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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首創67處新冠肺炎疫苗快打

站，優先讓長者接種，由市府造冊，透過

里鄰系統發通知，長者免預約。其中約七

成快打站引進日本「宇美町式」接種法，

長者入座後不需移動，至7月15日止已陸

續接種8波，讓67歲以上的長者完成疫苗

接種，守護市民健康。另針對經長照評定

失能第7、8等級的長者，推出敬老暖心

「到宅接種」服務。

台中市政府也貼心規劃長者接送交通工

具，可搭復康巴士、長照機構交通車，或

敬老愛心卡搭計程車，有的快打站搭

棚免長者日曬、淋到雨，上下車還

有工作人員攙扶、推來輪椅服務

行動不便的長者。很多長者對於

免預約、有車接送到快打站，

就可以舒適地坐在原地接種疫

➡➡台中市快打站陸續開放

長者施打疫苗，由鄰里系統
寄發通知單，免除預約的麻
煩。市長有話說

5月19日，全國新

冠肺炎進入第三級警

戒，市府團隊即時

應變，防堵病毒擴散。首先，在群聚

感染爆發的疫情熱區，我們即時設立

前進指揮所進行快篩及PCR檢測，阻

斷傳播鏈。第二，市府設立疫苗快打

站，更為失能長者提供「到宅施打」

服務，儘速提升長者防護力。最後，

因應疫情衝擊民生，市府5月底率先

推出「紓困10方」，並創立「台中市

線上紓困資訊專區」。雖然現在疫情

趨緩，但面對Delta病毒入侵，市府

持續「寧嚴勿鬆，絕不輕忽」精神，

加強返國民眾的檢疫，守護台中。

設立67處 採用日本「宇美町式」接種法 提升效率減少群聚風險

苗，不用跑來跑去，直呼「足感心！」

盧市長在5月29日宣布，提前啟動疫苗

快打站計畫。盧秀燕說，為因應「全民接

種疫苗」做準備，規劃67處快打站，「一

到貨就施打」，滾動調整。

快打站設置二要點，一為點多施打快，

二為盡量選擇停課中的校園，不但較為空

曠且有冷氣設備，依行政區人口比例設

置，以「快速、安全、公平」為原則，讓

29區民眾分散各地施打，避免群聚風險。

台中市政府於6月4日先啟動其中5處疫

苗快打站壓力測試為5千名第一線防疫人

員，包括警察、消防員、環保及垃圾清運

人員、防疫計程車駕駛、前進指揮所及快

打站人員、前線親訪社工、前線醫護的托

育人員、居家檢疫替代所工作人員、居家

檢疫關懷人員（里長、里幹事）等，實兵

演練；隔天再啟動這5處疫苗快打站，為5

千名長照養護機構人員接種。

台中市政府經過半個月整備演練，64個

疫苗快打站首先在6月15日啟動，連三天

優先為85歲以上長者，以及75歲以上原住

民接種疫苗，長者免預約，由市府造冊、

里鄰系統發送通知單，依通知單時間、地

點依序前往；其中約七成快打站場地夠

大，引進日本「宇美町式」接種法。

盧市長6月15日至南屯黎明國中快打站

視察時說，不少長輩施打疫苗後，與家人

均露出放心與喜悅的神情，這就是連日來

市府努力整備最大的安慰。

為體恤臥床失能長輩，中市府於6月18

日起貼心推出「到宅接種」服務，第一波

針對75歲以上符合失能7、8等級的長輩，

12日起將到宅接種對象年齡下修至65歲以

上。該服務事前需民政局與衛生局專案造

冊、徵詢長輩及家屬意願、搶時間在疫苗

開封後6小時內，安排醫師到長輩家中施

打疫苗。衛生局表示，若家中有失能長輩

尚未經過長照失能等級評定，市民可撥打

1966尋求長照服務來評定，如符合資格，

市府會安排醫師暖心到宅施打疫苗服務。

疫苗快打站  市民健康守護

   扌台中市疫苗快打站採用日本「宇美町式」接種法，長輩入座後不需移動、接

種後原位觀察，減少群聚風險。

扌台中市長盧秀燕到東山高

中疫苗快打站，視察長者施
打疫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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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5月提高到三級警

