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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疫情：

中國大陸累計31省市區(不含港澳特別行政區)確診40,171例 (大
陸 :42,708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較昨日新增3,062例，其中
6,484例重症，908例(大陸:1,017例)死亡；另有疑似病例23,589例。
鑒於廣東省社區傳播疫情持續擴大，指揮中心已於2月8日宣布將該
省列為一級流行地區。

二、國際疫情：

除台灣之外，國際間累計360例確診病例，分布於26個國家/地區；
國際運輸工具（日本鑽石公主號）70例、新加坡43例、香港36例、
泰國32例及南韓27例為多；其中2例死亡，分別為菲律賓及香港各
1例。全球已有72國實施中國大陸旅遊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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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監測(截至109年2月7日)

三、台灣疫情：

昨(9)日國內新增56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個案，目前累計通
報1,525名個案，含18名確診、1,363名排除、其餘隔離檢驗中。
18名確診個案接觸者有475人皆已監測期滿解除列管，其餘452人
仍持續接受居家隔離。

四、臺中市疫情：

自109年1月15日起本市共計通報123例個案，103例排除，其餘檢
驗中，尚無發生本土確診個案及社區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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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2次本市15家指定隔離醫院訪查，確保醫院完成整備。

 實地訪視三大醫學中心及部立台中醫院整備情形。

 完成本市查核67家醫院實地查核。

 完成5家(包括3家醫學中心、2家區域醫院)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查核，確

保醫事機構實驗室檢驗工作人員安全。

 辦理產後護理之家查核。

 完成22家精神護理之家及精神復健機構查核。



1
0

函文加強防疫作為、實地
輔導查核

截至2月7日已全數完成，共計212家

防疫風險溝通

隨時傳遞防疫訊息
每次3347人次

2000張

15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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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區域別 醫院名稱
負壓隔離病床

總床數 可使用數床數

應變醫院 西區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20 16

隔離醫院

豐原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3 9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19 5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4 0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6 0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8 7

中區 澄清綜合醫院 1 1

梧棲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2 0

沙鹿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6 0

太平區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4 3

大里區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2(整修中) 0

潭子區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8 8

大甲區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1 0

南屯區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1 1

烏日區 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1 0

總計 94 50

臺中市負壓隔離病床使用情形

統計截止日：1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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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 積極作為

衛生局
積極

防疫作為



13

統計截止日：109年2月7日



14統計截止日：109年2月9日

本局自2月2日起自2月9日止共接獲中央配撥口罩六批次，共計80萬6,300片(如下表)，本局依

據中央規定分配原則均已完成配撥領用。

批次(日期)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第六批 總計

總數量(片) 118,000 135,700 56,000 169,750 164,500 162,350 806,300

2/2 118,000

2/3 93,700

2/4 42,000

2/5 56,000

2/7 169,750

2/8 164,500

2/9 16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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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時時監測並轉發中央發布之最新疫情及防疫作為。

(二)輿情：即時監測各社群網路、新聞媒體意見，及時提供正確防疫資訊。

網路輿情 處理成效(主動積極處理並發布新聞)

1/26（網路）西屯區一位民眾從武漢
返台後到處外出聚餐，引起民眾恐慌。

武漢返台男子「台中趴趴走」衛生局今午找到人
男子武漢返台趴趴走再不配合將罰1萬~15萬元

2/6（網路）河南返台陸配趴趴走
網散播陸配返台趴趴走假訊息中市府：嚴辦
造謠轉發中市「疫情漏洞」綠議員也踩紅線

2/7（新聞）【台中現場】梨山地區
仍無口罩到貨 居民罵「我們是次等
公民嗎！」

口罩實名制販售上路 梨山衛生所提供服務
梨山衛生所有口罩可買了每天供應250片
口罩實名制和平區藥局少梨山衛生所提供服務

一、新聞、輿情

武漢返台男子「台中趴趴走」 衛生局今午找到人 _ 政治 _ 新頭殼 Newtalk.pdf
男子武漢返台趴趴走 再不配合將罰1萬_15萬元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pdf
網散播陸配返台趴趴走假訊息 中市府：嚴辦 - 社會 - 中時.pdf
造謠轉發中市「疫情漏洞」 綠議員也踩紅線 - Yahoo奇摩新聞.pdf
口罩實名制販售上路　梨山衛生所提供服務 _ 中彰投 _ NOWnews 今日新聞.pdf
梨山衛生所有口罩可買了 每天供應250片 _ 肺炎防疫搶物資 _ 生活 _ 聯合新聞網.pdf
口罩實名制和平區藥局少 梨山衛生所提供服務 _ 地方 _ 中央社 C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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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局官方網站建立「中國武漢肺炎專區」（首圖顯示最
新訊息），並配合中央每日更新最新防疫資訊（1/22-
2/9期間計更新71則）。

