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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於 2020年 11月 19日，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標準(State of California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Standards)委員會頒布一項緊急法規，名為 2019冠狀病毒病

預防措施(COVID-19 prevention, 8 CCR 3205)。此培訓符合 8 CCR 3205法規要求、加州公共衛生署(CDPH)的加州高等教育行業指南，以及加洲大學的政策

要求。有關詳情請參閱 https://training.ucr.edu/coronavirus。 

 

關於 2019冠狀病毒病 
 

什麼是 2019冠狀病毒病？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是由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冠狀病毒 2 (SARS-CoV-2)所引發的呼吸

系統疾病。SARS-CoV-2 屬於一大類病毒當中的

一部分，其通常會導致呼吸道感染，並可能導致

更為嚴重的疾病。 

 

傳播途徑 
此病毒具傳染性，當受感染者對話或發聲、打噴

嚏、咳嗽或呼氣時，病毒就可以通過空氣傳播。

儘管較不常見，但是當接觸受污染的環境物件，

然後觸摸眼睛、鼻子或口部時，亦可導致病毒傳

播。受感染者可能不會出現任何症狀。 
 

散佈範圍 
包含病毒的微粒的傳播距離可達六英尺以上（尤

其是在室內）。因此，務請同時採取物理距離與

其他控制措施，以達致有效預防效果。其他控制

措施則包括佩戴口罩、注意手部衛生及消毒。如

需了解有關傳播途徑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美國疾

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所提供的「2019冠狀病

毒病的傳播途徑(How COVID-19 can spread)」短

片。 

 

相關健康狀況 
具有若干相關健康狀況的人士，可能較容易感染

病毒。有關健康狀況包括癌症、長期腎臟疾病、

心臟疾病、肥胖、懷孕、吸煙、第二型糖尿病及

其他狀況，如需更多資料，請參閱美國疾病控制

及預防中心網頁。 

 

政策與程序 
 

2019冠狀病毒病預防計劃 

請參閱大學為保障閣下

免受冠狀病毒危害而制

定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政

策與程序。尤其是，請

參閱 2019 冠狀病毒病預

防計劃的資料，有關資

料可於線上查閱。此計

劃的主要內容是識別危

害，並實施控制措施，

從而降低傳播風險，計

劃副本亦可通過張貼的單張、聯絡閣下的主管或

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以取得。如果閣下屬運動員

團隊，則請聯絡閣下的主管或教練，以了解可適

用於閣下的特定運動設施計劃(Athletic Facility-

Specific Plan)。 

 

徵兆與症狀 
 

症狀 

辨認 2019冠狀病毒病的症狀。有關症狀因人而異。

患者可能全無症狀、只有

輕微症狀，或出現嚴重不

適。症狀包括（但不限

於）： 

▪   發燒 

▪ 發冷或顫抖 

▪ 咳嗽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

難 

▪ 喪失味覺或嗅覺 

▪ 喉嚨痛 

▪ 流鼻水或鼻竇充血 

▪ 肚瀉 

▪ 肌肉痛或身體酸痛 

▪ 頭痛 

▪ 異常疲勞 

▪ 眼睛發紅，可能同時有分泌物 

▪ 噁心或嘔吐 

請參閱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網頁，以了解更多

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症狀的詳情。 

 

醫療護理 

儘管閣下可能健康無恙，但仍請注意有否出現緊

急警示徵兆，並在症狀變得嚴重時，尋求醫療護

理。有關症狀包括呼吸困難、持續疼痛或胸口受

壓、感官出現障礙、無法醒來或無法保持清醒、 

嘴唇或面部發紫發藍。 

 

匯報症狀 
 

每日前往大學之前，閣下將須進行仔細檢查，以

匯報症狀。請在離家之前，以閣下的電腦或手提

電話， 通過網站或應用程式進行匯報。請參閱閣

下的電子郵件或造訪網站，根據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的指南，了解如何使用此工具自行檢查溫度

及／或症狀。此工具將容許閣下取得進入大學設

施的許可。 

 

測試 
 

在何時應進行測試 

如果閣下出現症狀，或曾與已知確診此疾病的人

士接觸，則請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測試。閣下可

造訪 https://covid19.ca.gov或大學網站，以尋找測

試地點。若干校園位置、本地衛生部門、衛生計

劃或社區測試中心亦有提供工作場所測試計劃。 

 

