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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燈區接力 看23.4公尺創紀錄羊年主燈

2015台灣燈會 睛豔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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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來台中欣賞建築之美

今年台灣燈會主燈為身
形簡約時尚金羊，搭配
底座步步高陞山巒（左
圖）。還有小羊造型小
提燈（上圖）。

吉祥物「飛飛」（右一）與「揚揚」
（左一）陪民眾一起暢遊燈會。
2015年台灣燈會由台中市主辦，2月27日至3月15日在豐原廟東
商圈、台中公園及烏日高鐵特定區三地登場；今年主燈以象形文
字設計，有如大角羊昂首闊步站在山巒上，象徵台灣燈會步步高
陞，主燈周圍觀賞區也鋪上木棧道，下雨時不會滿地泥濘。
羊年主燈總高度達23.4公尺，再創歷年紀錄，由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贊助，中研院士曾永義命名為「吉羊納百福」；造型設
計依據遠古金文「羊」的象形文字為發想，塑造出具一對大角、
昂首遠視，身形簡約時尚的金羊相當亮眼。
交通部觀光局表示，今年燈光效果設計很不一樣，以「全光
學、全新技術、低碳綠能」3大主軸，突破以往工法，創新採用
LED全彩視頻技術及新一代LED全光學擴散板，呈現如鑽石般閃耀
的燈光視覺饗宴。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長陳盛山指出，台灣燈會將於2月27日
至3月15日展開，為期17天；豐原燈區於2月27日開燈、台中公園
燈區於2月28日開燈、烏日高鐵燈區訂於3月5日開燈，三大燈區

接力點燈，逐步拉高燈會氣勢，象徵「三陽開泰」、「台中飛
揚」。而小朋友最期待的小提燈，以著名的白羊與黑羊故事為
發想，利用紙張雙面印刷，創造出兩個截然不同色系、主題與
個性的小提燈「小可」與「白白」。陳局長表示，市府規劃
在燈會現場共發放10萬個小提燈，將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豐
原燈區發放1萬個，2月28日至3月5日在台中公園燈區發放1萬
個，3月5至15日在烏日燈區發放8萬個。
3月5日起烏日高鐵特定區除交通部觀光局羊年主燈外，市
府另設有10個特色燈區，分別為「觀光特色燈區」、「樂農花
博燈區」、「產業科技燈區」、「低碳永續燈區」、「城市願景燈
區」、「族群融合燈區」、「民俗文化燈區」、「29花車燈區」、
「友好城市燈區」及「美食文化燈區」讓民眾盡情的賞燈。
市府也規劃兩款可愛討喜的吉祥物「飛飛」與「揚揚」，在
農曆春節期間快閃到台中各觀光景點報喜，邀請民眾到台中賞
燈，暢遊中台灣。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賞燈不怕塞車
「台灣燈會怎麼玩最順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公布交通指
南，主燈所在地烏日高鐵特定區規劃停車場及免費接駁車服務，
接駁民眾到烏日燈區旁的北、南二處轉運站；台中公園與豐原燈
區周邊備有公有停車場，台中市長林佳龍呼籲「長程搭高鐵，短
程搭台鐵」，減少塞車之苦。
交通局長王義川指出，今年三大燈區皆緊鄰台鐵車站，鼓勵居
住於中台灣的短途旅客利用台鐵與公車客運，北高長途旅客則建
議搭乘高鐵。而自行開車前往烏日高鐵站的遊客，可依指示標
誌，開車到停車場後，轉搭接駁車約5分鐘即可到達會場。

城市行動派

烏日主燈區周邊共劃分成二層管制區，一層管制區禁止車輛
通行，以人行徒步為主，範圍北至高鐵五路、東至站區二路、
南至高鐵一路及高鐵二路地下道、西至高鐵路；二層管制區
為憑證進入，北至中彰往高鐵路匝道、東至站區二路(南下車
道)及高鐵東路、南至中山路、西至高鐵路及高鐵陸橋/三榮路
口。管制時間為平日下午2時到11時，假日上午10時至下午11
時。台中公園燈區與豐原燈區則建議民眾可利用台鐵、市區客
運、公路客運等大眾運輸工具到燈區賞燈。詳情可上活動官網
http://2015taiwanlantern.net/

