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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8日，州政府發布了全州範圍的公共衛生局長（以下簡稱「州政府命令」，
見此處）及《更安全的經濟藍圖》（以下簡稱「藍圖」， 

見此處）。州政府命令和《藍圖》制定了適用於指定給縣的每個「等級」的全州範圍
限制措施。 

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必須遵守本指令和任何其他適用的縣衛生局長指令、
2020年10月5日發布的縣衛生局長經修訂的降低風險命令、州政府命令和《藍圖》下的
適用限制措施、州政府的COVID-19行業指引文件及任何適用的衛生和安全法規中的強

制性要求。如果這些規定之間存在差異，則必須遵循限制最嚴格的規定。 

欲知適用於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的更多規定，請參閱下列州政府
的COVID-19行業指引： 

• 農業和畜牧業：https://files.covid19.ca.gov/pdf/guidance- agriculture--en.pdf 

• 食品包裝與加工： https://files.covid19.ca.gov/pdf/guidance-food- packing--
en.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8-28-20_Order-Plan-Reducing-COVID19-Adjusting-Permitted-Sectors-Signed.pdf
https://covid19.ca.gov/safer-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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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行業提供了支援全國食品供應鏈的重要服務。這些行業包括

在室內和室外飼養動物、種植農作物或農作物樹木的行業（包括園藝、溫室內栽培的農

作物、畜牧、養魚場和奶牛場）以及包裝或加工農產品（包括肉、魚、奶製品，或農產

品）。由於農業企業經常在現場安置工人並為工人提供食物，並且由於這些行業通常涉

及共用的工場運輸，因此在預防和控制COVID-19的傳播方面面臨著獨特的挑戰。此外，

許多食品加工和包裝企業由於其工作環境，包括通風條件和生產線以及其他促進工人密

切接觸的區域，而成為COVID-19傳播的熱點。 
 

本指令解釋了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可以營業的方式。本指令是強制性的，如

果不遵守本指令，則違反了2020年10月5日發布的衛生局長命令（以下簡稱「命令」）。

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必須遵守命令、本指令的所有要求及適用的州政府行業

特定指引的所有要求。 
 

2020年10月5日發布的命令 
 

為確保本縣盡可能保持安全，命令對所有企業和活動施加多項限制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各項： 
 

• 社交間距規程：所有企業和政府實體必須根據2020年10月5日的《衛生局長命令》

填寫並提交經修訂的《社交間距規程》（所有尚未這樣做）。在2020年10月11日

之前提交的《社交間距規程》不再有效。必須使用可從此處下載的更新的範本填

寫經修訂的《社交間距規程》。提交規程即表示願受偽證罪的處罰，這意味著據

簽名人所知，表格上所寫的所有內容都必須真實準確，提交虛假信息屬於犯罪行

為。必須將規程分發給所有工作者，執行命令的所有官員必須可以存取規程。 
 

• 告示牌：所有企業和政府實體必須列印（1）更新的「新冠肺炎應對準備就緒」標

誌和（2）《社交間距規程訪客須知》，並且必須在所有設施的入口處顯眼地張

貼。在網上提交經修訂的《社交間距規程》後，即可列印這些文件。經修訂的

《社交間距規程》規定了其他告示牌要求。 
 

• 面罩：每個人都必須按照加州公共衛生部面罩使用強制性指引 （以下簡稱

「面罩指引」）中的規定並根據縣衛生局長發布的任何特定指引隨時戴面

罩。此外，即使在州政府或本地指引和命令沒有要求的情況下，在下列情況下也

應盡最大可能戴面罩：（1）在室內且不在自己的住所中；（2）在室外且離自己家

庭單位之外的任何人六英尺以內。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social-distancing-protocol.aspx#protocol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social-distancing-protocol.aspx#protoco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_06-18-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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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容人數限制：所有企業必須遵守《可容人數限制強制性指令》中規定的

