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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 2020 年 5 月 6 日 政府宣布了“重启计划”，概述了四个阶段计划的前三个阶段，以确保在生

命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疫情之前的生活。在 Premier Horgan, Minister Dix 及 Dr. Henry 说明

报告中指明： 包括中医及针灸在内的受监管的医疗保健行业可在今年 5月中旬（即 5月的长

周末后）在防疫规程下重新营业。 

 

请注意: 

• 针灸和中医诊所重新开业和恢复执业的时机取决于能否继续成功实施第一阶段的措施

以避免疫情的进一步传播。 

• 在 PHO 允许的情况下，执业人员无需强制开诊或恢复执业。 每个执业人员应决定是

否在心理，身体和经济上都做好对疫情期间重新开诊的准备。 

 

中医和针灸师必须在实践中遵循卑诗省卫生官办公室（PHO），卑诗省疾病控制中心

（BCCDC） 及卑诗省中医针灸监管会（CTCMA）的命令和指导。本文档中的建议由中医博

士 Kevin Ianson 和 ATCMA 编写，以帮助 ATCMA 会员以及卑诗省中医和针灸执业人员实施

安全的临床实践，以达到或优秀于这些机构的命令和指导。 执业者有责任确保患者，同事和

自己在重回工作时的安全。 这些建议有助于解释 PHO 指令，BCCDC 程序和 CTCMA 指导，

执业人员需要熟悉这些管理部门的命令及方针政策，以确保他们可以在恢复工作时安全地对

患者进行治疗服务。 

 

根据 PHO，BCCDC 和 CTCMA 的未来公告，我们将根据需要对本文档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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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背景 1  

新型人类冠状病毒 SARS-CoV2 是一种主要影响呼吸道的病毒病原体。 作为飞沫传播型的病

毒，感染者通过以下途径传播： 

•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呼吸道飞沫 

•近距，长时间的个人接触，例如触摸或握手 

•接触带有病毒传染原的东西，然后在洗手之前接触您的嘴，鼻子或眼睛 

初步研究信息表明，SARS-CoV2 可能会在表面上持续数小时至数天，具体取决于温度，表面

类型和环境湿度。 

因此，预防传播应着重于通过适当的卫生和清洁措施限制呼吸道暴露于飞沫传染源，并保持

与其他人的身体距离。 

因为针灸和中医的执业工作需要身体接触以进行诊断和治疗，在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中无法

保持适当距离。 所以，必须采取适当的筛查，清洁和卫生措施，以减少暴露于呼吸道飞沫

（患者对执业者以及患者对患者）的步骤。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s summarized from BC CDC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

resources/covid-19-care)  and Health Canada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

novel-coronavirus-infection/prevention-risks.html?&utm_campaign=gc-hc-sc-coronaviruspublicedu2021-2021-

0001-9762248618&utm_medium=search&utm_source=google-ads-99837326356&utm_content=text-en-

428935858681&utm_term=covid%2019%20transmission)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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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荐程序 

2.1 环境准备 

自然环境评估 

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应估量诊所的空间和治疗环境，以识别可能导致 SARS-CoV2 传播

的风险区域。建议执业者和/或其诊所持有者评估他们的诊所环境，以检测需对环境进行的防

疫改造，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风险。 

WorkSafeBC 在其关于在疫情期间重返安全工作环境的文件中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能以多种

方式传播，包括当人咳嗽， 打喷嚏时所通过的飞沫传播或在触摸脸部之前所接触受污染的表

面而传播。 为了解工作环境的风险。您请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2： 

•场所是否有公众聚集，例如等候区，休息室，会议室？ 

•执业者，员工，患者或公众的工作或过程是否有接触？ 

•哪些材料需要交换，例如钱，信用卡和书面文件？ 

•在诊所或工作期间会接触哪些工具，机械及设备？ 

•人们经常触摸哪些表面，例如门把手，电梯按钮，电灯开关，设备和共享设备？ 

诊所应考虑制定对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详细 SOP 操作（标准执行程序）或有助于所有患者

及诊所工作人员的参考。 

对自然环境的建议整改 

适用于针灸和中医实践环境的建议修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应将所有非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例如书籍，杂志，零售产品，杯子，装饰等）从患者

可进入的环境中移开，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飞沫附着的表面。 

 

• 任何不能消毒（擦拭或洗净）的物品，例如布艺沙发等，应从患者可接触的环境中移

除。 

 