(二)統籌運用各項媒體通路進行衛教宣導跟政策溝通。

1、自製圖卡。

2、拍攝《我的保健室》專題系列影片

3、轉發相關官方LINE及臉書。

4、全國廣播免費協助宣傳：

(1)已提供本市照顧偏鄉民生新聞（梨山地區販賣口罩）
請協助以口播稿方式宣傳，持續將播報相關防疫新
聞。

(2)後續將透過廣播公司官網放置相關宣傳影片，協助
廣為宣傳。

二、衛教宣傳

【燈會特別篇】.MTS
【燈會特別篇】.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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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派人力於副燈區進行武漢肺炎衛教宣導

 透過多元管道衛教溝通(於救護站、哺集乳室張貼防疫宣導海報)

 主展館花舞館及密閉展館

入口處量體溫

張貼告示並宣導戴口罩始得進入

提供洗手設備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經醫護評估後，提供口罩使用並輔導就醫

 各負責任區之局處應負責該場區環境消毒(漂白水)，每日至少二次。

 工作人員自主健康監測，生病不上班。

 哺集乳室提供防疫配備(75%酒精、乾洗手液、洗手乳、500ppm稀釋
漂白水)、定期環境消毒

安心賞燈，我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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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家隔離：確診個案之接觸者，由衛生局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要求個案居家隔離14

日禁止外出，並由衛生局每日2次主動追蹤健康狀況(2月2日起啟動智慧手機監控機制)。

如有違反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截至2月10

日衛生局共計追蹤66位確診個案接觸者。

二、居家檢疫：入境旅客如來自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二級以上流行地區，由機場檢疫

人員開立居家檢疫通知書，民眾應配合居家檢疫14天不外出，並由民政局/里長或里幹

事每日進行健康關懷，如有症狀者將轉由衛生局安排就醫。截至2月10日民政局持續追

蹤1,152人。

三、健康追蹤：入境有症狀旅客，如經檢疫人員評估後如個案無需後送就醫，除衛教個案

24小時內就醫，並由衛生局啟動社區健康關懷機制，持續每日追蹤個案健康狀況14天，

截至2月10日衛生局持續關懷共計207位個案。

四、自主健康管理：中港澳入境無症狀旅客，通報個案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

截至2月10日衛生局持續關懷共計92位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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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央會議：

1/08中國大陸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我國應變整備縣市衛生局說明會

1/2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衛生局說明會

1/24健康關懷作業說明會

1/30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作業說明會

1/31地方政府民政衛政體系防疫應變協調會議

2/04二級疫區送檢回溯追蹤討論會議

2/05嚴重特殊傳染病研商後送機制會議

2/06應變醫院啟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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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會議：

召開6次市府防疫會議 (含2次專案報告)

本局會議：

召開13次本局防疫會議

召開衛生所防疫人員防疫處理流程說明會

召開醫院人員防疫處理流程說明會





1. 每人一次限購2片(10元)
2. 依身分證末一碼,購買日期規定如下:

星期一、三、五→奇數
星期二、四、六→偶數
星期日→不限

3. 一人僅能代購一卡又並依購買日期規定購買
4. 每日各販售點成人口罩200片,兒童口罩50片

• 本市29行政區800餘家健保藥局配合販
售

• 商請本市4大藥師(生)公會動員協調聯繫
各藥局會員

• 與中央及地方公會運用LINE群組即時解
決藥師問題

『臺中市即時口罩地圖』貼心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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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口罩實名販售上路盧市長實地訪視健保特約藥局



2/6 2/7 2/10 2/11

中央開始實施
實名制販售口
罩(和平區前山
僅 2家健保特
約藥局)

為保障梨山居民
權益，本局緊急
調用儲備口罩，
供梨山衛生所販
賣。

梨山衛生所
開始販售中
央配送口罩

販賣地點及時間

•梨山衛生所（自2月7日起）：
周一至周五上、下午；周六及周日上午

•平等衛生室（預計自2月13日起）：
周一下午及周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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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物資業者輔導查核
(一)1/30盧秀燕市長至本市醫用口罩製造工廠視察，了解

