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dated September 12, 2022 

DOH 820-131 Simplified Chinese 

 

COVID-19 疫情期间的口罩佩戴指南 

2022 年 9 月 12 日变更摘要  

• 新增了关于口罩和防护口罩所提供的不同防护水平的相关信息 

• 更新的内容旨在与针对室内公共交通环境的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口罩佩戴建议保持一致 

• 更新了针对在非医疗保健聚集环境何时应佩戴口罩的相关建议 

• 根据 CDC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更新了公众何时应该在室内佩戴口罩的相关建

议 

介绍  

当您佩戴口罩或防护口罩（即专门的过滤口罩，如 N95 等口罩）时，既有助于保护您身

边的人，也有助于保护您自己。佩戴口罩或防护口罩可以降低 COVID-19 的传播，挽救生

命，以及保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结合策略，例如及时了解关于疫苗和佩戴口罩或防护

口罩的最新信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有助于预防感染重症以及降低医疗系统所承

受的负担。 

您应该佩戴您可以获得的最贴合且最优质的口罩或防护口罩（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

本）。在正确佩戴时，经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批准的（仅英文）防护口罩（如 N95 等口

罩），可提供最大的防护效果，其次是国际性的防护口罩（如 KN95 和 KF94 口罩）以及

外科口罩，然后是布制口罩。如果您有罹患 COVID-19 重症疾病的风险，则请咨询您的医

疗服务提供者，以了解您是否应该接受关于 NIOSH 所批准的防护口罩的适合性测试，或

者您是否应该考虑其他不需要适合性测试的防护口罩选择。有关适合性测试和口罩选择的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L&I，华盛顿州劳动与工业部）关于自愿佩戴口罩的相关网页（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

本）。 

有关不同类型的口罩和防护口罩以及如何改善贴合度的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口罩和防护

口罩的类型（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此网页（仅英文）提供了一些有关不同类型的

口罩和防护口罩过滤颗粒物方面的相关信息，包括何时对口罩进行修改以提高贴合度方面

的内容。因发育、行为或身体疾病而无法佩戴口罩的人员，可使用带有遮盖的护面罩。如

果无法忍受佩戴贴合面部的口罩，托儿所、日间夏令营和 K-12 学校环境中的儿童也可以

使用此类带有遮盖的护面罩。然而，应该承认的是，此类面罩无法为佩戴者提供与贴合

面部的口罩或防护口罩相同水平的保护效果。请参见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 DOH，华盛顿州卫生部）关于 K-12 Schools （K-12 学校）, Child Care 

（托儿所）, Early Learning （早教）, Youth Development （青少年发展机构）及 

Day Camp （日间夏令营）课程（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的佩戴口罩指南。还请参见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topics/respirators/disp_part/default.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topics/respirators/disp_part/default.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lni.wa.gov/safety-health/_docs/covid/voluntary-respirator-use-QNA-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lni.wa.gov/safety-health/_docs/covid/voluntary-respirator-use-QNA-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epa.gov/sciencematters/epa-researchers-test-effectiveness-face-masks-disinfection-methods-against-covid-19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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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的特殊人群注意事项（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的相关信息。DOH 不建议佩戴有呼

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单层布制口罩、单层头巾或颈套。 

按照 L&I （仅英文）所发布的指南，可以在工作场所佩戴带呼气阀的防护口罩。  

请访问 DOH 网站上关于口罩佩戴的页面（仅英文），获取关于口罩的常见问题完整清

单。  

在本文件的其余部分，“口罩”一词用于指代“口罩和防护口罩”。 

现行指令和卫生命令 

现行的公共命令要求在医疗场所、成人监狱和成人看守所，均需要佩戴口罩。公共卫生部

门可能要求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如疫情爆发）佩戴口罩。 

华盛顿州 Department of Health 命令 

Secretary of Health Mask Order （卫生部长签发的口罩佩戴命令）（仅英文）要求在

某些情况下需要佩戴口罩，无论疫苗接种状态如何: 

• 医疗场所   

• 成人看守所和监狱设施，当此类设施所在的县具有中度或高度 CDC COVID-19 社区

传播水平（可提供西班牙语版本）之时 

本要求仅有有限的例外情况；此类例外情况可以在命令（仅英文）中找到。在医疗场所的

室内环境中，除专业医务人员外，所有员工和访客也须佩戴口罩。每个人均有责任遵守此

命令；企业还有责任与员工和客户共同执行此命令。  

撤销：联邦命令  

根据法院命令，截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和交通枢纽必须佩戴口

罩的 CDC 命令不再有效。但是，口罩仍然是保持出行和公共交通对所有人更为安全的一

种重要工具。为与 CDC 保持一致（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WA DOH 建议工作人员以