• 诊所的每个房间都应配备由加拿大卫生部 3鉴定合格的酒精消毒设施或消毒洗手液。 

 

 

 

 
3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isinfectants/covid-19/hand-
sanitiz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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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该空间不允许患者及办公桌两侧的执业人员保持至少两米的防疫距离，则应在诊

所接待处安装玻璃屏障。 

 

• 患者站立或坐着的区域应清晰地标出保持距离的标记或标牌。 

o 在公共区域内，患者，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应至少保持两米的防疫距离。 

标识 

PHO 及 WorkSafeBC 指出，企业应与患者和公众清楚地沟通诊所为降低 SARS-CoV2 传播风

险而采取的措施： 

• 应当在诊所门上和周围环境中计划地放置标识以告知患者诊所预防手段， 以保持合理

的防疫距离及正确的洗手技巧 4而预防疫情传播。为有关 BCCDC 海报，请参阅附录

A。 

o The BCCDC 指出，正确，频繁地洗手并避免触摸面部是控制疫情感染最有效的

方法。 执业人员应在诊所内对患者，执业人员及工作人员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 

o 应该向所有员工和患者教授正确的洗手技巧。 

• 筛查和诊所消毒及卫生程序的通知应放在诊所网站和/或社交帐户上。 

2.2 环境的清洁和消毒 

根据给予执业人员的提醒，SARS-CoV-2 在出现症状之前会以高浓度范围进行传播。因此，

给予言语和体温筛查并不能保证患者不会将新冠状病毒带入诊所。 遵守 BCCDC 和 CTCMA

安全标准， 彻底环境清洁和消毒是防止 SARS-CoV-2 传播和新冠状病毒发展的关键步骤。 

执业人员必须了解并权衡收治可能感染新冠状病毒患者的风险及利益，并决定自身是否愿意

在疫情期间给予治疗。 

清洁和消毒记录保存 

执业者和诊所工作人员应制定例行的清洁时间表并保持其清洁记录。 

•建议执业者和/或诊所工作人员创建为每位患者治疗后， 每日/每周的清洁消毒。 

•检查表可以包括初次使用和记录清洁日期的空间，并可将其贴在治疗室橱柜的内部。 

•记录记满时应归档，并用新检查表代替。 

环境清洁与管理  

 
4 Hand washing -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Handwashing%20Poster_MD%20off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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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具有 “频繁接触性”的表面（例如：床头柜，椅子扶手，呼叫按钮，电灯开关，门把手，

浴室水槽，卫生间，扶手，接待台，柜台，计算机，打印机电话，洗手液分配器等） 应每天

至少清洁并消毒两次4. 当消毒脏污表面时，应使用 PHAC 认可的硬表面清洁剂5尽可能的反复

地清洁表面。 

 

• 所有地板应每天至少清洁和消毒一次。 

• 可被喷雾，飞沫或触摸感染的诊所接触表面（如，治疗台，面部支架，椅子，硬表面

与酒精消毒器等）在每次患者就诊后， 应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使用 PHAC 认可的硬表面

清洁剂清洁并消毒 

 

o 执业人员应特别注意接触时间和消毒后步骤，例如 通风，清除消毒残留物。 

o 喷洒或雾化消毒剂可能会导致口罩和其他 PPE 的降解。 因此，建议不要使用喷洒

表面消毒剂， 应使用一次性湿巾，布料，纱布或垫子来消毒，。 

• 为了便于诊所清洁，治疗区域应整洁而有条理。6 

▪ 建议对诊所环境的修改，请参见第 2.1 节。  

 

• 应鼓励使用非接触式付款方式（例如，电子转账，Interac Flash 等）。 

o 付款机的按键应在每次使用之间应进行消毒。 执业者或诊所工作人员应考虑将付

款机包裹在透明的塑料屏障中，以方便快速消毒。 

o 如果接受现金或支票，则应采取以最小化交叉污染或病毒传播风险的措施；例如， 

放入可密封的塑料袋中放置 24 小时，或在处理前后洗手。 

• 不应为患者提供纸质收据，收据和其他文件应以电子方式提供。 

• 鼓励患者自带笔到诊所。任何诊所拥有的笔在被患者使用后必须在另一名患者或公众

使用之前进行消毒。 

• 建议在公共区域和治疗室使用高质量的空气过滤器。  

 
4 在轮班时间的开始和中途 
5 For a list of acceptable cleaning products refer to the list of PHAC list of approved hard-surface disinfectants at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isinfectants/covid-19/list.html).  
Additional resource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
19_MOH_BCCDC_EnvironmentalCleaning.pdf and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resources/covid-
19-care/infection-control 
6 Modified from CTCMA Safety Program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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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仪器设备清洁消毒  

• 较小的患者护理物品（例如：杯子，刮痧工具，探针，反射锤，血压袖带，温度计，

脉搏血氧仪等）使用过后，应使用医用级别的消毒剂7以清洁并消毒。 

o 有关清洁仪器的步骤，请参阅附录 B.  

