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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林佳龍、前財政部長呂桔誠 任共同召集人

內頁提要

經濟發展諮詢會 產業力挺

2版 清泉崗機場倉儲服務

3版 瘋媽祖！ 一起來看戲

4版 棄工從農成蘭花神農
台中市政府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產官學菁英熱情參與。
為凝聚台中經濟發展共識，台中市政府上月成立「台中市經
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由前財政部長呂桔誠與台中市長林佳龍
擔任共同召集人。市府邀請業界要角擔任委員，包括台積電總
經理暨共同執行長魏哲家、台灣土地開發集團董事長邱復生、
和大集團董事長沈國榮、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永信藥品董
事長李芳裕、巨大執行副總裁杜綉珍、宏全國際總裁曹世忠、
程泰集團董事長楊德華、台灣工銀副董事長駱怡君、台中市建
築經營協會理事長林正昇等。
市府將定期召開委員會，負責整合政策規劃，解決產業發展
重大問題，範圍擴及金融、精密機械、傳統製造、科技以及產
業發展領域。林市長表示，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就是希望
透過不同領域的專業進行討論，擬定出城市經濟、產業發展政

策，並由相關局處主管列席，列席主管將針對上次會議委員提
出的問題逐項報告解決方案。他強調，有問題就要有對策，問
題才會越來越少。
市府在會中提出「台中雙港發展計畫」，台中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局長呂曜志表示，台中港去年貿易值達新台幣2,618億
元，是全國營運績效最好的貿易港；清泉崗機場4小時內可飛
抵北京、東京、曼谷等東亞主要城市，市府建請行政院協助強
化「雙港效應」，讓台中成為重要的對外門戶。呂局長更指
出，未來將規劃台中港為產業的「全球運籌中心」、清泉崗機
場為「中、桃航太零組件製造維修雙核心」，將台中港區、梧
棲、沙鹿副都心到清泉崗國際空港，發展成新興產業創新區
域，並將與台灣港務公司合作招商，邁向國際化港都。

台積電中科擴廠 帶動台中經濟
台積電中科擴廠案通過環評，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歡迎，並
表示台積電擴廠案投資新台幣7,000億元，不但是台灣近5年來
金額最大的投資案，且帶進台積電最先進的10奈米製程技術，
將讓台中成為全球半導體產業最頂尖的基地。
台積電共同執行長魏哲家日前表示，台積電中科擴廠通過環
評，未來中科廠年營業額達5,000億元，創造5,000個工作機
會，若員工在台中買房置產及消費，將帶來可觀的周邊經濟效
益，對帶動大台中經濟更是一大助力。
魏執行長指出，台積電徵才活動預計今年第2季起 啟 動，目
前台積電中科晶圓15廠員工數約4,000多人，未來中科擴廠

城市行動派

後，將再新增5,000人，包含3,500名工程師、1,500名線上技
術人員。林市長表示，台積電允諾負起企業責任，每年將收購
1千公頃稻草，減少露天燃燒，認養8,100公里洗掃街道減少揚
塵，提供大肚山文史生態保育調查，並支持市府移動性汙染源
設檢測站，共同防止空氣品質惡化，有助於台中環境與生活品
質提升。林市長更強調，市府在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上，會扮
演積極角色，市府也會積極督促台積電落實執行。
此外，巨大公司（捷安特）也根留臺灣，規劃在中科設立巨
大公司全球營運總部及研發部門。董事長劉金標表示，大甲廠
將全部擴大廠房，生產高階自行車，將帶動台中好經濟。

「台灣燈會，台中飛揚！」今年的元宵燈會在台
中「1+3」燈區盛大登場，吸引全國及世界各地破
千萬人次造訪。台中市創下台灣燈會舉辦26年來的
諸多紀錄，而這場被各界譽為「史上最成功的燈
會」，更將是台中產業發展、經濟起飛、引領整座
城市脫胎換骨的華麗序曲。
在市府努力下，不僅台積電將投資7,000億元在台
中擴廠，創造5,000個就業機會，捷安特全球營運總
部也規劃落腳台中；此外，台中引以為傲的光電產
業也在市府推動「台灣光谷促進會」下，配合雙港
計畫逐步實現，將帶動台中產業升級及經濟起飛。
為使台中市的產業政策符合不同領域的需求，並
提出具前瞻性、全面性的經濟策略，台中市政府成

