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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高中以下
31 5所學校已全數
完成冷氣安裝，

效率六都第
一。

班班有冷氣 台中超前部署
除4所新建校舍學校外 台中冷氣已全數裝設完成 

111年度公立國中小電費將全額補助

全市「班班有冷氣計畫」總計核定

319所高中以下學校，截至111年3月

已有315所學校完成安裝，另剩下4所

新建校舍學校工程預計於5月竣工後

完成裝設冷氣。不只吹涼，日前寒流

來襲，山區低溫下探個位數，冷氣機

也能吹暖氣，讓台中學子名副其實享

受「冬暖夏涼」，舒適環境中學習，

111年度公立國中小電費由學校負

擔。

當冷氣團、寒流來襲，山區學校氣

溫低可否開暖氣？台中市和平區梨山

國中小7年前已安裝冷暖氣機，校方

表示，日前氣溫低，已開暖氣禦寒，

不限制氣溫幾度，由各班級自行決

定。另台中市最偏遠的平等國小，去

年底也安裝完成，校方開心表示，低

於攝氏12度可開啟暖氣，預估今年底

可派上用場，全校師生相當期待。

台中市長盧秀燕指出，台中市超前

進度完成冷氣安裝，效率六都第一，

除安裝冷氣，未來

中央一年將有新台幣1億多

元的補助，加上市府經費，未來

將以「專款專用」做為公立國中小學

校冷氣費補助，讓學生度過酷暑，也

減輕家長支出，呼籲大家節約能源，

酌量使用。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指出，市府推動

「清涼安心學習計畫」，提供孩子良

好舒適學習環境為目標，有效率補助

學校電力改善及冷氣裝設經費，落實

全市各校「班班有冷氣」政策，協助

學校購置冷氣設備，為孩子打造更優

質的「中市五星級學習環境」；此案

編列36億4,166萬元預算，目前已完

成2萬748台冷氣裝設。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全市「班

班有冷氣計畫」總計核定319所高中

以下學校，其中耐震補強及新建校舍

學校12校已完成

8校（計167台），

截至111年3月已有315所

學校完成安裝，另剩下4所

學校新建校舍工程（計122台）

冷氣預計於5月竣工後完成裝設。

為確保用電安全無虞，本市學校正進

行教育訓練及各校壓力測試作業，本

市各區學校可視天氣情況，開放使用

冷氣，讓學生能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

下學習，111年度公立國中小學校電

費全額補助，未來視使用狀況再行

調整。

市長有話說

春天到來，台

中市內黃花風鈴

木綻放，為公園與街道點妝繽

紛、鮮豔的色彩。時節即將進

入炎炎夏日，各位同學是否擔

心坐在悶熱的教室中會無心於

上課、讀書？不用怕！市府推

動「清涼安心學習計畫」，使

「班班有冷氣」進度領先其他

五都，打造「夏日樂學習」的

環境；近期物價上漲，為了讓

弱勢學生吃得飽，台中率六都

之先，將安心午餐券面額提升

至65元。另外，111年身障運動

會將於台中登場，歡迎大家線

上觀賽，為選手加油打氣！

市長有話說市長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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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為照顧就讀市立高中以下學