 

• 任何设备或家具（桌布/垫子，毯子，床单，睡衣，枕头套等）皆不许重复使用于多名

患者。 

o 建议使用一次性的诊疗纸 

 

• 纺织品应该用肥皂在热水（60°C 至 90°C8）中洗涤。 

o 干净的纺织品或布料应放在柜子或密封的存储容器中。 

o 脏污纺织品应放在密封的存储容器中。 

o 处理脏污的纺织品时应戴手套 

 

▪ 可以使用一次性乳胶或丁腈手套，但必须遵守 BCCDC 准则9进行穿戴和

脱卸。此外，由于一次性手套只覆盖到手腕上，因此任何处理纺织品的

人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保护任何手臂裸露的区域，并需在脱下手套后进行

手部清理。 

▪ 可接受可重复使用的橡胶或乳胶家用手套，但不应由多个执业人员或人

员使用。 戴上和脱下手套之前，应先进行手部清洁。 使用之间应将手套

存放在密封的容器中。 

o 所有与脏污的纺织品接触后的表面均应进行消毒。 

 

2.4 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和服装 

 

PPE 

口罩/面部防护： 

ATCMA 认识到，执业者担心诊所需要的 PPE 来源。目前，PHO 尚未表明执业者在临床环境

中使用布口罩是否安全。 因此，在 PHO 发布允许使用布或其他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的指导之

前，建议最好使用手术级别口罩。 

• 由于在中医和针灸实践中通常不导致气溶胶传播程序，因此不需要 N95 防护口罩，手

术口罩应足以提供相应的保护。 

 
7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s per PHAC infection prevention guidance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novel-coronavirus-infection/health-

professionals/infection-prevention-control-covid-19-second-interim-guidance.html#a8.3) 
8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Self-isolation_caregivers.pdf 
9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resources/covid-19-care/infection-control/personal-protective-
equipment 

about:blank#a8.3
about:blank#a8.3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Self-isolation_caregivers.pdf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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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应在患者到达之前10进行眼，口和鼻保护。 这可能包括： 

o 护目镜和手术级别口罩  

o 手术级别口罩和面罩 

o 带有防护罩的外科口罩  

• 执业者应注意口罩在潮湿时会变得可渗透，因此在口罩潮湿时需按照 BCCDC 穿脱程

序尽快更换（见下文）。 

手套: 

• 在清洁和消毒过程中应戴手套（乳胶，丁腈或家用橡胶手套） 

 

• WHO 和 BCCDC 指出，清洁，完整的皮肤是足够防护新冠状病毒的天然屏障，因此，

此时无需在治疗期间戴手套。 

o 提醒执业者在治疗前，治疗中和治疗后要正确进行手部卫生清洁。 

o 如果必须戴手套以保护皮肤破损的执业者或触诊皮肤破损的患者，则必须遵循

正确的穿戴和穿脱程序（请参阅下文）。 

 

穿脱程序： 

应按照 BCCDC 准则穿戴和脱下所有 PPE11 

关于口罩的穿戴方法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SurgicalMaskPoster.pdf 

 

眼睛/面部 PPE的清洁和消毒步骤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EyeFacialProtectionDisinfection.pdf 

保护性装备的穿戴与剥离方法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nning.pdf 

去除 PPE（滴状及接触）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pdf 

 

 

 

 
10 PPE as per PHAC infection prevention guidance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

novel-coronavirus-infection/health-professionals/infection-prevention-control-covid-19-second-interim-
guidance.html#a8.7 
11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resources/covid-19-care/infection-control/personal-protective-
equipment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SurgicalMaskPoster.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SurgicalMaskPoster.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EyeFacialProtectionDisinfection.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EyeFacialProtectionDisinfection.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nning.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nning.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pdf
about:blank#a8.7
about:blank#a8.7
about:blank#a8.7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resources/covid-19-care/infection-control/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clinical-resources/covid-19-care/infection-control/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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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 PPE（气体）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_AirbornePrecautions.pdf 

