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藩市市政府和縣政府 
樓宇檢查局 

 

市長 London Breed 
臨時代理局長 Patrick O’Riordan 

 

1660 Mission Street – San Francisco CA 94103 
辦公室電話 (415) 558-6088 - 傳真 (415) 558-6401 

www.sfdbi.org 

COVID-19 工地健康與安全計劃 

10 名工人或以下的必要施工項目 

概述：   

此資訊針對在項目工地有 10 名工人或以下，且與建築相關的必要商業。 

為援助小型承包商和讓大眾瞭解 COVID-19 相關問題，樓宇檢查局 (DBI) 會提供清單樣本，其中

包含 2020 年 3 月 31 日衛生官員 C19-07(b) 社交疏離令以及 2020 年 4 月 2 日衛生官員指南中關於

建築相關必要商業的條件要求。   

所附清單模板將衛生官員命令和指南中適用於 10 名工人或以下在必要商業施工工地的條件要求

合併成為單一表格，必要商業的施工由衛生官員令 C19-07(b)定義，並且在三藩市 與建築相關的

常見問題 中有詳細說明。   

當承包商填寫所需資料後，該表格需按照表格中的要求張貼於項目工地的入口處。  若項目工地

有 10 名以上工人，該工地的承包商有責任使用他們自己的表格或其它文件來遵守以上行政命令

和指南只哦那個的要求。   

當表格填好後，承包商應將其健康與安全計劃的副本傳送至以下 DB 電子郵箱 

dbi.covid19safetyplans@sfgov.org。承包商應自行保存該計劃的副本。承包商張貼以及向 DBI 提交

該清單的行為並不代表三藩市縣將此項目認定為符合公眾衛生令 C19-07(b) 中所允許的建築項目。 

承包商應熟悉與 COVID 相關的新衛生令和任何更新，包括與面罩相關的 C19-12 號衛生令（2020

年 4 月 17 日）。 

資源連結 

瀏覽此處獲取 2020 年 3 月 31 日衛生官員令 C19-07(b) 令完整內容：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HealthOfficerOrder-C19-07b-ShelterInPlace-03312020.pdf 

瀏覽市政府網站中建築和 COVID-19 相關工作的常見問題部分：https://sf.gov/information-

construction-projects-during-coronavirus-outbreak。您還可以在此頁面上找到社交疏離規則和健康與

安全計劃的連結。 

如需獲取與 COVID-19 相關的一般資訊，請參考 https://sf.gov/coronavirus。 

mailto:dbi.covid19safetyplans@sfgov.org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HealthOfficerOrder-C19-07b-ShelterInPlace-03312020.pdf
https://sf.gov/information-construction-projects-during-coronavirus-outbreak
https://sf.gov/information-construction-projects-during-coronavirus-outbreak
https://sf.gov/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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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工地現場健康與安全計劃 
針對 10 名工人或以下的必要施工項目 

 

以下健康與安全計劃已經填好並張貼在項目工地入口處，以遵守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衛生官員 C19-07(b) 社交疏離令和 2020 年 4 月 
2 日的衛生官員對建築相關基本商業的指南。  

 
 

日期： 
公司/承包商名稱： 
牌照編號： 
項目地點/地址：  
工地現場僱員人數： 
 
 
承包商必須實施下列所有適用措施，並需準備解釋任何未能實行的措施為何不適用於此

商業。 
 
☐  指定一位工地現場安全代表 (Site Safety Rep, SSR)，以監督和實施所有與承包商工人相

關的 COVID-19 病毒建議安全防護措施。  
 
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箱地址： 
 
***** 
通知： 
 
☐  在專案入口處張貼標識，以告知所有工人應該做到：在咳嗽或發燒時避免進入項目工

地現場；與其他人保持至少六英呎的距離；打噴嚏或咳嗽時用衣物或面巾紙遮掩口鼻，若

沒有可用衣物或面巾紙，應用肘部遮擋；避免握手和任何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  在工地現場的各個公共入口張貼標識，內容為本工地專門的現場健康與安全計劃和社

交疏離令。  
 
☐  每天進行結尾總結，審視工地規則以減少病毒潛在傳播。  記錄會議的與會者。 
 



COVID-19 工地現場健康與安全計劃 
針對 10 名工人或以下的必要施工項目 

第 2 頁，共 4 頁 
2020/04/14 

保護僱員健康的措施（勾選所有適用項）： 
☐ 告知所有僱員生病時不要帶病工作。

☐ 病重的僱員不允許進入工作空間，包括工作日離開現場後又返回的情況。

☐ 工人間應儘量保持 6 英呎距離。

☐ 若工人的工作無法滿足社交疏離要求，則應向其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列出所提供的 PPE：