校且經濟困頓的弱勢學生，自民國98

年起，即率各縣市之先，推動「弱勢

學生例假日及寒暑假安心午餐券」補

助政策。因應近期物價上漲，4月1日

起，安心午餐券面額將率六都之先從

50元進一步提高至65元，學子可就近

在超商購足每餐的均衡營養。

「讓孩子吃得好、吃得飽！」盧市

長日前出席樂業國小新建幼兒園動土

典禮時表示，鑑於物價上漲，對弱勢

清寒家庭造成壓力，宣布台中安心午

餐券將加碼提高到65元，2萬多名學

生可拿餐券到全市約1,300家5大超

商、超市兌換餐食。

教育局每年原編列安心午餐券的預

算約1億8,900萬元，面額增加到65

元後，一年需再增加約5,700萬元預

算，市長盧秀燕已指示教育局儘速辦

理，今年4月1日起實施。

教育局指出，按目前每家超商回饋

方案，65元面額的安心午餐券，實

際兌換金額可達74至75元，依各大

超商販售餐食內容，可買到主食類

(如飯、麵、麵包、粥等)及鮮奶、豆

漿、燕麥奶、100%果汁、優酪乳等低

糖或無糖飲品，將有2萬1,651名學生

受惠。教育局將持續追蹤各大超商所

販售的餐食價格，適時檢討、因應。

教育局長楊振昇指出，市府重視弱

勢學生，是午餐照顧政策最完整的直

轄市，台中率先將例假日也納入，同

時在學期中補助學生午餐費，午餐費

補助每年編列約2億6,000萬元預算，

讓學生吃得營養又健康。

楊振昇表示，此次安心午餐券聯合

招標，結合超商、超市等通路業者，包括

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

商店、OK超商及楓康超市，只要貼有「安

心午餐券守護商店」辨識貼紙的店家，

都可讓弱勢學生兌換餐食，超商也提

供更豐富多元的套餐組合。

教育局說明，安心午餐券針對就讀

台中市立學校，且符合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故或經認定有

需求者發放，學生可持該券至指定店

家領取餐食，全力照顧弱勢學生。

除了教育局的安心午餐券外，社會

局於各大超商門市亦設有「愛心守

護站」，提供臨時有急需卻未及申請

「安心午餐券」的孩子，到超商門市

兌換熱食及餐飲，並適時給予服務，

不僅讓孩子免於飢餓，也透過超商啟

動後續關懷機制，適時引進社政系統

支援，協助弱勢學生。

台中市政府積極防疫，透過「多箭齊發」催

打新冠疫苗，包括快打站、1922預約平台、合

約院所，外展假日接種站、揪團、到宅接種、

居服員陪同接種、長照機構內施打等，第一、

二劑接種涵蓋率雙破8成，第三劑突破4成，交

出亮眼防疫成績單。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統計，至3月24日上午8

時，台中市已完成613萬5,387人次新冠疫苗接

種，第一、二劑接種涵蓋率分別為87.25%及

81.79%，雙破8成；第三劑接種134萬6,628人，

涵蓋率47.92%、突破4成，呼籲符合資格的市民

踴躍接種，提升城市防疫力。

衛生局指出，台中市疫苗接種管道多元，除

了第一箭可透過行政院1922平台預約外，更有

多項創新作為分流接種，包括第二箭全國首創

快打站服務，第三箭合約院所開診、第四箭為

公園、車站等外展接種站，第五箭滿50人可

「揪團」，第六箭長照7到8等級者到宅接種、

第七箭居服員陪同，第八箭長照機構施打，還

有長照服務車、復康巴士及敬老愛心卡可供長

輩運用搭乘。

衛生局說明，配合中央政策，65歲以上老人

或55歲以上原住民接種第1、2、3劑新冠疫苗均

發給500元禮券。另外，盧市長3月23日表示，

從3月28日到5月15日，設籍台中市的65歲以上

長者及55歲以上原住民施打第一至三劑，除

可獲得衛生福利部的500元禮券，台中市再加

碼500元現金，另設籍台中市的75歲以上長

者，無論施打一、二、三劑新冠疫苗，都

能就近向區公所民政課申請安排醫護人員

到府施打服務，盼提升施打意願。

衛生局說明，台中市新冠疫苗相關資

訊，可由台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進入

相關COVID-19疫苗接種院所預約資

訊，及接種站開設時段、限額數量等

資訊，請掃下方QR code查詢。

台中利多不斷，企業著眼台中經濟

發展與投資潛力佳，加上中美貿易戰

帶動台商回流潮大規模投資，自市

長盧秀燕上任以來，截至今年3月18

日，台中市累計投資總額達1兆471億

元，包含民間投資7,420億元、促參

案投資約170億元；加上經濟部統計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約2,880億元，因

此創造逾2萬多個就業機會。

在大宗投資，有三井Outlet Park台

中港二期、LaLaport購物商城、巨大

機械、車王電子等；新興離岸風電廠

商如西門子歌美颯、天力離岸風電等

企業先後投資台中。

友達光電今年2月宣布在中科后里

園區擴建新世代廠房，睽違14年，加

碼投資逾千億元，擴建8.5代線級新

廠，預計2025年投產。科技部也宣布

因應半導體大廠擴產需求，行政院已

核定中科擴建計畫，預計2023年供廠

商建廠。

經發局長張峯源說明，台中近3年

平均每日湧入9億元投資、平均日增

58個就業機會。全市就業人口增至

139.5萬人，其中指標大廠包括美

光、巨大機械、華邦電子、上銀科

技、大立光及沃旭、永冠集團與世紀

樺欣等都在台中投資。

另外，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失業

