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2.82 號 

 

行 政 命 令 

 

 

繼續暫停實施法律和實施修改法律 

有關災難緊急狀況的內容 

 

鑒於，2020 年 3 月 7 日，本人簽署了第 202 號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宣佈紐約州全州進入

災難緊急狀況； 

鑒於，與旅行有關的病例和社區接觸傳播的新冠肺炎 (COVID-19) 已在紐約州記錄在案，預計還

會繼續出現病例； 

鑒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因流感社區同時存在而加劇； 

鑒於，《公共衛生法 (Public Health Law)》第 206 條第 1 款第 1 段和第 613 條第 1 款授權紐約州

衛生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NYS DOH) 和地方衛生部門建立和開展成人自願免疫和兒

童免疫計畫以預防或儘量減少疾病的傳播，保護公眾健康； 

鑒於，為防止新冠肺炎進一步蔓延，避免對整個衛生保健系統和社會造成過度干擾，並保護公眾

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福祉，有必要通過提供服務、人員、設備、以及進行疫苗接種和便於及時、準確

報告疫苗接種的必要設施；  

鑒於，因此，有必要在全州各地促進新冠肺炎和流感疫苗的及時分發和管理，特別是允許本行政

命令允許的、由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下文簡稱「配藥點」）或其他疫苗

接種場所，並在執業醫師、執業醫師助理、或註冊執業護士的監督下，利用下列人士或醫療專業人士：

(1) 目前未獲授權進行疫苗接種，但已按照《教育法 (Education Law)》或《公共衛生法》的具體規定取

得執照或認證的；或 (2) 按照本行政命令中規定的《教育法》或《公共衛生法》參加教育或培訓項目，

並在必要時對其進行評估和培訓，以便對新冠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進行管理，該等疫苗的管理包括由持

牌醫生、持牌醫生助理或持牌執業護士在配藥點或其他疫苗接種場所提供的符合醫療監督條款的患者評

估，並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美國食品和藥物

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和紐約州衛生廳發佈的非患者專用的長期命令和適用

指南； 

鑒於，根據《教育法》或《公共衛生法》獲得執照或認證的衛生專業人員有權從事特定的執業範

圍，而本命令不得擴大這些專業人員的執業範圍，使他們能夠例行進行疫苗接種，而是允許他們僅在本

命令所述的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和在本命令期間進行疫苗接種； 

鑒於，為確保紐約民眾獲得新冠肺炎免疫接種及其管理的保險，包括為獲得免疫接種而進行的任

何必要造訪，以使紐約民眾迅速獲得免疫接種而不存在障礙； 

因此，現在，本人，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依據《行政法 (Executive Law)》第 2-B 條第 

29-a 款賦予本人的權力，在州災害緊急狀態下暫停實施任何機構頒佈的可能會阻止、妨礙或拖延應對

災害採取必要行動的任何法令、地方法律、條例、命令、規則或法規或其中任何部份，或為應對災害而

下達的任何命令，從本行政命令發佈日期起直到 2021 年 1 月 12 日，臨時暫停實施或修改下列法規： 



 

 

 

 

• 修改了《保險法 (Insurance Law)》第 3216(i)(17)(E) 條、第 3221(l)(8)(E) 和 (F) 條以及第 

4303(j)(3) 條，以便適用於與新冠肺炎免疫接種有關的繼承醫療計畫； 

 

• 修改《教育法》第 6521 和第 6902 條第 202 號行政命令，在法律或行政命令允許的非護理人員完

成衛生廳廳長認為適當的培訓所必要的範圍內，限制持照醫師執照或其他持照和合法授權的保健

提供者對根據《教育法》第 139 條獲得執照的註冊護士執行醫療方案以：(1) 收集疑似感染新冠

肺炎或流感的個人的喉部、鼻部或鼻咽拭子標本以進行檢測；(2) 採集血液標本用於診斷急性或

既往新冠肺炎疾病；(3) 根據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for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和/或適用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或緊急使用授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的最新建議，根據本命令規定的任何其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適用的與培訓和監督有關的