 

穿着 

• 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应避免在诊所时穿任何多余的衣服，配件和珠宝。 

o 建议执业人员可用热水（60°C 至 90°C）和肥皂洗涤的衣服。 

o 不能以高温洗涤的纺织品应使用可高温洗涤的医用（或实验）外套覆盖。 

o 如果执业者想增加多一层保护，执业者可考虑在治疗患者时穿一次性便服。 必

须根据 BCCDC 准则（见下文）穿戴和穿脱外套。 

 

• 建议执业者穿着完全覆盖腿部的裤子。 

• 执业者可考虑在诊所穿戴医疗工作服的帽子或其他头发覆盖物。 

o 如果不使用帽子盖住头发，执业者应该每天洗头  

• 建议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穿不露趾，全覆盖的鞋子。 

o 每次轮班结束时应对鞋表面进行消毒。 

• 执业人员在治疗患者时穿的任何衣服和鞋子都不应在诊所外穿着。 

o 建议执业者在诊所存放 scrubs/医院工作服 , 并将其在诊所内洗净。 

o 如果没有诊所内的洗衣设施，建议执业者换上干净的衣服，并将在诊所时穿着

的衣服放入密封的容器中，以便运回家。 

o 诊所的服装应每天清洗。 

 

 

2.5 患者筛查12 

 

预先电话筛选 

 

执业人员或办公室诊所人员应在预约之前 24 小时通过电话联系患者，以按照以下准则进行言

语筛查。 

 

执业人员应考虑是否可以通过远程实践来满足患者的需求，以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亲自拜

访。如果可以，则应通过远程医疗给予患者就诊。 

 

在电话筛查期间，应建议患者： 

•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甚至是普通感冒），应留在家中而不是寻求治疗 

•到达诊所后将再次接受检查 

 
12 Patient screening questions are adapted from the Health Canada COVID-19 Symptom Self-Assessment Tool 

(https://ca.thrive.health/covid19/en) and the BCCDC testing guidelines and self-assessment tool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testing and BC province-specific self-assessment 

tool (https://bc.thrive.health/).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_AirbornePrecautions.pdf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Site/Documents/COVID19_MOH_BCCDC_Doffing_AirbornePrecautions.pdf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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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诊所时应戴口罩 

•应该独自一人前往诊所，并且陪同他们前往诊所的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诊所空间 

•在诊所时必须遵守感染控制程序 

 

到达时给予额外的言语筛查 

 

除非已预约并通过电话预筛，否则患者不得进入诊所。 

 

所有患者都应在到达诊所之前再次进行筛查。 

•提醒执业人员在诊所候诊区或公共区域进行言语筛查时，应考虑患者的隐私。 

o 患者进入治疗室后将会立即进行筛查 

o 在患者到达诊所之前，必须通知患者其筛查将在无法保证隐私的公共区域进行，

但如果患者需更私人的环境，则可要求在治疗室里进行筛查。 

 

对以下任一筛查的回答为“是”的患者应被拒绝治疗，直到患者不再对筛查回答“是”为止。 

•您是否遇到以下任何症状： 

o 呼吸困难 

o 剧烈胸痛 

o 很难醒来 

o 感到困惑或失去知觉13？ 

•您是否遇到以下任何情况： 

o 轻度至中度呼吸急促 

o 由于呼吸困难而无法躺下 

o 由于呼吸困难14而难以控制的慢性健康状况？ 

o 新的原因不明的手指或脚趾发麻 

• 您是否出现感冒，流感或类似 COVID-19 的症状，甚至是轻度的症状，包括： 

o 发烧 

o 发冷  

o 感冒 

o 咳嗽 

o 喉咙痛 

o 吞咽困难 

o 鼻塞或流鼻涕 

o 嗅觉和/或味觉丧失 

o 头痛 

o 肌肉酸痛 

o 疲劳 

o 食欲不振 

 

 
13 出现任何这些症状的患者应被引导去联系急诊服务（在大多数社区中为 911）或直接去就近的急诊科。 
14 出现任何这些症状的患者应被引导与他们的家庭医生联系。 如果无法联系其常规护理提供者，则应直接

致电 Telehealth（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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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过去 14 天是否曾在加拿大境内或加拿大以外的任何国家（包括美国）旅行？ 

