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指南適用於所有美國人，無論您是自己開辦

企業、經營學校還是僅僅希望確保家裡清潔和安

全。重新開放美國需要我們所有人一起行動，通過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和其他日常習慣來降低接觸CO-

VID-19病毒的風險。重新開放全國還高度依靠公

共衛生策略，包括增加對該病毒的檢測人數、保持

社交距離、隔離以及對感染者可能的傳播情況進行

追蹤。此計畫是更為全面的美國政府計畫的一部

分，重點關注清潔和消毒公共空間、工作場所、企

業和學校，也適用於您的住所。

清潔和消毒包括您的工作場所、學校、住所和

企業在內的公共場所，需要您：

* 制定計劃

* 實施計畫

* 維護並修訂計畫

通過清潔和消毒來減少接觸COVID-19的風險

是重新開放公共空間的重要部分，需要仔細計畫。

要求所有美國人通過保持社交距離和採取衛生預防

措施（例如勤洗手和戴口罩）來減緩病毒的傳播。

所有人也應發揮作用，以確保我們的社區盡可能安

全地重新開放並保持開放。

使用正確的產品可以殺死引起COVID-19的病

毒。EPA整理了一份可用於對抗COVID-19的消毒

產品清單，包括即用型噴霧劑、濃縮劑和清潔濕

巾。已有事實表明，每種產品都能有效抵抗比導致

COVID-19的病毒更難殺死的病毒。

本文件提供清潔和消毒措施的總體框架。此框
架基於以下操作：

1. 用肥皂和水進行常規清潔可以減少物體表面

的病毒數量，從而降低接觸風險。

2. 使用 EPA批准的針對 COVID-19 的消毒劑

（https://www.epa.gov/pesti-

cide-registration/list-n-disinfec-

tants-use-against-sars-cov-2）進行

消毒也可以幫助降低風險。經

常消毒多人接觸的表面和物體

非常重要。

3. 如果沒有EPA批准的消

毒劑，則可使用其他消毒產品

（例如，添加1/3杯漂白劑到1加侖水中或使用

70%的酒精溶液）。請勿將漂白劑與其他清潔和消

毒產品混合。這會產生煙霧，如果吸入可能會非常

危險。漂白劑溶液的消毒有效時間最長可達24小

時。請將所有消毒劑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閱

讀EPA關於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這些消毒產品的

資訊圖（https://www.epa.gov/pesticide-registration/

six-steps-safe-effective-disinfectant-use）。

繼續遵循聯邦、州、部

落、領地和地方關於重新開放

美國的指導方針非常重要。

關於冠狀病毒以及減少接
觸風險的一些重要提醒：

* 表面和物體上的冠狀病

毒會在幾小時到幾天內自然死

亡。較高的溫度和陽光照射會減少病毒在表面和物

體上存活的時間。

* 用肥皂和水進行常規清潔可以去除表面的致

病微生物和污垢，降低傳播COVID-19的風險。

* 消毒劑可以殺死表面的致病微生物。清潔對

於表面致病微生物的消除可以進一步降低傳播感染

的風險。EPA批准的消毒劑是降低接觸 COVID-19

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此清單列出的消毒劑供

應短缺，則可使用其他消毒產品（例如，將1/3杯

漂白劑添加到 1 加侖水中或使用 70%的酒精溶

液）。漂白劑的消毒效力最長可達24小時。

* 根據標籤說明以負責任和適當的方式儲存和

使用消毒劑。不要將漂白劑或其他清潔和消毒產品

混合，這會產生煙霧，如果吸入可能非常危險。將

所有消毒劑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 請勿過度使用或囤積消毒劑或其他用品。這

可能會導致他人在緊急情況下需要用到的產品的供

應短缺。

* 清潔和消毒時，請始終佩戴適用於所用化學

品的手套。根據環境和產品，可能需要額外的個人

防護用品（PPE）。獲取更多資訊，請參見CDC網

站有關社區設施的清潔和消毒的頁面（https://chi-

nese.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

zations/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 保持社交距離，佩戴面

罩，並遵循適當的衛生預防措

施，比如勤洗手，以及在沒有

肥皂和水的情況下使用含至少

60%酒精的免洗手消毒液。

如果您在工作場所監督員

工，您的計畫應該考慮到保管

員和其他進行清潔或消毒的人的安全。這些人接觸

病毒和受到清潔化學品的毒性作用的風險更大，應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用品來進行清潔和消毒。為了

