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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燕身為市長，認為防疫不可鬆

懈，台中市除了酒店、舞廳停業，其

他特種行業場所需實施實名制，這

段時間台中連續強力稽查，不是想

剝奪快樂或工作的權利，而是為了

市民的健康，為了防疫，秀燕拜託

大家共體時艱，在家陪陪家人也能很

快樂，出門請注意戴上口罩跟保持

社交距離，保持警戒心做好防疫措

施。

市民最前鋒

市長有話說

台灣在4月中旬曾交出「零確診」好成

績，第一線醫護人員功不可沒！台中市

超過80家企業團體、店家，捐贈超過4萬

5000個物資，由台中市政府媒合，轉贈醫

療院所為醫護加油打氣；台中市長盧秀燕

說，很多人捐出小小物品，但「有愛最重

要」，盧市長戴上「我挺台中」口罩，向

防疫英雄深深鞠躬致敬。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4月15日在台灣

大道市政大樓舉辦「我的台中我來挺」，

捐贈物資感謝醫護活動。

「愛要說出來，愛要表現出來！」盧市

長說，在國人、各界努力下，防疫一度出

現零確診，相較部分國家，台灣疫情相對

緩和，這都要感謝醫、藥、檢、護等防疫

英雄在第一線把關，日以繼夜，各界捐贈

物資給醫護的愛心，期盼早日摘下口罩，

自由行動。

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市民、店家詢問市

府，要怎樣把物資送到第一線醫護人員的

手上，表達敬意？市府決定由經發局媒

合，近日一箱一箱的物資堆疊，一車一車

的送到醫療院所。

經發局表示，企業挺醫護的心意強烈，

包括有World Gym世界俱樂部捐1萬瓶能量

飲料，伊莎貝爾捐1萬8000份麻糬，糕餅

公會捐超過5000個糕餅等，台中飛雁創業

原創漫畫100萬補助徵件
台中市領先六都，由新聞局訂定

「台中市原創漫畫創作補助辦法」，

編100萬元漫畫產業補助金，徵件至

今年6月1日，個人或團體均可申請。

新聞局表示，資格條件不限創作題

材與呈現類型、漫畫家設籍地，但須

是「未完整公開或出版發行」的作

品，並需凸顯地方性，劇情或圖像須

融入「台中」元素。

活 動 詳 情 可 連 結

QRCODE，另可鎖定臉書

粉絲專頁「漾台中」。

職棒首
場球迷進場 台中開打 

實施嚴密防疫作為 盧市長：成為世界指標

我挺台中 逾80家企業捐物資謝醫護

台中市長盧秀燕（左圖）介紹表示有80多個在地企業、民間團體與店家，捐贈50多項、
4.5萬件物資挺醫護、挺台中；並率局處長與企業主，向醫護人員鞠躬（右圖）。

協會及商圈知名店家也捐贈精力湯、牛軋

糖、咖啡包、排骨酥、米餅、煎餅、小籠

湯包、茶包、太陽餅、藥用酒精等物資。

另有元明商店、鯊魚挑嘴、華剛茶業、

永力食品、小林煎餅、大呷麵本家、歐克

佬、巴部屋工坊、黑沃咖啡、裕珍馨、阿

聰師、豐原排骨酥、味榮食品、新月梧

桐、丰丹嚴選、久久津、甜園、臻工夫藝

術工坊、菲采國際、貝登咖啡工坊、悅田

食品等企業響應。

盧市長特別戴上寫有「我挺台中」的口

罩套參與活動，她說，即使是小小物品，

也代表各店家的心意；與會者所戴的口罩

套，都是志工集結愛心製作，表達對台中

的認同與愛，也表達對醫護的感謝。

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長陳文侯表示，醫

護人員在第一線挺身而出，感謝市府與企

業各界的肯定與支持。大台中醫師公會理

事長魏重耀說，新冠肺炎疫情來得又快又

廣，前所未見，這幾個月來各界超前部

署、積極面對，上半場的戰役表現得可圈

可點，很感謝市府匯聚各界愛心，讓第一

線防疫人員無後顧之憂，讓大家看見台灣

人的善良。

盧秀燕市長率經發局長張峯源、衛生局

長曾梓展、新聞局長黃國瑋、社會局長彭

懷真、秘書處長顏迺倫、交通局長葉昭甫、

法制局長李善植、運動局長李昱叡、工策

會總幹事高禩翔市府團隊，深深鞠躬向醫

護人員致敬，也感謝各大企業的捐贈。

中華職棒8日首度開放千名觀眾入場，

台中地主隊「中信兄弟」於台中洲際棒球

場對戰「樂天桃猿」，成為全世界矚目焦

點！市長盧秀燕賽前特別到球場視察防疫

作為，包括實名制、人潮分流、禁飲食等

嚴密措施；她表示，市府與相關單位場勘

開會無數次，只要成功舉辦，將創下世界

指標，成功經驗讓各國借鏡。

盧市長指出，8日是市府第三次正式會

勘，先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中華職

棒、市府跨局處舉辦多次討論及演練，感

謝他們配合，讓比賽更安全順暢，球員們

能夠在安全環境下打球，球迷能夠安心看

球，這場賽事成功舉辦，將不僅創下台灣

指標、更是世界指標。

「一切以防疫為重！」盧市長表示，視

察重點為球場出入口、進場動線、座位間

隔距離等防疫規劃，市府採取最嚴格標準

審查。此外，中職也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最新指引，基於飲食衛生考量，球

場內禁止飲食，但是服藥、補充水分等必

要行為不在此限，喝水後應立即戴回口

罩。

傳染病醫療網中區指揮官黃高彬指出，

這次開放球迷是經過縝密思考所做出的決

定，在盧市長帶領下，市府團隊用心策劃

多場防疫協調會議，相信一定會圓滿成

功，成為全世界體育賽事的指標，做全世

界的榜樣。

運動局長李昱叡則說，職棒球季開打將

近一個月，聯盟與球團防疫皆有充足經

驗，也進行相關演練，有信心做好防疫。

針對此次開放球迷進場，聯盟嚴格執行防

疫規範，除基本的體溫測量及手部消毒

外，更需實名制登記入場、賽前依間距1

公尺以上安全距離完成劃位並對號入座、

全程戴口罩、嚴禁隨意走動，將防疫做到

最好。

盧秀燕市長賽前特別到球場視察防疫作為，希望此次成功經驗讓各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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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尾大橋延伸段工程 中彰更緊密
「國道三號烏日交流道聯絡道