及两岁或以上的乘客在所有室内的公共交通环境中均应佩戴口罩，包括交通工具和交通枢

纽。请参见公共交通环境，以了解更多信息。  

华盛顿州州长公告  

请参见州长发布的 Proclamation 20-25.19 COVID-19 Washington Ready （第 20-25.19 

号 COVID-19 疫情公告华盛顿州准备就绪）（仅英文）和 Proclamation 21-08 – Safe 

Workers （第 21-08 号公告 – 员工安全） （仅英文），了解企业对于客户和员工所应

承担的责任方面的相关信息。 

Washington State Labor and Industries (L&I) 和州长公告 

虽然根据上述州长公告的内容，大多数工作场所一般不需要佩戴口罩，但雇主仍有义务遵

守 L&I 的 COVID-19 预防要求和指南（仅英文）。此外，私营企业可以选择要求佩戴口

罩，并且访客应遵守各类场所的规定。根据州长发布的 Proclamation 21-08 – Safe 

Workers （第 21-08 号公告 – 员工安全）（仅英文）， 员工有权在工作场所佩戴口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lni.wa.gov/agency/outreach/coronavirus/requirements-and-guidance-for-preventing-covid-19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masks-and-face-coverings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Secretary_of_Health_Order_20-03_Statewide_Face_Coverings.pdf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Secretary_of_Health_Order_20-03_Statewide_Face_Coverings.pdf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0-25.19%20-%20COVID-19%20Washington%20Ready%20%28tmp%29.pdf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0-25.19%20-%20COVID-19%20Washington%20Ready%20%28tmp%29.pdf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1-08.1%20-%20COVID-19%20Safe%20Workers%20%28tmp%29_0.pdf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1-08.1%20-%20COVID-19%20Safe%20Workers%20%28tmp%29_0.pdf
https://www.lni.wa.gov/agency/outreach/coronavirus/requirements-and-guidance-for-preventing-covid-19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1-08.1%20-%20COVID-19%20Safe%20Workers%20%28tmp%29_0.pdf
https://www.governor.wa.gov/sites/default/files/proclamations/21-08.1%20-%20COVID-19%20Safe%20Workers%20%28tmp%29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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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Washington Administrative Code （WAC，华盛顿州行政法规） 296-62-609 （仅英文）可以

保护员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佩戴口罩的权利。根据 WAC 296-62-609 （仅英文）的

规定，除非法律允许，否则雇主不得阻止员工佩戴口罩、防护口罩或其他个人防护装置或

设备。请参见 L&I 的 COVID-19 预防：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选择在工作中佩戴口罩（可

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以了解更多信息。  

当地公共卫生机构和官员 

当地卫生官员有权发布卫生命令，以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的疾病情况。这些命令可能比全州

性命令更严格，但不得有任何不严格的要求。请向您所在地的当地卫生管辖部门（仅英

文）核实，并遵守该地区的所有卫生命令。 

建议 

除上述的具体要求之外，以下是一般性的公共卫生建议。  

公共交通环境  

WA DOH 建议工作人员以及两岁或以上的乘客在室内的公共交通环境（可提供一些其他语

言版本）中均应佩戴贴合面部的口罩或防护口罩，包括交通工具（如飞机、公共汽车、火

车、轮渡、地铁、出租车、共享汽车和非紧急医疗交通服务）和枢纽（如机场、公共汽车

或轮渡码头、火车或地铁站以及港口）。这些均是很多人会经过的场所环境，可能会较为

拥挤和/或通风不良（如机场登机口）。出行人员和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佩戴贴合面部的口

罩或防护口罩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以帮助保持每个人的出行和公共交通更加安全。详

情请参见 CDC 关于在公共交通环境中佩戴口罩的指南（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但

请注意，以前的要求现在只为建议。有关校车佩戴口罩的指南，请参见在 K-12 Schools 

（K-12 学校）, Child Care （托儿所）, Early Learning （早教）, Youth 

Development （青少年发展机构）及 Day Camp （日间夏令营）课程内减缓 COVID-19 传

播的要求和指南 (wa.gov) （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WA DOH 建议公共交通运营商

支持所有人均佩戴口罩。   

在医疗场所中佩戴口罩 

根据卫生部长签发的口罩佩戴命令（仅英文）的要求，在医疗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所有医