條件，管理流感或新冠肺炎疫苗；(4) 在適用的情況下並在必要的情況下，在護士的監督下執行

任務，但僅限於持牌或註冊護士的執業範圍內，為確診或懷疑患有新冠肺炎或流感感染的個人提

供護理；  

  

• 對《教育法》第 6909 條第 4 款、《教育法》第 6527 條第 6 款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 (New 

York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NYCRR)》第 8 篇第 64.7 條第 202.1 號行政命令進行修改，以

納入《教育法》第 6902 條第 1 款、《教育法》第 6909 條第 5 和第 7 款、《教育法》第 6527 條

第 7 款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篇第 63.9 條的必要範圍，准許持牌醫生及註冊護士從
業員向護士、醫生助理、專科助理、藥劑師或法律或本行政命令授權的任何其他人士提供非患者

專用的治療方案，並按照衛生廳廳長可能發出的指示：(1) 收集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或流感的個人

的喉部、鼻部或鼻咽拭子標本以進行檢測；(2) 採集血液標本用於診斷急性或既往新冠肺炎疾

病；(3) 根據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和/或適用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或緊急使用授權的最新

建議，根據本命令規定的任何其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適用的與培訓和監督有關的條件，管理流

感或新冠肺炎疫苗；或 (4) 在適用的情況下並在必要的情況下，在護士的監督下執行任務，但僅

限於持牌或註冊護士的執業範圍內，為確診或懷疑患有新冠肺炎或流感感染的個人提供護理； 

 

• 《教育法》第 6527 條第 6 款、第 6909 條第 4、5 款以及《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4.7 條，在必要的範圍內允許註冊專業護士為新冠肺炎疫苗的管理規定、命令和執行非患者特定

的方案； 

 

• 《教育法》第 6902 條，有必要允許有執照的實習護士開處方、命令和執行非患者專用的冠狀病

毒疫苗或流感疫苗接種方案，因此，就本命令而言，只有這些持牌實習護士可以在紐約州衛生廳

或地方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進行冠狀病毒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種，並在持牌醫生、持牌醫

生助理或持證護士執業醫師的醫療監督下操作，前提是這些持牌實習護士必須首先在下列地點接

受培訓：(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

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

認證中心 (America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 ACPE) 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認證的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證書； 

 

• 《2020 年法律  (Laws of 2020)》第 110 章，在必要的範圍內，並經衛生廳廳長和教育廳 

(Education) 廳長認證後，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生物製品評估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批准新冠肺炎疫苗後 90 天內，允許持牌藥劑師管理該等疫苗； 

 

• 《教育法》第 6801 條第 2、3 款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在必要範圍內

允許患者特定命令或非患者特定的冠狀病毒疫苗管理方案，由經州教育廳認證的註冊藥劑師以及

新註冊藥劑師按照本行政命令指定並允許的方式管理免疫； 

 

• 《教育法》第 6801 條第 2、3 款，第 6527 條第 7 款，第 6909 條第 7 款，第 6802 條第 22 款，第 

6828 條第 1 款，以及《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在必要的情況下，允許非患

者特定的方案執行冠狀病毒疫苗或流感疫苗接種，並由未獲州教育廳認證管理免疫接種的持牌藥

劑師執行，因此就本命令而言，只有這樣的藥劑師可以在由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門監督或

批准的配藥點進行冠狀病毒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種，並在持牌醫生、持牌醫生助理或持牌護士執業

醫師的醫療監督下操作，持有該證的藥劑師必須首先接受以下培訓：(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

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

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

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 

 

• 《教育法》第 6801 條第 2 款和第 6802 條第 22 款以及《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在必要的情況下，允許紐約州任何郡的持證醫生和持證護士向經認證的藥劑師和新持證的藥

