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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長林佳龍上任 要解決塞車、BRT問題

交通大體檢 要百日有感

內頁提要
2版 行動市府團隊新氣象

3版 來武陵看櫻姿尬梅景

4版 霧峰第一市場送愛心

行動市長林佳龍（右）一上任，許下要「百日內讓人民交通有感」諾言，親自實勘易塞車路段。
臺中市長林佳龍一上任，要讓市民百日有感，最先行
動的就是網友票選前幾名的「交通改善」；市府行動團
隊上任不到一週，就實勘環中路、中清路還有BRT藍線，
尋求改善塞車和解決交通瓶頸之道。
林佳龍市長上任前，透過網路票選，徵求民眾有感行
動方案的議題，結果路平問題拿近700票高居首位；BRT
獲519票第二名，另塞車問題109票居於第四，多建停車
場解決停車問題有72票，排名第九名，十項當中就有4個
議題與交通相關。

市民最前鋒
摘星創業 即日申請補助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計畫即
日起受理申請，到2月5日截止，每月補助
新臺幣3萬3,000元創業獎勵金，另輔導經
營，實質幫助青年創業築夢。

60歲以上 免費流感疫苗
衛生醫療新福利，即日起開放設籍臺中
市60歲（含）以上長者免費接種流感疫
苗，並補助65歲以上長輩健康檢查。另全
額補助設籍臺中市國中一年級女生自願施
打子宮頸癌（ＨＰＶ)疫苗，由醫療團隊至學
校進行疫苗接種。

臺中社福 春節不打烊
自2月10日起至2月23日臺中市政府於春
節期間仍持續關心市民，市府建立緊急聯
絡窗口及危機處理機制，春節期間由1999
一碼通專線受理民眾通報電話，依據求助
事項通知社會局或衛生局。
民政局也將督導各區公所指派輪值人
員，並請鄰里長發現弱勢民眾有社會福利
需求者，可透過1999一碼通專線通報。各
項福利措施不因春節假期而中斷，持續服
務民眾。

林市長說，交通是臺中市最大民怨，尤其又以「塞
車」跟「路不平」是人民心中的痛，所以一上任就針對5
大塞車路口進行檢討，尤其是環中路跟高速公路上下匝
道與文心路交叉的幾個路口及五權西路、臺灣大道。
林市長與交通局長王義川趁著上班尖峰時間，到環中
路、中清路口了解塞車狀況；他指出，要徹底改善環中
路與中清路交通問題，須設置中山高速公路聯接台74線
系統交流道，但需5年才能完成；短時間內會施做8大工
程，使車道充分利用、加速車流，讓人民有感。

交通局長王義川指出，將在中清路南往北方向及環中
路西往東方向，各增加一個左轉專用道，並調整綠燈秒
數，紓解左轉車流；另針對該路口調整周邊行人穿越道
線、停止線及迴轉槽化線等，增加路口車道儲車空間及
路段的道路容量。
林市長也實勘BRT藍線和其他路線，表示目前行控中
心尚未完成驗收，電力申請也沒完成；他訂出1個月期
限，結合相關局處成立BRT體檢小組，3個月內提出體檢
報告，透過公開透明過程，進一步決定BRT的未來。

林佳龍就職演說：「當市民的市長」
第二屆臺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就職演說強調打造行動市府，當
市民的市長，打造臺中成生活首都，解決原縣區邊緣化、再生舊
市區，透過社會住宅與福利措施，改善世代與貧富差距。
林市長上任後，立即到陽明市政大樓開設市長第二辦公室，同
時召集29名區長開會，日後將定期主持區長會議，有問題直接溝
通，區長是市長分身，不必跑太多攤，努力辦好核心業務。
以下為就職演說摘要：
當我獲得市民託付，接下第二屆市長重任，就對市民承諾，我
會當「市民的市長」，建立「行動市府」，以效能與行動，為市
民解決問題。新市府團隊上路，跨出行動第一步。

城市行動派

這一步對臺中與我個人都是彌足珍貴，代表著希望到行動，
在臺中落土生根，築夢而圓夢的故事，許多理念經過修正，與
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成為城市共同願景與夢想。
未來將實踐市民主義的精神，做一個「市民的市長」，秉持
開放治理的原則，傾聽市民的意見，以人民作為市政治理的依
歸；我們也將與公民團體攜手，讓重大的市政建設，成為市民
共同願景的實現，讓市民成為臺中真正的主人。
我們將秉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打造臺中成為「宜人居
住」且「適合移居」的「生活首都」，全面推動軟、硬體建
設，建立良好的基礎設施與社會福利，滿足市民需求。