可容人數限制。 
 

詳情請參閱命令和常見問答網頁。 
 

社交間距規程 
 

1. 確保社交間距的強制性措施 
 

除了《社交間距規程》中列出的要求之外，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還必

須採取以下步驟，以確保設施或工作場所中的每個人都盡可能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

交距離： 
 

a. 在設施或工作場所張貼告示牌，提醒並指示任何人與其家庭單位外的所有

人時刻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離。這個6英尺的要求適用於室內空間（例如生

產、包裝、生產線和溫室）和室外空間（例如田間）。 
 

b. 採取措施以確保工人在加工/包裝生產線和其他工作站上盡可能保持彼此至

少六英尺的距離。這些措施可能包括物理隔板（例如條形窗簾、有機玻璃

或其他不可滲透的分隔物或隔板），以及視覺提示，例如在地板做標記、

貼彩色膠帶或標誌，指示工人應站的位置以保持足夠的社會距離。 
 

c. 如果可行，修改工作站的排列方式，包括沿著加工/包裝生產線，以使工人

在各個方向（例如，從側面到側面和面對面時）至少相距6英尺。在理想

情況下，修改工作站的排列方式，以使工人不會彼此面對面。 
 

d. 指定工人在加工和包裝生產線以及農作物收穫和田間工作期間監督並促

進社交間距。 
 

e. 如有必要，為確保足夠的社交間距，每天增加輪班次數，放慢生產線速

度，並加大工人之間的距離。必要時調整輪班並分開工作人員的時間，以

保持足夠的社交間距。考慮至少保留一個輪班來專門進行加工廠的清潔和消

毒。即使需要減慢生產速度，也應盡最大可能保持六英尺的社交間距。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mandatory-directives-capacity-limitations.aspx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mandatory-directives-capacity-limitations.aspx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order-health-officer-10-05-20.aspx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public-health-orders-faq.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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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排隊的地方（例如在上下班打卡機和休息區）使用視覺提示（例如地面

標記）向工人展示站立的位置，以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離。 
 

g. 盡可能提供線上會議和訓練機會，或將其移動到戶外進行。除非有必要

確保設施的安全運營，否則不應進行面對面會議。 
 

h. 指定投放地點，以在遠離現場和農場人流量高的區域接收貨物。確保工人

與送貨司機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離。 
 

i. 進行送貨時，請提前致電收貨人，然後將其運送到已確認的投放地點，

以免除與收貨人有身體接觸。 
 

j. 要訓練工人避免與來拜訪設施或工作地點的送貨司機和其他人有握手、擁

抱或類似的問候方式。 
 

k. 根據工資和工時規定，分開工作人員休息時間安排，以限制同時在休息

室或食堂中或一起休息的工人人數。 
 

l. 重新配置、限制或關閉休息室和其他公共區域，以保持社交間距。由於工

作人員在進食或喝飲料時要取下面罩，因此休息室有存在風險，而且休息

室通常位於較小的封閉空間中。如有可能，根據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

局（Cal/OSHA）的要求，使用遮陽罩設立室外休息區。 
 

2. 強烈建議採取措施確保社交間距 
 

衛生局長強烈建議採取以下其他社交間距措施，但並非嚴格要求： 
 

a. 考慮將工人分配給與相同的同事和相同輪班將他們分組（分組在一起）。

分組可以透過最大程度地減少一周內彼此密切接觸的不同個體的人數來降

低工作場所的傳播，並且如果工作場所中出現陽性病例，可以減少需要隔

離的工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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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狹窄的通道（如走廊或田間行列）中指定單向通道，以避免工人密切接

觸。 
 

c. 修改或分開輪班開始和結束時間以及交替使用更衣室地點，以增加在更

衣室內和上下班打卡機上的社交間距。 
 

工人運輸措施 
 

3. 雇主提供運輸的強制性措施 
 

雇主為工人提供的運輸必須採取以下措施： 
 

a. 盡可能限制車輛中的人數，以保持社交距離。可能需要額外的車輛或多次

行駛，才能運送所有工人往返於設施或工作地點。 
 

b. 在可能的範圍內，運輸車輛中的工人應有足夠的空間讓坐在車內的每個人

都與其家庭單位之外的每個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離。 
 

c. 要求司機和乘客在車內時全程戴面罩。 
 

d. 指示乘客在車內時，盡可能與其他家庭單位的成員保持社交距離。 
 

e. 每次行駛後都要清潔和消毒經常被觸碰的表面（例如門把手、扶手、

安全帶和安全帶帶扣）。 
 

f. 盡可能保持打開車窗，並將加熱器/空調設為新風，以免再循環。 
 

g. 提供乾洗手，供駕駛員和乘客在上車時以及在車上有需要時使用。 
 

4. 降低與工人共乘車相關的風險的措施 
 

雇主必須鼓勵工人避免自行安排與其家庭單位之外的人士共乘車往返工作。指示

工人，如果他們確實需要與其家庭單位之外的人士共乘車，他們應該： 
 

a. 盡可能限制車輛中的人數，以保持社交距離。 
 

b. 乘車時應盡可能與其家庭單位之外的成員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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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非同一家庭單位的其他人一起乘車時，請全程戴面罩。 

 
d. 每次共乘車後清潔和消毒經常被觸碰的表面（例如門把手、扶手、安全帶

和安全帶帶扣）。 
 

e. 盡可能保持打開車窗，並將加熱器/空調設為新風，以免再循環。 
 

消毒和衛生措施 
 

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必須執行以下消毒措施，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設施內部或