保護您的員工並確保有效使用產品，應指導員工根

據標籤說明來使用消毒劑。獲取更多有關針對清潔

人員的擔心的資訊，請訪問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

理局網站有關控制與預防的頁面（https://www.osha.

gov/SLTC/covid-19/controlpreven-

tion.html）。

制定計劃
評估您的工作場所、學

校、住所或企業，以確定構成

這些區域的表面和材料種類。

大多數表面和物體僅需常規清

潔。經常接觸的表面和物體（如電燈開關和門把

手）需要清潔然後消毒，以進一步降低表面和物體

上存在致病微生物的風險。

* 首先，用肥皂和水清潔表面或物體。

* 然後，使用EPA批准的消毒劑進行消毒。

* 如果沒有EPA批准的消毒劑，可將1/3杯漂

白劑添加到1加侖水中，或使用70％的酒精溶液進

行消毒。請勿將漂白劑與其他清潔和消毒產品混

合。漂白劑的消毒效力最長可

達24小時。訪問CDC網站有關

清潔和消毒設施的頁面以查看

更多資訊。（https://chinese.cdc.

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

munity/disinfecting-building-facili-

ty.html）

您還應考慮哪些物品可以移動或完全拆除，以

減少頻繁處理或多人接觸。軟質和多孔材料（如小

地毯和座椅）可以移除或收起來，以減少清潔和消

毒的麻煩。前往重新開放決策工具（https://www.

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pdf/ReOpen-

ing_America_Cleaning_Disinfection_Decision_Tool.

pdf）查看有關為重新開放而

進行清潔和消毒的其他指導方

針。

您的計畫應包括如何在重

新開放後保持清潔和消毒的策

略，這一點至關重要。與您的

員工或家人一起制定靈活的計

畫，並根據聯邦、州、部落、領地或當地指導方針

的更新、以及您個人情況的變更而對計畫做出調

整。

確定都有些什麼需要清潔
一些表面只需要用肥皂和水清潔。 例如，不

經常接觸的表面和物體應該清潔，但不需要額外消

毒。此外，消毒劑一般不用於兒童用品，特別是任

何可能被兒童放入口中的物品。許多消毒劑具有毒

性，如吞食會造成傷害。在家居環境中，用肥皂和

水清潔兒童的玩具和其他用品通常就已足夠。查看

有關在兒童護理機構環境中清潔和消毒玩具和其他

表面的更多資訊，請參閱CDC

針對仍然開放的兒童護理機構

的指導方針。（https://chinese.

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

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

guidance-for-childcare.html）

這些問題將說明您確定哪

些表面和物體需要常規清潔。

該區域在戶外嗎？

戶外區域一般需要常規清潔，不需要消毒。在

人行道和公園噴灑消毒劑不是消毒劑的有效使用方

法，也沒有證據表明能夠降低公眾感染COVID-19

的風險。您應該保持現有的針對戶外區域的清潔和

衛生措施。

可以針對戶外多人經常觸摸的堅硬表面和物體有

效、高效、安全地使用消毒劑。一些戶外區域和設

施（如酒吧和餐館）可能有額外的要求。查看更多

資訊，請訪問FDA網站有關

食品安全和冠狀病毒2019(CO-

VID-19) 的 頁 面 。 （https://

www.fda.gov/food/food-safe-

ty-during-emergencies/food-safe-

ty-and-coronavirus-dis-

ease-2019-covid-19）

沒有證據表明導致COVID-19

的病毒可以通過游泳池、熱水浴缸、溫泉或水上遊

樂場裡的水直接傳播給人。正確的操作、維護和消

毒（例如，用氯或溴）游泳池、熱水浴缸、溫泉以

及水上遊樂場應該能夠殺死導致COVID-19的病

毒。不過，也有針對不太經常維護的戶外區域的額

外顧慮，包括遊樂場，或位於當地、州或國家公園

內的其他設施。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CDC網站

關於前往公園及休閒設施的頁面。（https://chinese.

