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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配合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整

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包括房屋租

金、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等3項住宅相關補貼，自即日

起至8月28日受理申請。每戶每月最高可

補助新台幣4,000元，補貼期限最長12個

月。請民眾向市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

提出申請，洽詢電話：（04）22289111分機

64601~64605，或請至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http://pip.moi.gov.tw/V2/B/SCRB0107.

aspx下載相關申請書件。

城市行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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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頁 提 要

市民最前鋒

台中市長林佳龍翻轉舊市區，將推動綠川整治與修復台糖生

態池，營造親水台中新形象，讓台中再現新風華。

林市長表示，台中市過去被稱為「小京都」，就是因為市區

有綠川，風光可媲美京都鴨川。但隨著市區擴展，綠川逐漸沒

落，昔日的美景不復存在。

因此市府規劃綠川整治，綠川沿線的6.1公里將開蓋連通，

成為貫穿台中車站的水岸軸線，配合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改

善環境。

工程首部曲「進行綠川截流工程」為辦理中山公園及中興大

學鄰近區域用戶接管工程，減少汙水流入；二部曲「旱溪引流

工程」，引進清水水源；三部曲「綠川排環境營造計畫」，雙

十路至成功路原加蓋移除，改造親水空間，引導為雙正面臨水

商業模式，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

林市長表示，市府已向環保署爭取新台幣3億9千萬元，進行

水質現地處理，明年並編列1億6千萬元施作引流、截流等工

作，未來將向中央爭取3億元環境營造經費補助，營造如京都

鴨川、首爾清溪川可親近的水岸環境。

另一項重大建設為台糖生態池修復及周邊整體規劃，市府表

示，周邊正進行區段徵收，市府將修復保存，規劃為台中產業

文化園區，舊糖廠將成為地方產業故事館，成為記錄台中產業

故事的新據點。生態池周邊也將配合故事館進行規劃，預計明

年9月開工。

未來台中車站周邊，有綠川貫穿其間，可恢復舊日親水風

華，後站則有生態池與修復後的歷史建築，打造市區的湖光風

情。再透過鐵道串聯，結合台中公園、宮原眼科、台中文化產

業園區等，讓中區風華再生。

整治綠川 再
現台中新風華

燒燙傷重建中心 陪伴傷者渡難關

租屋補貼 每戶每月最高4千元

翻轉舊市區開蓋除汙 

並將修復台糖生態池 

台中市長林佳龍勘察綠川沿線。

3版 林之助紀念館 開放參觀

4版 二奪師鐸獎 趙南華退休

根據主計處調查，台中市今年上半年失業人數，

較去年下半年減少3,000人，失業率創近10年來新

低點，更是六都第2低。為持續創造就業及經濟產

業發展的有利條件，「大台中123」計畫至關重

要，其中的山手線更已提案送中央核定。

「大台中123」包括1條山手線、2個海空港、3大

副都心，強化山城與沿海區聯繫，並推動雙港輕

軌。佳龍會努力推動，讓「政見」變「政策」，再

逐步成為「政績」。近來也到全市各地區，密集展

開共九場的「行動市府新政說明會」，顯示市府建

設對山海屯城區域均衡、共榮發展的重視。

建設推動應不分原市區、原縣區，都市計畫更不

能沒有交通串聯，交通路網建立起來才能帶動經濟