• 在过去的 14 天内，您是否为已知或怀疑患有 COVID-19 的症状患者提供护理或与之密

切接触？ 

 

到达时的物理检查 

 

进入诊所之前，执业者应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为患者测量体温。 

• 由于温度并不是对感染的完美测量标准，因此建议执业者可使用血氧仪测量患者的 O2

饱和度。 

o 提醒执业人员必须使用准确的脉搏血氧仪才能有效。推荐的脉搏血氧仪包括15： 

▪ 精度高：Contec CMS50DL，Beijing Choice C20，Nonin 血氧仪 

▪ 精度中等：TempIR-Oxy 和 Jumper JPD-500A 

o 请注意，注脚第 16 条中提到的廉价的脉搏血氧仪（如 Beijing Choice MD300C23，

Starhealth SH-A3 和 Atlantean SB100 II）应不够准确，并无法满足学术研究人员的需求

。 

2.6 执业人员和诊所人员筛查 

• 在每次轮班开始之前，执业者和诊所工作人员应根据患者筛查的标准完成对 COVID-

19 症状的自我评估（第 2.5 节） 

• 此外，执业者和诊所工作人员应在开始换班之前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监测其温度，并

使用血氧计（如果有的话）测量其氧气含量。 

 

 

 

 

 

 

 

 

 

 

 

 

 

 

 

 

 

 

 

 
15 Oximeter studies: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7089002, 
https://erj.ersjournals.com/content/52/suppl_62/PA4452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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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患者安排和到达 

病人行程安排 

强调，执业者应考虑是否可以通过远程看诊来满足患者的需求，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

拜访。如果可以，则应通过远程医疗进行患者就诊。 

• 应该安排患者预约时间，以免在诊所公共区域或治疗室的患者之间出现重叠。这将有

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并为患者之间留出足够的消毒时间。安排执业

者时间表时应考虑的因素如下： 

o 治疗室数量 

o 等候区的可用空间–患者，执业人员和诊所工作人员之间的最小防疫距离是否为

2 米？ 

o 患者之间需要进行的清洁和消毒程序-例如所选消毒剂需要干燥多长时间？ 

o 患者之间更换个人 PPE 

• 应告知患者其陪同赴诊的人员必须在诊所外等候，例如在私家车中或他们能够遵守防

疫距离准则的其他地方。 

病人到达 

如第 2.1 节所述，应安排诊所候诊区，以便患者，执业人员，诊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进入诊

所空间的人始终可以保持至少两米的防疫距离。 

• 通常，仅允许患者进入诊所。 

o 患者只能在预定的时间前一到两分钟进入诊所。 

o 陪同患者赴诊的人员必须在诊所外等车，防疫距离准则的其他位置。 

• 如果无法在公共区域进行至少两米的防疫距离，则应要求患者在自己的车辆中或诊所

外面能够遵守防疫距离准则的位置等待。 

o 执业者或诊所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话或短信与患者联系，以在允许他们进入诊

所时通知他们。 

• PHO 建议公众在无法与他人保持两米防疫距离的情况和空间中佩戴口罩。由于在针灸

治疗期间无法保证患者和执业者之间能保持两米的距离，因此建议患者在进入诊所之

前或之后戴上口罩（可以接受医疗，手术或布制口罩）。 

o 如果他们在进入诊所时没有戴口罩，执业者可以向患者提供一个口罩，并指导

他们按照正确的穿戴程序穿戴口罩。 

o 执业者还可考虑要求患者在诊所时戴上护目镜。 

o 由于 PHO 目前不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因此执业者和诊所所有者必须确定

他们是否愿意治疗未佩戴口罩和/或防护眼镜的患者。 

• 患者在进入诊所之前及之后立即按指示洗手或消毒双手。 

• 执业者应指示患者在到达后尽快进入治疗室。 

• 执业人员应观察患者是否有尚未报告对呼吸道感染的任何可能的症状（根据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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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果怀疑其有呼吸道感染但患者未报告，执业者应拒绝治疗，并立即将患者转

诊给家庭医生, 或指引他们致电 8-1-1 进行进一步指导。 

 

2.8 患者评估 

• 进行患者访谈时应保持防疫距离。 

o 触诊和身体评估应简短而具体。 

• 根据当前的 PHO 防疫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指南，目前不应亲自进行舌诊以进行