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整合跨產業的公共政
策，讓產官學界的通力合作，能在台中這塊肥沃的
土壤上發芽茁壯。除了產業政策之外，市政府也極
為重視青年的就業及創業。台中市首創「青年穩定
就業獎勵金」，並搭配勞工局「青年就業PLUS」
全方位就業計畫，創造青年、企業、政府三贏；畢
竟，台中是「希望之城」，而年輕人得以在此築
夢、圓夢，正是整座城市的希望所在。
台灣燈會雖然已經圓滿落幕，但燈會讓台中成功
與全國、全世界連結，讓每個人看見了台中之美。
接下來，市府團隊會持續與各界共同努力，點亮一
盞又一盞希望之燈，照亮台中每個城鄉，也讓台中
成為國際社會中閃耀奪目的偉大城市。

市民最前鋒
第二階段限水 請珍惜用水
全台水庫蓄水量持續降低，台中市即日
起列為第二階段限水區域，針對民生及工
業用水實施停、限水措施，請民眾用再生
水供民生澆灌、洗掃。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也表示，大台中水情
APP系統也將同步增加停、限水資訊，以
供民眾查詢，也請民眾一起共體時艱，珍
惜用水，愛護水資源。

役男體位複檢 可上網查詢
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建置「台中市役男體
位複檢查詢管理系統」，即日起上線，自
今年元旦起申請的公費、自費複檢案件，
都可上民政局官網查詢。
民政局長蔡世寅表示，複檢涉及醫院檢
查、醫師開立診斷證明及體位判定等程
序，往往費時2個月以上，役男得打電話
不斷詢問；系統建置後，各項流程與處理
進度可線上查詢，方便役男生涯規劃。

台中原住民 假牙補助申請開跑
台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今年度
起，辦理台中市55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
實施計畫，即日起可至台中市合約牙醫院
所申請。
凡設籍台中市6個月以上，年滿55歲以
上的原住民，可至台中市合約牙醫院所進
行口腔篩檢，評估裝假牙的需求，服務
項目含免費口腔檢查、全口（上顎及下
顎）、半口（單顎）及部分活動式假牙裝
置，補助金額為新台幣6,000元至40,000
元。詳情請洽：22289111分機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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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崗機場推倉儲服務 台中飛龍在天 瘋媽祖 相偕廟口看表演
生活即時通

串連雙港計畫 打造台中國際城市
清泉崗機場首次提供倉儲服務，由華信航空申請而成立
「台中倉儲」，提供客、貨運與物流的全方位服務。台中市
長林佳龍更提出聯結清泉崗機場、台中港的「台中雙港發展
計畫」，透過市港合作，讓清泉崗機場成為台中通往國際的
門戶，台中可望「飛龍在天」。
林市長表示，台中市擁有空海雙港優勢，希望透過「台中
雙港發展計畫」，讓「貨從雙港出、客從雙港進」
。他比喻，
雙港就像龍的兩個眼睛，點亮眼睛才看得清楚，讓台中這隻
龍能夠飛上天。
為讓清泉崗機場變成客貨、海空聯運的國際門戶，林市長
表示，市府已做好準備，未來推動民航機專用跑道、延長機
場宵禁至晚上12點，透過較彈性的時間增加客貨運量；另將

與當地里長商討周邊都市計畫、土地變更等，讓該區域變成
海空雙港重地，也會考慮居民作息，努力達成雙贏。
林市長指出，台中有許多高經濟作物，2018花博也將在台
中舉行，希望未來把台中變成「花果城市」，透過空、海物
流將優質農產帶到國外，並讓製造業、精密機械、飛機零組
件進駐機場周邊，讓空港發展成台中產業的對外門戶。
華信航空總經理韓梁中指出，一般客機內部空間除了放旅
客行李，還有很多空間可載貨，但礙於清泉崗機場一直未有
倉儲海關服務，客機上有許多閒置空間。倉儲各2個進口、
出口貨站，共150個庫位，還有冷凍倉儲；營運後，生鮮花
卉、工業零件都不需到桃園機場，直接在台中運輸，讓台中
航空站變成台中國際航空站，讓台中變成國際城市。