「希望開春，心是好日」，佳龍在新的一年，與
行動市府帶起希望，祝福大家新年快樂﹗今年年
假有6天，邀請民眾利用農曆春節體驗台中好山好
水，感受台中人的友善熱情！
今年起，行動市府推出多項新措施，邀請民眾享
受歡喜好福利。其中「0至6歲托育一條龍」，就是
6歲以下的小孩子可以申請托育補助津貼，鼓勵家
長肯生、肯養；另外市府編列3億元假牙補助，幫
助65歲以上老人免費裝假牙，讓長者也能夠享用美
食。佳龍希望透過這些社會福利，讓大家更幸福！
而眾所矚目的2015年台灣燈會將在台中登場！睽
違12年的羊年燈會，今年再度由台中市主辦。行

動市府規劃了烏日高鐵燈區、台中公園燈區及豐原
等三大燈區，佳龍希望大家2月27日至3月15日能夠
來台中觀賞23.4公尺高的創紀錄羊年主燈，享受濃
濃「台中味」的元宵佳節，同時祈求新的一年「三
陽開泰」好運到。台灣燈會也將結合2015聯合國
「國際光之年」，與台灣光電學會合作推出「2015
國際光之年主燈」。佳龍則將成立「台灣光谷促進
會」，成立「台灣光谷」品牌，希望透過活動，用
正面的力量帶領大家不斷往前走。
最後佳龍祝福大家「希望開春喜羊羊，行動豐收
樂龍龍」!「龍」+「羊」，就是攏贏，大家「攏總
贏」啦!

4版 食物銀行聯盟店開幕

市民最前鋒
中彰投聯手 組消保律師團
中彰投三縣市政府擴大消費者服務
中心，快速協助消費者處理食安消費
糾紛，結合三地政府資源，聯合成立
消保律師團，導入民間參與機制，透
過聯合律師團定期開會方式，集思廣
益，協助地方政府檢視現行法規不
足。消費者若有任何消費問題，都可
在機關上班日撥打「1950消費者服務
專線」，向各縣市消費者服務中心諮
詢。

廢棄家具再生 開放假日選購
將廢棄家具整理修復後，供民眾自
由選購的「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
心」，成立以來深受喜愛尋寶市民的
青睞，原定每天上午8點到下午5點開
放，每週三、週日公休，1月25日起
增加開放週日上午8點到下午4點，讓
民眾有更多時間尋寶。地址位在北屯
區環中東路二段333號，聯絡電話：
(04)2436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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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擴增至6歲 台中「托育一條龍 」攜手光電業 台中打造台灣光谷
市政向前行

台中市有眾多知名光電企業，市府計劃
結合產官學，打造台中為「台灣光谷」，
預計3月5日成立「台灣光谷促進會」，結
合台灣燈會大放異彩。
市府日前召開「台灣光谷促進會」籌備
會，邀集在地知名企業大立光電、合盈光
電、亞洲光學、玉晶光電、今國光學等，
以及LED界知名廠商晶億光，車燈大廠帝
寶工業等代表，針對台中市發展為「台灣
光谷」提出各種構想。正逢2015年台灣燈
會在台中舉辦，又是「國際光之年」，希
望籍由市府與光電產業業者共組的「台灣
光谷促進會」，建立交流平台，並進一步
以台中市為核心發展「台灣光谷」。
來自產業界的副市長張光瑤表示，根據

4萬多名幼童受惠 預計7月後上路

台中市長林佳龍落實競選承諾，推出「0至6歲托育一條龍」政策，將原
來0至2歲托育補助擴增至6歲，內容涵蓋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托育（保
母）、弱勢家庭育兒津貼等，預計今年7月追加預算通過後上路，未來每年將
編列新臺幣13億元，將有4萬多名幼童受惠。
「看到小孩就看到未來、看到希望！」林市長說，少子化是國安問題，要
解決少子化，要讓民眾肯生、肯養，家長生兒育女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
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經詳細研究與精算的「托育一條龍」政策，從小孩出
生到6歲上小學前，市府全力提供生育、養育的協助，創造家長贏、幼教界
贏、保母贏的三贏局面。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指出，「托育一條龍」可分為機構式、居家式及育兒津
貼3大部分。「機構式托育」例如托嬰中心、幼兒園，目前將0至2歲幼童送協
力托嬰中心的家長，原有中央每月補助3,000至5,000元、市府每月補助2,000
至3,000元補助，今年將補助範圍擴增至3歲（托嬰中心收托年齡上限），未
來2至3歲幼童也可領取市府每月2,000至3,000元補助。
送至幼兒園的家庭，教育部自100學年度起，已經推出5歲以上就讀公立幼
兒園免學費、私立幼兒園每年補助3萬元，台中市府加碼將此政策「向下延