發展。以前很多地方都被限制發展，都市更新遲遲

未有進展，新市府上任後，陸續提出各項計畫，未

來各地區閒置土地都會被好好使用。

山手線環狀鐵路計畫，將串聯海線大甲站及山線

后里站，大甲至追分推動全線雙軌高架化，已高架

化的山線鐵路則將從大慶站南延至烏日站，形成一

個環狀鐵路，希望藉此提升鐵道運能，促使鐵道捷

運化，並帶動區域均衡發展。

整體環狀鐵路網，在高架、雙軌化工程後，也將

增設新站，場站開發所帶動的周邊經濟發展，更提

高了整個興建計畫的自償率。市府將爭取中央一次

核定、分階段分年編列，若政院來不及核定，明年

總統及立委大選，市府也將促使這項攸關大台中起

飛的政策，成為超越黨派的共同政見及共識。

十年前佳龍提出大台中山手線構想，當時許多人

並不看好，經多年努力，終於成為「台中共識」，

也可望獲得中央支持。市府投入預算不只是天文數

字的預算支出，而要藉此創造更大效益，將各站串

聯成一條珍珠項鍊，帶動區域均衡發展。

此外，清泉崗機場半年內已增加7個直航點；而3

大副都心各項都市計畫均在擬定，大台中123正在

實現中。

台中，已經開始改變。

為陪伴燒燙傷者渡過復健長路，台中市政府原定募款2,000

萬元已達成，將專款專用，成立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並

結合醫療資源與民間團體資源，提供傷患復健時所需的生理重

建、心理重建、職能治療與職業重建等「全人」服務。市長林

佳龍率先響應捐款100萬元，協助傷者回復原本的生活，目前

已達到募款目標。

八仙樂園粉塵閃燃意外造成約500人輕重傷，未來這些傷者

將面臨漫長的復健之路，不論是生理、心理或職業重建，甚至

是傷者的家屬皆需要龐大的支持。為陪伴傷者渡過復健的漫漫

長路，協助傷者早日回復原本的生活，將著手辦理中心成立事

宜，目前市府已達到募款目標，但仍然鼓勵業界及個人持續響

應捐款，一起為傷者加油。

中心透過公開招標，委託專業團體籌組社工員、復健療師等

專業團隊辦理各項重建、家庭及生活服務、工作能力訓練等服

務，預定11月中成立，並由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提供醫療服

務，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設備以提升燒燙傷復健品質。

蘇迪勒颱風肆虐，市府積極進行災後全

市環境清理、交通、學校及民生等重建工

作。投入搶救及進行洗掃街道、垃圾清

運、修復交通號誌與追蹤需要協助的受災

戶等。林市長表示未來災害應變中心也將

整合交通行控、1999與路平挖補中心，以

加強公共安全、災害應變與便民服務，讓

應變中心發揮更大的功能，同時檢討與精

進防救災作為，作為未來危機應變的借

鏡。

此外，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提醒受災

民眾，災害發生起30日內，得依規定申請

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及娛樂稅等

地方稅減免。台中市政府衛生局也提醒民

眾，風災過後清理家園請作好個人防護，

注意飲食衛生，落實「防治傳染病3步

驟」，「清潔、清除、消毒」，遠離傳染

病威脅。

颱風過境 市府持續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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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綠色運具與iBike 串連在地人文、建築景點 打造生態保育觀光廊帶

高美濕地 梧棲漁港 海線雙星拚觀光

第二市場 品嘗百年故事宴

 X 

有283年歷史的台中市神岡區神岡浮圳，因道路拓

寬一度面臨遷圳。台中市長林佳龍日前到場勘查後，

宣布老圳「不拆了」，將保留圳體，並設置自行車

道，打造成休閒觀光廊道。原交通紓解問題則以擴建

另一條堤南路解決，讓文化資源保存和建設雙贏。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副局長顏煥義表示，不會依原訂