「從希望到行動，希望臺中的公民運動！」感謝
臺中市民在這次的市長選舉做出的選擇，讓佳龍
成為臺中的新市長；人民的決定，是這座城市改變
的開始。佳龍將用行動呼應市民的期待，期勉自己
能成為一個「市民的市長」，打造一個「行動的市
府」。事實上，「改變臺中」已成為全民的希望運
動，公民行動與否，將決定希望能否實現；新的時
代，新的臺中，正是「市民主義」時代的來臨。
佳龍認為，改變臺中的希望運動，亟需公民的參
與及監督；舉例而言，人民期盼能改善交通，除了
政府要設法建立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努力維持交
通秩序，及設法讓道路平整外；市民如果能主動不
違規駕駛、不併排停車，不占用騎樓及人行道，每

個市民都成為城市的主人，一起由希望邁向行動。
再舉個例子，為了使臺中有更好市容景觀，佳龍
將增加清潔隊員編制，並跨局處協調即時作業。但
如果市民能夠不亂丟垃圾，主動做好分類，市府將
有更大的行政能量用於市容景觀的美化。同樣的道
理，在違章建築問題、流浪動物等議題也都適用。
佳龍認為，市民的行動，將決定臺中未來；臺中
市民，絕不只有投票那一天才是主人，而是一年
365天都是臺中的主人，佳龍，也會成為一個服務
主人、服務市民的市長僕人。
希望這座城市的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社區，
一同開始打造希望的臺中；讓我們一同走在光裡
面，迎接向善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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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市府團隊 成員橫跨產官學界
3位新副市長 要為交通、文教、產業把脈
臺中市長林佳龍組織「行動市府」團隊，在市長選舉林市長得到近85
萬市民的選票支持，高支持度讓他戒慎恐懼，也激勵他必須為臺中市民
組織一個最好的「行動市府」團隊，不分黨派和人情考量，純粹從功能
跟團隊運作決定人選。
林市長說，團隊強調是「行動」，一上任就要有效且快速的落實他在
競選期間所提的政見，解決市政問題及人民所累積的不滿。成員橫跨產
官學界，大多人才具有實務經驗，有些甚至具備中央治理經驗，或地方
政府執政經驗。
3位副市長分別是前交通部長林陵三、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潘文忠
及從產業界網羅的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張光瑤，林市長說，
這代表新市府團隊高度重視「交通」、「文教」及「產業」。
其中解決臺中「交通問題」是首要任務，他請來前交通部長林陵三，
以豐富交通管理經驗解決臺中在交通所面臨的各式問題，並將具體診斷
大臺中山手線、捷運路網、環狀公路網、海空雙港等建設與困境。
他也期許把臺中打造成「文教城」，由原任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潘
文忠督導「文教」、「社福」、「衛環」領域，發展中市軟實力，包括
人才訓練、產學合作、技職再造，以面對當前十二年國教改革的困境。
第三位副市長是原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張光瑤，林市長
說，臺中民間力量豐富，產業發展更有良好條件，藉督導「產業」、
「財經」領域，使臺中產業與社團蓬勃發展。
林市長指出，市政府秘書長由原內政部參事兼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召集
人黃景茂出任，黃秘書長對於公共工程及都市計畫均相當嫻熟，可全力
監督臺中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及計畫的品質及進度。
林市長也聘請選戰期間擔任競選總幹事的方昇茂出任市政顧問，方昇
茂曾擔任多屆原臺中縣議員，對於原縣區很了解，將協助解決縣區邊緣
化問題，並即時反應民意及需求。