率調查結果顯示，台中市110年平均

失業率3.9%，六都最低。

友達光電董事長彭双浪日前拜會盧

台中安心午餐券 六都第一

氣候變遷是全球已面臨的挑戰，台

中市政府去年12月22日公告「台中市

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透過能源、工業、住商、運輸、環

境、農業六大部門提出策略，未來30年

將排碳最小化，透過修法，加強力道

實現2050年「淨零碳排放」城市。

盧秀燕市長在2021年1月18日簽署「氣

候緊急宣言」，承諾台中市2030年溫

室氣體較基準量減量30%、並於同年9

投資 3年來破兆元 
中市經濟看好

潭子聚興園區招租  透過修法 2050淨零排放

「讓孩子吃得好、吃得飽」逾2萬名學生受惠

中市新冠肺炎防疫亮眼

首兩劑接種破8成 第3劑逾4成 

65元

  ➡台中市長
盧秀燕宣示於
2 0 5 0年本市
溫室氣體達成
「淨零排放」
的終極目標。

➡台中市4月1日起，率六都之先將安心
午餐券面額提高至65元，照顧台中學子。

市長，他指出，考量全球面板產業產

生地域性及結構性改變，為鞏固高階

IT面板地位，並對下一世代新顯示技

術Micro LED(微發光二極體)展開佈

局，選擇加碼台中投資，規劃在后里

L8B廠旁建新廠。

彭双浪指出，市府在后里區加速推

動各項建設，當地人口也逐步成長，

相信在市府行政協助下，擴廠將更為

順利。彭董事長也分享，友達當年在

台中初蓋廠吸引便利商店進駐，光賣

便當就是全台營收最高，公私協力為

地方帶來豐沛商機。

盧秀燕指出，市府去年推動台中

水湳再生水廠，每日供應1萬噸再生

水，其中供應友達就9,400噸，她感謝

各大廠看見台中，市府各局處盡全力

協助企業，齊為落實「富市台中、新好

生活」政策努力，讓市民生活更好。

台中市潭子聚興園區由市府

與台糖合作開發，目前3家廠商

請領建照中，屬台糖的18塊產業

用地約6.6公頃，最快今年6月正式

招租，加速園區營運期程。

台中市列管未登記工廠達9,000多

家，經發局積極推動「特定工廠登記

制度」下，截至今年2月底止，受理未

登記工廠申請納管及臨時工廠登記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案件計9,150件，輔導率近

100%。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歷經10年，最快今年6

月辦理招租作業。聚興園區從2012年啟動，

經歷可行性規劃、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農業用地變更等各項程序，市府積極與台糖公

司洽談土地提供園區開發，2019年取得合作同

意，同年12月開始施工。

經發局指出，園區目前完成90%以上地下維生

管線埋設及排水設施，產業用地已可供指定建

築使用，並完成12塊預售土地的產權移轉，

廠商可同步建廠並串聯預埋管線到園區服務

設施，已有3家廠商申請建照中。

經發局補充，廠商進駐聚興園區的條

件，須是台中市在地屬未登記工廠的

低汙染產業，類別為「機械設備製造

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屬

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

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等7

大類別或「其他產業類別屬低污

染並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者」。

月公布「2021台中市自願檢視報告」，宣

示將依聯合國的倡議，努力達成2050

年淨零排放的永續願景目標，現正進

行各部門淨零路徑的評估。

台中市政府2017年通過「台中市溫

室氣體排放源自主管理辦法」，列管

轄內排碳大戶，實質管理排放量，包

括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中龍鋼鐵公

司、台中港務分公司等都是自主管理

辦法列管對象。為達到2050城市零碳

排目標，規劃逐年減碳目標，因此啟

動修正「台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主

管理辦法」，去年12月22日公告修正

草案。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長陳宏益說明，市

府去年啟動修訂「台中市溫室氣體排放

源自主管理辦法」，修訂重點包括增訂

自主減量目標、每年查核機制、未達減

量目標的改善方案等。

扌台中市新冠疫苗接種管道多元，民眾在台中火車站設置的外展接種站接種疫苗。

限在地未登記、7大類低污染工廠

新冠肺炎疫苗接
種院所預約資訊

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站資訊

➡友達光電

董事長彭双浪(左
二)拜會市長盧秀
燕，宣布加碼投
資台中逾千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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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警局從去年12月至2月展開