延伸至芬園段新闢工程延伸段」

串聯溪尾大橋，讓台中市烏日區

到彰化縣芬園鄉的時間，從原本1

小時，大幅縮短為7分鐘；台中市

長盧秀燕與彰化縣長王惠美連袂

前往視察工程，表示施工進度達6

成以上，預計明年1月完工，欣見

未來中彰共同生活圈成形。

盧秀燕市長說，台中緊鄰彰

化，生活與經濟密切，為讓交通

往來方便，上任後便與彰化縣長

王惠美連繫，推動跨縣市合作。

溪尾大橋延伸段2018年12月開

工，兩人都緊盯工程，目前已超

前4%，預計明年1月完工。

此外，台中與彰化共同籌編溪

尾大橋延伸段計畫經費，由彰化

縣政府負責取得該地區用地，台

中市府主辦，除如期完成，也需

兼顧工程品質；盧市長感謝雙方

團隊攜手同心，一起為縣市民眾

服務，努力完成溪尾大橋延伸段

的最後一哩路。

王惠美縣長感謝盧市長帶領市

府團隊，讓工程如期、如質施

行；她說中彰是重要共同生活

圈，打通後將連結國3、台14省道

等要道，串聯中彰投交通網絡，

為中部打造更好生活品質。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陳大田

說，溪尾大橋及延伸段兩期工程

是地方期盼已久的指標性工程，

第一期溪尾大橋橫跨烏溪，2016

年11月已先行通車；第二期溪尾

大橋延伸段工程總長約1公里，經

費約5億2968萬元，其中工程費台

中出資61%、彰化縣39%。

他說，第二期延伸段完工後將

串聯國1、國3號、台1乙線、台74

線等道路，建構中彰投30分鐘生

活圈；先行施作的慶光路至貓羅

溪右岸堤防道路1月10日已開放通

行，民眾行駛過溪尾大橋後，可

直行至貓羅溪右岸堤防道路，通

往彰化芬園。

興建中的溪尾大橋延伸段可望於明年1月完工，讓中彰共同生活圈成形。

台中鐵路高架化之後，陸續填平

地下道，目前全市有太原路、圓環

北路、建成路、國光路以及五權路

等5處地下道要填平，2019年底太原

路地下道填平將先開工，今年4月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再啟動豐原圓環

北路地下道填平工程，預計12月完

工。

市長盧秀燕主持豐原圓環北路地

下道填平工程啟動時表示，5處地

下道總工程經費3.1億元，營建署

補助1.7億元，圓環北路預計施工8

個月，建設局降低交通衝擊，「施

工期間交通不中斷」，一邊填平、

一邊維持雙向通車，並且讓寬頻鋪

設一次到位，免得未來再次開挖道

路。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陳大田表

示，豐原圓環北路是串連豐原區的

主幹道之一，地下道填平完工後，

能銜接東北街與東仁街兩處路口，

改善東仁街無法直接銜接至豐原車

站的瓶頸，並串聯綠空軸線、潭心計

畫、綠空廊道，工程規劃一併鋪設寬

頻管道，避免未來再開挖。

太原路、圓環北路、建成路、國光

路、五權路等5處地下道填平後，周邊

「綠空軸線」、「潭心計畫」、「綠空

廊道」相關工程會銜接進行，提升

道路容量、強化地區串聯。

填平再利用 綠空廊道逐漸成形

台中市大智路貫通，8月底即將完