工作場所傳播的風險： 
 

5. 定期設施和工作場所清潔 
 

定期按照CDC指引進行設施和工作場所清潔， 包含： 
 

a. 定期對所有觸碰頻率高的區域和表面進行消毒（例如門把手、把手、扶

手、電燈開關、消毒站、洗手間、水槽、馬桶、打卡器和更衣室）。 
 

b. 在人流量高的區域（例如，休息室和更衣室）進行定期徹底清潔。 
 

c. 輪班前後或使用者前後清潔和消毒所有工具、設備、共用防護裝備（如安

全帽）和控制裝置，以頻率較高者為準。 
 

d. 如有必要，請修改營業時間以確保可以對設施和工作場所進行定

期且徹底的消毒。 
 

e. 用於遵守指令本節的消毒劑必須可有效抵禦COVID-19。CDC在此處

提供了有效的消毒劑條列。 
 

6. 洗手 
 

除了向整個設施或工作場所的工人提供乾洗手外（根據經修訂的《社交間距規

程》的要求），張貼告示牌要求工人定期乾洗手或洗手（至少用肥皂/洗手液和水

洗20秒）。在下列情況下，工人應洗手：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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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班前和下班前 
 

b. 使用洗手間後 
 

c. 咳嗽、打噴嚏、使用面紙巾或吸煙後 
 

d. 製作食物之前、之中和之後 
 

e. 進食前後 
 

f. 在戴一次性手套之前 
 

g. 與他人近距離接觸後 
 

h. 觸碰共用的表面或工具後 
 

i. 戴口罩或手套前後 
 

j. 觸碰動物、動物飼料或動物廢物後 
 

k. 觸碰垃圾後 
 

l. 進行其他可能髒污雙手的活動後 
 

7. 清洗和衛生間設施 
 

提供備有足夠的清潔劑、水和一次性紙巾或乾手器的洗手和廁所設施。盡可能

安裝非接觸式水槽、皂液器、消毒液分配器和紙巾分配器。 
 

8. 確保工人有足夠的時間清潔 
 

為工人提供足夠的時間在輪班期間實施清潔做法。清潔工作應在工作時間內作

為工人工作職責的一部分進行。 
 

9. 其他措施 
 

a. 考慮安裝便攜式高效空氣淨化器，將建築物的空氣過濾器升級到最高效率，

打開裝有紗窗的門窗，並進行其他修改以增加室外空氣交換和通風。 
 

b. 如果在設施中使用風扇，請確保風扇在工人的呼吸區域吹乾淨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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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送貨路線前後清潔送貨工具和送貨設備，並在送貨過程中攜帶消毒材

料。 
 

員工住房設施 
 

10. 強制性最低標準 
 

雇主提供的農業工人住房設施必須符合以下最低標準： 
 

a. 為確認或懷疑罹患COVID-19的農場工人提供專用且隔離的睡眠區、廚房

和洗手間，以隔離和療養，而不感染他人。 
 

b. 工人住房設施必須符合州住房法規要求，以防人滿為患。確保工人在住房

設施中能夠全程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離，包括在娛樂、做飯、吃飯和

睡覺時。 
 

c. 共用房間中的床必須從頭到腳而後從腳到頭交替佈置，並且至少間隔六英

尺。如果住房設施配有雙層床，則可以交替安排工人睡上下舖位，或者最

好在兩個佔用的床之間留一個完全空的雙層床。切勿讓一個雙層床的上下

舖位都有人。 
 

d. 提倡經常且徹底洗手。確保洗手台上有足夠的洗手液/肥皂、水和紙巾，

並額外提供乾洗手在洗手台上。 
 

e. 確保經常清潔住房單位並隨時準備充足的消毒劑和殺菌劑。 
 

f. 確保共用房間具有良好的空氣流通和通風。在安全可行的情況下，應採取

措施以最大程度上提高室外空氣交換，例如打開窗戶。 
 

g. 最大程度上減少共用淋浴/盆浴設施。如果一組工人同時使用淋浴/盆浴

設施，則人數必須夠少，以使工人在淋浴/盆浴期間全程可以保持至少6

英尺的距離。每組工人使用前後必須徹底清洗淋浴/盆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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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廚房和共用用餐區的強制性最低標準 
 