戒，經濟活動與勞工生計全受影響，

台中市政府率先提出「紓困10方」針

對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及市民，分類紓

困，共度難關。市長盧秀燕表示，隨

疫情滾動調整措施。讓有困難的市民

吃下定心丸，市府減收及支出預算總

額超過7.9億元。

盧秀燕市長說明，10項紓困方案有

兩大特色，一是延續去年紓困9箭政

策，如資金紓困單一窗口、委外場館

租金權利金延繳、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期限延長等政策；二是針對疫情

影響須強制停業的店家研擬因應措

施，如夜市市集使用費或租金免收、

減稅及緩繳等措施，另針對藝文團

體、溫泉行業等提紓困對策。

市府表示，公有市場、夜市公告核

准及配合防疫停業者，停業期間免收

使用費或租金；42處公有市場，17

處委外經營市場、5場道路型攤販集中

區（非夜市），6至9月使用費減半措

施，6場公告停業的道路型攤販集中

區（夜市）6到9月免收使用費，以減

攤商壓力。經發局成立「資金紓困單

一窗口」，提供市府及中央相關資

訊、諮詢及轉介服務。

水利局提出「溫泉使用費分期繳納」

109年度溫泉取用費可分兩期收費。運

動局主管場館、運動公園，經發局管

理展覽場館、文化局場館與停車場委

外業者，可延續去年權利金、租金減

免或延繳政策。

針對台中市百萬勞工，勞工局推出

「非自願失業

勞工生活補助及子女就學補助擴大辦

理」，年滿15歲且設籍台中的勞工，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3個月以上

時，可申請最多2個月、每月2萬4千

元失業「生活補助」。

針對勞工的子女就學生活補助，

國、中小子女每人5千元、高中以上8千

元的「子女就學生活補助」，還有每人

每次3千元的「協商減少工時生活困

難補助」，申請則以1次為限。

勞工局提出安心即時上工，年滿15

歲國民，或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

籍的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台

灣地區工作的外國人、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皆可申請，

進用人員每月最多可服務80小時，每

小時160元，每月最高可領取1萬2,800

元工作津貼，最長可領取12個月。

「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延1年」申請

青年創業貸款300萬元以內利息補

貼，補貼期限今年到期的申請人，可

向勞工局申請24個月延長為36個月。

地方稅務局推「稅捐緩繳及減免」

接受治療、隔離或檢疫者，房屋稅可

延到6月底繳，有繳納困難最長可申

請延期或分期繳。另主動輔導稅捐減

免，包括房屋稅、娛樂稅、牌照稅；

強制停業主動減免房屋稅與娛樂稅。

文化局推出演藝紓困補助，台中市

立案演藝團體皆可提出申請，提案計

畫包含樂譜、劇本和舞碼之編創、技藝

傳承、教案研發、講座課程等類型，第

1波於6月30日撥付80％的計畫經費，共

有47組團隊受惠，第2波紓困徵件計畫

共核定94組團隊。

精準疫調 匡列確診者

扌台中市推動「園區快篩專
案」，市長盧秀燕（中）視察精密機
械科技創新園區快篩站運作。

台中市是製造、機械業與科技業重

鎮，市長盧秀燕為確保產業動能不受

影響，呼籲中央通過企業自辦快篩，

並推動「園區快篩專案」，台中市管

轄的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豐洲科

技工業園區設置快篩站，科技部管轄

的中科、經濟部管轄的台中工業區

等，也都協助或支援進行快篩，確保

台中市政府為精準疫調，由市長盧

秀燕拍板，在感染熱區第一時間即設

置快篩站，前後在和平區平等國小師

生疑似群聚事件、朝陽科大、泰安附

幼、台體大、北屯大坑里、梧棲、清

水、霧峰、龍井、新光三越、七大批

發市場、十甲旺市場等設立前進指揮

所並設置快篩站，找出確診者並匡

列，社區也可放心。

盧市長說明，設立前進指揮所的標

準，就是如有「擴散、升高、社區密

集接觸」風險，市府就會成立前進

指揮所，斷絕傳染鏈，安定民心，

「病毒在哪裡，快速防疫部隊就在哪

裡！」

臺中市政府針對朝陽科大20名學生

夜唱群聚染疫事件，5月20日在朝陽科