計畫拓寬圳前路，改而拓寬堤南路。將浮圳南側已徵

收的土地改造為人行道、自行車道及植栽護圳坡，讓

人車可以分流，民眾能沿浮圳遊憩，美觀又安全。

文史工作者黃慶聲也為浮圳發聲，神岡浮圳是日治

時期前台中第一條水圳，是古人以人力「夯土」方式

建造，文史價值極高，樂見市府改變作法，幫後代留

下這條充滿歷史意義的老圳。

台中市文化資產處處長張祐創指出，浮圳屬葫蘆墩

圳下埤幹線下游，沿線包括五大汴、牛屎岐、張玉公

廟、浮圳暗渠、圳福宮土地公廟及浮圳水橋等歷史文

化資產，具有地方豐富的文化特色。

交通局為解決當地汽機車壅塞問題，除拓寬堤南

路，也配合規劃「國道4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

甲溪月眉溪西側南向聯絡道路」，工程預計107年完

神岡283年老浮圳 不拆了

清水產業園區要不要開發？地方正反聲浪兩極，台

中市長林佳龍日前率市府團隊到清水舉行鄉親座談

會，傾聽地方聲音，最後宣布清水產業園區暫停開

發，並指派副市長組成跨局處小組，研擬清水發展的

新定位，當地民眾歡呼叫好。

林市長指出，關連工業區還有土地可使用，但因公

共設施不足與計畫道路未建設等原因，造成廠商進駐

意願低。市府將斥資11億1,600萬元興建道路並改善

公共設施。他更表示，高美濕地是世界級美景，將以

不破壞高美濕地作為清水甲南地區開發的前提，杜絕

汙水等汙染進入。清水甲南如何開發？市府持開放態

度，將聽取並整合民意，納入未來清水區開發方向。

座談會上，在地青年農民表示，希望市府持續鼓勵

青年返鄉務農，也能落實農地農用，「不要讓年輕人

返鄉無田可種！」當地居民也表示，這裡的人雖不富

有，但至少有自己的房子，徵收後每戶僅獲400至500

萬元，根本買不起新房子，盼市府不要徵收、保留原

狀，轉型為休閒觀光區，並請市府協助輔導農民。

林市長聽取民意，當場宣布「暫停開發」的決定，

他說：「暫停開發是為凝聚共識，化危機為轉機！」

跨局處專案小組將納入地方聲音，重新研擬此區的定

位。

林市長強調，透過都市計畫塑造清水甲南成農業生

態文化園區，配合新五農及青年加農等政策，海線

地區土地利用將朝農地活化、留得住人才與創造就業

機會等方向規劃。他表示，清水土地的利用也必須依

照「人本、生態、共榮」原則，由文化局調查大甲和

清水的文史與生態，讓子孫了解這塊地的意義與重要

性。希望發展為「清水小鎮，樂活台中」，吸引旅客

前來觀賞大自然。

清水產業園區 暫停開發重規劃

台中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整體運量提高，慢

車道車速變快，海線公車可直達市區。台中市長

林佳龍進一步宣布，將向中央爭取興建捷運MRT藍

線。

林市長將交通建設列為第一要務，更表示MRT藍

線非做不可。以前MRT藍線計畫屢被交通部退件，

主因是台灣大道已有BRT藍線，而BRT現在改為優化

公車專用道後，再向中央爭取MRT藍線的正當性提

高。

林市長強調，都會區的捷運不可或缺，目前施工

的MRT綠線從北屯延伸到烏日，加上MRT藍線，兩軸