☐ 當身邊有同事時，客戶/顧客拜訪時，以及在公眾或其他同事經常出現的地方時，工人

需要戴上面罩。

☐ 在電梯內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並錯峰使用。

☐ 休息室、衛生間和其它公共區域應時常消毒，消毒時間按照以下時間表：

☐ 衛生間：

☐ 休息室：

☐ 其它：

☐ 頻繁接觸的表面，包括公用工具，應定期消毒。

☐ 制訂離開工作現場時會執行的清潔程序。

☐ 在以下地點向全體僱員提供消毒劑和相關用品：

☐ 在以下地點向全體僱員提供能有效對抗 COVID-19 的洗手液：

☐ 在以下地點向全體僱員提供肥皂和水：

☐ 通知工作現場的任何其他僱員（例如分包商），告知其各個工地現場的專門措施，並

要求其遵守。當一名承包商進入另一承包商的工作空間，應按照指南的最高標準進行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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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項—描述其它措施：  
 
 

 
☐  實施安全實踐守則，在工人工作時要求其至少應遵守以下指南： 
 
1.    若感到不適，或曾暴露於其他病人，請留在家中。你可能會被要求在返回崗位前需出

示陰性（未感染）的測試結果。這對避免病毒傳播非常重要。 
2.    勤用肥皂和水洗手，每次至少洗 20 秒。避免用未清潔的手觸摸面部。避免用手直接

觸摸公共使用的表面。 
3.    在和其他工人工作時，時刻保持距離。未穿戴近距離協作時需用到 PPE 的情況下，時

刻保持推薦的 6 英呎距離。不要握手或與其他工人進行直接接觸。不要和其他工人一

同乘車，除非是同住的家庭成員。 
4.    不要分享使用電話。在另行通知之前，休息時間暫停使用微波爐、飲水機和其它類似

的群組設備。 
5.    在使用個人工具和群組工具前應進行清潔。 
6.    如果工作需要與他人近距離協作，確保佩戴合適的 PPE，接受過如何使用 PPE 的培訓，

並瞭解如何使用。在獲取合適裝備和訓練之前，請勿開始著手任何工作。   
7.    確保清潔和保養個人 PPE，不要將個人 PPE 借用給別人。 
8.    一次性 PPE、紙巾和類似廢棄物應投放入非接觸式廢物箱內。 
9.    咳嗽或打噴嚏時不要用手遮掩，而應用肘部進行遮擋；遵循疾控中心指南，並瀏覽市

政府網站獲取最新資訊：https://sf.gov/coronavirus。  
10.工人在到家之前應換下工作服和工作鞋。不應抖動任何衣物。將工作服和其它衣物分

開清洗。 
 
連結： 
 
衛生官員令 C19-07(b) 

https://sf.gov/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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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HealthOfficerOrder-C19-07b-ShelterInPlace-
03312020.pdf 
 
衛生官員對建築相關必需商業的指南：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Construction-Industry-DirectiveOrder-040220.pdf 
 
社交疏離令 
https://sf.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3/Appendix%20A%20 
%20Social%20Distancing%20Protocol.docx  
 
 
 
聲明 
我確認此健康與安全計劃中的所有資訊都是準確的，且本人有責任確保本項目遵從該計劃。 
 
 
承包商名稱和簽名 
 
 
 
       
 
 
 
*本清單是 樓宇檢查局 (DBI) 提供的範本。承包商或項目發起人有責任填妥該清單。填妥

的清單副本已經傳送給 DBI 電子郵箱，郵箱地址為：dbi.covid19safetyplans@sfgov.org。承包

商張貼和向 DBI 提交本清單的行為不代表三藩市縣將此項目認定為符合公眾衛生令 C19-
07(b) 中的必要建築項目。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HealthOfficerOrder-C19-07b-ShelterInPlace-03312020.pdf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HealthOfficerOrder-C19-07b-ShelterInPlace-03312020.pdf
https://www.sfdph.org/dph/alerts/files/Construction-Industry-DirectiveOrder-040220.pdf
https://sf.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3/Appendix%20A%20%20%20Social%20Distancing%20Protocol.docx
https://sf.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3/Appendix%20A%20%20%20Social%20Distancing%20Protocol.docx
mailto:dbi.covid19safetyplans@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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