劑師發放用於新冠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的患者特定處方或非患者特定方案，按照本行政命令的規

定和允許，除非在隔離艙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或流感疫苗； 



 

 

 

• 《教育法》第 6801 條第 2、3 款、第 6527 條第 7 款、第 6909 條第 7 款、第 6802 條第 22 款、第 

6828 條第 1 款、《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以及《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

第 6 編第 6806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4 條，在批准新獲許可藥劑師的範圍

內，以前已簽發有限許可並根據《教育法》第 6806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4 條進行免疫接種的認證，在紐約州獲得許可和註冊後的 90 天內，繼續在紐約州提供此類免

疫接種，並等待向教育廳提交申請的管理證明； 

 

• 《教育法》第 6951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79-5.5 條規定，助產的做法僅限於

管理正常懷孕、分娩和產後護理，以及基本健康婦女的初級預防性生殖保健，以及新生兒評估、

復蘇和轉診，只要該行政命令將助產士的執業範圍限制在與持牌醫生或醫院有合作關係的助產

士，因此僅為本行政命令的目的，助產士可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在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

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為任何患者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在執業醫師、執業醫師助理或

執業護士的醫療監督下操作。但是，如果助產士沒有州教育廳頒發的管理免疫製劑證書，則必須

首先接受以下方面的培訓，培訓由衛生廳廳長與教育廳廳長協商後確定：(1) 技術、適應症、注

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

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

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 

 

• 《教育法》第 6601 條，將牙科實踐局限於口腔和鄰近組織的治療，不包括人體的任何其他部

分，因此，僅就本行政命令而言，牙醫可以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在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

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並在執業醫生、執業醫生助理或執業護士

的醫療監督下操作，前提是這些牙醫首先接受以下領域的培訓，衛生廳廳長在諮詢教育廳長後確

定培訓內容：(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

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

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

術證書； 

 

• 《教育法》第 6606 條第 1 款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1.9 條的規定，把牙科衛生

執業限制在提供牙科服務的範圍內，並要求在任何持證牙醫或配備適當設備的學校或公共機構的

辦公室內，在牙醫的監督下進行牙科衛生執業活動，因此，僅就本行政命令的目的而言，根據

《教育法》第 6605-b 節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1.17 條，獲得牙科衛生限制局

部滲透麻醉/氧化亞氮鎮痛證書的牙科保健師可以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在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

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進行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並在持牌醫生、持牌助理醫生

或執業護士的醫療監督下運作，但該等牙科保健師須先接受下列範疇的培訓，而培訓的範圍由衛

生廳廳長諮詢教育廳廳長後確定：(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

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

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

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 

 

• 《教育法》第 7001 條第 1、2 款，將足科實踐局限於足部的治療，不包括人體的任何其他部分，

因此，僅就本行政命令而言，足科醫生可以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在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

門監督或批准的配藥點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並在執業醫生、執業醫生助理或執業護士

的醫療監督下操作，前提是這些足科醫生首先接受以下領域的培訓，衛生廳廳長在諮詢教育廳長

後確定培訓內容：(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

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

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

復蘇術證書； 

 

• 《公共衛生法》第 3001 條第 6、7 款，第 800.3 條第 o、p 款，《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800.15 條將緊急醫療技術人員和高級緊急醫療技術人員的職責限制為管理或監督對患者或

傷者實施初始緊急醫療護理和運輸，並要求緊急醫療技術人員和高級緊急醫療技術人員按照適用

的經由本州批准的協議治療患者，除非經醫療控制醫師授權對個別病人採取其他措施，因此，僅

為本行政命令之目的，緊急醫療技術人員和高級緊急醫療技術人員可根據由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

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的非患者特定命令場所，在執業醫生、執業醫生助理或執業護士的醫療監督

下進行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但該等醫療急救員須先接受下列範疇的培訓，而培訓範圍

