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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11月，中國武漢地區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
「COVID-19」疫情。

2020年1月23日我國中央政府將防疫指揮中心提高二
級開設，本市超前部署疫情應變指揮中心預先於1月22
日即提前二級開設，並於2月28日上午9時30分提升為
一級開設。

本府於疫情應變指揮中心成立時，於每週三上午召開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指揮中心防疫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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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居家檢疫背景說明
因應全球疫情升溫，中央指揮中心也陸續宣布，除了一開始中國
大陸（含港澳）、韓國、義大利、伊朗等國家來台之人員須居家
檢疫14天。

持續更新宣布3月17日起原已列為第三級的義大利，其他歐洲申
根國家、含東歐、北非、中東及中亞等國家及杜拜（含轉機）以
及3月19日起亞洲19國及美國3州，自上述地區來台之人員皆須居
家檢疫14天。

3月18日中央指揮中心宣布回溯3月5至3月14日從「歐洲」包括下
列國家/地區：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荷蘭、比
利時、盧森堡、丹麥、芬蘭、瑞典、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波
蘭、捷克、匈牙利、希臘、馬爾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冰島、挪威、瑞士、列支敦斯登、英國、愛爾蘭。另含埃
及、土耳其與杜拜入境民眾（含轉機）來台之旅客皆須居家檢疫
14天。

3月19日所有自外國入境人士皆須居家檢疫14天。

爰本市居家檢疫人數遽增突破11,3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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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居家檢疫背景說明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持續擴大，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擴
大居家檢疫對象，
防疫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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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為期14天，期間須留在
家中或指定地點，不得外出或出
國，也不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目前對於感染風險人員，實施三種追蹤機制

貳、居家檢疫背景說明

自主健康管理
1.申請赴港澳獲准者
2.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
解除隔離條件者

3.自「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第一級、第二級國家返國者

居家檢疫
1.有中港澳旅遊史（含轉機）、
韓國、義大利、伊朗。

2.歐洲申根國家、含東歐、北非、
中東及中亞等國家及杜拜（含
轉機）。

3.亞洲19國及美國3州。
4.回溯3/5-3/14「歐洲」含埃及、土
耳其與杜拜入境民眾（含轉機）。

5. 3月19日所有自外國入境人士。

居家隔離
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應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或旅遊；若需
外出也要全程配戴外科口罩。

追蹤管理

民政單位

追蹤管理
衛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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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執行居家檢疫作業程序

參、居家檢疫執行概況

符合居家檢疫對象

各港埠檢疫人員開立
1.旅客入境健康聲明
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2.匯入防疫追蹤系統

里長/里幹事

1.依系統檢疫對象進行
14日電訪關懷

2.並填報個案健康情形

1.個案違反居家檢疫
相關規定

2.個案健康情形出現
症狀

區公所/警政單位

1.到場訪查開立書面紀
錄表、蒐證

2.函送本府衛生局裁罰

居家檢疫期滿

衛生單位

1.有症狀者由衛政單位介入送醫

2.按各單位舉發事證依法予以裁罰

無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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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執行居家檢疫統計情形

參、居家檢疫執行概況

1月24日至3月29日止居家檢疫關懷人數總計11,357人；

由本市各區公所里幹事/里長針對轄內個案進行14日電話
關懷個案及家人身體狀況，且提醒居家檢疫注意事項。

8

0 161218 6 4 4 2 2 1

156144133133

323
394

478
512

363

121
67

384

474343

441

2

139
213

66
0

5585
303326 0

36

152

74
414445

133
58

11

88
26365546

3

188182
144

704

978

802

881

1101

423446

323

454

313
273

232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人
數

日期

本市每日居家檢疫人數統計表



本市執行居家檢疫安置情形

參、居家檢疫執行概況

對於需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但於原住所（含旅館/
飯店）入住遭遇困難者，協助安置至集中檢疫處所執

行居家檢疫人數截至3月29日共計15人。

執行居家檢疫現場訪查，發現違反居家檢疫規定並函

送本市衛生局依法妥處截至3月29日共計64人。

有特殊原因無法於原申報檢疫地點且無症狀之居家檢

疫者，申請檢疫地址變更者截至3月29日共計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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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提供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包