工！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未滿1年，

即成功取得「大智慧學苑」大樓全數

所有權人同意，讓延宕多年的大智路

打通工程正式啟動，她代表台中281

萬位市民向大樓所有權人致敬，感謝

他們成就台中都市發展。

「大智慧學苑」大樓4月正式啟動

樓層結構拆除，動用吊車將2台挖土

機吊掛至12層樓頂，採用大鋼牙咬

碎，搭配油壓剪，逐層由上往下拆

除；目前新冠肺炎防疫期，盧秀燕強

調：「防疫重要、安全第一、重大建

設不能停！」

4月14日正式拆除的第一天，台中

市府建設局長陳大田在做好各項安全

措施下，特別爬上12樓頂樓，實地關

心工程進度。

建設局表示，「大智慧學苑」拆除

須維持周邊道路交通順暢，保障鄰近

大樓結構安全，也要維護夜間安寧，

因此不採大規模爆破，改採較細膩的

逐層拆除方式，1周拆除一樓層，6月

就可完工，並隨即展開大智路延伸新

闢道路工程，預計8月底大智路就可

打通。

大智路打通後，車站將不分前後

站，帶動東、南、中、西區發展；市

議員邱素貞、李麗華也肯定盧市長的

執政效率，與大樓所有權人妥善溝

通，讓他們配合市府拆除工程，進而

造福台中市民。

東區新庄里長洪宗毅表示，大智路

打通是里民期盼已久的工程，未來開

通後，將帶動周邊舊城區發展，創造

周遭店家無限商機。

台中市東海國小緊鄰大肚山，因

學區人口急遽增加，從創校時7班至

今已擴增到23班，教育局興建二期

校舍，增建13間教室、活動中心與

操場，預計今年5月完工；教育局表

示，工程運用開放綠帶與繽紛色調，

營造生態性與視覺美感，去年已獲勞

動部「金安獎」及市府「金安心」工

程認證，今年將爭取行政院「公共工

程金質獎」榮譽。

市長盧秀燕在教育局長楊振昇陪同

下，視察東海國小二期校舍工程，她

表示為提供足夠的專科教室與活動空

間，市府新建二期校舍，強調安全穩

固，更在保留一期校舍元素下發揮創

新，為師生提供優美、完善的教學環

境。

教育局長楊振昇指出，東海國小二

期校舍呼應一期校舍建築語彙，以學

生為本，串聯開放綠帶，創造豐富的

空間變化；校園美感空間由校門口出

發，沿藝術大道至藝術山丘延伸至二

期校舍，營造出美感空間軸線，在狹

長的校地空間打造出視覺與知覺的均

衡美感。

東海國小校長林佳灵說，全校師生

相當期待二期校舍完工；工程期間學

校也搭設工程觀景平台與學生工地導

覽，讓學生參與工地施工過程，轉化

為教學課程，形成「工程」與「課

程」的跨界合作。

教務主任蔡幸芬表示，二期校舍色

彩繽紛，搭配壁畫彰顯活力；此外，

更結合地瓜園、小果薔薇等在地農作

物，小朋友們都迫不及待到二期校舍

上課。

東海國小二期校舍新建工程經費總

計1億2342萬6000元，規劃地上3層、

地下1層建築，包含13間教室、1間活

動中心與操場工程。

大智慧學苑拆除 大智路8月底貫通

東海國小新建二期校舍 5月完工

盧秀燕市長上任後
未滿1年，成功取得
「大智慧學苑」大樓
全數24位所有權人同
意拆除，將打通大智
路，預計8月底完工
（右圖），她特別感
謝辛苦的拆除人員
（左圖）。