由衛生廳廳長諮詢教育廳廳長後確定：(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

(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

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

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 

 

• 根據《公共衛生法》第 3001 條第 7 款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800.3 條第 p 款，

在必要的範圍內，允許根據第 202 號行政命令提供社區輔助醫療服務的經認證的緊急醫療技術護

理人員，在衛生廳事先批准的情況下，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並在持牌醫生的醫療指導下，為患者



 

 

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但是，急救醫務人員必須首先接受以下範疇的培訓，培訓內容由

衛生廳廳長在諮詢教育廳廳長後決定：(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

(2) 使用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

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

線上課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 

 

• 《教育法》第 6801 條第 2 款第 a、b 和 c 段，以及《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

第 b 款第 5 段，如果要求持有執照的藥劑師按照非患者特定方案使用免疫製劑，向患者的主治醫

生報告此類管理情況，並向患者提供關於擁有初級衛生保健醫生重要性的資訊，那麼，僅就本行

政命令而言，持牌藥劑師可以在不向患者主治醫生報告接種情況的情況下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肺

炎疫苗，但至少必須向城市免疫接種登記處 (City Immunization Registry, CIR) 或紐約州免疫資訊

登記處 (New York State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Registry, NYSIIS) 報告接種情況； 

 

•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4.7 條第 a 款第 3 段第 ii 分段，要求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

使用免疫製劑的註冊專業護士向患者主治醫生報告該等接種，因此，為了本行政命令的目的，註

冊專業護士可以在不向患者主治醫生報告該等接種的情況下實施流感疫苗接種和新冠肺炎疫苗接

種，但是最少須向城市免疫接種登記處或紐約州免疫資訊登記處（視情況而定）報告接種情況； 

 

•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29.2 條第 a 款第 3 段規定，如果未能為每名患者保留準確

反映患者評估和治療情況的記錄，則該部分所列職業構成職業不當行為，因此，僅就本行政命令

的目的而言，根據本行政命令獲授權管理流感疫苗或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從事該條所列職業的

人，無須為其管理流感或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人保存和保留該等記錄，但該等人必須遵守衛生廳

指示的所有記錄保存規定； 

 

•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4.7 條第 a 款第 3 段第 d 分款，要求註冊專業護士根據非

患者特定方案管理免疫劑，以確保根據州教育廳委員會條例第 29.2 條第 a 款第 3 段記錄、維護

和保留所有接種人員的記錄，以便：僅為本行政命令的目的，註冊專業護士無須確保為其接種流

感疫苗或新冠肺炎疫苗的人員保存和保留該等記錄，但該等人員必須遵守衛生廳指示的所有記錄

保存規定； 

 

•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9 條第 b 款第 5 段第 xi 分款，要求藥劑師根據非患者特

定方案管理免疫劑，以確保根據州教育廳委員會條例第 29.2 條第 a 款第 3 段記錄、維護和保留

所有接種人員的記錄，以便：僅為本行政命令的目的，藥劑師無須確保為其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

肺炎疫苗的人員保存和保留該等記錄，但該等人員必須遵守衛生廳指示的所有記錄保存規定； 

 

•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4.7 條第 a 款第 2 段第 i 分段,要求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授

權管理免疫藥劑的註冊專業護士必須獲得心肺復蘇 (CPR) 最新認證，以闡明為本行政命令的目

的，註冊專業護士必須持有基本心肺復蘇的最新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

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程頒發的基本心肺復蘇術

證書； 

 

• 《教育法》第 6542 條第 1 段第 202.10 號行政命令進行必要的修改，以納入任何相關法規，包括

但不限於《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94.2 條第 (a) 和 (b) 款，以及《紐約準則、規定

和法規》第 8 編第 29.2 條第 a 款第 5 段，以便允許醫生助理提供與其教育相適應的醫療服務，

在沒有監管醫生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宣傳和經驗，包括但不限於管理新冠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以