雇主提供的住房設施中的共用廚房和用餐區必須滿足以下最低標準： 
 

a. 分開提供食物時間，以減少廚房和用餐區的擁擠，並使工作人員和居民

全程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離。每個座位之間的用餐區域應徹底清潔。 
 

b. 提醒廚房工作人員實施最佳衛生習慣，包括經常用洗手液/肥皂和水洗手至

少20秒，並經常提供休息時間供洗手。 
 

c. 在廚房和用餐區，按照CDC指引增加清潔和消毒所有硬表面的頻率，

包括廚房工作人員和工人在領取食物後使用的餐桌、檯面和餐桌。 
 

d. 請勿讓工人從自助餐、沙拉吧或其他公共食品和飲料容器進行自助服務。

用預先包裝的容器提供食物，或指派工作人員分發食物和飲料。 
 

e. 禁止共用碗碟、水杯、杯子和飲食餐具。非一次性餐飲服務物品必須在每

次使用前後用洗潔劑和熱水清洗，或在洗碗機中清洗。 
 

陽性病例要求 
 

12. 一般要求 
 

一旦農業、食品包裝和食品加工企業發現經COVID-19檢測呈陽性的人士在檢測日

期後48小時內或出現症狀後48小時內曾在設施或工作場所，企業必須遵循 

www.sccsafeworkplace.org上的說明， 包括： 
 

a. 當有人經COVID-19檢測呈陽性時，立即進行特定於工作場所的

《社交間距規程》的程序。 
 

b. 在企業得知陽性病例後的四個小時內，按照 www.sccsafeworkplace.org 

上的說明向縣公共衛生局報告陽性病例。 
 

c. 應關閉所有已知被感染工人在過去的48小時內曾出現的地方，並保持這些

地方關閉，直到對其進行清潔和消毒。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http://www.sccsafeworkplace.org/
http://www.sccsafeworkplace.org/
http://www.sccsafeworkpla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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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遵守縣政府所有的病例調查、接觸者追蹤和工人檢測措施。 

 
13. 勞工分包商必須立即報告陽性病例 

 
若得知有一名經檢測呈陽性的員工在工地工作或接受檢測的日期後48個小時內或在

出現症狀的48小時內曾在工地，所有勞工分包商必須立即（1小時內，無論一天中

的什麼時間）向農業或食品包裝/加工企業發出警報。 
 

病假要求 
 

加州第N-51-20號行政命令和《加州勞工法》第248條要求，所有在全國範圍內具有500名

或更多員工的雇主，必須為全職食品行業工人提供最多80個小時的病假（以及為工作時

間少於全職食品行業工人計算的休假）。該規定涵蓋的食品行業工人包括農場工人以及

從事食品加工和食品包裝的工人。如果工作者 (1) 須執行檢疫或隔離令，(2) 由於與

COVID-19有關的擔憂而被醫護人員建議自行檢疫或自行隔離，(3) 因為與COVID-19傳播有

關的擔憂而被其僱用實體限制工作，則可以休病假。 
 

強烈鼓勵不受該法律約束的雇主擴大其工作人員獲得緊急病假的機會，以保護工人及其

家庭免受COVID-19的傳播侵害。 
 

隨時瞭解最新情況 
 

欲知該行業和其他主題的常見問答，請參閱常見問答網頁。請注意，本指令可能隨時更

新。欲知衛生局長命令的最新訊息，請瀏覽縣公共衛生局網站，網址為 

www.sccgov.org/coronavirus。 
 

農業、食品加工和食品包裝企業和工人的其他資源 
 

• 農場工人如何保持免於感染冠狀病毒（COVID-19）（加州公共衛生部） 
 

• 肉類和家禽加工工人和雇主指引（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 農業工人和雇主指引（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 工作者指引（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局）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public-health-orders-faq.aspx
http://www.sccgov.org/coronavirus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Farmworker-Safety.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meat-poultry-processing-workers-employer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guidance-agricultural-workers.html
https://www.sccgov.org/sites/covid19/Pages/business-guidance.aspx#business_workers_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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