新任臺中市副市長潘文忠，教育行政資歷豐
富，他曾任國立編譯館長、教育部國教司長、教
育部主秘，市長林佳龍延攬他掌舵臺中市的教
育、文化、衛生、社福。
潘副市長是宜蘭人，接任副市長之前擔任國家
教育研究院副院長，10多年前，他曾擔任原臺北
縣的文化局長、教育局長，由當時縣長蘇貞昌延
攬，這些經歷讓他在決定接手臺中市副市長時，
更有自信與想法。
臺中縣市合併後城鄉風貌和新北市很類似，是
多樣性城市，有非常都會的地區，也有山與海，
只是臺中在縣市合併後仍有諸多挑戰，當前最重
要任務是彌平原來縣、市之間的差距。
潘副市長指出，過去1年多來，教育最重要的議
題是十二年國教，政府責無旁貸。中投區已經改
成「會考成績總積點數111」的制度，短時間內不
適合再改革，修正後的方案變成「群組志願」、
「分發一次到位」，若還有大方向調整，要根據
今年實施後的狀況再評估。
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大家都很關注，潘文忠認
為要努力不只如此，家長還是以「升學」作主要
觀念，其次才是「適性」，有很大原因是目前高
中職的均質、優質化落實不足，政府投入高中、
高職教育資源依舊不對等，未來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要扮演更多「給予資源，挹注資源」角色，讓
學校發展自我特色，才能適性引導孩子入學。
臺中市可以把技職教育做的很好；臺中有工業
區且中小企業多，應該善用這些優勢，輔導技職

武陵農場櫻花美景和
臘梅，吸引爆量遊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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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新市長林佳龍（中）的行動團隊，左起副市長張光瑤、副市長林陵三，右起市政顧問方昇茂和副市長潘文忠。

副市長潘文忠：落實均質教育
與產業結合，這部分也會與另一位副市長張光瑤
充分討論，希望不單純「建教合作」，讓孩子淪
為便宜勞工，而是建構如早期「中鋼班」模式，
讓產業進入校園提出人才需求，和學校一起開設
實用課程，保障就業或釋出就業誘因，才能引導
更多家長、孩子改變升學主義導向的志願選擇。
潘副市長指出，不只要均質教育，也要發展
臺中獨特氣質，尤其美學教育，臺中既有資源，
又有文化，美學落實要從國中小開始，鼓勵學校
成立多元社團，讓孩子加強外語能力與本土語
言，找到自己優勢，也希望開放更多校園，鼓勵
市民運動，「這些才能奠定十二年國教適性的基
礎」。
喜歡運動的他說，不論再忙再累，每天都會與
太太一起健走，假日爬山，運動是一種習慣的養
成，教育單位、政府部門要製造機會與空間，讓
孩子從小開始培養，就可能變成興趣，例如可以
在區公所增加運動設施、社區增加運動空間，定
期舉辦小型的三對三鬥牛賽、慢跑，提升孩子運
動興趣，不要只沉迷3Ｃ。
提到「實驗教育」，他說，臺中市私立、理
念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很齊全，過去實驗教育
難推卡在立法，立法院剛通過實驗教育三法，讓
「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公辦民營」
有明確法源。
未來少子化只會更嚴重，如可把公立學校的閒
置校舍作為實驗教育資源，臺中的教育類型會更
多元，有更不一樣新風貌。

臺中市副市長潘文忠教育行政資歷豐富，市長林佳
龍延攬他負責掌舵教育、文化、衛生、社福。

食安把關 打造署長級顧問團
食安風暴頻傳，民眾連吃都不安心，臺中市是食品廠
重鎮，嚴格把關格外重要。副市長潘文忠說，市長已邀請
前衛生署長李明亮、陳建仁等專家學者，組成署長級顧問
團，在食安政策面上提供最專業的意見與協助。
潘副市長說，臺中有2,700多家食品工廠，每次食安出問
題，食品業者都遭波及，目前臺中市食安稽查人力不足，
希望能向中央爭取員額，逐步將人數提高到60人。
潘副市長說，目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食安檢查費用，平
均每位市民每年只有5元，食安檢查鉅細靡遺，現有經費確
實不足，將爭取預算，逐年提升到每人每年20元才合理。
市長林佳龍重視食安問題，將組成食安專家顧問小組，
提供專業建議，落實改善食安政策，將臺中打造為食安模

範城市。潘副市長說，市長已邀請前衛生署長李明亮、陳
建仁，前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長蘇益仁，中國醫大前副校長
賴俊雄、中山醫大公衛系教授翁瑞宏等人。
潘副市長說，署長級的專家顧問團，可提供臺中最全
面的專業意見，除了食安，也包含防疫、衛生與市民健康
等，都有最新的政策建議。
除了公權力稽查，更希望全民監督，市民每天都要吃
飯，這是最廣泛的監督網絡，只要發現問題，直接向市府
檢舉，可遏阻黑心商人。他強調，食安稽查的目的不是要
打倒食品業，而是輔導業者做好內部品質管控，強化企業
把關的決心，找回從事食品業的初衷，讓大家吃得安心又
健康。

