根据 OAR 333019-1011(4)的规定，ODHS 许可的设施不属于豁免范围，并且在其他方面符合医疗机
构的定义，那么戴口罩要求就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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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访问性：对于残障人士或说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人，OHA 可以提供其他格式
的信息，例如翻译、大号字体或盲文。通过 1-971-673-2411, 711 TTY 或者
COVID19.LanguageAccess@dhsoha.state.or.us 联系 COVID-19 通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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