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visitors.

html?CDC_AA_refVal=https% 3A% 2F% 2Fwww.cdc.

gov% 2Fcoronavirus%

2F2019-ncov% 2Fcommunity%

2Fparks-rec%2Fvisitors.html）

最近7天內該區域是否閒

置？

如果您的工作場所、學校

或企業閒置了7天或以上，則

只需進行常規清潔即可重新開放。這是因為還未有

證據表明引起COVID-19的病毒可以在物體表面存

活超過這個時間。

重新開放已經關閉較長時間的公共建築和空間

時，需要考慮許多公共衛生問題，而不僅僅是與

COVID-19相關的問題。例如，採取措施確保建築

水系統的安全。在日常維護的基礎上，不需要通過

清潔通風系統來降低冠狀病毒的風險。在醫療設施

方面，還可參閱CDC針對醫療設施的環境感染控

制指導方針以查看更多指南。

確定有什麼需要消毒
在常規清潔後，您可以使用EPA批准的對CO-

VID-19有效的產品清單external icon中的產品對頻

繁接觸的表面和物體進行消毒。

以下問題將幫助您選擇合適的消毒劑。

您要清潔或消毒的是硬質無孔的材料或玻璃、

金屬、塑膠等物品嗎？

請參考EPA批准的用於COVID-19的產品清單

external icon。此列表將幫助您確定最適合的表面或

物體消毒劑。您可以使用適用於表面的稀釋家用漂

白水。特別要注意，安全地使用消毒劑可能需要穿

戴個人防護用品（PPE），同時注意遵循製造商針

對任何其他危險的建議。將所有消毒劑放在兒童接

觸不到的地方。請訪問CDC網站關於如何清潔和

消毒的頁面，以瞭解更多詳細資訊和警告。

重新開放後需要常規消毒的經常接觸的表面和

物體的例子有：

* 桌子

* 門把手

* 電燈開關

* 檯面

* 把手

* 書桌

* 電話

* 鍵盤

* 馬桶

* 水龍頭和水槽

* 加油泵手柄

* 觸屏

* ATM機

每個企業或設施有不同的經常被多人觸摸的表

面和物體，要對這些表面和物體進行妥善消毒。例

如，中轉站針對清潔和消毒的實施有具體指導方

針。

您要清潔或消毒的是軟質且多孔的材料或地

毯、墊子、座椅等物品嗎？

軟質多孔材料通常不像硬質無孔表面那樣容易

消毒。EPA列出了少量批准用於軟質多孔材料的消

毒產品。不經常接觸的軟質多孔材料只需按照標籤

上的說明，用可接受的最高水溫進行清洗或洗滌。

訪問CDC 網站關於清潔和消毒您的設施的部分獲

取更多相關資訊，以制定處理軟質多孔材料的策

略。

考慮所需的資源和設備
注意清潔和消毒產品以及適當的個人防護用品

的存量。日常清潔和消毒時應始終佩戴適用於所用

化學品的手套。參考消毒劑標籤上的說明以判斷是

否需要額外的個人防護用品。在特定情況下，一些

消毒劑的使用可能需要經過專門培訓和配備有專門

設備的人員，如薰蒸劑或霧劑。有關適用于清潔和

消毒的個人防護用品的更多資訊，請參閱CDC網

站的社區設施清潔和消毒部分。

實施計畫
一旦有了計畫，則應採取行動。閱讀製造商關

於將使用的清潔和消毒產品的所有說明。穿戴好手

套和其他必要的個人防護用品（PPE），開始進行

清潔和消毒。

用肥皂和水清潔髒汙表面
消毒前用肥皂和水清潔表面和物體。日常清潔

和消毒時始終戴好適用於所用化學品的手套。遵循

消毒劑標籤上的說明來判斷是否需要其他個人防護

用品。清潔完成後，請記得用肥皂和水徹底清潔雙

手。

清潔或洗滌軟質多孔的材料，如辦公室或咖啡

廳的座椅，墊子和地毯。遵循製造商的說明，使用

可接受的最高溫度清洗物品，並徹底烘乾。