廉能政府 行政效率全面升級
臺中市長林佳龍簽署廉能公約，市府的局處首長
同步簽署，宣示反貪腐。

臺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後，首場市政會議立即簽署廉能
公約，局處首長與各區長也同步簽署，還要求各機關在兩
週內，針對廉能開放、提升效率與品質，提出行政革新計
畫，要在100天後檢驗成效，讓人民有感。
林市長強調，市長與市府以服務人民為目的，必須以服
務為導向，重視民眾的滿意度與聲音，期許未來市府是有
效率的行動市府，同時要堅持廉能與開放。
首場市政會議中，研考會與政風處分別提出「提升行政
效率」、「促進廉能」專案報告，打造「廉能、開放、效
率」的市府，回應市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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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長說，市府原列管的30多項重大工程，要深入檢
討，提出必要修正後全力推動；成立工程品質推動小組，
以爭取國家金質獎為目標，由副市長林陵三任召集人。
他也要求，各界網路留言與反應，包含市民希望短期改
善的措施等，研考會都要納入管考重點。
研考會主委柳嘉峰說，市長施政藍圖明確，要建立生活
首都，以人為本的城市，以往重大工程常延誤，行政效率
遭質疑，提出兩大對策，加強為民服務，做到便民有感，
其次為提升行政效率，包含人事組織活化、獎懲分明、檢
討預算執行率。

武陵看花海 櫻姿尬梅景
新年開始，臺中市山城迎來花季；
梅花、櫻花接力爭豔，使山線知名景
點如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和東勢林
場，成為假期最夯旅遊勝地。
從一月份開始梅花盛開，彷彿異國
雪景，空氣中飄著陣陣清香；到二月
中，櫻花綻放，粉紅花海以武陵最多
最美，此地遊客年年爆量，都被「紅
粉佳人」的魅力吸引。
和平區梨山的武陵農場，蠟梅和
梅樹近3千株，預計在一月中全部綻
放；武陵遊客中心前和國賓廣場，是
賞梅最佳地點，白色、紅色的梅花齊
開，相映成趣，成為冬天限定的美麗
花景。另東勢區東勢林場遊樂區，種
植梅花占地20公頃，清一色白梅形成

壯觀「香雪海」，也是賞梅好選擇。
一月過後，火熱櫻花季登場，號
稱全臺最佳賞櫻景點的武陵農場，種
植兩萬多棵櫻花，和別地不同，以顏
色粉紅、花形較大的「紅粉佳人」為
主，是武陵的招牌櫻花；粉紅花朵搭
配高山景緻，「怎麼拍都好看」，以
往更有遊客稱讚美麗不輸國外櫻花。
為避免遊客過多，今年武陵農場也
實施交通管制，104年2月13日至2月
23日、2月27日至3月1日，每日限制
入園6,000人，管制期間需憑車輛通
行證放行入場，並實施場區夜間11時
至凌晨6時不開放入場的淨場措施。
詳情請上武陵官網http://www.
wuling-farm.com.tw/查詢。

生活即時通

臺中泡湯趣 生男、美姬任你選

谷關可邊泡湯邊享受五葉松汁。

寒流一波接一波，快到臺中市谷
關、大坑與烏日享受溫泉！臺中市13
家溫泉業者通過「溫泉標章」認證，
泡湯水質、安全掛保證。烏日「美姬
之湯」、谷關「生男湯」和北屯區的
「美人湯」，多樣水質供遊客挑選。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指出，臺
中有多樣地貌，造就烏日富有碳酸
氫鈉，具軟化角質功效的「美姬之
湯」；還有據傳日本明治天皇泡過谷
關溫泉，因此得「子」的「生男湯」
與大坑溫泉的「美人湯」。歡迎民眾
來臺中「泡湯趣」。

iBike破20萬人次 增2租賃站
臺中市公共自行車iBike啟用至
今，騎乘次數已破20萬人次，去年12
月28日啟用臺中州廳站；今年元月7
日啟用學士育德路口站，全市已完成
22站設置，讓民眾多一項大眾交通工
具，提升便利性。目前已啟用站點包
括市政府、秋紅谷、逢甲大學、臺中
孔廟、大隆東興路口、臺中公園、大
墩文化中心等，總計設置22站。
iBike相關訊息，可上iBike臺中市
公共自行車網站http://i.youbike.
臺中市公共自行車iBike啟用至今， com.tw/cht/index.php 查詢，或
iBike服務中心電話:04-23692255。
騎乘次數已突破2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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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城市雙向道