大台中的宗教盛事，三月瘋媽祖。
3月瘋媽祖！「媽祖文化」活動是
大台中宗教盛事！「2015台中媽祖
國際觀光文化節：百年宮廟風華」
起跑，系列活動持續一整年至11月
26日，讓市民更認識媽祖文化。
文化局表示，今年「百年宮廟風
華」擴大舉辦，由新社九庄媽打頭
陣，3月起陸續在大甲鎮瀾宮、南
屯萬和宮、大庄浩天宮、大肚萬興
宮、台中樂成宮、台中萬春宮、豐
原慈濟宮、梧棲朝元宮、社口萬興
宮、台中南興宮及大里杙福興宮，
一共12間百年宮廟，並安排大型綜
藝晚會、歌仔戲之夜及音樂舞蹈匯

鐵路山手線計畫 讓交通更順暢
台中的最大民怨是交通，除了「行」的不方便，還會影響
經濟。台中市長林佳龍強調，為解決交通問題，特別延攬前
交通部長林陵三擔任副市長，擘劃交通建設，另規劃山手線
環台中鐵路網，將積極爭取中央核定。
市府日前召開經發諮詢委員會，請來產官學與會，為台中
經濟努力。許多委員關切，發展經濟時應優先解決台中交通
問題。林市長表示，為解決交通問題，特別邀請林陵三擔任
副市長，將逐步解決交通壅塞及路平問題，也將就產業需
要，進行交通規劃。
林市長表示，他十年前提出山手線計畫，如今正積極推
動，台中市山海地形阻隔，為強化山海聯繫，構築大台中完
整鐵路網，提出台中鐵路高架化建置計畫，將鐵路高架化，
可消除約9個平交道，減少車輛與火車路線相交，也避免地

方因鐵路分割發展，有助於縫合在地整體發展。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表示，山手線計畫是台中市重
大公共建設，已呈報交通部辦理可行性審查作業，整合回覆
意見後，也將納入地方民意，儘速爭取中央核定。
另外，台中市國道交流道壅塞，例如國道1號中清交流
道，每到假日就大排長龍，市府強調，將推動與台74線銜
接，可分流車潮；另大甲區甲后路車流繁忙，又是國道3號
大甲交流道進入大甲的主要道路，再匯入縣道132線的外環
車流，導致往大甲方向的甲后路嚴重塞車。
對此，市府已提出改善方案「溫寮溪旁甲后路至經國路聯
絡道路計畫」，西起大甲區經國路育德橋、東至外埔區甲后
路甲東橋，規劃道路路寬為15公尺，期望紓解大甲交流道甲
后路到大甲市區的車流，加強聯外交通，以促進地方發展。

遊台中 騎iBike走透透
清泉崗機場首次提供倉儲服務，由華信航空提出申請成立台中倉儲，提供客、貨運與物流的全方位服務。

捷運綠線圍籬

企業大老張光瑤 改造公務體質
台中市長林佳龍上任極重視在地經濟發展，在民間企業求才，
邀光纖電腦總經理張光瑤擔任副市長，上任1個月就推動「台灣光
谷」、成立「台中市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獲世界知名的龍頭
企業相挺，注入經濟活水。張副市長曾任台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
會理事長，早期任宏碁電腦業務經理，負責全國展店拓點，後自
創光纖電腦，擔任總經理。他的胞兄張光貝是中友百貨公司執行
董事，兄弟倆在企業界各領風騷。
張副市長是企業「大老」，進入市府團隊得辭去總經理，薪水
砍了一大半。這兩個月來，張光瑤忙得帶勁，他說：「以前老罵
政府，現在進政府給人罵！」昔日的企業推手張副市長正著手改
造公務系統。
張副市長家族經營台中老牌的「正忠服裝公司」，從小耳濡目

染，很習慣以企業模式思考。他說，家規有個不成文的「升遷」
規定，小學賣襪、國中賣童裝、高中賣制服，大學才晉升賣西
裝；他10歲就做生意，深知市場法則，「重要是做事方法」。
張副市長表示，公務員很少自我檢討，「上級交代，我做」，
有做就有交代，卻沒想到目標是什麼、「怎樣可以做更好」。
張副市長表示，很多單位提報告卻沒檢討，有統計但沒分析，
如果把數字換掉，報告年年可套用；他強調，找到問題起源，追
蹤、分析及檢討，才能做對事。
另外，張副市長愛路跑，因此對運動產業很有心得；關於觀
光，他希望「觀光一條龍」，讓外地人能喜歡台中，來台中走趟
健康之旅，踏出機場、車站，就有套裝單車之旅、溫泉之旅等選
擇，歡迎大家來台中進行一場輕旅行。