伸」，2歲以上幼童均比照辦理、享有相同每年3萬元補助，等於每月補助
2,500元。
「居家式（協力保母）托育」補助現行的政策是0至2歲幼童，中央每月補
助3,000至5,000元、市府每月補助2,000至3,000元，今年加碼將補助延伸至
6歲，未來2至6歲幼童均可領取市府每月2,000至3,000元補助。另外「育兒
津貼」部分以弱勢家庭優先，補助從0到2歲延伸至6歲；低收入戶補助5,000
元、中低收入戶4,000元、特殊境遇家庭3,000元、弱勢兒童少年3,000元。
林市長強調，全國首創托育一條龍政策三軌並進，一是與幼兒園、托嬰中
心的合作機構式托育補助，另一是居家保母補助、創造就業機會，第三是針
對弱勢家庭的育兒津貼，預計今年7月1日實施，預算未來每年將增列13億
元，將有4萬3千名幼童受惠。
林市長表示，堅持不用完全津貼式補助，主要考量是負擔太大，無法永
續，津貼式的補助無法掌握家長把錢用在何處，必須善用每一份納稅人的
錢；他希望以制度引導全台灣，創造家長、幼教界、保母三贏目的，減輕家
長負擔，引導健全政府與幼教界合作關係，讓保母工作穩定，幼兒園、托嬰
中心持續發展，最大受益者就是小孩。

推觀光優惠 台中吸引香港遊客

副市長林陵三：歸零思考、建設台中
台中市府團隊，副市長林陵三備受外界矚目，他當過交通部長，退休
後重新復出，與團隊中最年輕的新聞局長卓冠廷，相差40多歲。林副
市長說，從中央部會轉進地方政府，要「歸零」思考，還要變成「色
盲」，眼中沒有藍綠，專心建設台中。
林副市長上任後，不喜歡坐在辦公室，喜歡大街小巷跑，現場觀察民
眾實際需要。他強調，自己是從基層公務員做起，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用心」，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曾任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長的林副市長，就職後已經多次巡視台中
捷運綠線工程。林副市長說，現在文心路捷運施工，跟當年的台北忠孝
東路相同，文心路有些高架墩柱已蓋好，其實可先拆除部分圍籬，路口
再多規劃一線左轉道，避免塞車。
他強調，在都市進行土木工程，會妨礙交通與生活，不能像在荒郊野
外的方法，非必要的機具應撤離，晚間應該輪班施工，不要讓機具停
工，工期才能縮短。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規劃捷運綠線沿線有14處路口，將增加左轉車道，
例如市政路、中清路、崇德路口增加左轉車道，避免直行車被左轉車塞
住；沿線的昌平路到熱河路、青海路到西屯路、南屯路到永春東路，施
工圍籬將拆除，讓行車更順暢。
另外林副市長表示，台中市升格後，還沒有整體都市計畫，市府會先
完成整體規劃，再重新思考大眾運輸需求；例如山手線鐵路新建大甲到
后里段，不是直接蓋軌道運輸即可，還要考慮沿線站點，配合都市計畫

台中市「0至6歲托育一條龍」，全方位打造台中成為適合生育的城市。

3億元假牙補助 長者安心吃

台中市副市長林陵三受訪，表示要全力建設台中。
發展。
他也指出台中人口不像雙北密集，推動橘線輕軌LRT，從清泉崗機場
到台中火車站，跟文心路綠線交會，才能發揮轉乘功效。

不只改善交通 也要打造親水城市
台中市副市長林陵三當過交通部長，大學主修水利工程，對治水也頗
為專精；他就職後，幾度勘查穿越市區的筏子溪，希望打造親水景觀，
並發揮儲水功能，讓台中變成美麗水岸城市。
元旦假期，林副市長與水利局長周廷彰站在筏子溪畔，還碰到立委蔡
錦隆，三人聽著溪水潺潺，討論如何打造出親水的城市景觀。林副市長
說，台灣降雨量排世界第二，但地形山高水急，雨水很快就流光了。
筏子溪穿過市區，很適合打造親水河道，就像台北碧潭，利用攔河堰
增加蓄水量，造就都市河岸景觀，大雨來襲時不會影響水流，也不讓淡
水流入海洋，變成地面水庫。