專訪文化局長路寒袖

防水手機落水
我應該怎麼辦

「奉獻家鄉很高興」
提到詩人「路寒袖」大家都不陌
生，他本名「王志誠」，是臺中大甲
人，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2005年曾擔任高雄市文化局長至2008
年，如今獲市長林佳龍延攬擔任文化
局長。王局長說，他一直都在文化界
工作，對文化事務、文化推動有使命
感。
回憶第一次到高雄擔任文化局長，
「當時很抗拒，沒有跟公部門接觸
過，有保守、工作效率差、行政流程
冗長的刻板印象」，真正進入公部門
服務之後，徹底扭轉了對公務人員的
印象，「我們若在某個領域看另一領
域，才會有偏見」。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這一次獲
市長林佳龍邀約、延攬，沒有任何猶
豫就答應，「臺中是自己的家鄉，能
回來奉獻很高興」，文化工作不是公
部門的事，也不是學術圈、文化界的
事，文化是人人的事。
王局長說起「路寒袖」筆名的由
來，是一段青澀的故事。當年臺中
一中畢業拒絕聯考，流浪了2年，以

「路」為姓，杜甫有一首詩《佳人》
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隱喻
自己年輕時想寫詩，但懷才不遇，投
稿被退稿。
而談到和市長林佳龍的淵源，王局
長說，10年前林市長剛到臺中時，
「文化總會」中部辦公室還在運作，
把場地借給林市長的團隊當工作室，
後來文化總會停止運作，兩人一直
有聯繫，這次林市長競選時「看得
見」、「臺中的希望」、「希望的臺
中」logo和文宣都是他的創意，「我
和林市長對城市發展有共同願景」。
王志誠說，上任後想做的事情很
多，最想先改善文化館舍功能不彰、
古蹟活化的問題，例如雙十流域日
據時代的「市長官邸」、「臺中放送
局」，雖然已經有業者進駐營運，但
狀況很不理想，會檢討標案設計，若
投標團隊沒有能力經營，寧可流標。
另外，希望閱讀能從學齡前開始，
打造「故事媽媽」，讓媽媽幼兒一起
學習製作繪本，建立幼兒對文字的情
感，對文字不害怕，習慣能用文字表

提到詩人「路寒袖」大家都不陌生，
他的本名「王志誠」，是新任臺中市
文化局長。
達自己想法；再針對中學生舉辦文學
獎，雖然目前有臺中文學獎，但不限
年齡參加，雖資格沒限制學生不能參
加，但競爭對手都是有資歷的年輕作
家，學生得獎可能性都會因而降低。

霧峰第一公有市場 捐助弱勢愛心不斷
「沒想到執行了3個月，大家愛心
仍然持續！」霧峰第一公有市場去
年9月開始，發起攤商捐助食物給長
者和弱勢的活動，3個多月來，攤商
們熱心響應，市場自治會長林志彥
認為，大家不只是獻出愛心，連感
情都更為凝聚。
林志彥說，市場管理員龍步雲一
開始提議把賣剩東西捐出後，原本
還懷疑是否有人響應，沒想到隔天
就有很多攤商響應，現在除了週一
不殺豬、禽，每週二至週日，大家
都會主動捐些食物到公秤臺上，有
油飯、蔬菜，甚至是豬雞肉，只要
是市場裡有賣的，臺子上都會有。
他說，市場內有130多個攤販，大

家平常賣不完的雞鴨魚肉不是冰存
後便宜賣掉，就是倒掉，實在很浪
費，自從提出把剩的東西捐給需要
的人，大概每一位攤家都響應過。
「知道是要捐獻給長者和弱勢，
感覺是應該做的！」在霧峰第一市
場賣滷味的攤商黃玉露女士拿手切
著鴨肉，準備拿到市場的公秤臺
上。四代經營豬肉攤的「豬肉嫂」
李秀貞女士也樂意地捐出豬肉，她
笑著說：「替長者和弱勢家庭服
務，當然很樂意」。
從上海嫁來臺灣的徐賽娟所經營
的生鮮雞肉攤就在公秤臺旁，她感
覺捐食物獻愛心很好，經常捐，而
且捐的都不是剩下的。