及本行政命令允許的醫療監管點或其他類型的疫苗接種場所，而不因監管醫生監督不力而受到民

事處罰或刑事處罰； 

 

• 修訂《教育法》第 6902 條第 (3) 款第 202.10 號行政命令，以及任何相關條例，包括但不限於
《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29.2、29.14 和 64.5條，以允許護士執業者在沒有書面執

業協定或與醫生合作關係的情況下提供與其教育、培訓和經驗相適應的醫療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在不因缺乏書面執業協議或與醫生的合作關係而受到民事處罰或刑事處罰的情況下，管理新

冠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並在本行政命令允許的情況下對配藥點或其他類型的疫苗接種點進行醫

療監督； 

 

• 《公共衛生法》第 2168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66-1.2 條，在必要的程度

內：(1) 暫停要求年滿 19 歲或以上的人員必須同意將其免疫資訊報告給紐約州免疫資訊登記處或

城市免疫資訊登記處的要求，以便為本行政命令之目的，紐約州衛生廳廳長或紐約市衛生局局長

（視情況而適用）可在紐約州免疫資訊登記處或城市免疫資訊登記處包括成人免疫資訊，而無需

疫苗同意書，並遵循紐約州衛生廳發佈的指導意見；(2) 要求任何個人（兒童或成人）接種所有

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後，如適用，應在接種此類疫苗後 24 小時內向紐約州免疫資訊登記處

或城市免疫資訊登記處報告。本條款的任何規定都不應解讀為未經他人同意，或未經父母或監護

人等合法授權代表其同意的其他人員同意，就允許接種疫苗； 

 



 

 

• 臨時修改包含在第 202.10 號行政命令中的《公共衛生法》第 5 章第 5 編和《紐約準則、規定和

法規》第 10 編第 19 和 58 部分，授權某些實驗室對 SARS-CoV-2 標本進行檢測，以進一步允許

在相關專業檢測中持有《臨床實驗室改進法案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cts, CLIA)》證

書並滿足《美國聯邦法規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第 42 編第 H、J、K 和 M 子部分

中所述的《臨床實驗室改進法案》品質標準的實驗室在獲得衛生廳批准後，在從懷疑感染新冠

肺炎的人士（包括死後樣本）採集的樣本中，進行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RNA 或其他經衛

生廳批准的呼吸系統板的檢測； 

 

 

• 延伸第 202.16 號行政命令中包含的臨時修改的《教育法》第 8602 條和第 8603 條以及《紐約準

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58-1.5 條，這些修改授權個人可以在從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個人採

集的樣本中對 SARS-CoV-2 或其抗體進行檢測，以進一步允許這些個人對任何樣本進行任何臨

床實驗室檢測，只要該等個人處於適當的監管之下，並符合聯邦對適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或紐約州衛生廳授權的化驗或裝置的檢測人員的要求； 

 

• 暫時修訂第 202.24 號行政命令中包含的《教育法》第 6801 條，以便經授權的持牌藥劑師在有

需要的情況下，命令及執行新冠肺炎檢測，以進一步容許持牌藥劑師在從懷疑感染新冠肺炎或

流感病毒的人士收集的樣本中，進行流感病毒或呼吸道合胞體病毒 RNA 的檢測；以及在完成衛

生廳制定的適當培訓後，對懷疑患有 covid19或流感感染或疑似從新冠肺炎中康復的患者進行

流感病毒或呼吸道合胞病毒 RNA 檢測，但須根據 1988 年聯邦《臨床實驗室改進法案》的豁免

證書要求進行檢測。 

 

• 延伸第 202.1 號行政命令，暫停和/或修改《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709 和 710 部

分，以便在不考慮衛生系統機構或公共衛生與衛生規劃委員會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Planning 

Council) 建議的情況下，由衛生廳廳長批准臨時醫院地點和擴建的建設申請，以明確此類臨時地

點和擴建可包括臨時疫苗接種地點； 

 