「掃除醉犯」取締酒駕勤務，專案期

間查獲1,791件公共危險案件，專案期

間的車禍傷亡人數為41件39人，比照

去年同期，減少30件33人，大幅降低

因酒駕車禍造成的死傷人數，顯見市

警局防制酒駕成效。

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隊統計，「掃除

醉犯」防制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從去年

12月1日起至今年2月28日為止，為期3個

月，總計投入警力43,870人次，專案期

間一共取締酒後駕車1,791件、其中

移送法辦有1,112人，涉及酒後駕車

全般交通事故為41件、死傷39人，與

去年同期比較減少30件、減少死傷33

人。

另外，在228連假期間，規劃全國

性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針對易發

生酒駕肇事地點、餐廳、KTV、夜店

及易發生治安事件等地點，實施高強

度取締酒駕勤務，也取締酒後駕車99

件、其中移送法辦70人。

台中市交大另製作6千張「酒後代

駕，安全回家」文宣卡片，提供9家

代駕服務業者的聯絡方式，並載明最

新酒駕罰則修正重點，消費者飲酒上

路務必指定代駕，也可下載各式叫車

手機軟體，勿冒險酒駕。

平抑房價 囤房稅最快7月上路
盧秀燕：房屋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不符合居住正義

打造酷城市 身障運9日台中登場

掃除醉犯 車禍死傷大幅降低

➡⬇全國身障
運動會今年4月
在台中盛大舉
辦，羽球隊已開
站集訓。

 台中市警局從去年底至今年2月執行加強
取締酒駕勤務，查緝1,791件公共危險案
件，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降低傷亡。

為平抑房價，市府提出台中市房屋

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已在

市政會議通過，將送議會審議，調高

多屋族的房屋稅，也就是俗稱的「囤

房稅」；針對持有非自住房屋訂定差

別稅率，3戶以下每戶將按2.4%稅率

課徵；4戶以上每戶按3.6%稅率。草

案將送市議會審議，最快今年7月上

路。

盧市長強調，此次稅率調整目的

為平抑房價，有高達92%民眾不受影

響，未來實施該法案後，市庫一年預

計增加約4億元稅收，增加的稅收將

全數投入青年及弱勢租屋補貼，盼逐

步落實居住正義。

盧市長說，台中市為全國第二大城

市，高達281萬位市民有居住需求，

長久以來政府推動「住者有其屋」，

但部份房屋集中

在少數人手裡，不符合居住正義。因

此市府希望透過擴大自住用及非自住

住家用房屋稅率的差距，使稅制更符

合社會正義，也盼藉由課徵非自住住

家房屋較高稅率，讓持有較多房屋的

屋主釋出房屋，平抑房價。

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長沈政安說

明，內政部資料顯示，台中市房價指

數偏高，市府研擬囤房稅，落實居住

正義。

如順利修法通過，台中將自今年7

月開始實施，稅額會反映在明年5月

的房屋稅單。

沈政安說，民眾擔

憂會波及租屋客一事，為減少房東將

稅金轉嫁給房客，草案明訂透過符合

包租代管業者出租的租賃住宅，仍維持

稅率1.5%。另外囤房稅的稅收將全數

用於青年、弱勢租金補貼，全力維護

市民居住權利。

沈局長指出，為研擬符合租稅公平

正義與社會期待的囤房稅法案，草案

對特殊性質的房屋訂定配套，供住家

使用的公有房屋、包租代管的租賃住

宅等房屋稅按原來的1.5%課徵。起造

人新建3年內待銷售住家用房

屋，稅率折衷訂為

盧秀燕市長3
月1日在市政
會議宣布，
台中市房屋
稅徵收率自
治條例修正
草案拍板送
審。

111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簡稱

身障運）將於4月9至12日在台中市盛

大登場，今年將舉辦競賽性活動及聯

誼性活動競賽種類計16種，並邀請到

台中帕運柔道選手李凱琳及桌球選手

林姿妤出席3月4日舉辦的全國宣

告記者會。李凱琳將參與4項田

徑賽事，用實際行動支持身障

運。

台中市運動局長李昱叡指

出，台中市以打造「酷運動酷

城市」為目標，帶動全民運動

風氣，台中市首次承辦全國身心障礙

運動會，地點跨足台中山、海、屯各行

政區，舉辦包含11項競賽種類與5項特

奧運動項目，歡迎全國的身障朋友，

藉這次賽會分享「友愛台中，共好無

限」的精神。

李局長分享，台中代表隊前年在全

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成功締造92

金、67銀、32銅的優異成績，期待今

年選手拿出最好的表現，勇奪佳績。

運動局表示，台中是首座成立身心

障礙體育總會的城市，每年辦理全市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大會、地板滾球、特

奧滾球、聽障籃球及保齡球、地板冰壺

等賽事，讓身障者有更多參與運動的

機會。

運動局指出，賽會的防疫規劃將比

照國內大型綜

合賽事，朝不

開放民眾入場

觀賽等方向調

整。

相關訊息請

掃QR Code。

貼心提醒：喝酒不開車，喝酒後請搭計程車或找代駕。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