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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米達縣《衛生官員第 20-12b 號命令》 

允許特定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會 

 
命令發布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 

 

請仔細閱讀本命令。違反或不遵守本命令者將面臨輕罪懲罰，並會被處以罰款、監禁或

兩者並罰。（《加州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120295 條及以下條款；《加州刑法典》第 69、

148(a)(1) 條） 

 

根據《加州健康與安全法規》第 101040、101085 和 120175 條的授權，阿拉米達縣衛生官

員（「衛生官員」）命令： 

 

1. 「居家避疫」修訂。這項命令並非取代 2020 年 8 月 28 日發布，指示所有個人居

家避疫的《衛生官員第 20-14c 號命令》（「《居家避疫令》」）。相反地，由於

阿拉米達縣（「本縣」）在減緩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的傳播取得

進展，並且認識到「居家避疫」規定已進入第七個月，容許市民參加某些社區活動

變得更加重要。本命令稍微修訂《居家避疫令》的規定，允許舉辦特定「受嚴格管

制的汽車聚會」。這些經過仔細考慮後允許舉辦的活動，旨在將人與人接觸的總發

生率保持在極低水平，以防本縣及鄰縣的 COVID-19 病例飆升。本縣會持續評估這

項命令允許的活動，若與 COVID-19 相關的風險日後出現變化，則可能需要加以修

改。   

 

2. 目的和宗旨。這項命令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本縣居民繼續進行居家避疫，以減緩 

COVID-19 的傳播，並減輕對提供關鍵醫療服務的影響。與此同時，又允許有限度

地增加某些風險較低並「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會」（定義見下文第 8 節）。本命令

所有規定必須以實現此目的來詮釋。只有在減緩 COVID-19 傳播持續取得進展的狀

況下，這類「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會」才可獲准舉行。與此同時，衛生官員會繼續

評估 COVID-19 的傳播能力和臨床嚴重性，而有關狀況在本命令以及阿拉米達縣公

共衛生局 (ACPHD) 不時發布的任何指示均有說明。不遵守本命令的任何規定，將

對公眾健康構成直接威脅和危害，並構成公共滋擾，且會被處以罰款、監禁或兩者

並罰。 

 

3. 理據。本命令發布的依據為：本縣持續出現嚴重 COVID-19 社區傳播的事實證

據；由呼吸道飛沫和氣溶膠引起的無症狀和潛伏期傳播的事實證據；與減緩一般傳

染病（尤其是 COVID-19）傳播的最有效方法相關的科學證據和最佳作法；本縣很

大一部分人口的年齡、病況和健康等因素，使他們有可能因 COVID-19 遭受嚴重的

健康併發症（包括死亡）風險的事實證據，以及其他人（包括年輕健康人士）也面

臨嚴重後果的進一步事實證據。由於一般公眾爆發了 COVID-19 疾病，全縣因此發

生公共衛生緊急狀況；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此疾病列為「大流行」。雪上加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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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感染病毒並引起 COVID-19 疾病的人並沒有症狀或者症狀較輕

微；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帶有病毒，並且正在傳染給別人。因為即使沒

有症狀的人也可以傳播病毒感染，並且有證據顯示這種感染很容易傳播，不受管制

的聚會以及其他直接或間接的人際交往活動，都可能導致原本可以預防的病毒傳

播。有科學證據顯示，在此緊急階段，有必要繼續減緩病毒傳播速度，以幫助 (a) 

保護最弱勢的群體；(b) 避免醫療保健體系不堪重負；(c) 預防長期慢性健康狀況例

如心血管、腎臟和呼吸系統受損，以及由於血液凝結導致失去四肢；以及 (d) 防止

死亡。 

 

4. 縣內病例。本縣至今為此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共同付出的努力，已減緩病毒的傳播

訴度，但緊急狀況和隨之而來的公共衛生風險仍然相當嚴峻。截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本縣共有 19,819 宗 COVID-19 確診病例以及 320 宗死亡案例。儘管在發布本

命令之前數天，確診病例的增幅有所放緩，但累計數字仍繼續上升。有證據顯示，

先前《居家避疫令》所設的移動限制和保持社交距離規定，透過約束人們的交往活

動，正在減緩社區傳染和確診病例的增加速度；有科學證據顯示，這與美國其他地

方及世界各地採取的類似措施功效相符。   

 

5. 衛生官員、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加州公共衞生局指引。這項命令是在衛生官

員、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加州公共衛生部以及美國和世界各地其他公共衛生官員

發布大量指引後才發布；這些指引包括廣泛採用的命令，實施性質相近的「保持社

交距離規定」和移動限制，以打擊 COVID-19 的傳播和帶來的危害。衛生官員將繼

續評估快速演變的情況，並可能修改或擴展本命令，或視情況變化而定，發布與 

COVID-19 有關的其他命令。 

 