他強調，沿著筏子溪可施作多個橡皮壩，打造70至80公尺長、1.5公
尺深的水面，搭配河岸景觀工程，可變成都市遊憩空間，枯水期含蓄水
源，可回注地下水，甚至引入農田灌溉。
水利局長周廷彰說，目前中興大學附近旱溪康橋計畫，就是利用攔河
堰打造水域空間，成為市民親水場所，柳川下游整治工程，同樣有親水
規劃；筏子溪可打造為階梯式疊水空間，沿河道設置多個親水區域；但
因筏子溪屬中央管河川，將與中央合作。他強調，市府打算在麻園頭溪
下游河道，先利用簡易太空包堆疊水域，水深約40至50公分，藉此觀察
水質變化，如對水質無不良影響，民意也支持，可委託專業公司設計。

統計全球光電產業預估今年可達4,765億
美元，台灣約有新台幣2兆3,000億元，但
面對韓國強敵虎視耽耽，台灣得加緊腳步
形成產業聚落，互相合作。
台中市政府願意發展為光電平台，結合
中央科技部、經濟部的力量，讓台灣光電
產業快速發展，不致落後韓國。
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李正
中指出，台中主辦台灣燈會，加上在地知
名光電業者多，建議市府結合學界，並與
中央經濟部合作，業界才能走得好又遠。
和大董事長沈國榮表示，應建立公開平
台，提供新技術、新知識及新材料，並呼
籲公法人可將既有的專利釋出給業者研發
與商品化。

一口好牙，吃得更健康！台中市政府衛生局爭取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假牙補助經費提高到新台幣3億
元，市長林佳龍表示，長者擁有好牙，才能吃得安
心。台中市長者無論全口、半口或部分假牙都能申
請補助，共有7,500百名長者能受惠。
林市長日前到大甲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探視長
輩，帶了3萬元加菜金，也向長者宣布好消息，市
府今年編列3億元預算，將補助7,500位長者裝假
牙，要讓長者有一口好牙、過好年。
衛生局指出，台中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有26萬
5,000人，其中五分之一需裝假牙，衛生局今年爭
取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假牙補助經費提高到3億元。
林市長表示，台中共900多間牙醫診所，其中有
300間以上可提供服務，診所服務雖利潤較低，但
多數仍願意做公益，希望朝「人人有、時間快、到
處做」的目標邁進，長者咀嚼健康，也可減少醫療
保健支出。
八十四歲的楊王錦霞老太太笑說，「以前沒牙

齒，吃東西很不方便，裝了全口假牙後，很多不能
吃的食物，現在都可以吃，消化也比較好，假牙對
老人家真的很重要！」也很感謝這項政策讓長輩都
能安心享用食物。

從香港來台的自由行旅客日益增多，在
香港有60多家窗口的「專業旅運」公司，
為開拓台灣觀光資源，農曆年後將成立7
間有台灣味的主題辦公室，第一間就以台
中市的觀光為主，將是台灣第一間在港成
立的服務中心，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也
提供多項優惠。
香港自由行背包客，超愛到台中，除文
化、語言及飲食相近，也對台中的好山好
水格外親切，加上台中清泉崗航空站的便
利性，無形中促進交流。專做自由行的香
港專業旅運公司以台中為標竿，先在香港
新界成立中彰投服務中心，配合季節與活
動做促銷、贈送福袋。
根據統計，去年香港共有138萬多人來
台灣旅遊，今年預計成長10%，清泉崗航
空站每週也約有120趟班次往返，算是熱
絡。
「努力推動一日台港旅遊生活圈！」旅
遊行銷科長曹忠猷表示，其實香港人對於

香港專業旅運在新界設立富有台灣味的
服務點；左為台中市觀光旅遊局長陳盛
山（左）、專業旅運總裁高鄭杏芬（右）。

生活即時通

教堂、歌劇院 看台中建築之美
台中市有多座獲國際建築「普立茲克
獎」肯定的驚豔作品，有公共建設、教堂
與美術館，包括台中國家歌劇院，東海大
學的路思義教堂，以及亞洲大學內的亞洲
現代美術館，每座建築都有獨特設計概念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假牙補助總經費提高到3億元。

新任警察局長蔡義猛 拚治安滿意度
原警政署主任秘書蔡義猛接任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長，市長林佳龍期許他能提高市民的治安滿意度。
原台中市警察局長邱豐光出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長，台中市警察局長由警政署主任秘書蔡義猛接
任，林市長在二人的交接典禮中表示，他之前已和
警政署王卓鈞署長討論過，雙方皆同意出任，也做
了妥適的安排，期許蔡局長能提高台中市民對治安