催生「台灣光谷」打造光電聚落
台中市府推動台中成為台灣新光電產業聚落「台灣光谷」，包
括大立光、台積電、友達光電等30餘家大廠，並已有共識，正式
成立「台灣光谷促進會」。
台中市副市長張光瑤主導籌劃台灣光谷促進會，他表示，台中
市府將扮演整合產、官、學、研等資源平台，不排除爭取由中科

演。
台中市政府從民國100年開始舉辦
「台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今
年大幅增加在地演藝團隊至宮廟表
演，讓媽祖信仰回歸文化核心，成
為最具台灣味的民俗節慶。
更創新以「媽祖」為主題，鼓勵
全國民眾以台中媽祖文化源起、故
事、特色為架構。邀民眾一起創作
原創劇本，從去年起徵件，共收到
全國118件作品，包括現代戲劇、傳
統戲劇及兒童戲劇3類，近日將頒發
得獎作品，得獎作品將有機會獲劇
團演出，或拍攝成紀錄片。

延伸、設立專屬光電產業園區，鼓勵大學院校與廠商產學合作，
培育光電產業高階人才。
台中市府邀集在地的大立光、台積電、友達、合盈、亞洲、玉
晶、今國、金可、億光、帝寶等知名企業，持續對台中發展成為
「台灣光谷」提構想，以合力促成「台灣光谷」。

年底前將拆除
台中市副市長
張光瑤由企業
家轉進市府服
務，希望改造
公務系統，引
導公務員培養
檢討分析習
慣。

張副市長表示，台灣西部走廊是全球知名光電企業群聚的科技
重鎮，不論光學鏡頭、液晶顯示器、發光二極體、太陽能光電、
半導體微影製程、影像感測系統、光學儲存與光通訊等，都扮演
中堅角色，全球舉足輕重。
知名大廠有高端光學鏡頭領導廠商大立光電、合盈光電、亞洲
光學、玉晶光電、今國光學、台灣佳能，還有台灣康寧、日本小
原、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LED大廠晶元、億光等，強化台中
的產業發展。

台中捷運綠線正在施工階段，沿線交通受影響；市府為降
低不便，將沿線不影響安全的施工圍籬拆除，目前已在九
大路段拆掉1,420公尺圍籬，今年底前將拆除雙向20公里圍
籬，提早還路於民。
捷運綠線從北屯經文心路到高鐵烏日站，屬於台中市區重
要幹道，尤其文心路中央兩側的圍籬，讓雙向只剩兩線車
道，影響交通；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民調顯示交通是最大民
怨，因此要將不便降到最低，由於部分相關高架工程已完
成，在不影響安全的前提下，將儘速拆除圍籬。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說，捷運綠線自102年3月起
陸續動工，因施工所需，文心路車道縮減，衝擊交通順暢
性，影響市民用路權益及周邊商家生意；農曆年前已拆除圍
籬1,420公尺，增設左轉車道8處，退縮路段3處，圍籬拆除
後，兩旁商家道路也可望恢復施工前的榮景。
王局長表示，目前文心路已可見墩柱、車站及軌道等設
施，捷運逐漸成形。林市長表示，拆除圍籬展現市府執行
力，感謝市民在捷運施工期間的配合，市府將竭力達成107
年捷運綠線通車目標。

台中市目前已有28座iBike公共自行車租賃站。
台中市府積極推動iBike公共自行
車租賃站設置，目前全市已有28座
租賃站，其中知名景點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秋紅谷、國立台灣美術
館、市民廣場、文心森林公園等都
設有站點，形成完整的行車路線，
假日不妨來一趟iBike遊台中之旅。
外地遊客可先從台中火車站搭乘
BRT，到科博館站下車後，車站外就
有一處iBike租賃站，沿著綠園道可
到達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周邊有
金典綠園道、草悟道、勤美術館及