疗场所均可以在针对在医疗场所中 SARS-CoV-2 感染预防和控制的临时建议 (DOH 420-

391) (wa.gov) （仅英文）中获得个人防护设备和源头管控指南。 

针对非医疗性聚集场所的口罩佩戴建议 

当 CDC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可提供西班牙语版本）为中度或高度时，建议两岁或以

上的人群在下列室内场所中均佩戴口罩：  

• 无家可归者服务提供机构（仅英文） 

• 商业海事环境（仅英文）（例如商业海鲜船、货船、游轮） 

• 因工作性质而无法保持安全距离的人员密集场所，例如仓库、工厂、食品包装厂及

肉类加工厂，以及雇主所提供的交通工具  

https://lni.wa.gov/safety-health/_docs/covid/HELSA-emergency-rule.pdf
https://lni.wa.gov/safety-health/_docs/covid/HELSA-emergency-rule.pdf
https://www.lni.wa.gov/safety-health/_docs/covid/voluntary-respirator-use-QNA-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www.doh.wa.gov/AboutUs/PublicHealthSystem/LocalHealthJurisdictions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1-165-K12SchoolsChildCar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420-391-SARS-CoV-2-InfectionPreventionControlHealthcareSettings.pdf?uid=62f3d86bb5d65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420-391-SARS-CoV-2-InfectionPreventionControlHealthcareSettings.pdf?uid=62f3d86bb5d65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13-RecommendationsforHomelessShelters.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5/420-397-COVID19CommercialMaritimeSett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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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性居住设施内的共用起居区（非卧室），包括监外就业场所、过渡性住房、未

成年犯管教所或拘留所以及临时工人宿舍 

• 成人看守所、成人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或未成年犯拘留所中的犯人出现的室内场

所（例如法庭） 

o 请注意，当 CDC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可提供西班牙语版本）为中度或

高度时，卫生部长签发的命令要求 5 岁及以上的人群在成人看守所和监狱

设施中均应佩戴口罩。 

o 当设施传播水平因素（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表明风险增加时，建议惩

戒设施也考虑佩戴口罩的要求。  

在上述场所中生活或工作的人员应遵守与其他场所（例如社区）中普通公众相同的建议。  

在非医疗机构场所（如企业和组织）中，可能要求处于其中的人员佩戴口罩。对于这些机

构而言，在决定是否要求处于其中的人员佩戴口罩时，应考虑下列各项因素： 

• 该场所内的人员是否自愿佩戴 

o COVID-19 疫苗接种未处于最新状态（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的人员，

更有可能感染 COVID-19 并发展成为重症。 

o 患有某些疾病（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的人员，是易发 COVID-19 重症

的高危群体  

• 该场所内的通风质量 - 请参见减缓空气传播疾病的通风和空气质量要求（仅英

文）和建筑物内清洁空气的挑战，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环

保局）（仅英文），了解相关信息和通风方案，包括有无供暖、通风和空调 

(HVAC) 系统的设施 

• 该场所内的人们能否保持安全距离 

• 该场所内疑似或确认爆发 COVID-19 疫情 

o 在非医疗性聚集场所内爆发疫情时，强烈建议在室内佩戴口罩。 

当 CDC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较高时，CDC 和 DOH 建议

所有人在室内都要佩戴口罩，不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若个人选择佩戴口罩，机构不得阻

止。请参见下文，了解针对个人的口罩佩戴建议和基于风险的注意事项。 

个人口罩佩戴建议 

根据如果您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该怎么办（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COVID-

19 症状决策树（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以及如果您与 COVID-19 感染者发生潜在接

触该怎么办（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则出现症状者、检测结果呈阳性者或与 

COVID-19 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应佩戴优质的口罩或防护口罩。根据现行指令和卫生命

令，若所处场所要求，个人必须佩戴口罩。 

在任何情况下，您均可以选择佩戴口罩。在决定是否佩戴口罩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您的疫苗接种状态和您周围的人员的疫苗接种状态。COVID-19 疫苗接种和加强针

疫苗接种未处于最新状态（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的人员，更易感染 COVID-

19 和易发重症。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333-256.pdf?uid=62c5d9543e0d8&uid=62c74852a6dbd
https://www.epa.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22-03/508-cleanairbuildings_factsheet_v5_508.pdf
https://www.epa.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22-03/508-cleanairbuildings_factsheet_v5_508.pdf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DOH-COVIDpositive-ZH-Simple.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820-234-SymptomDecisionTreeNonhealthCareandPublic-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820-234-SymptomDecisionTreeNonhealthCareandPublic-ChineseSimplifie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Simplified.pdf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legacy/Documents/1600/coronavirus/COVIDexposed-ZH-Simplified.pdf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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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患病情况（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 以及周围人员的患病情况，因为患病