6. 結合命令和宣言內容。發布這項命令是根據並合併參照葛文·紐森州長於 2020 年 3 

月 4 日發布的《緊急狀態公告》、衛生官員於 3 月 1 日和 5 日發布的《地方衛生緊

急狀態公告》、阿拉米達縣監事會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決議簽訂的《地方衛生緊急

狀態宣言》，以及監事會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決議簽訂的《地方緊急狀態宣言》。  

 

州政府命令。這項命令也是根據以下命令發布：2020 年 3 月 19 日發布的加州公共

衛生官員命令（即《居家避疫令》，為非住宅業務活動定下全州範圍的限制基線，

有效至另行通知為止），以及州長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發布的第 N-33-20 號行政命

令（指示加州居民遵守《加州居家避疫令》）和 2020 年 5 月 4 日發布的第 N-60-

20 號行政命令（指示加州公共衛生官員定立準則，以判定地方衛生官員是否可以

及如何根據當地情況，實施比全州公共衛生指令更為寬鬆的公共衛生措施）。本命

令也是根據加州在吉什訴紐森案中（20 cv 00755, 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採取的

立場發布；在案件中，州長認為可以進行這類免下車的駛入式汽車聚會，根據他的

命令，聚會屬於「技術型」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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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適用性。目前在縣內生活、工作或遊覽的所有個人，均須聽令繼續遵守現有的

《居家避疫令》。根據《居家避疫令》的定義，除了所列的豁免情況外，縣內每一

個人亦可以參加下文第 8 節界定的某些「受嚴格管制汽車聚會」。  

 

8. 定義和豁免。 

 

a. 就本命令而言，「受嚴格管制汽車聚會」是指在聚會的整個過程中，除主辦

機構、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外，每位參加者（除非本命令另有明確規定）都

留在完全封閉的機動車輛中，且每輛車停車相距至少六英呎，還有，每輛封

閉車輛內的所有乘客均為同一家庭的成員。更清楚地來說，封閉式車輛並不

包括摩托車、車頂可以開啟的敞篷車、車後地板敞開的貨車、無門車輛或自

行車。 

 

汽車聚會包括但不限於現場表演。就本命令而言，「現場表演」一詞包括音

樂、戲劇或藝術團體表演、演講和簡介會、電影放映會以及宗教或其他文化

儀式。所有現場表演必須遵守阿拉米達縣公共衛生局發布的指引，而受本命

令規限的任何活動若涉及 200 輛以上的汽車，主辦機構必須在預定演出日期

前至少四週，將「現場表演計劃」提交至 COVIDRecovery@acgov.org 以供

審核。計劃至少應說明表演者和製作人員的人數；表演者和製作人員將如何

遵守面罩、體溫／症狀篩檢和保持身體距離的規定；在社交泡泡或家庭以

外，如何盡量減少表演者和工作人員之間的接觸；如何盡量減少共用設備的

情況；以及衛生和清潔規程。 

b. 汽車聚會必須遵守以下要求：  

i.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聚會計劃。聚會必須有一位指定的組織主辦

人，負責確保聚會舉行期間會遵守本命令和《居家避疫令》的規定

（「主辦機構」）。只有為協助舉辦聚會並確保聚會遵守本命令的必

要機構工作人員才可在場（「工作人員」）。此外，主辦機構必須作

出以下安排： 

1. 若聚會多於 10 輛汽車，則需要求活動所在地點具有主要司法

管轄權的當地執法機關提供保安人員（「機關」），並支付機

關所定的合理費用。若機關拒絕提供這類保安服務，主辦機構

有責任自費聘用足夠的私人保安人員，確保聚會遵守本命令的

規定，以及處理任何交通和安全問題。必要的保安費用金額應

由提供保安服務的機構釐定，但不得超過維持安全和確保遵守

命令規定所需的必要金額。更清楚地來說，若主辦機構已聘有

保安人員，則可以任用既有的人員。 

2. 應當地執法機關的要求，制定並向其提供第 8(c) 節所述的

「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會計劃」（「聚會計劃」）。基本上，

聚會計劃必須附加為本命令的附錄 A。   

mailto:COVIDRecovery@ac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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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確保參加者和工作人員隨時遵守《戴面罩命令》和《居家避