勤美誠品綠園道，都可享受都市中
的綠色生活。
其他地點如台中公園、台中孔
廟、公益公園、台中州廳等，也都
有iBike租賃站，24小時隨時租借，
還可甲地借、乙地還，收費方式為
前半小時免費，4小時內每30分鐘10
元。
最新訊息歡迎上iBike台中市公共
自行車網站http://i.youbike.com.
tw/cht/index.php查詢，或iBike服
務中心04-23692255。

台中好好行APP「路見不平」馬上修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推出的「台中
好好行」APP已正式上線，市民若發
現道路不平、路燈不亮、水溝不通
等問題，可透過APP直接通報，結合
手機GPS定位系統，顯示缺失地點，
還能上傳照片，讓市府即時派工修
繕。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許多人

習慣用APP處理生活大小事，「台中
好好行」APP由台中政府市建設局開
發，只要上Apple Store或Google
Play即可免費下載，提供有「路平
專案介紹」、「道路工程訊息」、
「道路缺失通報」、「1999專線撥
打」及「相關網頁連結」等5大項服
務，歡迎民眾多加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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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獎勵 最高2萬2千元 公車路網 7月起增班
創意城市雙向道

台中市府重視青年就業，市長林佳
龍提出一套「青年就業PLUS全方位就
業服務計畫」，首創青年穩定就業獎
勵金，最高可獲得新台幣2萬2千元。
林市長是裁縫師之子，他勉勵青年
學子說:「進入社會才是考驗的開始，
提前培養技術能力，畢業後才能順利
接軌職場。」
這是台中市首創的「青年穩定就業
獎勵金」，直接以青年個人為補助對
象，預算總計855萬元，補助名額約
500人，以設籍台中市29歲以下青年，

經台中市政府所設立就業服務處推介穩定
就業滿3個月，即發給1萬元穩定就業獎勵
金，滿6個月再發給1萬2千元，每人最高
可獲得2萬2千元。
林市長強調，希望打造台中市為希望城
市，年輕人可以在此逐夢、圓夢；一個人
的生活基礎是「工作」，有工作才有其他
的可能性，因此要積極幫助青年畢業就能
「就業」，甚至「創業」。
市府勞工局提出「青年就業PLUS全方位
就業計畫」，由政府主動帶領青年從校園
開始探索職涯，搭配完善的就業服務措

施，共創青年、企業、政府三方攏總贏願
景。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長黃荷婷表示，「青
年就業PLUS就業服務計畫」包括規劃職
涯，探索未來（Plan）；職場導航，
定位方向（Lead）；技能提升，晉升Ａ
咖（Upgrade）；勇闖職場，成功就業
（Success）」四個步驟。
就業服務計畫將深入校園，辦理多元化
職涯探索成長活動及就業知能講座，並導
入分齡分眾的就業服務，協助青年連結市
府完整就業服務網絡。

台中市社會住宅 四年要建一萬戶
台中市長林佳龍為讓台中年輕人及
勞工，有安定且負擔合理的居住環
境，除了全市已選定的7處興建社會住
宅地段，興建後將提供3千3百戶的社
會住宅地點，另將再覓新址，希望4年
內能興建完成1萬戶的社會住宅。他表
示，如果社會反應好，還會再增建，
並鼓勵民間參與。
林市長強調，市府推出的社會住
宅特色是「以租代買」，且「3好1公
道」，不只地段好、建築物好、生活
機能好，價格也要公道；租金一定要
是市場平均租金7成以下，並進一步發
揮成為托育、托老的社區，讓社會住
宅附加價值高於一般租房。
都市發展局指出，現有7處社會住宅
基地，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4個地點
分別位於豐原區安康段、大里區光正
段、豐原區豐南段及北屯區太原段，4
個區段已初步規劃，豐原區安康段第1
期200戶已完成建築細部設計，預計今
年發包開工。
第二部分3處位在東區尚武段、沙鹿