進行匯報 

如果閣下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的測試結果呈陽性、

出現症狀，或曾與確診人士接觸，閣下必須向大

學匯報。閣下可以通過完成篩查、撥打熱線電話，

或發送安全電子郵件以進行匯報。

閣下的資料將完全保密，絕對不會

因為進行匯報而遭受任何報復性行

動。 

 

返回工作環境 

如閣下出現症狀，在確診 2019 冠狀

病毒病後，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

返回工作環境：1) 自首次出現症狀

起計已超過 10日； 2) 症狀得到改善；

及 3) 已經 24小時沒有出現發燒症狀。

閣下必須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物的情

況下沒有出現發燒症狀。如果閣下

曾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但沒有出

現症狀的話，則閣下可自首次測試呈陽性之日起

計 10日後返回工作環境。 

 

如果閣下曾與於 2019冠狀病毒病測試呈陽性的確

診人士有所接觸，則閣下在最後已知接觸 2019年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起計 14日後，方可返回工作

環境。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將取得 2019年冠狀病

毒病陰性報告，列作返回工作環境的要求。 

 

不應返回工作環境的情況 

務請注意，如閣下符合以下條件，則不應返回工

作環境：1) 出現症狀；2) 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

並正在隔離；或 3) 在過去 14日內，曾與 2019冠

狀病毒病確診人士（由於被視為具潛在傳染性，

因此仍在隔離當中的人士）有所接觸。在有關情

況下，請與閣下的主管聯絡，以安排在家工作

（如適用），並向閣下的主要醫療保健供應商尋

求進一步的指引及治療。 

 

物理距離 
 

物理距離指與其他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並

避免聚集，當中包括進出建築物及在設施內部的

聚集。請遵照任何標示牌或視覺提示，例如樓梯

間的地板標記及方向指示海報。如果閣下所在地

方有標示膠帶的話，當有多人在場時，請站於標

明位置。請勿撕掉家具或其他區域上的膠帶或標

示。如果閣下不慎與另一名員工相距六英尺以內，

請盡快離開，以重新保持六英尺分隔距離。

「SARS-CoV-2 的

微粒的傳播距離可

達六英尺以上，因

此，務請同時採取

物理距離與其他控

制措施。 

https://training.ucr.edu/coronavir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y8sRC4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y8sRC4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y8sRC4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pVy8sRC44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20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https://covid19.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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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口罩  
 

何時應該佩戴口罩 

閣下身處大學範圍的任何時候，均必須佩戴口罩， 

不論在建築物內外均須佩戴，此措施適用直至另

行通知。請每日隨身預備口罩。若閣下不慎忘記

攜帶口罩，閣下可向大學或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

(Environmental Health & Safety)索取一個口罩。 

 

在校內任何位置均必須佩戴口罩，除非閣下單獨

處於一個房間、另有佩戴呼吸道保護裝置，或有

其他醫療狀況、精神狀況或殘疾，或進行聽覺障

礙溝通則除外。如閣下正在飲食，閣下可在與他

人保持最少六英尺距離，並在身處有足夠外來空

氣進入該範圍時脫下口罩。有關佩戴口罩要求的

例外情況，須事先諮詢人力資源部門 (Human 

Resources)或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 

 

如何使用口罩 

 
佩戴口罩時，請確保完全覆蓋閣下的口鼻。 口罩

應緊貼面部兩旁。於每次使用後，請清洗或棄置

閣下的布質口罩。當佩戴口罩時，請避免觸碰閣

下的眼睛、鼻子或口部。另外亦請不要共用閣下

的口罩。 

 

務請注意，口罩並不是經測試及認證的個人保護

裝備(PPE)。如閣下工作性質需要的話，閣下的

主管會為閣下提供適合的個人保護裝備。如需有

關使用口罩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加州公共健康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使用口罩

指引(Guidance for the use of face coverings)」。 

 

如何清潔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建議閣下每日清潔： 

▪ 使用洗衣機以最暖溫度的水溫設定（或在水

盆使用肥皂水及暖水） 

▪ 遵照製造商的指示 

▪ 在儲存之前徹底乾透 

▪ 重新使用前，先清潔儲存已使用口罩的容器 

 

 

洗手 

 

經常使用肥皂及清水洗手至少 20秒。如果閣下無

法即時使用水盆及洗手設施，請使用酒精搓手液。

務請注意，如閣下雙手有明顯污垢時，搓手液無

法發揮效用。 

 
 