情况是增加感染 COVID-19 重症的风险。患有某些疾病者，更易感染 COVID-19 和

易发重症。   

• 您所处场所的特征（例如人员密集、通风不良、室内）。  

• CDC COVID-19 社区传播水平（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 

o 当社区的疫情传播水平较高时，CDC 和 WA DOH 建议在室内佩戴口罩，不论

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o 当社区的疫情传播水平为中度或高度时， CDC 和 WA DOH 建议因 COVID-19 

而患重症的高风险（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人群，在室内公共场所应佩

戴高质量的口罩或防护口罩。与患重症高风险的人员有家庭或社会接触的

人，应考虑在室内与他们一起时佩戴高质量的口罩。 

更多 COVID-19 信息和资源 

随时了解最新的当前华盛顿 COVID-19 情况（仅英文）、州长 Inslee 的公告 （仅英

文）、症状（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传播方式（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人们

应接受检测的方式和时间（可提供西班牙语版本）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疫苗（可提供西班

牙语版本）。请参阅我们的常见问题（仅英文），以获取更多信息。  

一个人的种族/民族或国籍本身并不会增加他们感染 COVID-19 的风险。但是，相关数据

显示，有色人种社区受到 COVID-19 的影响更大。这是由于种族主义带来的影响，特别是

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使得一些群体保护自己和社区的机会较少。污名化对抗击疾病毫无帮

助（仅英文）。 与他人共享准确信息，防止谣言和错误信息的传播。 

• 华盛顿州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指南 (COVID-19) 

（仅英文） 

• 华盛顿州冠状病毒应对措施 (COVID-19) （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 

• 查找您当地的卫生部门或地区（仅英文） 

• CDC 冠状病毒 (COVID-19) （可提供一些其他语言版本） 

有更多疑问？请拨打我们的 COVID-19 信息热线：1-800-525-0127。热线服务时间： 

• 早上 6 点至晚上 10 点。 

• 周二至周日，早上 6 点至晚上 6 点。  

• 法定假日（仅英文），早上 6 点至晚上 6 点。  

如需口译服务，在电话接通后按 #，然后说出您的语言。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或检

测结果有疑问，请联系医疗服务提供者。 

如欲索取本件的其他版本格式，请致电 1-800-525-0127。耳聋或重听人士请拨 711 

(Washington Relay)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ivil.rights@doh.wa.gov。 

附录 A   

医疗场所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county-view?list_select_state=all_states&list_select_county=all_counties&data-type=CommunityLevels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data-dashboard
https://www.governor.wa.gov/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chi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vaccine-information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s://medium.com/wadepthealth/it-takes-all-of-us-to-reduce-stigma-during-disease-outbreaks-310db60dce29
https://medium.com/wadepthealth/it-takes-all-of-us-to-reduce-stigma-during-disease-outbreaks-310db60dce29
https://www.doh.wa.gov/emergencies/coronavirus
https://coronavirus.wa.gov/zh-hans/node/3629
https://www.doh.wa.gov/AboutUs/PublicHealthSystem/LocalHealthJurisdiction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cation/index-cn.html
https://www.doh.wa.gov/AboutUs/ContactUs/StateHolidays
https://hamiltonrelay.com/washington/
mailto:civil.rights@doh.w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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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ecretary of Health’s Mask Order （卫生部长签发的口罩佩戴命令）（仅英

文），医疗场所和长期护理场所是指主要用于向人们提供个人医疗服务的任何公共或私营

场所，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若所处设施主要用于提供医疗服务（如医院），那么整个设

施都属于医疗场所或长期护理场所，在此类设施内必须佩戴口罩，但口罩佩戴命令中的例

外和豁免规定适用。若所处设施主要用于其他用途（如百货商店内的药房或学校的医务

室），那么医疗场所或长期护理场所仅包括用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而不包括该设施内

的其他区域。在主要用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内时，必须佩戴口罩，口罩佩戴命令中的例

外和豁免规定适用。除非下文中予以排除，否则医疗服务提供者包括持有专业医疗人员资

格要求（仅英文）清单中所列的资格证书者，以及法律允许在无资格证书的情况下提供医

疗服务者。在医疗场所的室内环境中，除专业医务人员外，所有员工和访客也须佩戴口

罩。 

以下是医疗场所和长期护理场所清单（并非排他性清单）： 

• 急救中心，包括但不限于医院；  

• 长期急性护理院；  

• 住院患者康复机构；  

• 住院患者行为保健中心，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和治疗中心、住院治疗中心及安全戒毒

