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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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48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較昨日新增

4,056例，1,700例死亡。

二、國際疫情：

除台灣之外，國際間累計764例確診病例，分布

於27個國家/地區 (新增埃及 )；國際運輸工具

（日本鑽石公主號）355例、日本49例、泰國34

例為多；其中3例死亡，分別為菲律賓、香港及

日本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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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17)日國內新增35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

報個案，目前累計通報1,843名個案，含20名

確診、1例死亡，1,755名排除、餘隔離檢驗中

(42名初驗陰性、其餘待檢驗)。

四、臺中市疫情：

自109年1月15日起至2月16日止，本市共計通

報139例個案，131例排除，8例檢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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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警查核，實地確認各指定隔離醫院整備情形：分流看診

機制、個人防護裝備、物資儲存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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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查核5家(包括3家醫學中心、2家區域

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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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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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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隔離醫院

豐原區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3 11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18 7

西屯區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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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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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沙鹿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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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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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總計 93 70

臺中市負壓隔離病床使用情形

統計截止日：109年2月16日15:30

負壓隔離病床總床數：93床
可使用數床數：70床

研議醫院單人房可變隔離病房數為154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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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療院所/機構工作之人員

(2)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3)協助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相關工作之民政、警消、

環保、教育、交通運輸等相關單位人員

(4)經地方主管機關開立「居家檢疫通知書」、「健康關懷通知

書」、「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配發地方政府分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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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自2月2日起自2月
16日止共接獲中央配
撥口罩13批次，共計
332萬165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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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口罩、外科等級口罩已由中央配撥

護目鏡
全身式防護衣
一般隔離衣

尚須請中央配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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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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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市民購買便利性
及就近性

紓解藥局人潮

臺中市30家衛生所全數加入販售行列

從市民的需求 我想到

成人口罩全數完售
(和平區除外)

衛生所「得來速」口罩販售方式
2/7梨山衛生所

實名制販售口罩

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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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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居家檢疫/隔離對象裁處及安置流程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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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會議：

召開7次市府防疫會議 (含2次專案報告)

2/17中臺灣區域治理平台-因應新冠肺炎聯
合防疫視訊

本局會議：

召開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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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本市六大醫事公會(中醫、西醫、牙
醫)、四大藥師(藥劑生)公會等代表共同討論
防疫作為(包括診療、通報、物資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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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lOu_p-HaaMqqaLJ4KBRjL2dB3WlDP3I/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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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燈會在台中，為落實防疫工作，本府依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公眾集會因應指

引，訂定「台灣燈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作業指引」

觀光旅遊局加強展區防疫衛教宣導

交通局交通接駁防疫

環保局針對展區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經發局要求攤商做好防疫及衛生管理

社會局加強志工及服務人員自主健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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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展館花舞館及密閉展館

張貼告示並宣導戴口罩始得進入

提供洗手設備

安心賞燈，我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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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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9

 防疫視同作戰，面對疫情不過分恐慌也絕不鬆懈

 積極配合中央各項防疫措施

 感謝各界肯定與支持，各局處、各里鄰長大力幫忙協助居家檢疫人
員的追蹤，更需全體民眾極力配合及精確落實

 落實各項防疫措施才能打贏這場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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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針對居家檢疫個案，本局作為如下：

(1)本局接收內政部民政司之居家關懷名冊後，立即通報各區公所啟

動關懷機制，由里幹事進行14天電話關懷，並清楚告知居家檢疫

間不得外出。

一、民政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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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幹事親自至居家檢疫地址現場訪查，倘發現個案未落實居家檢

疫或隔離，里幹事將立即通報衛生所及轄區分局協助查訪，並詳

實紀載於紀錄表，移送衛生局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

(3)生管處已備有防疫設備(如口罩、隔離衣、手套、護目鏡、消毒

用品)及屍袋等，如須處理遺傳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將

依規做好多重防護及明確標識，並於24小時內完成入殮火化，妥

善辦理火化後屍體處理等殯葬事宜。

一、民政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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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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片，消毒

酒精庫存845公升，額溫槍138支，耳溫槍95支，護目鏡223副，隔離

衣117件，漂白水420瓶，乾洗手127瓶。

三、其他：截至2月16日止，本市居家檢疫關懷人數共計2,380人

一、民政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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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作為

1.2月13日已召開本局第3次防疫工作小組會議，盤點開學前各項防疫措施整備。

2.本局已規劃於開學前召開校長會議，向各校進行衛教宣導及各項防疫措施佈
達。

3.本局刻正研訂校園發生確診個案時學校緊急標準作業程序（緊急應變措施、接
觸者隔離、消毒等工作內容），將周知各校依流程配合妥為準備。

4.本局製作開學衛教宣導素材供教師教導學童自我防護方式。

二、防疫物資整備

1.防護裝備：衛生局已配撥醫用平面口罩29,147片、本局採購額溫槍332支。

2.清消物資:教育部將於2/17-2/21再配發500瓶酒精(4公升)予私立幼兒園及各補
習班、課後照顧中心使用。

二、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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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週持續定期召開本局防疫整備工作會議，加強各項防疫措施及
減緩各項對觀光產業之衝擊，局內已召開4次。

 2.持續派員訪視各旅宿業之防疫整備，避免防疫死角加強宣導勿住
日租套房等非法旅宿，以提高旅客至本市觀光住宿意願與信心。已
訪視150家。

 3.未來將針對旅宿業從業人員辦理相關品質提升教育訓練，包括星
級旅館及好客民宿之服務品質訓練、穆斯林友善認證等課程，提升
專業職能，將危機化為轉機，塑造本市旅宿品牌形象及產業轉型升
級。