口罩供貨及物流進度。
(二)1/30配合本府經發局及法制局辦理「臺中市政府防疫

物資通路聯合訪查」，抽訪大賣場、超商及藥粧點33
處，無查獲違規情事。

二、食品業者輔導查核
(一)臺灣燈會各展區攤商全面輔導配戴口罩，於展期間加

強攤商輔導及稽查。
(二)加強食品餐飲業者宣導：請各相關公協會轉知相關業

者，依據食藥署於 1月 29日公告，食品接觸且有影響
產品之衛生安全的工作人員配戴一般口罩，加強衛生
安全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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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特

別感謝及肯定本府順利安置檢疫

所。

109年2月8日蔡總統因應武漢

肺炎疫情燈會籌辦需更多心力，

肯定市府團隊努力讓燈會順利

開燈。

本府「率先」成為第一個設立二

級防疫指揮中心，中央肯定本府

態度及作為。



敬致衛福部疾管署

臺中市盧秀燕辦公室、台中市衛生局長辦公室 鈞鑒

收信平安!祈神為我門台灣帶來好運，抗肺炎成功!

一、武漢肺炎肆虐之際，我看到了全國公部門的戰戰兢兢，日夜24小時
努力從公，不辭辛勞的偉大精神，令我同家人，至親好友知者，都十
分感佩。因此於目前1922和電話向台中市府衛生局吳科長表達敬意，
祝福我們全國在神的恩典下，安然度過難關。

二、2月6日下午3點7分市府衛生局吳科長(25269813來電)道出市面為買
口罩，有人表示不滿的意見；也感謝我去電表示支持全台中市府公部
門，為此次災難的精神鼓勵。

三、事實上我本人已經由公部門退休下來，自以為能在尚有利用價值的身
心尚稱不錯，還好的狀況下，能為社會多做點事。就如宗教信仰上得
到的啟示:能去骯髒和需要的地方做點有益同胞、社會、國家的小事，
若能積揚廣大公民的力量，不也是能成就大事一件，則台灣可以安定、
健康、快樂!(並付上易經臨卦十九大事臨頭，心莫慌各一份)

四、我是一個承受許多災難的過來人，但我感到古言”一命、二運、三風
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沒有怨言，甘願再付出，不知我能做什麼?
在今天先告知我好嗎?並在最後祝大家平安渡過災難，台灣會更好!真
誠的好朋友陳○奎敬上

109年2月7日中午 臺中市潭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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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目前尚無本土案例、無社區傳染，
感謝中央及市民的肯定，我們將會持續努力





一、防疫作為

 1.民政局：於辦公室入口明顯處張貼警示及防疫宣導海報，備妥額溫槍

及手部消毒設備，供本局同仁及洽公民眾使用。

 2.所屬機關：第一線服務人員及臨櫃人員強制配戴防疫口罩，另提供額

溫槍及手部消毒設備，供同仁及洽公民眾使用。

二、防疫物資準備：

 1.民政局所屬機關、各區公所防疫物資整備：口罩庫存29,000片，消毒

酒精庫存866公升，額溫槍133支，耳溫槍93支，手套358雙，護目鏡

223副，隔離衣117件，漂白水412瓶，乾洗手123瓶。

一、民政局-1



 2.2月1日至衛生局領用「居家檢疫手機」共237支，當日點交予各區公

所。截至2月9日止各區公所應發35支，實發數31支。(未發出原因：

2人未成年、2人已出境)

 3.調查民政基層人員口罩需求，經衛生局配發戰備口罩4,600片，2月3

日控管並發送給協助防疫之民政人員及居家檢疫人員。2月5日再獲衛

生局配發2,250片。

三、其他：截至2月10日止本市關懷人數共計1152人

一、民政局-2

關懷名冊項目 原關懷人數 現關懷人數

居家檢疫 964 1152



一、防疫作為

1.本局已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對策及QA，公告各校配合調整活
動及行事曆，近期皆避免大型聚會或活動。

2.已開學之幼兒園教職員生入園執行防疫三步驟（量體溫、消毒及戴上口
罩），家長一律戴口罩在門口接送幼童，訪客距教學區保持至少2公尺距離。

3.補習班及課後照顧中心配合每日進行環境清潔及消毒，宣導師生戴口罩、
肥皂勤洗手、入內前測量體溫。

4.因應中國全省市已列為二級流行地區，本局業依教育部指示2月6日起請各
校針對前揭地區返國需居家檢疫14天之學生，妥為安排學生檢疫措施，並配
合民政單位進行追蹤。

