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L/OSHA COVID-19 一般檢查列表 

針對 公共和私人客運、運輸、 

 和城際載客鐵路 
2020 年 7 月 2 日 

本檢查列表的設計是為了協助公共和私人客運、運輸和城際載客鐵路的僱主實行其計劃，防止 COVID-19 在

工作場所中傳播，也是對 公共和私人客運、運輸和城際載客鐵路的僱主指南的補充文件。本檢查清單是一份

摘要，包含指南的一些速記。在使用此檢查列表之前，請熟悉指南。 

書面工作場所特定計劃的內容 
 負責實施計劃的人員。 

 風險評估以及將採取的預防病毒傳播的措施。 

 根據 CDPH 指南使用面罩。 

 與員工和員工代表在計劃上的培訓和溝通。 

 檢查合規性並記錄和糾正缺失的程序。 

 調查 COVID-病例的流程，提醒當地衛生部門，識別並隔離關閉工作場所聯繫人和受感染

員工。 

 工作場所發生爆發情況的協議，遵循 CDPH 指南。 

 根據需要更新計劃以防止進一步的病例發生。 

員工培訓主題 

 有關 COVID-19資訊 ，預防傳播和給特別容易感染的人。 

 遵循 CDC 指南做家中自我篩查，包括使用溫度計和/或症狀篩檢。 

 如果員工咳嗽、發燒、呼吸困難、發冷、肌肉疼痛、頭痛、喉嚨疼痛、最近失去味覺或嗅

覺、鼻塞或流鼻涕、噁心或嘔吐或腹瀉，或者如果他們或接觸到的某人已被診斷爲 

COVID-19，那麼不要前來進行工作。 

 COVID-19 診斷後在症狀發作 10 天後以及 72 小時無發燒後才可返回工作。 

 何時就醫。 

 洗手的重要性。 

 上班時間和下班時間請務必保持實際距離。 

 正確使用布面覆蓋面部，資訊包含在 CDPH 指南。 

http://covid19.ca.gov/pdf/guidance-transit-r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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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Workplace-Outbreak-Employer-Guidance.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Workplace-Outbreak-Employer-Guidance.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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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帶薪休假福利的訊息，包括家庭第一新冠肺炎應對法案 ，以及在州長的行政命令 N-

62-20 有效期間的員工補償福利。 

 培訓獨立承包商、臨時或合同工和志願者這些政策，並確保他們擁有必要的個人防護裝

備。 

個人控制措施和篩檢 

 體溫和/或症狀篩檢。 

 鼓勵患病或出現 COVID-19 症狀的工人待在家中。 

 鼓勵常洗手和使用洗手液。 

 提供並確定工人有使用所有必要的保護設備。 

 爲工人提供拋棄式手套，讓他們在處理常被觸碰的物品或進行症狀篩檢等工作項目時，能

作爲經常洗手之外的輔助用品。 

 限制非工作人員進入設施，只有必要工作人員才可進入。 

 提醒民衆，需要戴口罩/面罩，並避免直接近距離面對著其他乘客。向民眾提供新政策和新

作法的資訊更新。 

清潔和消毒方案 

 在高流量區域進行徹底清潔。 

 對所有經常觸摸的表面進行例行性清潔和消毒。 

 在輪班之間或使用者之間，以較頻繁的頻率爲準，進行駕駛艙所有區域的清潔。 

 在提供乘客任何幫助之前和之後消毒雙手。 

 儘可能避免共用電話、其他工具或設備。切勿共享個人防護裝備。 

 使用 環境保護局 (EPA) 批准 用於對抗 COVID-19 上的產品列表，培訓員工對化學危害、

產品說明、通風要求以及 Cal/OSHA 要求。遵循 CDPH 哮喘-安全清潔方法。 

 確保所有供水系統在長期工廠關閉後都能安全使用，以盡量降低退伍軍人症的風險。 

 在車站、運輸站和鐵路辦公室中，以及運輸車輛和火車內提供適當的衛生用品，並提供所

有一線員工（如駕駛員）個人的乾洗手液。 

 確保衛生設備一直保持運行狀態，保持庫存。 

 使用有 HEPA 過濾器的吸塵器或其他不會將病原體分散到空氣中的方法清潔地板。 

 考慮升級以改善空氣過濾和通風。 

 

 

 

 

 

 

 

 

https://www.dol.gov/agencies/whd/pandemic/ffcra-employee-paid-leave
https://www.gov.c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5.6.20-EO-N-62-20-text.pdf
https://www.gov.c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5.6.20-EO-N-62-20-text.pdf
https://www.gov.c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5.6.20-EO-N-62-20-text.pdf
https://www.epa.gov/pesticide-registration/list-n-disinfectants-use-against-sars-cov-2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CDPHP/DEODC/OHB/Pages/OHWMay2020.aspx


物理距離指南 

 降低車上的最高乘客人數，以協助保持實際距離。 

 利用實體分隔或視覺提示（例如，地板標記、彩色膠帶、或者標示避免乘客坐得太靠近客

運駕駛的標誌），來落實乘客與運輸或火車駕駛員間，分隔至少 6 英尺的實際距離的措

施。 

 要求乘客避免站立或坐在離駕駛員少於 6 英尺的範圍內。如果可能，封堵距離駕駛員的 6 

英尺範圍內的座位，或安裝有機玻璃隔板。 

 按照工資和工時規定錯開員工休息時間，以按照規範保持實際距離。 

 重新配置、限制或關閉公共區域，並建立可能保持實際距離的休息時替代空間。 

 要求/鼓勵乘客網上購票，也在網上為運輸卡和鐵路卡加值。 

 制定乘客進出計劃，將身體接觸和擁擠狀況降至最低。 

 如果可行的話，在乘坐水上運輸工具(如渡輪或船隻時)，如為團體同行，請乘客告知船組

人員。協助乘客列隊上下船，以小群體方式保持實際距離。 

 當乘客量造成難以保持實際距離時，追蹤該路線。在繁忙路線的運輸高峯期，調整公車或

運輸工具的路線和班次安排。 

  



客運（計程車、共乘車輛、接駁車、豪華轎車等）的額

外注意事項 

 共乘服務公司：暫停同車共乘服務，直到公共衛生指引有進一步指示可以重啟此類服務。 

 計程車和共乘服務商和私人運輸公司: 制定一個程序，當駕駛員或乘客有一方未戴面罩時，

可取消行程而無需罰款。在乘客預訂行程之前，先向乘客說明本政策。 

 給司機提供清潔和消毒車輛中經常觸碰表面所需的足夠用品。培訓司機有關這些產品的危

險性和必要的保護措施。清潔/消毒時要確保通風良好。提供有袋垃圾桶以丟棄用來擦拭車

輛的濕巾。 

 在每趟車次開始和結束時，以及接送乘客之間，經常清潔和消毒乘客會經常觸碰到的高接

觸區域。 

 爲員工提供時間以便在工作時間內實施清潔規範。 

 使用防護用具，例如拋棄式墊子和座椅套。 

 考慮安裝 前座和後座之間的不滲透隔板。 

 要求乘客在接送時自己放置行李和物品。請乘客保持至少 6 英尺距離。接觸乘客物品後使

用乾洗手液。 

 請乘客坐在後座。 

 提醒乘客要戴面罩，並通知他們如果沒戴面罩，該行程可被取消。 

 車內通風避免使用空氣循環模式。 

 暫停提供薄荷糖、電話充電器或雜誌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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