使用適當的清潔或消毒產品

如果遵循製造商的標籤說明來使用EPA批准

的消毒劑，則可有效對抗COVID-19。使用清潔和

消毒產品時，有關濃度、稀釋、使用方法、接觸時

間和任何其他特殊注意事項，請遵照標籤上的說

明。

始終遵循產品標籤上的說明
按照標籤上的說明，確保安全有效地使用產

品。許多產品標籤建議保持表面濕潤一段時間。標

籤還會列出一些注意事項，如戴手套，以及在使用

產品時確保通風良好。將所有消毒劑放在兒童接觸

不到的地方。

維護和修訂計畫
採取措施減少您在日常活

動中接觸導致COVID-19的病毒

的風險。CDC提供了減少接觸

和患上COVID-19的風險的建議（https://chinese.cdc.

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index.ht-

ml）。減少自己與他人的接觸是一種共同責任。繼

續根據最新的指導方針和您當前的情況更新您的計

畫。

持續進行常規清潔和消毒
常規清潔和消毒是減少接觸COVID-19風險的

重要組成部分。僅用肥皂和水進行常規清潔可以減

少接觸風險，是對髒汙表面進行消毒之前的必要步

驟。

經常被多人接觸的物體表面，如門把手、桌

子、電話、電燈開關和水龍頭等，應至少每天清潔

和消毒。根據使用的程度，可能需要更頻繁的清洗

和消毒。例如，公共空間的一些表面和物體，如購

物車和銷售點的鍵盤，應在每次使用前進行清潔和

消毒。

如果您的首選消毒產品供應短缺，請考慮選擇

其他消毒產品。確保根據標籤、需要使用的產品量

以及要消毒的表面尺寸，儲備足夠的手套和適當的

個人防護用品（PPE）。

保持安全的行為習慣
我們都為降低COVID-19的傳播而做出了重大

的行為改變。為了重新開放美國，我們需要繼續採

取以下措施：

* 保持社交距離（具體來說，當必須進入共用

空間時，與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離）

* 勤洗手或在沒有肥皂和水的情況下使用含至

少60%酒精的免洗手消毒液

* 佩戴布制面罩

* 避免接觸眼、鼻、口

* 如果生病請留在家裡

* 清潔和消毒經常接觸的物體和表面

繼續遵循聯邦、州、部落、領地和地方關於重

新開放美國的指導方針非常重要。查看此資源瞭解

COVID-19 疫 情 更 新 （https://www.coronavirus.

gov/）。這將說明您在情況有變化時更改您的計

畫。

考慮降低接觸風險的做法
改變我們使用公共場所進行工作、生活和娛樂

的方式也很重要。我們應該繼續為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著想。為了減少重新開放企業或設施後您接觸或

傳播COVID-19的風險，請考慮您是否需要觸摸某

些表面或材料。考慮在觸摸公共表面之前和之後進

行擦拭。這些類型的行為調整可以幫助減少COV-

ID-19的傳播。還可參考其他資源，瞭解關於COV-

ID-19以及如何預防生病的更多資訊。

降低接觸風險的另一種方法是長期改變做法和

程式。這些措施可以包括減少用於座椅的多孔材料

的使用，保持一些門敞開以減少多人接觸，打開窗

戶以改善通風，或者移除公共區域的物體，比如咖

啡伴侶容器。企業和機構還可以採取許多其他措施

來說明減少病毒的傳播，並保護員工和公眾。

美國疾病防治及控制中心（CDC）為重新開放公共場所、
工作場所、企業、學校和住所進行清潔和消毒的指導方針

生病时请留在家中，
除非要接受医疗救治。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每次至少 20 秒钟。