• 《教育法》第 6808 條和根據該法律頒佈的任何法規，在必要程度內允許紐約州內的授權疫苗供

應商向紐約州內的其他同樣參加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的授權疫苗供應

商提供聯邦新冠肺炎疫苗和附屬用品（通過參加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

獲得），為免費接種疫苗的目的，須遵守適用的儲存和處理要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計畫提供者協議中規定的條件；以及紐約州衛生廳與紐約州教育廳協商後發佈的任

何指導意見； 

 

此外，依據《行政法》第 2-B 條第 29-a 款內容賦予我本人在災難應急情況發生期間可發出任何

對應對災害有必要的指示之權力，我從行政令發出之日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期間發出以下指示： 

 

• 參加以下教育計畫的個人可以根據非患者特定方案，在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

的配藥點進行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並在執業醫生、執業醫生助理或執業護士的醫療監

督下操作，除非該等學生已完成不少於一年的臨床工作經驗（本行政命令另有指明的情況除

外），並首先接受下列範疇的訓練，而這些範疇是由生衛生廳廳長諮詢教育廳廳長後發出的指引

所決定及按照該等指引進行的：(1) 技術、適應症、注意事項、禁忌症、感染控制措施；(2) 使用

足以勝任這類任務的基本能力的個人防護裝備；(3) 基本心肺復蘇術現行證書，其最低限度必須

包括獲得美國護士資格認證中心、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或繼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認證的線上課

程的基本心肺復蘇術證書；(4) 除衛生廳廳長諮詢教育廳廳長後指明的其他條件外，包括但不限

於要求學生所在的相關教育機構和計畫評估該等學生的疫苗管理技能，並在表格上出具證明，由

衛生廳廳長和教育廳廳長批准，證明該等學生已完成所有必需的培訓並顯示出在疫苗管理方面的

能力： 

o 《教育法》第 131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0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和/

或註冊的醫療計畫；  

 

o 《教育法》第 139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4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和/

或註冊的註冊專業護理課程或註冊實用護理課程； 

 

o 《教育法》第 131-B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0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

和/或註冊的醫師助理計畫；  

 

o 《教育法》第 137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3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和/

或註冊的藥店計畫；就本行政令而言，根據《教育法》第 6806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

法規》第 8 編第 63.4 條，獲得有限許可（包括管理免疫證書）的藥學專業學生應被視為

具有在隔離室中管理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和流感疫苗接種的最低必要臨床經驗，前提是這些

學生滿足所有其他培訓要求並遵守上述所有適用指導； 

 



 

 

o 《教育法》第 133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1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和/

或註冊的牙醫計畫； 

 

o 《教育法》第 141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65 部分，由州教育廳批准和/

或註冊的足病醫學計畫；  

 

o 《教育法》第 140 條和《紐約準則、規定和法規》第 8 編第 79-5 子部分，由州教育廳批

准和/或註冊的助產術計畫； 

 

• 任何經本行政命令許可，並經紐約州衛生廳或地方衛生部門監督或批准的對配藥點或其他類型疫

苗接種點進行醫療監督的執業醫生、執業醫生助理和執業護士必須持有心肺復蘇術的最新證書； 

 

• 在本命令生效後 60 天內，衛生廳根據《公共衛生法》第 5 條批准的所有臨床實驗室，以及所有

雇員超過 25 人的臨床實驗室，必須成為合格實體參與者，並通過合格實體連接到紐約州健康資

訊網路 (Statewide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for New York, SHIN-NY)，並且根據《紐約準則、

規定和法規》第 10 編第 300 部分，必須允許法律授權的其他合格實體參與者私下、安全地雙向

訪問患者資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於奧爾巴尼市 (Albany) 經由

我本人簽名蓋州印。 

 

 

 

 

州長簽字  

 

州長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