線交叉才能真正解決交通問題，帶動台中發展。

此外，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逐漸發揮功能，

林市長強調是「對的政策」，慢車道機車族叫好、

台中第二市場百年了！市長林佳龍

向民眾推薦第二市場特色美食及文史

觀光資源，並將市場10家知名美食匯

集成「百年故事宴」，邀大家來百年

市場尋找屬於老台中人的美味回憶。

林市長指出，第二市場自民國6年

(1917年)開始營業至今，即將屆滿百

年，第二市場陪著老台中人，走過百

年的欣榮與變遷，市場內美食屢屢登

上報章雜誌，擄獲民眾的心，如三代

福州意麵、嵐肉燥、王菜頭粿、茂川

肉丸、顏記包子、楊媽媽立食(丸一鮮

魚)、山河魯肉飯、林記古早味、老賴

紅茶、復興水果行等攤商，都留住了

許多老台中人的回憶。

中區是台灣首座因都市設計而誕生

的地區，而第二市場形成在地文化聚

落商圈，其歷史意義與文化特色建築

意義非凡，期待藉由系列活動持續將

文化傳承下去。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示，8月起

第二市場將陸續為百年慶典推出系列

暖身活動，首先登場的「美好記憶─

市集百味圖文募集」，要募集市民在第

二市場消費與活動的美好影像圖文記

錄，透過網路分享，共同記錄第二市

場的美好記憶；9月5日則規劃集合市

場10家攤商裝飾宣傳車輛，以掃街方

式繞行中區街道，為106年第二市場百

年慶典拉開序幕。

9月份的週末將舉行「美好滋味--

百年故事宴」，匯集第二市場知名美

食，讓消費者能與親朋好友一次品嘗

第二市場倍受歡迎的知名小吃。

市府未來更將編列相關預算，用來

修繕市場內的六角樓，並且以文化復

興角度進行各項評估，改善目前市場

環境。

台中市中央市場，曾是台中市區繁華的中心

區域，30多年前若要買舶來品，到中央市場就

對了。但歷經時代轉變，風華不再，路過的

行人也鮮少注意它的存在，台中市長林佳龍將

中央市場視為活化舊市區重要一步，已著手規

劃，要以都市更新方式活化，讓中央市場來一

次「大變身」。

為了有最佳規劃，林市長專程走一趟，當視

察地下室和一樓攤商後，還堅持要上到二樓看

看住戶區，有位老婦聽到他的談話，在旁附和

「對，要上去看看！」讓林市長更加感受到居

民對此地的期待。

台中市政府經發局長呂曜志指出，中央市場

基地面積約11,331平方公尺，為地下1層，地上

4層建築物，目前地下室及一樓攤(鋪)位有100

攤(鋪)位，二、三、四樓住家有154間，但隨著

國民所得逐漸提高、社會結構的轉變，連鎖超

商、大賣場等相繼興起，中央市場受到衝擊，

高美濕地與梧棲漁港是濱海地區的觀光亮點，假日人

潮不斷。台中市政府提出「海線雙星」計畫，搭配即將

完竣的高美濕地遊客中心和停車場，與現有的綠色運具

與iBike，成為一條兼具活絡觀光發展及濕地生態保育

的觀光廊帶，連結在地人文景觀與建築景點。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海線雙星」計畫目的是將