疫令》所述的「保持社交距離規定」。  

ii. 車輛乘客。車輛乘客必須為同一家庭的成員，並且在聚會期間不得

換乘車輛。此外，乘客不得超過允許車輛運載的法定人數。工作人員

和保安人員不會被視為車輛乘客，可留在外面。  

iii. 地點。聚會必須在面積足以容許車輛保持本命令和《居家避疫令》

規定距離的戶外地點舉行，例如停車場或類似空間。此外，車輛之間

的行距必須足以容許緊急進出之用。舉辦地點必須確保未獲邀請的人

無法入內，但這要求可以由保安人員辦到。如果地點並非主辦機構的

物業，則主辦機構必須向該地點的物業主提供「聚會計劃」，並取得

對方特別確認收到「聚會計劃」，可以使用該地點的書面許可或協

議。 

iv. 只限邀請。聚會必須通過邀請方可進行，並且受到地點人數容量的

限制。  

v. 限制。每次聚會最多限 400 輛汽車參加，並且不可超過 3 小時。  

vi. 車窗。若車輛有任何窗戶打開，則車內所有乘客必須戴上面罩，以

符合《戴面罩命令》的要求。   

vii. 留在車輛的例外情況。除了第 8(b)(x) 節規定的使用洗手間、領取預

購零食或緊急情況外，車輛乘客只能在主辦機構特別給予明確許可的

情況下，才能離開車輛一段短暫時間。這類許可必須一次只限一輛汽

車。更清楚地來說，乘客不能利用在車外的時間與其他車輛的乘客交

流。    

viii. 地方法律。聚會必須遵守所在司法管轄區的一般要求，包括管轄區

制定的任何許可計劃。如第 8(c) 節所述，主辦機構必須向設有申請

許可程序的司法管轄區提供一份「聚會計劃」。  

ix. 零食。主辦機構或可提供食品、飲料等零食或其他物品（統稱「零

食」），但需遵守本命令規定以及阿拉米達縣公共衞生局隨時可能提

供的任何指引。不得在出席者的車輛售賣或交換任何零食。只能通過

預訂出售零食，並在預定時間領取，以限制人們離開車輛的時間。最

多允許 10 人同時在小賣部排隊等候領取零食。禁止出售含酒精的飲

料。車上乘客帶來或在小賣部購買的任何物品或食物以及相關垃圾，

必須留在車內並由乘客帶回住家丟棄。  

x. 洗手間。若主辦聚會的機構在舉行活動期間提供洗手間，則主辦機

構或工作人員必須每小時消毒洗手間一次。主辦機構必須制定排隊制

度（可以選擇是否由工作人員協助），以遵從《居家避疫令》所述的

「保持社交距離規定」，並由主辦機構或工作人員積極監督。最多允

許 10 人同時排隊輪候。主辦機構又必須為使用洗手間的人提供消毒

洗手液或洗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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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聚會計劃。不論當地執法機關是否同意提供保安服務，主辦

機構必須依要求於活動舉行前至少一週提供「聚會計劃」。「聚會計劃」亦

必須事先提供給每位獲邀參加者和當地司法管轄區（若管轄區提出要求或設

有申請許可程序）。基本上，「聚會計劃」必須附加為本命令的附錄 A。

「聚會計劃」又必須張貼在聚會地點的顯眼位置，並且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如適用）： 

i. 主辦機構的聯絡資料，包括手機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 

ii. 聚會期間將會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總數；  

iii. 如何限制可以進入指定活動地點的車輛數目； 

iv. 車輛之間如何安排隨時保持六英呎的距離；  

v. 車輛如何安排為兩車之間的行距足以作緊急出口用途；  

vi.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將如何監控聚會，做到聚會舉行期

間，一次只准一輛汽車的乘客離開車輛（使用洗手間和緊急情況除

外）； 

vii.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和保安人員如何確保出席者除本命令或 ACPHD 

指引授權的情況外，留在車內；  

viii. 如適用，主辦機構或工作人員如何監控洗手間的排隊輪候情況，確保

符合「保持社交距離規定」，以及最多 10 人排隊輪候；   

ix. 如適用，主辦機構或工作人員如何確保洗手間在使用期間進行消毒；  

x. 如適用，主辦機構或工作人員如何調控出席者在小賣部的人流，例如

在線上預訂和定時領取；以及  

xi. 若提供私人保安人員，請說明保安公司的名稱，以及保安人員將如何

確保聚會遵守本命令的規定。更清楚地來說，若主辦機構已聘有保安

人員，則機構可以任用既有的保安人員並識別這些僱員。 

d. 基本活動。根據《居家避疫令》的定義，參加「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會」

將被視為「戶外活動」。  

e. 基本旅行。根據《居家避疫令》的定義，為參加「受嚴格管制的汽車聚

會」而來回往返的行程，會被視為「基本旅行」。  

 

9. 根據《政府法規》第 26602 和 41601 條及《健康和安全法規》第 101029 條規定，

衛生官員要求本縣警長和所有警察局長確保遵守和執行這項命令。違反本命令的任

何規定，將對公眾健康構成立即威脅和危害，並構成公共滋擾，且會被處以罰款、

監禁或兩者並罰。 

 

10. 本命令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8:00 生效，並將持續有效，直至衛生官員以書面

形式將之延長、撤銷、取代或修正為止。   

 

11. 本命令副本應立即：(1) 在加州縣行政大樓提供（位於 1221 Oak Street, Oakland, 

California 94612）；(2) 在縣公共衛生部的網站發佈 (acphd.org)；以及 (3) 提供給索

取本命令副本的任何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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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本命令的任何規定或其對任何人或情況的施行被裁定無效，則本命令的其餘部分

（包括對其他人或情況施行此其餘部分或規定）均不受影響，並應繼續具有十足效

力和作用。為此目的，本命令所訂規定皆可分割執行。 

 

特發此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athleen Clanon 醫生     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 

阿拉米達縣副衛生官員 

 

 

附件： 附錄 A – 受嚴格管制汽車聚會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