北高兩地非常熟悉，但中部卻是全新體
驗，如谷關溫泉、新社民宿、日月潭、清
境山景都是自由行選擇。觀光旅遊局長陳
盛山更表示，中心未來除提供旅遊影片、
摺頁、伴手禮及交通接駁資訊，中彰投業
者也會不定期前往舉行推廣活動。

的滿意度。
林市長表示，相信以蔡局長在警界的資歷和聲
望，一定能做好台中市警察局長。由於蔡局長來自
警政署，還有豐富資歷，不管警力編制、預算或設
備，可以協助台中向中央爭取經費，並透過中央地
方合作，聯合打擊犯罪。蔡局長也表示將全力以
赴，並有信心能達成市長所交付的目標。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為台中特色建築之
一。

與意義，假日不妨來一趟台中優美建築之
旅。
被國際媒體喻為「世界九大新地標」的
台中國家歌劇院，由日籍建築師伊東豊雄
設計，主建築由五十八面曲牆組成，整體
結構找不到一處九十度的交叉處。歌劇院
白天時在陽光照耀下，建築外觀曲線就像
一個大酒壺。
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五十多年前由
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是以拋物雙曲面
為概念的「薄殼式建築」，四片雙曲斜牆
面交織支撐教堂結構，沒有一根橫梁立
柱，半個世紀前沒有電腦全靠建築師人工
精算，是難度極高的建築，雖歷經九二一
大地震仍歷久彌新。
亞洲大學內的亞洲現代美術館，由日籍
建築師安藤忠雄設計，也是他在台灣的第
一件作品，以三個三角形交錯疊置的外
觀，搭配清水模工法，相當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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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首家 食物銀行聯盟店開幕
「台中市首家食物銀行聯盟店001
號」於1月17日在順天醫院前庭廣場
揭牌開幕，這是市長林佳龍上任兌現
的「食物銀行，希望運動」政見。食
物銀行聯盟店採發放點數，供救助戶
兌購生活所需物資，執行起來更有彈
性，也可將民間團體募集到的物資，
妥善分配到需求者手上。
台中市推動食物銀行頗有成績，目
前已有3個實體食物銀行、27個發放
站。林市長表示，首開先例邀民間團
體以策略聯盟方式，成立新型態食物
銀行聯盟店為全國首家，盼帶動全台
效法，讓台中成食物銀行典範城市。
林市長強調，上任後要打造台中專
屬的三個「希望銀行」，其中之一就
是「食物銀行」，希望讓民眾能就近
以點數兌換物資，讓救助遍地開花；
未來也考量與便利商店合作，民眾以
認購方式捐助熱食，建立無饑餓社會
安全網，市府也將收購過剩的農產品
交給食物銀行發放，同時幫助農民及
受助戶。
全台灣約有35萬人屬於弱勢家庭，

城市之光
台中市傑出發明人林英姬等人，參
加2014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之發
明競賽活動，成績優異，在國際舞台
上大放異彩。日前台中市長林佳龍於
市政會議，嘉勉發明家們為國爭光，
頒贈榮譽獎章及證書予獲獎人士，肯
定發明人的優秀表現與貢獻。
全球歷史最為悠久的德國紐倫堡國
際發明展(iENA)，是世界具指標性發
明賽事，廣受各國的發明家重視，台
中市民參與2014年(第66屆)德國紐倫
堡國際發明展，其中宋岡能發明之
「三維指向裝置」、林琮益發明之
「防爆型輕巧滅火器」及鄧閔鍵發明
之「電解水裝置改良結構」獲銀牌
獎，總計本屆抱回3面銀牌、4面銅牌

專業導覽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文化資產處
志工服務大隊授證頒獎，共有143名
志工接受表揚，由台中市副市長潘文
忠、文化局長王志誠頒獎，感謝他們
為台中文化的努力付出。
潘副市長表示，文化影響一座城
市、國家的發展，與教育關係非常緊
密，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許多歷史悠久的古建築，
雖有著美麗的故事，卻不會說話，多
虧志工辛苦的導覽解說，才讓建築與
人更有接觸，讓一個城市更有生命。
王局長表示，市長林佳龍的「生活
首都，文化台中」目標，不只是靠市
府局處努力，更要靠文化志工在民間
散播的文化力量；志工大隊成立的時
間並不久，但相當努力。
目前全台中市有42處古蹟、88處歷