扌➡台中市東海國小新建二期校舍，增建13間
教室、活動中心與操場，預計今年5月完工。

台中鐵路高架化後，陸續填平地下

道，之前17處皆由交通部鐵道局施

工，都採全部封閉式施工，目前全市

有太原路、圓環北路、建成路、國

光路、五權路等5處地下道要填平，

2019年底太原路地下道填平先開工，

今年4月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再啟動豐

原圓環北路地下道填平工程，預計12

月完工。

台中市長盧秀燕主持豐原圓環北

路地下道填平工程啟動時表示，5處

地下道總工程經費3.1億元，營建署

補助1.7億元，圓環北路預計施工8個

月，建設局降低交通衝擊，「施工期

間交通不中斷」，一邊填平、一邊維

持雙向通車，並讓寬頻鋪設一次到

位，免得未來再次開挖道路。

建設局長陳大田表示，豐原圓環北

路是串連豐原區的主幹道之一，過去

因火車行經，讓東北街高架無法順行

通往圓環北路，又因圓環北路地下道

東仁街僅能往前順行，無法串聯至豐

原火車站，交通受阻。

豐原圓環北路地下道填平完工後，

能讓東北街、東仁街兩處路口銜接，

改善東仁街無法直接銜接至豐原車站

的瓶頸，並串聯綠空軸線、潭心計

畫、綠空廊道，工程規劃一併鋪設寬

頻管道，避免未來再開挖。

太原、豐原相繼動工，還有五權、

建成、國光3處地下道待填平開工。

陳大田表示，建成地下道預計5月底

豐原圓環北路地下道填平工程已啟
動，預計今年12月完工，可改善東
仁街無法直接銜接至豐原車站的瓶
頸，工程一併鋪設寬頻管道。

鐵路高架化 台中5地下道開
始動工填平

前動工填平；國光、五權2處距離很

近，不能同時施工，否則交通將受衝

擊，將分開施做，五權地下道先填

平，最慢7月底先動工，國光地下道

等五權施工告一段落才會啟動。

這5處地下道填平後，周邊「綠空

軸線」、「潭心計畫」、「綠空廊

道」相關工程會銜接進行，也會配合

區域排水計畫，提升都市防災效益，

也能充分利用側車道，提升道路容

量、強化地區串聯。

扌➡鐵路高架化後，台中市府填平地下道串成綠空廊道，無縫接軌，成為
沿線民眾新憩點。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4月9日宣布全

台酒店、舞廳禁止營業，但台中市

政府，不僅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並「加嚴」要求視聽歌唱業、三溫暖

業、酒吧業、舞場業、特種咖啡茶室、

飲酒店業、夜店業、電子遊戲場業等

其餘8大特種行業，得要實施「消

費實名制」等防疫作為，台中市經

濟發展局長張峯源帶領聯合稽查小

組，連續排班稽查。

盧市長說：「這是全台最嚴！」

市府也說明，祭出「強力稽查、柔

性勸導」策略，促使中市多家大型

娛樂業者自主停業，全面展開消毒

防疫工作，市府持續稽查臨檢，逐

一過濾居家檢疫及隔離名單，預防

違規對象趴趴走。

台中市疫情應變指揮中心執行

長、衛生局長曾梓展說明，根據

統計，5%至15%新冠肺炎陽性患者

沒有症狀，台中市除了配合中央禁

令，還另「加嚴」推出其他8大特種

行業採消費實名制，目的是防護無

症狀陽性患者，必須超前部署，提

醒民眾應自主健康管理，出門戴口

罩、勤洗手、量體溫，做好防疫工

作。

經發局長張峯源說，中央在4月9

日宣布全台酒店、舞廳禁止營業，

隔天再度解釋凡有男女陪侍的視聽

歌唱業等營業場所都列入。他說，

台中市10大特種行業共446家，市

府稽查行動不會停歇，除了稽查酒

店、舞廳、男女陪侍營業場所是否

有停業也在查緝範圍，其餘特種行

業也必須採消費登記的實名制。

張峯源說，其餘特種行業，市府

也排班稽查場所人員是否落實戴口

罩、量體溫、保持室內社交距離至

少1.5公尺，以及消費實名制等，

違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裁罰3000元

至1萬5000元。

台中市政府稽查八大特種是否有落實「消費實名制」。

難保「社交距離」 防疫嚴管特種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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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中山堂 6/27重新開館
歷經8個月等待，台中中山堂6月27