清潔及消毒 
 

標
準
程
序

 

大學標準清潔措施包括： 

▪ 清潔頻密接觸的表面，例如燈

掣、扶手、 電梯按鍵及門柄 

▪ 地面除塵及以清水打掃 

▪ 以吸塵機清潔入口及流動密集的

地區 

▪ 清除垃圾 

▪ 清潔洗手間 

▪ 清除濺出的水漬 

加
強
程
序

 於疫情期間，我們會加強我們的管理

服務，當中包括： 

▪ 增加擦拭頻密接觸的表面 

▪ 於流動密集的地區增設消毒站 

▪ 以靜電噴霧消毒及清潔各區域 

 

清潔化學物品 

務請確保遵守閣下所使用清潔劑產品上的標籤標

示。請參閱有關產品的災害、生產商指示、通風

要求，以及加州職業安全健康處安全使用要求

(Cal/OSHA requirements for safe use)。此外，請參

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網頁的 List N 清潔

劑。 

 

福利 
 

如閣下在無法遙距執行工作職責，閣下可享有大

學及政府的休假福利，以在減輕留在家中時的財

務壓力。請參閱 UCNet網站的「就業和休假政策

(Employment and Leave Policy)」，了解有關計劃

的詳細資料。有關安排包括閣下的病假權利，以

及僱員補償福利（如適用）。如閣下患上 2019冠

狀病毒病的風險因素較高（例如心臟病、糖尿病、

各種肺部疾病等），請與人力資源部聯絡，以查

詢有關病假、休假、僱員酬勞的安排，或諮詢任

何住宿安排。如閣下無法遙距執行工作，可用選

項包括： 

1. 延 長 有 薪 行 政 假 期 (Expanded Paid 

Administrative Leave (EPAL)) 

2. 家庭優先新冠病毒應對方案緊急有薪病假

(FFCRA Emergency Paid Sick Leave (EPSL)) 

3. 家庭優先新冠病毒應對方案延長家庭及醫療

休假(FFCRA Expanded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EFML)) 

 

進一步資料 
 

請參閱閣下大學適用的 2019冠狀病毒病預防培訓。

補充培訓亦可通過加州職業安全健康處 2019冠狀

病毒病線上培訓 (Cal/OSHA COVID-19 online 

training)網頁查閱。 

 

測驗 
  

指引：完成此測驗並呈交至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training@ucr.edu。 

1. 返回現場工作的預期措施，包括遵從 2019

冠狀病毒病預防計劃、物理距離、清潔協定

以及_____。（請圈出適用的一項） 

a. 擠進升降機 

b. 密集地就坐 

c. 監察症狀 

d. 維持正常工作時間 

 

2. 口罩能保護身邊的人，並不取代物理距離，

而且________。 

a. 用後不再需要洗手 

b. 屬於個人保護裝備 

c. 需要勤清洗 

d. 可以自行選擇佩戴與不佩戴 

 

3. 出現哪些 2019 冠狀病毒病症狀的話，不應

前往工作：（請選取所有適用者） 

 呼吸困難 

 發冷 

 頻密地咳嗽 

 發燒 

 頭痛 

 喪失味覺或嗅覺 

 異常疲勞 

 喉嚨痛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_06-18-2020.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_06-18-2020.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_06-18-2020.pdf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OSHA3512.pdf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OSHA3512.pdf
https://www.epa.gov/pesticide-registration/list-n-disinfectants-coronavirus-covid-19
https://trainingacademy.dir.ca.gov/page/on-demand-training-covid19
https://trainingacademy.dir.ca.gov/page/on-demand-training-covid19
https://trainingacademy.dir.ca.gov/page/on-demand-training-covid19
https://trainingacademy.dir.ca.gov/page/on-demand-training-covid19
mailto:training@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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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書 
本人確認已收妥並理解此一符合 8 CCR 3205法規要求及加州公共衛生署(CDPH)加州高等教育行業指南的 2019冠狀病毒病預防培訓中所載列的資訊。如需

澄清或額外資料，本人將諮詢主管及／或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EH&S)。 

 

姓名：  

  

日期： 

 

 

電郵地址： 

  

院校： 

 

 

識別號碼： 

  （院校、醫療中心或地點） 

 （學生或僱員識別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