5.本局網站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訊息同步更新防疫資訊。

二、教育局-1



二、防疫物資整備

1.教育部配發之兒童備用口罩(計1,504盒)已於2月6日即時配發私幼。

2.本局業發放本府衛生局製作之衛教宣導海報予各級學校、幼兒園及
補習班等運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

3.本局業已盤點各級學校防疫物資存備情形，並督導部分防疫用品極
度缺乏之學校(如:未配有額溫槍或物資已損壞者)儘速補齊。口罩等物
資持續向中央爭取配發。

4.考量後續防疫需求，各級學校如有不足之部分由本局另案補助經費
採購。

二、教育局-2



一、防疫作為

 1.本局及所屬機關、所轄外館執行監看與更新防疫網站資訊、印製
防疫宣導單張、落實自我檢核等防疫事項。

 2.督導本市所轄社福機構依據中央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
染管制措施相關指引等規定，落實防疫措施。

 3.輔導及鼓勵本市身障日照、老人日托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等
社區型服務據點於服務期間配合防疫措施。

二、防疫物資整備：配合衛生福利部發給口罩之數量，發放相關單位或個人。

照護機構、復康巴士之第一線服務人員。

 2月10日起發給獨居老人及獨居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關懷口罩」，
由區公所就近協助發送或領取，最及時最在地送到市民手中。

三、社會局



一、燈會防疫作為

 1.於109年01月22日辦理「2020台灣燈會緊急應變演練暨臺中市109
年災害防救演習」，為加強園區內疫情監測工作，加強民眾賞燈安
全，本次演習特別模擬現場參觀民眾疑似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由燈會園區內醫護人員加強衛教宣導並實施醫療隔離處置。

 2.本局目前責定六個分隊(主展區有后里消防分隊，副展區有南屯消
防分隊)做為專責載運由衛生局轉報之確診患者。倘個案經由通報醫
院採檢送驗後，若經檢驗確診陽性，由衛生局通知本局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就近派遣專責救護車，將病患由住家送至指定收治醫院隔
離治療患者。

 3.本局於燈會設置消防站執勤同仁全面配戴口罩，並於執勤前到醫
護站測量額溫。

四、消防局-1



二、防疫物資整備

 1.防護裝備：防護衣有175套、N95口罩389個、護目鏡266個、外科口罩1789盒(50
片)供本局各大(分)隊執行緊急救護使用。

 2.清消物資：漂白水(20L)38桶。

 三、擬定疑似患者救護流程、確診患者載運規劃及廳舍人員防疫管理。

 1.業依「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載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通
報並轉知所屬，落實執行感染管制，確保同仁執勤安全。

 2.為有效進行疫情控管，本局規劃六個專責分隊，專責載運由衛生局轉報之確診患
者。經衛生局通報將病患由住家送至指定收治醫院隔離治療。

 3.因應衛生福利部集中隔離檢疫，本局規劃專責救護隊於集中隔離期間進駐春社分
隊做為專責載送收容人員至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4.截至2月10日16時止，本局共載送37例疑似個案(35例均排除，2例尚未排除)

四、消防局-2



(一)防疫作為
 1.2/2起配合執行「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監測管制
136人，至2/9續監測管制41人，接收異常警報56件11人，經查均無違
反擅離住地範圍規定，純係手機設定及電信系統誤報所致。

 2.1/28-2/9配合市府衛生局、民政局請求及警政署交查協尋居家隔離、
檢疫或健康關懷失聯對象57人，均已尋獲。

 3.2/6起配合「口罩販售實名制」措施，本局加強健保藥局周邊巡邏及秩
序維護，如有民眾發生爭執、糾紛情事，立即派員協處。

 4.查處假訊息：本局目前查獲並已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有3件。
 5.全日派2員持續執行本市轄內集中檢疫場所周邊安全維護工作。
(二)防疫物資整備
 1.警政署已向中央爭取自2/7起由該署統一配發各警察機關執勤員警口罩

，本局已轉發各外勤單位，並要求應撙節使用防疫資源。
 2.各勤務單位均已設置乾洗手(或消毒液)及額(耳)溫槍，提供及宣導同

仁與洽公民眾加強防疫自主管理。

五、警察局



燈會接駁防疫四部曲

六、交通局-1



工作人員及駕駛員

•服務人員及接駁車駕駛於
執勤前量測體溫，並於執
勤中確實配戴口罩

•若於執勤前或執勤中發現
類似感冒症狀或身體不適
應立即暫停服務

六、交通局-2



駕駛執勤時配戴口罩

六、交通局-3



防疫措施-接駁站
•乾洗手液(供乘客使用)