海線民眾 交通更便利
問：台中市公車目前享有8公里免費服
務，動線四通八達很便利，不過住海線的
民眾似乎較難搭到公車，仍有些許不便之
處，民眾想問市府，公車班次未來是否可
增加？
答：公車路線及班次因BRT快捷巴士開
通而短縮，為使運輸動線發揮最大效益，
市政府即將提出BRT總體檢報告及革新方
案。目前可確定的是，7月起將恢復、修
正因BRT而取消的公車班次，未來的公車
輸運人次供給會更多，班次也一定會比目
前的BRT更密集。
問：搭乘海線公車民眾多是到榮總掛號
看病，或到市區念書的學生，有時候因為
不曉得公車發車時間或於尖峰時期，常會
錯過公車或趕不上公車，請問有無解決方
式？能更便利到達目的地?
答：交通局正規劃讓83路等8條海線直
達火車站及榮總的公車復駛，待BRT改進
方案底定後，將同步調配尖峰、離峰班
次，提高公車的使用率以及疏運效能，海
線民眾搭乘公車就學、就醫，將更加便
利。

藝文看板
國立科博館 澎湖原人展
台中市長林佳龍（中）承諾，社會住宅租金會低於市場平均租金7成。
區南勢坑段及梧棲區三民段，正進行評估
規劃。
有關大里區社會住宅，其基地位於仁化
路與光興路交叉口，面積超過3公頃，已

納入內政部營建署社會住宅長期計畫，市
府今年編列土地取得及設計監造等費用，
目標規劃6百戶，預計今年可取得土地，
並辦理第一期2百戶的建築細部設計。

台中模範農民

棄工從農 廖秉鋐熬成蘭花「神農」
「照顧蘭花，跟顧女兒一樣用心！」台中市新社區蘭花花
農廖秉鋐，年僅32歲，卻是難得的青年農民，甫獲選2015全
國十大神農模範農民，是台中今年唯一獲選者。他自謙是
「半路出家」，受到很多人的幫忙才能得獎，也希望蘭花產
業能有更多發展。
原本讀電機、從事板金業的廖秉鋐，因按捺不住對農業的
興趣，自願回鄉承接父親蘭花農場；到處上課、請教前輩，
種花不到5年，就種出優質台灣文心蘭品種「Baby face」，
更開發「文心蘭面膜」，成為青年農民模範。
廖秉鋐常花一整天的時間在溫室，改良蘭花的種植、管理
方式，並發現可用微生物代替農藥，而減低成本，再尋找合
適介質，控制導電度和酸鹼值，讓花的品質更好。廖秉鋐也
發現，蘭花假球莖內會流出黏黏的「原液」，竟有保濕功
能，他突發奇想與朋友合作，開發出文心蘭面膜。
棄工從農的廖秉鋐堅信，農業應科學化、精品化，才有更
多發展；希望仿效荷蘭的種花業，建立台灣種蘭花的SOP。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發現澎湖原人下顎
骨化石，是台灣目前最古老的人類化石。
為了讓民眾一睹這件珍稀的化石國家寶
藏，即日起至4月12日在科博館陽光走廊
推出「澎湖原人大發現」特展。
「澎湖原人大發現」特展是結合台、
日、澳3國研究團隊，由台灣科博館地質
學組主任張鈞翔領軍。
澎湖原人具有直立人的特徵，距今年代
約45-19萬年前，具有粗壯的下顎與發達
的圓柱臼齒等原始特徵，是直立人在亞洲
新的區域分布與型態多樣的關鍵證據，歡
迎民眾前來觀展。

陳輝東 完形美學個展
1938年出生於台南的陳輝東從事藝術創
作超過50年，他以洗練、淳厚的畫風，為
作品注入風格鮮明的色彩。國立台灣美術
館自即日起至4月12日展出「完形美學—
陳輝東個展」。
個展中呈現陳先生數十年來在創作上關
注的面向，含括風景畫、肖像畫、風俗
畫、裸體畫等不同題材的作品，希望民眾
共襄盛舉來參與這場「美」的盛宴。

製皂生活手作班 環保又健康

廖秉鋐（左）回鄉承接父親的蘭花農場，獲選為2015全
國十大神農模範農民。

葫蘆墩文化中心開辦「製皂生活手作
班」，從基本的清潔用品做起，打造安心
無污染的生活環境。即日起開始報名，上
課日期自3月22日至5月3日，每週日上午
9時至11時，歡迎一起加入愛地球、愛護
環境的行列，報名請洽葫蘆墩文化中心
25260136分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