诊断。 

o 执业者可以要求患者在预约之前对舌头进行拍照，并向执业者提供电子相片。

许多在线资源展示了如何对舌头进行清晰的照片拍摄，并鼓励执业人员寻找这

些资源并指导患者如何进行清晰的照片拍摄。 

o 根据 PHO 指南的更改，在患者和执业者之间建立透明的物理屏障（例如，面罩，

有机玻璃）的情况下，执业者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引入舌头观察和诊断。 

• 在脉诊之前，执业者必须使用肥皂和水进行正确的手部卫生清洁。 

o 进行切脉脉诊后，执业者必须为患者提供时间/所需品（例如酒精湿巾，洗手液，

肥皂和水）以消毒执业者接触的区域，如手腕。 

 

2.9 治疗 

• 执业者应选择一种以最小的风险而为患者提供最大利益的治疗方式 

o 当可选择所有的治疗方式提供的相同利益，则应使用使身体接触最小化的治疗

方式。 

• 在进行患者评估并确定治疗计划后，执业医师应仅将治疗所需的用品带入治疗环境。 

• 应继续遵守《 CTCMA 中医和针灸师安全计划手册16》中的所有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

除了这些安全措施外： 

o 进行针灸，艾灸，推拿和器械辅助疗法（例如拔罐和刮痧）时，执业人员应避

免在口鼻周围使用穴位针刺手法。 

o 执业人员应认真对待自己的防疫距离及位置，以保证脸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候

都不与患者的面部直接成一直线。 

o 在配制中药时，执业者应戴上口罩。 

o 在分发书面对生活方式的建议时，应以电子方式提供建议。 

o 执业人员应遵循 PHO 的指导方针和命令，包括避免使用使身体接触和执业人员

与患者之间长时间紧密接触的风险的技术，例如推拿 

 

 

 

 

 
16 https://www.ctcma.bc.ca/media/1735/safety-program-handbook_en.pdf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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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团体治疗设置的其他安全工作规范 

社区针灸，排毒团体针灸等团体治疗实践需要加强对安全性和感染控制措施，以确保执业者

和患者的安全环境 

除了针对私人诊所的必要程序和建议外，还建议以下措施用于团体设置： 

• 治疗椅或桌子的物理设置选项： 

o 可以在椅子或桌子之间放置屏障（例如窗帘，有机玻璃，其他硬质隔板）。屏

障的高度至少应为六英尺。桌子和椅子应至少间隔两米，以确保从业者有足够

的空间进行治疗，而又不要太靠近任何一个患者。 

o 如果没有屏障，应将治疗椅和桌子摆放间隔 3米（两臂之间），以确保患者在

治疗椅或桌子上或周围时始终可以保持 2米的距离 

• 治疗椅和桌子的任何一侧应至少有 2米的空间，且不得靠墙放置或没有物理障碍，以

确保人流安全通过。 

• 如在私人诊所环境中一样，多名患者不得使用同一设备或纺织品和用品（床上用品/垫

子，毯子，床单，医院袍，枕头套等）。建议使用一次性诊疗纸。 

• 不建议使用织物装饰的椅子，并尽可能鼓励使用可擦拭的椅子套或装饰材料。即使布

料覆盖的椅子只有一名患者使用过，也必须在患者之间对任何类型的内饰或材料消毒。

执业者必须遵守 CTCMA和 BCCDC的感染控制指南。 

• 患者必须将随身物品带到治疗椅或桌子上，并放在单独的容器中。公用衣架和鞋架应

从诊所空间中拆除或转移。 

• 不应为患者提供护目镜和耳塞。应该鼓励患者自备护目镜和耳塞，并且必须在诊所时

时可佩带在自己身上 

• 应将可用的毯子，毛巾，床单和其他纺织品（用于覆盖桌子或椅子的物品）数量降到

最低。不应允许患者自行使用纺织品，并必须向医生提出要求。 

• 应拆除自助饮料或其他设备。执业人员可应要求向患者提供饮料。执业人员应考虑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提供一次性杯子。如果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杯子，执业者则必须在

患者之间对其进行充分的消毒。 

• 应鼓励非现金支付，并应修改支付场所或支付系统，以减少患者与表面的接触。 

• 患者不应同时到达或离开。应设置并强制执行预约时间限制，以确保正确控制患者流

量并为患者之间的治疗空间消毒留有足够的时间。 

• 排毒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将有自己的程序，应预先筛查患者。执业人员应遵守现

有程序。如果执业者对该程序感到不妥，则不应在排毒中心或其他公共卫生机构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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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执业者和多科诊所的额外安全工作注意事项 