「高美濕地」與「梧棲漁港」這兩顆中台灣閃亮的星

星，串聯周邊興建中的建設，成為海線觀光廊帶。

林市長指出，高美濕地除了深具生態指標，同時也是

台中市最重要的觀光亮點，為讓濕地永續發展，未來會

以更嚴謹的態度保護生態，將配合高美濕地遊客中心啟

用，推動生態保育工作，讓高美濕地成為國際上兼具生

態、環境及觀光價值的地方。

為因應日後人潮、交通及停車等問題，市府已在高美

濕地遊客中心南側規劃「轉運停車場新闢工程」及「高

美濕地遊客中心南側20米道路工程」，整體工程預計

106年底前完工通車。在空窗期間，林市長也要求建設

局與交通局研擬相關替代方案，解決該地區暫時的通車

問題。

林市長表示，未來高美濕地整體觀光系統將導入綠色

運具，包含電動遊園公車與iBike，讓遊客把自己的步

調放慢，親近生態、文化與景觀。市府也積極培訓環境

教育解說員，未來可辦理生態導覽解說工作，盼能進一

步成為各學校濕地生態保育教學的場所。

未來市府打造的「海線雙星」計畫，仍會以維護及保

護生態為核心目標，加入觀光與休憩環境，結合遊艇碼

頭旅客服務處、海洋生態館及梧棲漁港等景點，提供遊

客最友善的環境。

工，將可有效紓解當地塞車問題。

林市長強調，神岡浮圳的文史價值無可取代，一定

會保存浮圳並營造更好環境，也期待自行車道及綠廊

完工那天，會努力朝著居民的心聲施作，保存歷史。

清水區原規劃白海豚館，但因白海豚為保育類動

物，不能活體展示，否則會成為沒有白海豚的白海豚

館。市府經過評估之後，將轉型為海洋生態館。台中

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強調，館內將有海洋生物館，並將

結合遊艇碼頭服務中心與海濱景觀餐廳，還將設有台

灣種類最豐富的水母水族館。

市府將以「海線雙星」計畫為藍圖，將原有白海豚

生態館結合生態教育、遊艇碼頭服務中心及景觀餐

廳，重新定位為「海洋生態館」，盼成為親子共遊的

好去處，帶動海線整體發展。

林市長表示將依「海線雙星」計畫，以「濕地到海

洋」為主軸，整合高美濕地特殊地理景觀及豐富的海

洋資源，將目前的白海豚生態館重新定位為結合「遊

艇碼頭旅客服務中心」、「生態教育」及「海濱景觀

餐廳」三合一的大型海洋生態館，不僅設有台灣種類

最豐富的水母水族館，也展示本島沿海魚類，透過寓

教於樂的方式，推廣生態保育觀念。

市府表示，未來館內將有海星、螃蟹等水生動物展

示區，也規劃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結合專業

資源，從教育、生態與觀光著手，吸引參觀人潮。

未來更將結合台灣海峽和大甲溪生態流域特色，連

結自行車道發展成為觀海景點。民眾參觀完生態館，

可到梧棲吃海鮮，再去高美溼地看夕陽，成為親子旅

遊的最佳去處。

清水白海豚館 轉型海洋生態館

「膠彩畫之父」林之助是台中人，

於1946年至1979年於台中師範學校

（現台中教育大學前身）任教授課，

當年宿舍被稱為「竹籬笆畫室」，在

校友、家屬與市府合力修復後，現改

建為紀念館，並開放參觀。

林之助出生於台中大雅，一生專注

膠彩畫創作、教育與傳承，率先為膠

彩正名，使膠彩畫在台灣美術得以保

留與發展，被尊稱為「台灣膠彩畫之

父」。他自日本學成返台後，1946年

進入台中師範學校任教，並遷入學校

位於柳川旁宿舍，在此教學及作畫。

林之助當年居住的日式宿舍，2007

年被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指定為歷史建

物，是棟典型的日式木造建築，他大

半人生都在此度過，創作出許多經典

的膠彩畫，也在此培育出很多後輩畫

家。

紀念館內可看到五彩繽紛的膠彩顏

料與使用過的畫具。台中教育大學表

示，林之助採用傳統「畫塾」方式，

從學生中挑選出優秀學生，不收學費

且提供顏料繪具，課後在宿舍傳授技

法，因林之助的宿舍外圍是竹籬笆圍