台中食物銀行聯盟店開幕營運，市長林佳龍期望讓台中成為食物銀行典範城市。
生活中浪費的物資一年高達270公噸，如
何將弱勢需求與浪費的物資達成平衡，設
置食物銀行就是解決方法之一。
新型態聯盟店，由實體食物銀行及社會
局轉介特殊戶，讓領取期限、額度及生活
物資更彈性，也可依個案所需自由選擇領
取。受助戶可到店舖內自行挑選要兌換的

生活物資。
北區食物銀行聯盟店由私立宏源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無償提供三民路精華地
段民宅設置，由市府協助提供名單轉介，
食物和用品來自民間募集；兌換物資包括
食物、日常用品，物資來源為紅十字會與
善心人士捐助等，提供民眾安心的物資。

紐倫堡發明展 台中8人獲獎

創意城市雙向道

危險機車停等區
將重繪路口標線
機車族問：機車停等區都劃設在大
路口最前方，後方有大車，隨時有爆
衝追撞危險，前方也有違規或失控的
大型車直衝而來，台中曾有多起類似
重大傷亡車禍，機車停等區的機車族
們，就像被推到最危險的前線，前後
方都有潛藏危機，不知政府有無想到
機車族停等安全問題？
答：部分機車停等區與慢車道右轉
道重疊，機車騎士等紅燈時，會被右
轉車輛擦撞，市府正調查路口機車區
設置，不能與車流重疊，將鎖定事故
較多的路口，重新繪製路口標線，澈
底改善有問題的路口機車停等區。
機車族問：既然台中發生過這種機
車族在停等區被撞的車禍，應該還有
改善空間，不知警方調查結果，車禍
原因為何？
答：車輛失控撞上停等區機車只是
個案，原因包括機車未停在標線內，
或肇事大型車違規、駕駛人注意力不
集中，警方會再針對這些路口會勘，
並多加勘查而減少類似車禍發生。

藝文看板
科博館 4D恐龍互動

台中市長林佳龍(中)頒發「台中市傑出人士獎章」給紐倫堡國際發明展獲獎者。
及1面特別獎，顯示台中市富有創意思考
及優秀實作技術，創作成果質與量皆具世
界等級。
本屆經推薦並核定獲頒台中市傑出人士

並榮獲國際獎項者依序為：林英姬、蕭惠
玲銅牌獎；宋岡能銀牌獎、林琮益銀牌
獎、鄧閔鍵銀牌獎、李冠緯銅牌獎、沈嘉
慈銅牌獎及特別獎、李家豪銅牌獎。

文化資產處 143名志工表揚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中華電信打
造「4D恐龍蛋．誕恐龍」互動體驗活
動，館方在科博館廣場架設2層樓高、
280吋的大螢幕，透過投影技術，彷
彿恐龍就置身在廣場，和大小朋友互
動，新鮮有趣，活動期間自即日至4月
15日。
另外還有「4D恐龍幻境圖」，只要
觀眾站在廣場的瀑布場景，面對巨幅
LED螢幕，就可以看到巨龍、鐮刀龍、
竊蛋龍、暴龍、傷齒龍5隻大恐龍「站
在」觀眾身旁一起奔跑、互動！既刺
激又有趣。

台中文創園區 探險活寶展
當紅的「探險活寶：阿寶與老皮」
特展即日起移師到台中文化創意園
區，展場設計6大實體劇情場景，包
括：老皮巴士、阿寶老皮樹屋、火焰
王國、寒冰王國、糖果王國、艾薇爾
的搖滾音樂房，每個場景都能貼近拍
照，彷彿身歷卡通其境。
特展至4月12日，歡迎大小朋友一起
進入歡笑與夢想的魔法國度。

國美館 吉羊如意年畫特展

市府日前表揚143名文化資產志工，感謝其賦予文化資產新生命。
史建築、1處文化景觀、6個遺址，還有許
多古物及無形文化資產，藉著志工協助，
才能讓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更完善。
文化局所屬台中市文化資產處志工服務

大隊，於民國101年初成立，目前的志工
以導覽為主，共分四個支隊志工，協助文
化資產景點如摘星山莊、牛罵頭遺址文化
園區、台中州廳等處的導覽解說服務。

羊年到了，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
「吉羊如意—羊年年畫特展」，展出
70多件應景的年畫作品。「羊」古
字通「祥」，就是「吉祥」意義，
當代藝術家更取同音異字「洋」或
「揚」，加上羊的動物形象創作，讓
特展活潑又喜樂
「吉羊如意—羊年年畫特展」自即
日起展出至3月22日。邀請民眾一起來
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