日將重新開館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長張大春說，中山堂民國78年4月1日

啟用至去年，已滿30年，因部分設施

老舊，高使用率下造成建築及設備耗

損，地方、中央共投入9000多萬元閉

館整建修繕，將消防設備更新、舞臺

懸吊系統全面更新為電腦化。

文化局助街頭藝人藝起加油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因防疫，今年

取消街頭藝人甄選，文化局也提出

「2020街頭藝術藝起加油計畫」，幫

助街頭藝人渡過疫情困境，下半年預

計規劃460場次演出機會邀請台中的

街頭藝人在開放場所演出。

往年台中市在6月左右都會舉辦街

頭藝人甄選，今年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街頭藝人表演屬於職業自由，審查

已逾越必要程度屬於無效」，雙北已

決議明年起採「登記制」；台中市今

年取消街頭藝人甄選，先主動延長街

頭藝人證照至明年10月底，並於明年

改採登記制。

防疫期間應加強洗手的抗疫觀念，台中

市政府各局處掀起「洗手舞」大串連，有

局處長親自上陣挑戰，客委會主委江俊龍

錄製客語旁白；交通局長葉昭甫以法文教

唱洗手口訣；文化局則請來台中市港區藝

術中心的吉祥物「小鷺」大跳洗手舞，可

愛逗趣。

文化局邀請港藝中心的吉祥物「小鷺」

挑戰洗手舞，片中只見沒有手指的小鷺示

範洗手相當吃力，只好請觀眾透過圖片，

了解正確的洗手方式，小鷺邊跳邊說「別

懷疑，這是我的大拇指」，可愛的旁白相

當逗趣，透過影片要大家乖乖洗手。

交通局也拍攝洗手MV，同仁們到外取

景，拍攝洗手步驟「內、外、夾、弓、大、

立、腕」，邀請大家一起「洗起來」。

都發局接力挑戰，由局長黃文彬親自上

陣，率領局內同仁大跳洗手舞，以「我們

要洗洗洗洗手」開頭，旋律超洗腦，眾人

邊跳洗手舞，也帶領民眾欣賞綠空鐵道美

台中捷運綠線2020年底通車，市長盧秀

燕4月初視察進度，並「開箱」捷運站體

內部、車廂設備，讓市民先睹為快；捷運

綠線的沿線站體「輕巧、簡明、通透」，

內裝更讓人驚艷，粉綠色是一般座椅、粉

紅色是博愛座，「馬卡龍配色」風格象徵

台中的活力與溫暖。

台中捷運綠線年底完工通車，目前進

行最後整備、測試及訓練等工作，首先

「開箱」的文心森林公園站，「搭車像

在樹海上行走」，綠意盎然馳騁。

盧市長也透露捷運綠線站名編號的小巧

思；捷運綠線是台中市第一條捷運，車站

編號從103a北屯總站至119台中高鐵站，

空下編號101及102，將預留給綠線往北延

伸到大坑的經補庫站，並將往南延伸到彰

化編號120、121等；未來位於台灣大道上

的捷運藍線，編號將以2開頭，捷運橘線

以3開頭編碼，讓民眾容易識別。

綠線的車廂特色「加高、加寬」，相較

台中市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創六都之

先提供「安心社區防疫協助」，捐贈2萬

枚口罩套給保全與物管等第一線服務者，

100個消毒噴霧桶供社區借用，對於社區

在防疫期間有召開區權人會議需求，也首

創全台訂出4招會議指引機制，創建「台

中樂居管家」line群組，組成區權會諮詢

團隊協助社區防疫。

台中市長盧秀燕在防疫期間也由台中市

政府警察局長楊源明、都發局副局長紀英

村、北區區長柯宏黛等人陪同下，前往北

區慶橋長堤社區視察防疫措施，參與防疫

期間區權會流程。

因應疫情發展，防疫要謹慎落實，但社

區工作不能中斷；市府因應社區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首創4招會議指引，包括

區權會工作與財務報告透過書審進行；社

區「分棟分區」投票決議與選任委員；計

抗疫 中市局處洗手舞夯

中捷車廂亮相 馬卡龍色彩吸睛

防疫期召開區權會 4招指引 

票過程戴口罩、手套，會議結束全面消

毒；超過管委會任期，區權人可互推1人

為召集人，攜手與台中市社區管委會做好

防疫整備，讓「社區組織與事務不聚會也