大設立前進指揮所，連二天共快篩校

內師生1,168人，篩檢全數為陰性。

台中市西屯區泰安國小附設幼兒園

於5月24日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為避

免疫情擴大，盧秀燕下令火速成立前

進指揮所，當日快篩幼兒園師生及家

長210人篩檢結果為陰性，暫時解除

危機，沒想到25日後續有居家隔離中

的師生PCR檢驗結果為陽性，市府決

定重啟前進指揮所。

盧市長強調，疫情是滾動的，當一

發現蛛絲馬跡，市府立即進行危機管

控、滾動性檢討，因此於5月26日重

啟泰安國小前進指揮所，加強防堵疫

情，並迅速組建「快速防疫部隊」。

經2次前進指揮所篩檢的努力，共

找出幼生3位、附幼老師及廚工4位、

小學生3位、附幼同住家人7位確診，

讓確診者及早送醫治療，避免疫情擴

散。

因應北農群聚風暴，市長盧秀燕

超前部署於台中七大批發市場於6月

23日與24日快篩2,124人，全數為陰

性，解除市場群聚感染疑慮。

後續又於7月2日爆發十甲旺市場

台中 健康經濟兼顧
確保勞工生命安全、產業命脈不中斷

勞工生命安全和產業命脈不中斷。

台中市在5月時曾有大企業員工確

診，企業希望自己能進行快篩，因此

盧市長代表第一線基層聲音，呼籲中

央開放企業快篩。這一呼籲後來獲得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重視，並通過

企業可請醫護人員到廠內進行企業快

篩，讓企業得以透過自主快篩，維護

員工的健康和工廠的正常運作。

6月初苗栗傳出京元電子移工染

疫，市府先針對和苗栗群聚疫情相關

的企業進行快篩，確定結果均為陰

性；另也進行預防性防疫措施，針對

市府管轄的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及

豐洲科技工業園區設置快篩站，推動

園區快篩專案，讓企業安心，也向國

外訂單業主保證生產動能不受影響，

並對勞工健康更有保障。

中科、台中工業區等科技部和經濟

部所屬工業區，也緊跟市府腳步，設

立快篩站，提供廠商方便和快速的篩

檢作業。

對於市府快動作設快篩站守護產

業，精密機械科技園區廠商協進會理

事長張瑞芝非常感謝，並肯定市府的

措施不僅安定人心，也減少國外客戶

的疑慮，園區廠商都踴躍快篩，既確

保員工的健康安全，又維護產業正常

運轉。

線上紓困專區 台中首創

園區快篩專案

即刻救援 感染熱區設快篩站
扌➡台中市發生
龍井家庭群聚事件
後，市政府在龍井
區巧聖先師廟設快
篩站。

➡「台中市線上紓困資訊專區」
平台整合紓困資訊，分為五大
類，讓民眾更容易掌握。

扌台中市在精密機
械科技創新園區設置
快篩站，確保
經濟命脈運
作無虞。

今年端午連假雖然各縣市返鄉人數減

少，為保護旅客及台中境內安全，台中市

政府實施「端午防疫專案」，除了進入邊

境發送溫馨簡訊提醒自主管理外，並由環

保局與交通局合作，針對旅客量大的高鐵

台中站及台鐵台中火車站、豐原火車站、新

烏日火車站、大甲火車站、清水火車站、沙鹿

火車站等7大車站的離站出口，設置高科技

設備「UVC-自動測溫除菌門」。

該設備測溫功能採用非接觸式紅外線測

溫儀器，誤差小於0.3℃，當體溫超過攝

氏37.5℃時就會自動出現警報及閃紅燈警

示。消毒方面則採用除菌紫外光燈管照

射，達到殺菌消毒效果，讓旅客經過時可

同步進行測溫及全身紫外光消毒，降低疫

情傳播風險。

以台中火車站為例，環保局在4道驗票閘

門單一出口處一對一設置4道消毒防疫門，

民眾經過驗票閘門時，還會踏過消毒毯消

毒鞋底，讓中長程移動的旅客進到台中多

台灣疫情爆發衝擊民生、產業經

濟，台中市政府5月底率先提出「紓

困10方」，行政院在6月3日公布「紓

困4.0」方案。因紓困資訊繁雜，台

中市政府研考會資訊中心將資訊整合

在「台中市線上紓困資訊專區」平

台，讓民眾更容易瞭解怎麼進行各項

紓困申請。

「重視防疫，更不能忽略經濟，不

希望人民生活無以為繼！」臺中市

長盧秀燕說，中央和地方的各項紓困

措施，內容繁雜、分散於不同機關網

站，所以率全國之先創建「台中市線

上紓困資訊專區」平台。

簡易區分為「個人紓困、產業紓

困、租金減免、紓困

貸 款 、 稅 捐

緩 徵 減

免」五大類，在每一個紓困項目下提

供簡要內容說明、詳細說明網址連

結、線上申辦連結及洽詢電話，讓民

眾在同一個專區平台就可以快速查閱

相關紓困內容，一手掌握防疫紓困資

訊。

研考會主委吳皇昇表示，中央、地