 4.配合中央政府因應疫情對國旅補助、業者軟硬體改善及營運負擔
減輕紓困等方案，如正式發布即主動爭取預算，以協助業者度過難
關。

三、觀光旅遊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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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籌辦大坑生態教育解說及我是登山王等戶外活動，營造安全、友
善、健康的旅遊環境提高遊客出遊意願。

 6.訂於3月中旬推動本市「旅宿業分級管理實施計劃」，並同時加強
日租套房等非法旅宿之查緝取締。

三、觀光旅遊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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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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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強美食區環境清潔，增加休息區座位消毒頻率。

三、觀光旅遊局-台灣燈會副展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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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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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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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燈區內「科學攝影-驚豔新親野」特展採人流管制，並請民眾戴口
罩後再入場。另已於2月14日完成第二次室內消毒。

三、觀光旅遊局-燈會主展區之動物狂歡燈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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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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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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物資整備

1.防護裝備：防護衣有70套、N95口罩343個、護目鏡266個、外科口罩1738盒(50片/
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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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10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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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5時止，本局共載送46例疑似個案(45例均排除，1例尚未排除)

四、消防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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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為
 1.持續執行居家隔離、檢疫對象違反規定擅離住居地之協尋、裁處及

強制安置工作。

 2.持續執行本市轄內集中檢疫場所及口罩工廠周邊安全維護工作。

 3.查處假訊息：本局目前查獲並已移送臺中地檢署偵辦有5件。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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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2/17配合市府衛生、民政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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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人，均已尋獲。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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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人，至2/17續監測管制1,478人。

五、警察局



一、防疫作為

防疫衛教：109年1月30日函文予本市18家客運業者張貼於車輛及場站，
要求從業人員宣導相關防疫作為；另於109年2月12日至台灣燈會計程車排
班區向駕駛進行防疫宣導，其餘尚有在CMS、APP、即時交通資訊網等介面
宣導相關訊息。

。

六、交通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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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注意事項宣導單張：行經臺中國際機場公車路線增加張貼。

本市公車及接駁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作業指
引：草案已完成撰寫，並於2月2日與本府衛生局確認相關內容尚
稱完整，將儘速與業者討論後公告實施。

燈會接駁防疫記者會：109年2月4日辦理，宣導民眾安心搭乘接駁
車，開幕至今運作情形尚稱良好。

六、交通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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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物資整備

口罩配給穩定：於109年2月7日
交通部路政司「武漢肺炎交通
產業使用醫療口罩研商會議」
中爭取防疫期間每日市區公車
2,112片及燈會期間每日接駁車
650片及計程車司機8,050片口
罩需求，並獲交通部同意提供
每日10,800片配額。

六、交通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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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部分目前由聯管會協助發送
給各業者，計程車部分已於109
年2月13日召開本市計程車駕駛
防疫口罩會議，將交通部每日配
給防疫口罩於各計程車公工會、
車隊、車行、合作社，並公告自
109年2月13日下午3時起開放車
籍為台中市計程車駕駛購買；每
片口罩5元，原則每位駕駛每次
最多購買10片，並於10天後才可
再行購買。

六、交通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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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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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整備清潔隊員相關防

護設備，製編相關宣導單張加強清潔隊員自身防疫保護衛教宣導。

針對本市集中檢疫場所周遭公共區域定期執行環境消毒；另要求該場

所產生之廢污水收集處理設施務必落實消毒(期程:2月4日至2月18日)。

為提供民眾安心的乘車環境，本局業與市府交通局合作於文心拖吊場

(2月17日起)及崇德拖吊場(2月18日起)協助計程車業者進行車輛消毒

防疫作業。

七、環境保護局-1



二、防疫物資整備(統計至109年2月17日)
N95口罩7,395片、醫用外科口罩14,152片及醫用活性碳口罩29,779
片、兒童口罩1,200片。

連身防護衣2,880件、護目鏡1,296個、額溫槍51支、耳溫槍14支。
酒精411.4公升、漂白水1772.1公升。
三、其他
針對本市交通場站、KTV、健身房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查核及宣導；另
持續主動稽(巡)查轄內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廢棄物清理方式。

為讓民眾安心賞燈，本局於109年2月14日進行燈會展區全面性消毒，
針對流動廁所及固定式廁所之廁間門把每30分鐘以酒精消毒，廁間
地板定時以漂白水清洗。

一、OO局-2
七、環境保護局-2

燈會展區全面消毒燈會廁所定期消毒



一、防疫作為

1.本局及所屬機關、所轄外館防疫作為：定期召開防疫小組會議、防
疫網站資訊監看與更新、印製防疫宣導單張、訂定媒體事件處理流程、
落實自我檢核與實地抽查、辦公環境場域消毒及衛生維護、即時宣導
轉達防疫訊息、第一線服務人員配戴口罩及雙手消毒。

2.在機構型方面，督導防疫：督導本市托嬰托育機構、兒少機構、老
人機構及身障機構等社福機構，依「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及「長照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等規定，
落實防疫措施。

3.在社區型方面，輔導防疫：輔導及鼓勵本市身障日照中心、老人日
托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含老人、身障及新住民據點)、新住民中
心、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等於服務期間配合防疫措施。

八、社會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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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作為

4.在遊民照顧方面，協助防疫：加強遊民查訪關懷，並進行防疫資訊
宣導、基本衛教；倘遇咳嗽或身體不適之個案，視情況發給口罩或協
助送醫；另輔導遊民協力單位配合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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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局、所屬機關及所轄外館第一線人員(含家防中心及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之第一線社工員)。

2.照護機構、復康巴士之第一線服務人員。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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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每7天發送每人2片為原則，由區公所就近協助發送或受理領取。

八、社會局-2

49



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