牆，學生暱稱為「竹籬笆畫室」。

「林之助紀念館」內有畫作展示區

及和室休憩空間，提供參觀導覽及空

間租借服務，未來將規劃有藝術創作

體驗課程及講座等，歡迎民眾前往共

襄盛舉。地址：台中市西區柳川西路

二段162號。

林之助紀念館 認識膠彩畫

活化中央市場 林市長親訪
連帶影響攤商生計，商機逐漸沒落。 

為促進北區再生繁榮，市府將規劃中央市場

都市更新，未來將規劃商場、社會住宅與停車

場，不排除朝向招商投資的方向進行。林市長

也強調，將在確保原住戶及攤商的權益下，跨

局處研商進行規劃，再創往日榮景。 

林市長表示，中央市場位處北區精華段的商

業區，市府將辦理都市更新。都更會在確保原

住戶及攤商權益之下進行，並將傾聽民眾意

見，持續溝通搬遷補助、安置費用，未來若興

建社會住宅，現有住戶符合條件也都可以申

請，將充分發揮土地效益，創造多贏的發展規

劃！

帶動發展 向中央爭取蓋捷運藍線 海線市民也表示肯定，對原本搭BRT通勤族稍受影

響，也秉持著「不能為讓少數人快，卻讓全體變

慢」的信念，對新制度充滿信心。

林市長也強調，BRT免費政策原本應於7月1日截

止，而配合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將雙節公車編

為300號公車，且適用10公里免費政策，新制上路

後，已替民眾省下不少車資。

為了提供民眾更便捷、快速與安全的通勤環境，

市府會持續努力，讓乘客感受到完善的大眾運輸系

統所帶來的便利性。

「海線雙星」計畫目的是將「高美濕地」與「梧棲漁
港」這兩顆中台灣閃亮的星星，串聯周邊興建中的建
設，成為海線的觀光廊帶。

台中市長林佳龍(中)到神岡浮圳勘察，向陳情民眾
保證老圳「不會拆」。

「林之助紀念館」在柳川旁，
2007年被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評
定為歷史建物，是一棟日式木
造的典型建築。

膠彩畫之父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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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城市雙向道

阻汽機車占人行道

台中社會住宅 生活機能佳

林市長視察太平區育賢段社會住宅基地。

台中市豐原醒世食物銀行創立已16年，

兩年前與台中市政府合作，並在豐原區

豐原大道設立4層樓高的實體食物銀行，

在兩單位相互協助下，讓大中部地區約

1,600戶弱勢家庭不必忍受挨餓。

豐原醒世食物銀行總督導徐振彬表示，

食物銀行創立以來，食物與經費尚充裕，

甚至有跑遠洋的漁夫定期宅配新鮮魚貨、

果農送上當季新鮮水果、餐飲業者也帶來

熱騰騰食物，讓志工們相當感動。

台中市政府兩年前在豐原區創立實體店

面「台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每月有固定

資金購買物資，並由營養師配算健康比

例，依人數多寡分為AD(9人以上)、A(7至

9人)、B(5至6人)、C(3至4人)、D(3人以

下)餐，並依區公所提供的名單定期發送

物資。

中市愛心食物銀行是依區公所給的中

低、低收入戶名單發送物資，未通過核定

弱勢戶、社會邊緣人，則由醒世食物銀行

來提供物資。

Q：我和家人常到公園散步，公園旁人

行道停滿很多機車，影響行人行走和安

全，希望政府能加強取締。

A：對於汽機車占用人行道妨礙通行，

台中市政府已啟動「人行道公有或公用事

業違建物排除計畫」，排除人行道上台電

及自來水公司等障礙物，目前已完成中區

與市政特區示範道路。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等相關局處也定期召開路平專案，希望還