方的各項紓困措施不論是對象、資格

條件、申辦方式、主辦機關等均有所

不同，雖已有許多圖卡、懶人包或文

字訊息提供各項說明，因分散於不同

機關網站，民眾不但需要費時查找，

也一時間難以了解該如 何申請辦

理。

資訊中心整合台中、中央各部會紓

困申辦資訊並持續更新，目前已整理

達65項措施，分別在台中市政府官方

LINE、台中市官網提供線上紓困資訊

專區及服務e櫃檯系統入口。 一層防護也更安心。

交通局指出，雙鐵不只上車量體溫，下車

也量體溫，出站時若亮綠燈代表體溫ＯＫ，

如果亮紅燈代表體溫異常，會請旅客先休

息一下再量一次，如果第二次量測體溫仍

高於攝氏37.5℃時，將先登錄該旅客個人

資料後，通知防疫計程車載往醫療院所快

篩站進行快篩，把群聚染疫風險降到最

低。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長陳宏益說，「防疫

消毒門」市民迴響熱烈，評價很好，端午

連假後，這些設備由交通場站移至環保

局、交通局等機關大門口，讓上班的同仁

及洽公的民眾，安心進入辦公廳舍。接下

來如果有合適場域，會讓防疫消毒門再「出

勤」。

守護台中 車站設防疫消毒門

扌
台中的「防疫消毒門」，測溫時

即可同步透過除菌燈管照射消毒，
再走至驗票閘門前經由消毒墊清潔鞋
底，出站動線順暢不卡關。

台中紓困10方 逾7.9億元

確診案，快速防疫部隊立即進駐市場

與社區，快篩1,853人皆為陰性，讓

十甲旺市場不致演變成為環南市場翻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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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7/16-8/20
請自行影印在

白紙上，畫好後

可於8/20前（以

郵戳為憑）寄至

台中市政府新聞

局行銷企劃科

407610台中市西

屯區台灣大道3

段99號文心樓8

樓），前50名寄

回者將可獲得精

美小禮物。

漾台中

石虎家族Love&Life

台中市確診總病例數到6月下旬近200

名，近八成傳染源來自家庭群聚，台中市

長盧秀燕多次公開呼籲，即使在台中疫情

風險評等已降為中等，市民仍須配合市府

推動的「防疫新生活」把病毒拒於家門

外。

針對日常採買，台中市政府提出「市場

分流運動」，呼籲市民依身分證字號尾

數，單數在每周三、五、日、雙數於每周

二、四、六，分流到市場採買，一次買好

買足，市民對這項政策，多予肯定也同意

全力配合。

「市場分流做到好、你我採買風險少」

經發局長張峯源提醒市民，疫期每周儘可

能出門一次，一次就買足，買好就走，減

少群聚機會。

盧市長說，台中市主要感染源是家庭群

聚，提出「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包括四

 市場分流、居家消毒、公筷母匙…

扌台中市政府推動防疫新生活，到市場採購，依身分證號碼尾數分流。�

扌市政府提出「5055」消毒法，提供大
家簡便的消毒妙方。

家庭防疫新生活   病毒敲門 拒

大原則：居家兩人以上戴口罩、家人不同

桌共食、取餐公筷母匙、家屋勤消毒，因

為「保護好自己，就是保護好家人」，生

活雖有不便，但要「為愛忍耐」。

環保局長陳宏益針對消毒，有所謂

「5055」通關密碼。「5055」就是拿市售

漂白水製作消毒水的口訣，市售漂白水稀

釋50倍，用10c.c.的漂白水加入500c.c.的

清水，把抹布浸泡5分鐘，每5小時擦拭1

次，就可讓桌、椅、門把等室內空間常碰

觸的地方達到良好消毒效果。

各地里長、環保志工隊、便利超商、小

吃攤等也都紛紛響應，呼籲民眾利用簡易

自製消毒水一起「為愛防疫」。

經發局也推動行動支付倍增計畫。在計

畫提出前，商圈到今年5月已有1,700家店

使用行動支付，經發局目標是今年底助店

家建置行動支付達3千家，商家享免申辦

費、專任輔導及手續費1千元優惠，另結

合支付業者提供多元優惠回饋，化疫情危

機為零接觸商機。

局長張峯源指出，全國三級警戒以來，

餐飲、市場、超市等禁止內用，一律外帶

外送，業者提供行動支付，一則付費方

便，二則免於現金交易傳播病毒的風險，

呼籲年輕朋友多教長輩使用行動支付，

「教會他們就是保護他們」即使有點難

度，防疫值得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