•額溫槍(乘客有需要時可協助)

•消毒器具(環境消毒)

•相關防疫文宣

•關懷帳篷

六、交通局-4



防疫措施-接駁車
•接駁趟次待班時間、回站
後消毒

•配置
•乾洗手液(須每日更換)
•口罩(少許，不主動提
供)

•依疾病管制署指引，消毒
人員須配戴口罩、手套、
防水圍裙或防護衣

六、交通局-5



乘客上車前，提供民眾乾洗手消毒

六、交通局-6



若有乘客不適時
•先保護自己

• 確認口罩是否確實戴好
• 撿拾物品或接觸對方建議隔衛生紙、紙巾、手帕或手套

•通報服務中心協助
• 通報重點：位置、乘客性別、大約年齡、主訴、之前發生什麼事

•引導乘客至關懷帳篷或合適地點休息
• 若無法移動，建議與其他民眾區隔1公尺以上
• 合適地點不可以是接駁站的上風處，避免病菌透過空氣傳播

•通報指揮中心後，協助乘客至附近醫療站，後續由駐燈會醫療人
員協助就醫

六、交通局-7



防疫作為：
每週定期執行辦公廳舍公共區域消毒，隨時檢查消毒液或洗手乳存量，並
視疫情嚴重程度加強公共區域消毒頻率。

辦公廳舍第一線與民眾接觸同仁皆配戴口罩，並設置告示牌，提醒洽公民
眾勤洗手及口罩配戴時機，維護市民及同仁健康。

109年2月4日凌晨出動消毒車2輛及6人次隨車執行本市集中檢疫場所環境消
毒作業，後續每日進行該場所周遭公共區域環境消毒；另同日查核並要求
該場所產生污水務必落實消毒。

已整備清潔隊員相關防護設備，並製編相關宣導單張加強清潔隊員自身防
疫保護衛教宣導。

七、環境保護局

集中檢疫場所環境消毒作業109年2月8日完成州廳消毒作業張貼戴口罩時機宣導圖卡



 1.每週一上午8時30分定期召開本局因應防疫整備工作會議，截至本
週已召開3次並列管各項防疫工作執行事項。

 2.2月6日將衛生局提供之防疫宣傳海報併同防疫衛教宣傳公文函送
本市各旅宿業張貼宣傳，並派員訪視宣導本市旅宿業第一線服務
人員應配戴口罩、勤洗手，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3.2月7日配合發布勿住日租套房新聞，向民眾宣導日租套房等非法
旅宿未經衛生及觀光等機關審查合格，潛藏防疫死角，籲旅客千
萬勿入住，出遊應慎選合法旅宿。

 4.本局轄管旅客服務中心、自行車道、登山歩道及風景區等張貼防
疫文宣，並要求工作人員(含志工)於執勤時配戴口罩、勤洗手，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5.2月10日因應武漢肺炎對觀光衝擊，邀請全國觀光相關產官學各界
意見領袖共商因應策略，並研商中長期台中觀光發展。

八、觀光旅遊局-1



 1.園區開園期間每30分鐘進行防疫衛教廣播，提醒遊客勤洗手，若身
體不適應佩戴口罩並儘速就醫。

 2.園區內市府同仁、職工、志工及美食區服務攤商，於值勤服務期間
均配戴口罩，勤洗手，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3.園區內救護站配備額溫槍，倘經救護站醫護人員確定有發燒咳嗽等
情形後發口罩予該遊客配戴，並詢問其旅遊史作成紀錄後，協助其
送醫就診。

 4.定期進行園區外圍及內部環境全面消毒，定時檢視園區廁所之洗手
乳及酒精乾洗手液，每半小時針對各處廁所把手進行消毒清潔，讓
民眾安心來賞燈。

 5.持續加強燈會美食區環境清潔，增加休息區座位消毒頻率。

八、觀光旅遊局-台灣燈會副展區-2



 1.每日開園前檢視是否依規完成燈區內之公廁清潔並放置放洗手乳等。

 2.環保局已於2月7日展區內之戶外及室內展館業完成消毒。

 3.燈會期間要求本局轄管工作人員一律戴上口罩，並注重自我健康管
理等防疫作為，讓民眾安心來賞燈。

 4.燈區內「科學攝影-驚豔新親野」特展採人流管制，請民眾戴口罩
後再入場。

八、觀光旅遊局-燈會主展區之動物狂歡燈區-3



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