中心；  

• 家庭式长期护理院，包括但不限于疗养院、辅助生活设施、提供社区家庭式服务和

支持的场所及提供强化服务的设施；  

• 流动诊所及其他提供医疗服务的车辆；  

• 门诊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透析中心、医生诊室及行为保健设施（包括精神科医生、

心理保健咨询师及药物滥用障碍专科医生的诊室）；  

• 牙科诊所和牙科专科医院；  

• 验光和眼科医院； 

• 药房（不包括零售区）；  

• 按摩治疗诊所（包括水疗中心和保健/健身中心等非医疗场所中提供按摩服务的指

定区域）；  

• 整脊诊所；  

• 助产执业诊所和独立的分娩中心；  

• 隔离和/或检疫隔离设施；  

• 门诊手术设施；  

• 急救中心；  

• 临终关怀中心；以及 

• 由收费提供者提供家庭医疗、家庭护理、个人护理或临终关怀服务的场所。   

医疗场所和长期护理场所不包括：  

• 举行体育活动和观赏性活动或其他聚会的场所（包括持证体育教练为运动员提供护

理的场所），但主要用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除外，如指定的急救区（即医疗场

所）；  

• 由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 Families （DCYF，儿童、青少年与家庭

部）颁发执照的寄养家庭（主要业务并非提供医疗服务）；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Secretary_of_Health_Order_20-03_Statewide_Face_Coverings.pdf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oh.wa.gov%2FLicensesPermitsandCertificates%2FProfessionsNewReneworUpdate%2FHealthcareProfessionalCredentialingRequirements&data=04%7C01%7Ceric.sonju%40atg.wa.gov%7C48f3eb7333804a20fc1e08d947ec0aa5%7C2cc5baaf3b9742c9bcb8392cad34af3f%7C0%7C1%7C63761990139794087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XYAtOfny4dg8vNMoi4AsGQgPwwN%2FBKywbkfZT7kGtEo%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doh.wa.gov%2FLicensesPermitsandCertificates%2FProfessionsNewReneworUpdate%2FHealthcareProfessionalCredentialingRequirements&data=04%7C01%7Ceric.sonju%40atg.wa.gov%7C48f3eb7333804a20fc1e08d947ec0aa5%7C2cc5baaf3b9742c9bcb8392cad34af3f%7C0%7C1%7C63761990139794087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XYAtOfny4dg8vNMoi4AsGQgPwwN%2FBKywbkfZT7kGtEo%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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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向人们提供医疗服务的研究设施；  

• 兽医诊疗场所；  

• 动物控制机构； 

• 非营利性人道主义协会；以及 

• 大麻零售店，包括大麻医疗顾问提供服务的零售店。 

若医疗机构规定在户外也需要佩戴口罩，您必须遵守其业务规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阅上述“各类场所的规定”信息。请访问在医疗场所中预防感染 COVID-19（仅英文）

页面，了解详细指南，包括源头管控指南（仅英文）和特定医疗机构探视指南。 

各类场所的规定 

各类企业、组织、设施和机构均有权自行制定在其场所或设施内佩戴口罩的规定。企业必

须遵守 L&I 要求（仅英文）中的所有规定，可选择在其场所内（如户外）要求佩戴口

罩，采取比卫生部长签发的口罩佩戴命令 （仅英文）更严格的防护措施 

当地公共卫生官员还会下达其他佩戴防护口罩的命令，以限制疫情在社区内的传播。尽管

这些规定要求的防护措施可能比卫生部长签发的口罩佩戴命令（仅英文）更严格，但防护

意识不能松懈。 

此外，某些人可能需要或可选择继续佩戴口罩。即使州或当地口罩佩戴指令不具效力，他

们也有权选择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请尊重他们佩戴口罩的选择，以保护他们自己及其家

人和社区。请注意，若您选择佩戴口罩，可能会要求您在某些情况（如进行身份识别）下

短暂摘下口罩。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healthcare-providers/infection-prevention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631-100-SourceControlHealthcare.pdf
https://www.lni.wa.gov/agency/outreach/coronavirus/requirements-and-guidance-for-preventing-covid-19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Secretary_of_Health_Order_20-03_Statewide_Face_Coverings.pdf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Secretary_of_Health_Order_20-03_Statewide_Face_Cover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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