咳嗽和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
口鼻，然后将纸巾
扔进封闭的垃圾箱。

对频繁接触的物体和表面
进行清洁和消毒。

避免触碰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巴。

CS314915-C 

阻止病毒传播

cdc.gov/COVID19-ch

避免与患病的人近距离接触。

 帮助预防呼吸道病毒如 COVID-19 的传播。

全美報業聯盟特派記者 Aisha
Sultan；首位聖路易市亞裔市議員
Bret Narayan將宣佈AAPI青年人口
普查挑戰賽的冠軍。

聖路易市契約登記官 Michael
Butler，將邀請聖路易斯的亞太裔
家庭參加5月27日（星期三）下午
6:30，在市政廳舉行的第二屆年度
亞太裔歷史月慶典活動。

這次對於傑出亞裔美國人的虛
擬慶祝活動，將彰顯出我們社區面
對本地區的經濟困難和犧牲，所做
出的貢獻。

各個家庭可以在各自家中參加
此次活動，以聽取來自全國聯合特
派記者 Aisha Sultan，契約登記官
Michael Butler，以及首位聖路易市
亞裔市議員Bret Narayan 的發言。

本次活動自1977年以來，被認
可為全國亞太裔美國人歷史月的慶

祝活動，也是提高 AAPI 的聲音傳
播的機會。

登記官 Butler說：“我希望亞
裔美國人社區知道，我們在這裡為
您服務，並且我們致力於確保聖路
易斯的亞裔美國人，為人們所歌頌
且廣為人知。”

Aisha Sultan表示：“亞太裔美
國人為改善我們地區做出了重大貢
獻，對於得到社區的認可我深感榮
幸。”

首位聖路易市議員Bret Naray-
an表示：“亞太裔美國人歷史月，
旨在表彰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對他們的社區所做的巨大貢獻。
我們現在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
之一，就是確保我們社區的每個成
員都被列入 2020 年人口普查。 這
將確保我們的社區，在下一個十年
中，得到統計和政治上的準確代

表。”
參與者：
主講人及獲獎者，特派記者

Aisha Sultan
聖路易市契約登記官 Michael

Butler
聖路易市議員Bret Narayan (第

24區)
宣佈 AAPI 青年人口普查挑戰

賽獲獎者
活動名稱：第二屆年度亞太裔

美 國 人 歷 史 月 慶 典 2nd Annu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History
Month Celebration at City Hall

時間：5月27日，星期三，下
午6：30-下午7：30

地點：線上活動，通過此連
結 參 加 ： https://www.eventbrite.
com/e/2nd-asian-pacific-ameri-
can-history-month-celebra-

tion-tickets-105830419634
關於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
1977年6月，加利福尼亞州的

代 表 Frank Horton 和 Norman Y.
Mineta，提出了美國眾議院的一項
決議，宣佈每年 5 月的前十天為
“亞太傳統周”。 一個月後，參
議員Daniel Inouye和Spark Matsun-
aga 在參議院提出了一項類似的法
案。 “為紀念1843年5月7日第一
批日本移民，並紀念1869年5月10
日跨洲鐵路竣工周年。 其中大多
數從事鋪軌工作的員工為中國移
民。” Jimmy Carter總統于1978年
10月5日簽署了慶祝活動的聯合決
議。1990 年， Ronald Reagan 總統
將其延長至5月。

聖路易市契約登記官將於5月27日在市政大樓舉辦
“共同賦權：第二屆年度亞太裔美國人歷史月慶典”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