除了所有治疗诊所所需的程序和建议之外，对于任何类型诊所拥有多名执业者或拥有大量员

工的诊所，还应权衡以下注意事项： 

• 可能需要调整执业人员班次，以适应防疫距离的要求并避免患者治疗时间重叠。 

• 可能需要调整房间分配，以适当防疫距离要求并避免患者治疗诊室重叠。 

• 对于多重医疗服务诊所，针灸和中医执业者必须至少遵循 PHO和 CTCMA制定的指导

原则，不论其他辅助保健科的监管局如何指导。 

2.12家庭访问和电话执业的额外安全工作注意事项 

除了为所有执业人员提供必需的程序和建议外，还应权衡以下考虑因素以进行家庭访诊及电

话执业： 

• 在到达治疗现场之前，必须通过电话进行预筛查。 

• 建议执业者到达治疗现场和治疗过程中戴口罩（医用，手术或布料）。 

• 执业人员在治疗现场应考虑穿着一次性脚套。 

• 任何物件，耗材/仪器（如桌子，或椅子） 的表面应覆盖一次性床单。  

• 所有纸，塑料或其他废物应由执业者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处理，并在离开治疗地点时由

执业者清除。 

• 执业人员在前往治疗现场之前和之后均应对车辆进行消毒。 

• 执业者应在治疗后尽快脱掉在治疗期间穿的衣服。 然后，他们应在治疗当天清洗所有

在治疗期间穿的衣服（有关清洗指南，请参见上文） 

 

• 办公室和其他治疗工作场所可拥有自己的防疫程序，并应预先筛选员工。执业人员应

遵守现有程序。如果执业者对程序不满意，则不应在这些治疗场所进行治疗。 

 

2.13草药操作的额外安全工作注意事项 

除了为所有执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程序和建议外，草药医师在分发草药时还应考虑以下事项： 

• 配药时应戴上手套，口罩和护目镜。 

• 草药应分配与治疗空间分开的空间中。 

• 多个执业人员不应同时处理和分配草药. 

• 应尽量减少多人对草药的处理，例如: 执业人员应将草药直接提供给患者，而不是通

过办公室接待处将其提供给患者。 

2.14 治疗后的处理 

• 结束治疗后，戴有口罩的患者在离开诊所时应继续佩戴其口罩。 

o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需要患者在诊所内取下口罩，则应要求他们遵循 BCCDC 准

则进行正确的口罩穿脱程序（请参阅上面的 PPE 信息），并将口罩存放在指定

的容器中，并被看做为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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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控制计划 

• 如果执业者，患者或诊所来访者在去诊所后的 14 天内报告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则执

业者应立即通知 BCCDC。 

o 应按照第 2.2 节的规定关闭诊所并彻底消毒清洁。 

o 执业医师应遵循公共卫生办公室(PHO)的指示，确定适当的合同跟进程序以及

何时重新开设诊所。 

 

• 建议执业者征得患者明确的知情同意下，允许诊所共享患者的联系信息以进行

BCCDC 所規定的传播追踪目的。 

 

• 提醒执业者可保留完整的临床记录，预约时间表和访客日志，以便在需要时促进联系

人追踪调查。 

 

 

4）责任注意事项 

 

• 讨论治疗的风险和益处是针灸师和中医执业人员的标准做法。执业者应与患者明确公

开地讨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接受治疗的具体风险和益处。 

 

• 建议执业者查看其责任保险政策所承担的范围，以确定如果患者在诊所护理期间感染

了 COVID-19，是否可以承保。 

o 虽然知情同意书和责任豁免书不能保证患者在诊所期间感染 COVID-19 不会向

CTCMA 投诉或采取法律行动，但建议执业人员采取以下其他措施来保护患者

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诊所工作人员： 

 

▪ 让患者在治疗前签署责任豁免书，以防护其在感染 COVID-19 时采取任

何形式法律诉讼的权利。 

 

▪ 让患者给予额外的知情同意，确认在疫情期间与接受针灸或中医治疗相

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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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 Signage 

 

Coronavirus Prevention - http://www.bccdc.ca/Health-Info-Site/Documents/COVID19-

Prevention.pdf 

 

Hand washing -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Handwashing%20Poster_MD%20offices.pdf 

 

Physical distancing - http://www.bccdc.ca/Health-Professionals-

Site/Documents/COVID19_PhysicalDistancingPoster.pdf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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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Prevention

Coronavirus COVID-19
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  BC Ministry of Health

I f you have fever, a new cough, or are
hav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call 8-1-1.