能運作」。

都發局說明，市府製作「新冠肺炎防疫

懶人包」、「防疫期間社區區權會召開指

引」，放置在都發局住宅處網頁，供社區民

眾參考。都發局也組成區權會輔導團隊，

經由社區申請後派員到訪，協助社區執行

開會的應變流程，並創建「台中樂居管

家」line群組，加速資訊滲透社區速度。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長曾梓展（左）在臉書
粉專「健康就是讚」推出直播，邀交通局
長葉昭甫（右）擔任嘉賓，表演「內外夾
弓大立腕」洗手舞。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拍攝洗手MV，同仁們到
外景取景，拍攝完整的洗手步驟「內、
外、夾、弓、大、立、腕」，邀請大家一
起洗起來。

台中捷運綠線2020年底通車，盧秀燕市長
（左圖左二）視察文心森林公園站，車站
設計「輕巧、簡明、通透」，車廂內裝打
造「馬卡龍配色」，粉綠色是一般座椅、
粉紅色博愛座(上圖)。

台中市政府創六都先例，提供「安心社
區防疫協助」，盧秀燕市長（右三）前
往社區了解實際執行狀況。

景；綠空鐵道雖然尚未正式開放，但讓民

眾透過影片搶先看。

客委會同仁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前跳洗

手操，並由主委江俊龍錄製客語旁白，呼

籲防疫期間不僅常洗手，也要規律運動。

另財政局長羅仙法也戴口罩，親自跳洗

手舞，示範正確洗手動作。

疫情嚴峻，衛生局在臉書粉專「健康就

是讚」推出「我的保健室：曾醫師聊聊

日」，每周三中午直播，由衛生局長曾梓

展擔任主講人；有次直播邀請交通局長葉

昭甫擔任嘉賓，片中葉昭甫以法文教唱洗

手口訣，表演「內外夾弓大立腕」洗手

舞，逗得現場工作人員哈哈大笑。

北、高捷運，車廂設計更寬敞舒適，最溫

暖的設計是「粉紅、粉綠」馬卡龍座椅，

民眾搭乘時視覺感更溫暖、溫馨，還有網

美的夢幻浪漫風。

交通局長葉昭甫說，台中捷運綠線有18

個車站，每站設計都結合在地特色，例如

文心森林公園站的建築造型是「圓點」主

題，呼應周邊圓滿戶外劇場。

而民眾最關心的票價，訂出收費標準是

「前5公里內20元，5公里後每2公里增加5

元，單程最多50元」，將送請台中市議會

審議，後續將針對不同客群推出旅遊票、

定期票、常客回饋計畫等，符合乘客需

求。

用過口罩亂丟 最重罰6000
新冠肺炎疫情有賴全民保護自己，

同時也保護他人。市府製作防疫

Q&A，報給民眾知道。

問:搭公車、火車、計程車要注意

什麼？

答：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應全程戴口罩，未戴者

先勸導，勸導不聽者開罰3000元至1

萬5000元。台中市政府配合中央政

策，民眾即日起在台中市搭乘公車應

全程佩戴口罩，禁止車內飲食。

問：防疫期間，民眾如何洽公？

答：(1)台中市政中心包括台灣大

道與陽明市政大樓，在1樓中庭設聯

合洽公專區及小型會議室。在州廳辦

公的都發局、環保局與隔壁的交通局

都在一樓設置聯合洽公區。各大樓電

梯管制，減少接觸風險。

(2)台中市府全台首創實名登記個

人專屬QR Code，民眾下載「防疫追

蹤溯源實名登記APP」並完成註冊，

取得自己的QR Code或出示身分證背

面條碼，供機關人員掃描；量體溫正

常，即可快速通關，台灣大道市政大

樓及陽明市政大樓試辦中。

問：用過的口罩應如何丟棄處理?

民眾如亂丟口罩，罰鍰金額是多少?

答：使用後口罩是一般垃圾，請依

丟口罩「脫、折、丟、洗」四步驟(脫：

脫下口罩，不要碰到內外側，折：包好

髒污，從乾淨折往髒的地方，丟：丟

掉口罩，讓髒污進垃圾桶，洗：丟完以

後，用肥皂清潔雙手)，確實將用後

口罩丟入垃圾桶。疫情期間，民眾如

被查獲亂丟口罩將依廢棄物清理法及

環保署函示規定加重罰鍰金額，第

1次裁罰新臺幣3,600元，第2次以後

(含)皆處以新臺幣6,000元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