路於民，打造以人為本的宜居環境。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也督促各分局嚴格執

行交通大執法，凡員警執行勤務時發現違

規，將先勸導後再告發，取締違規車輛。

今年度迄今，共取締2萬4千多件車輛違

規停放人行道案件，其他道路障礙部分共

取締4,000多件，將提供民眾舒適的人行

道行走空間。

交通大執法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台灣傳統版印特

藏室推出「版話‧故事印記」邀請展，內

含豐富的展覽及雕刻橡皮擦，讓民眾可以

體驗雕刻運用到生活用品廣泛的一面，還

將帶領大家一同學習橡皮擦雕刻，歡迎民

眾踴躍參觀。 

中部觀光盛事「2015台中藍帶海洋觀光

季」即日至9月6日在大安濱海樂園熱鬧舉

行，除樂團演出外，沙雕藝術家更將海底

王國搬上大安濱海沙灘，打造10座大型沙

雕，歡迎全國民眾到海線度過歡樂搖滾的

音樂沙灘派對。

今年有別去年僅有3天活動，8月起每週

六、日，週週推出「親子沙雕體驗週」、

「冒險競技週」、「沙灘奧運週」及「藍

帶搖滾音樂週」等4大主題系列活動，加

上風箏衝浪比賽及表演，活動精彩多元，

歡迎民眾來場海線小旅行。

即日起至8月30日於葫蘆墩文化中心展

出龍蘭香老師的棉紙撕畫作品，棉紙撕畫

以棉紙為素材，經染色產生不同的色澤變

化，並呈現渲染效果與美感，作品可表現

出油畫的厚實、水墨的淡雅、水彩的渲染

層次和粉彩的細膩，歡迎民眾前來認識棉

紙撕畫之美，來場豐富的藝術饗宴。

醒世食物銀行16年 助弱勢吃溫飽

文化局 傳統版印特藏展

市府啟動「人行道公有或公用事業違
建物排除計畫」，提供民眾良好的行
走空間。

執教42年、2奪師鐸獎 趙南華退休
台中一中國文老師趙南華春

風化雨42年，今年7月退休，她在台中一中

任教35年，作育英才5,000多名學生，新聞主播蘇

逸洪、台中市議員張廖萬堅都是她的學生，經歷過「刻鋼

板印刷」印考卷，民國73年數位化後，台中一中首份電腦版國

文試卷也是她出題。

趙老師把學生當家人，將新進老師視為弟妹，發起成立台中一中教師

會，搭起校方和老師溝通橋梁，常鼓勵年輕老師要與學生教學相長。

「中一中的老師要和學生一樣『用功』！」她表示，中一中的學生積極、

聰明。多年前曾教過一名學生，課堂上不經意提到胡適，學生卻利用課餘時

間到圖書館借了套「胡適文存」讀得滾瓜爛熟，並主動找她討論，藉此機會她

也把胡適的書都讀一遍，因為老師什麼都要比學生還要懂。 

趙老師表示，教育這條路，熱忱最重要，但還要用心，成績固然重要，也

不能忘了照顧青少年的心，在男校任教35年，發現「體貼、溫柔、細心的

特質沒有性別之分」，有時男生比女生更貼心，青春期孩子不分男女都

需要被關懷呵護。

細心的她也曾輔導學生遇到瓶頸，32年前她擔任導師，輔導學生

與家長的衝突，當下學生熱情回應，事後卻冷淡以對讓她受

挫，但她不氣餒，投入「張老師」行列學習諮商輔導

技巧，至今更是「張老師」一員。

趙老師職教42年，盡心盡力，獲頒兩次

教育界的最高榮耀師鐸獎，

傲人成就堪稱杏壇

的表率。 台中一中國文老師趙南華今年退休，她作育英才42年，杏壇
學子超過5,000人，得過兩次師鐸獎。

藍帶海洋觀光季 夏日搖滾趴

台中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秉持「三好

一公道」：地段好、建物好、機能好且價

格公道的原則，選擇各地生活機能佳的地

點興建社會住宅，並開放BOT民間投資興

建，要把最好的獻給市民。 

林市長日前至太平區育賢段視察社會住

宅基地，感謝太平區各議員支持市府推動

社會住宅政策，進一步指出，太平區育賢

段基地屬太平新光區段徵收配餘地，位於

74號快速道路2側，1分鐘就可以上快速道

路匝道，鄰近學校、醫院、餐廳，周邊公

共設施完善，在評估的土地中屬於已成熟

地點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點之一，

未來將朝設定地上權與BOT民間參與方式

開發。 

林市長盼在四年內可達成5,000戶的目

標，希望秉持著「三好一公道」：地段

好、建物好、機能好且價格公道。已由都

發局規劃10處用地，並陸續評估其它用地

中。

目前進行10處社會住宅規劃基地，包

括：豐原安康段、大里光正段、豐原豐南

段及北屯太原段等4處已完成初步規劃，

其中大里光正段第一期已完成設計發包，

豐原安康段第一期已完成細部設計，預計

今年發包開工。

東區尚武段、沙鹿南勢坑段及梧棲三民

段等3處目前正進行先期規劃；東區東勢

子段、太平區永億段、清水區鰲峰段、太

平區育賢段、北屯區太祥段、西屯區惠來

厝段等6處正進行評估，要把最好的獻給

市民，讓擁有豐富生活機能的社會住宅儘

快開放民眾入住。

紙漾風華 棉紙撕畫個展

台中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太平區

社會住宅用地機能好，鄰近學校、醫

院、餐廳，周邊公共設施完善，將提

供民眾完善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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