WEARING A MASK IS NOT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KEEP YOURSELF SAFE

FROM VIRAL INFECTION. 

Wash your hands often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If soap and water are not 

available, use an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zer.

Cover your cough or sneeze with a tissue, then 

throw the tissue in the trash.

Stay home when you are sick.

Clean and disinfect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and surfaces.

Avoid touching your eyes, nose, and mouth 

with unwashed hands.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who are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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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SE HAND RUB 

 Remove hand and wrist jewellery

 
 Apply liquid or foam soap

Ensure hands are visibly  
clean (if soiled, follow hand 

washing steps)

 
 

Lather soap covering 
all surfaces of hands 

for 20-30 seconds

 Rinse thoroughly 
under running water

Pat hands dry thoroughly  
with paper towel

Rub all surfaces of your hand 
and wrist until completely  

dry (15-20 seconds)

1

3

5

Use paper towel  
to turn off the tap

6 3

2

4

COVID19_HH_001

Hand Hygiene

Coronavirus COVID-19
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  BC Ministry of Health

I f you have fever, a new cough, or are
hav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call 8-1-1.

SOAP OR ALCOHOL-BASED

HAND RUB: Which is best?

Either will clean your hands:

use soap and water if hands

are visibly soiled. 

HOW TO HAND WASH

1

Wet hands with warm 
(not hot or cold) 
running water

2

Apply about a loonie-sized 
amount to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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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 SPREAD OF COVID-19

I f you have fever, a new cough, or are
having difficulty br eathing, call 8-1-1.

Coronavirus COVID-19
BC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  BC Ministry of Health

PHYSICAL DISTANCING 
IN PROGRESS

Maintain a distance of at least 
2 arms lengths from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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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清洁仪器的步骤（摘自 CTCMA安全计划中医和针灸师手册） 

 清洁步骤 原因及评论 

1. 将无法立即清洗的物品浸泡在干净的

水槽或带有标签的“脏污工具”容器中

的干净温水容器中（有或没有洗涤

剂）。 

浸泡仪器可防止血液和其他有机物质在物

品上干燥。 清洁前，请勿将污染浸入热水

或消毒剂中，因为这可能导致有机物（污

垢）粘在物体表面。 

2. 戴上厚实的橡胶实用手套（非医用手

套）。 

适用于清洁的厚橡胶实用手套的手腕处有

较宽的围嘴，有助于防止水进入手套内

部。 

3. 将仪器拆开并在装满温水的水槽中冲

洗。 

热水可能导致有机物（污垢）粘在物体

上。 

4. 加入温水和清洁剂，准备清洗水槽。 为减少受伤的危险，请根据说明使用低泡

沫清洁剂以确保锐利的物体清晰可见。 

5. 通过刷洗（洗涤和擦洗运动）清洁仪

器表面。 用刷子清洁器械上的缝隙

或接缝 

在水面以下擦洗，以防液体溅入眼睛或衣

服上。 超声波清洁器可用于清洁。 使用此

设备时，应关闭盖子以防止器具雾化。 

6. 检查仪器以确保清除所有可见的有机

物。 

有机物可阻止消毒步骤的进行。 

7. 排干脏水。 在流水下冲洗清洗过的

仪器。 

漂洗去除残留的洗涤剂和污垢，这些残留

的洗涤剂和污垢可能会损害仪器的功能或

干扰消毒剂的作用 

8. 风干或用一次性毛巾擦干。 如果是湿的物品没有进行干燥处理，则可

能会在表面留下一层可能含有病原体的薄

膜。 

9. 将清洁过的仪器存储在有盖的容器中

（可以是毛巾或清洁的存储区域），

直到根据需要进行消毒或灭菌为止。 

未被发现的干净仪器可能会被灰尘或湿气

污染。 

10. 对水槽进行清洁和消毒。 水槽在使用过程中会被污染，因此，在重

新使用之前，需要清洁和消毒以减少微生

物。 

11. 取下橡胶实用手套，然后清洗，冲洗

并悬挂晾干。 

只要不撕破或刺穿橡胶，即可再次使用清

洁的橡胶实用手套。 

12. 进行手部卫生清洗步骤。 脱下手套后应进行手部卫生清洗步骤。 

 清洁步骤 原因及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