參、居家檢疫執行概況

市府也特別提供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民眾一份「臺中
市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包」，(內含口罩、體溫
計、關護中心服務資訊、市長關懷信、衛教資訊、電
子書單、企業捐贈線上電子雜誌及環保局提供垃圾袋
)，由里幹事/里長協助發送至居家檢疫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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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提供居家隔離及檢疫防疫物資包

參、居家檢疫執行概況

由慈濟基金會捐贈「安心祝福包」、味丹企業泡麵、裕珍
馨奶油酥餅、鳳梨酥、愛心食物銀行物資及企業捐贈精油

香皂等之臺中市居家隔離及檢疫物資包，亦陸續發送
至各區公所，提供居家隔離與檢疫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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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整備

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民政局所屬機關、各區公所防疫物資整備：口罩庫
存86,740片，消毒酒精庫存1,178.5公升，額溫槍194
支，耳溫槍105支，護目鏡467副， 一般隔離衣33
件，連身防護衣74件，漂白水382瓶，乾洗手118
瓶。
本局依疫情需求進行滾動式盤點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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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台中市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中心
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臺中市政府「超前防疫」於2月26日成立台中市居家隔離及
檢疫關護中心，針對全市正在進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的
市民，可撥打專線04-22289111分機21696、21697、21698，
假日及24小時防疫諮詢專線 0928-912-578、1999及民政局居
家檢疫專線0988-128-807由專人提供諮詢，包含衛生醫療、
生活協助、法令諮詢、心理關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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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中心工作分組
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本府民政局、衛生局、社會局、勞工局、教育局，以上各局處每日指派1人輪值，其
他局處人員視需要由指揮官調度之，並建立跨局處聯繫窗口及橫向聯繫工作群組。

 關護中心預擬Q&A提供輪值人員完整資訊，以落實對於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市民之生
活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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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台中市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中心各組別受理件數

統計日期：109年2月27日至3月29日止

民眾致電台中市居家隔離及檢疫關護中心，以諮詢居
家隔離/檢疫者醫療、身體健康及請求生活協助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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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本市居家隔離及檢疫中繼會館

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目前部分居家隔離及檢疫者無法覓得適當場所進
行居家隔離及檢疫，針對上述情形現正規劃本市

相關適當空間，作為本市居家隔離及檢疫中
繼會館。

設置本市居家檢疫替代所

本市為因應近來需求民眾人數大增，積極尋求本
市其他適合場所，日前透過公私協力，設置本市

「居家檢疫替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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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本市居家檢疫替代所收費及配備

17

館 別 A B C

間 數 30 90 43

收 費
(入住時收費)

2000元 3000元 2500元

大 小 約5坪 約8-10坪 約7-10坪

對 外 窗 有 有 有

停 車 位 6 42 無

其 他 1. 獨立空調
2. 電視
3. 冰箱
4. WIFI
5. 快煮壺

居家檢疫替代所截至3月29日前申請170件，累計核准161件
(含46件撤案)；2件駁回；7案自行撤案 ; 目前入住93 人。



設置居家檢疫、居家隔離交通車接駁

肆、居家檢疫防疫作為

依下列派送地點及受關懷照護對象之健康狀況，擇定由本府消防局

派救護車、衛生局派民間救護車、秘書處及衛生局之公務車、交通

局規劃之防疫計程車及警務車協助交通移動。
     車種 

送達點 

救護車 

(衛生/消防局) 

防疫公務車 

(秘書/衛生局) 

防疫計程車 

(交通局) 

警務車 

(警察局) 

集 中 

檢 疫 所 

● ○自 ○自  

中繼會館 

 

● ○自 ○自  

醫療院所 

 

●消防局 ○自 ○自  

違 規 

強制安置 

●+戒護  ○+戒護 ○ 

 備註: 期滿不在此表
(一)「○」:沒病癥
(二)「●」:發燒或呼吸道病癥(配戴口罩、手套、防護衣)
(三)「自」:自行配戴口罩前往，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防疫計程車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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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日嚴峻，市府全體繃緊神經全力
投入防疫工作，民政單位目前累積居家檢疫電話關
懷已達1萬1千多人次，防疫工作瞬息萬變。
本市除採最高規格做法超前部署外，更積極尋找企
業共同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以公私協力方式，強化
防疫能量。透過確實落實居家隔離及檢疫，守護市
民的健康、挺過這次的嚴峻疫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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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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