霧峰第一公有市場攤商發起
奉獻食物運動，賣鴨的黃玉
露女士捐出最好鴨肉響應。

彩，清脆悅耳的聲音從口中就可輕
易發出。
作品中還有個令人驚豔的手機
套，利用客家油桐花布、泰雅織布
結合，顛覆傳統的方式把兩個不同
文化結合，用客家花布為底、泰雅
織布為主角，彼此不會搶了風采，
更容易襯托臺灣原味。
為推廣原住民特色，創作者把傳
統與現代文化融合，激發出不同的
巧思，讓伴手禮獨具濃濃的在地文
化特色。

藝文看板
科博館 「抄自然」生存遊戲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推出「抄自然：力與
形的生存遊戲」，介紹生物獨特的構造，例
如動物的吸盤、鱗片、皮膚，現場也有互動
展品「幫忙鯊魚換牙齒的手搖機臺」，讓民
眾可以清楚看到鯊魚換牙。布滿鯊魚全身的
板凳狀鱗片，也轉化形狀有如太空船的7萬倍
放大鯊魚鱗片，可以讓小小朋友親自騎坐，
想像跟著鯊魚去旅行。現場也有鯊魚標本供
大家體驗鯊魚皮觸感。
另外，也有人造浪機器、滿牆漂亮的貝類
標本，展期至6月28日，歡迎民眾前來觀展。

喵喵故事團 接受校園演出申請

客家花布PK 泰雅織布 手機套原味十足

不少民眾旅遊，總想買伴手禮給
好友或親人，原住民特色藝術品更
能感動人心，原始手工製樂器、織
布或衣服，凸顯出原鄉之美，臺中
市政府原住民委員會去年評比出10
項優選作品，製成手冊後進一步量
產成為文創商品，頗受民眾好評。
泰雅族鄭保雄是製作口簧琴的好
手，為讓產品兼具實用跟收藏，加
上紋面祖先的傳承意涵，自己找桂
竹、牛皮、銅片等當材料，製作成
手掌大的形狀，上面還有豐富色

有消費者向臺中市政府消保官申訴，指防
水手機在泳池落水後卻故障，送回原廠檢
查，廠商認為應是消費者記憶卡蓋防水橡膠
沒密合，判定人為因素無法保固。
市府消保官謝明謙說，帶防水手機下水前
要詳閱說明書，確認已達防水要件，業者也
應善盡告知責任。
廠商說，消費者的手機試紙呈粉紅色，符
合IP55和IP58防水標準。從機板狀況觀察，
只有靠近SD記憶卡插槽附近有水漬，判斷是
記憶卡蓋防水橡膠沒有密合。
市府消保官表示，用防水手機須確認防水
等級，提供不同的防塵、防水等級，且使用
時機器孔蓋須完全密合。
他建議下水前須確定封條沒有任何異物沾
粘、孔蓋確實密合，只要一根頭髮或一粒沙
子都會造成防水失效。下水時不要任意開啟
孔蓋，另注意產品封條是否劣化，例如部分
防水相機使用1年就建議更換密封膠條，確保
防水。他認為，防水手機畢竟是精密電子產
品，還是儘量避免在水中使用。

客家油桐花
為底、泰雅織
布特色為主角
的手機套，深
受年輕人的喜
愛。

豐原區葫蘆墩文化中心為推廣圖書閱讀，
文化中心志工隊組成「喵喵故事團」，引導
小朋友培養閱讀興趣及善用圖書資源，1月份
開始接受申請至校園演出。
葫蘆墩文化中心主任林長源表示，未來每
月將安排2場到校演出，公私幼稚園、托兒
所、補習班、安親課輔班等教育機構都可踴
躍提出申請，報名請洽（04）25260136分機
214圖書股余素美小姐。

稅務局文心藝廊 書畫聯展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文心藝廊1月起舉辦
「魔法森林104年圓夢系列『藝術種子』書畫
聯展」作品展，展出李藝分女士等人的50件
書畫作品至1月29日，每天上午8時至下午5時
（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除外），歡迎民眾踴
躍欣賞。
李藝分女士是魔法森林希望種子關懷協會
創辦人，深愛藝術與自然音律，樂觀豁達，
大家都暱稱她「魔法阿嬤」；她也曾向國畫
大師林謀秀請益，畫風自成一格，其作品也
廣為愛好者收藏。相關資訊請洽0800-086919
或(04)22585000#1轉客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