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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計畫 青年創業推手
台中市政府推動摘星計畫青年創業補助，有三處基地，分別
為審計新村、摘星山莊及光復新村，審計新村已開幕，另兩處
基地摘星山莊與光復新村，創業青年正進駐中，也將陸續開
幕。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他在立委任內推動補助計畫，上任後
全力支持，希望結合青年人創意、公家場地與資金補助，以及
專業技術支援，打造青年的創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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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

審計新村

這項計畫共甄選108位創業青年，每月補助新台幣3.3萬元，最
長將補助2年，並提供資金貸款、專業師資輔導，讓台中成為創
業城市。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黃荷婷表示，市府已成立青年創業服務
平台，整合各局處與民間創業資源，提供諮詢、輔導、研發及貸
款協助，與青年一起創業打拚。
創業青年們也表示，感謝市府推出的摘星計畫，讓創業青年形
成聚落，彼此交流，積聚彼此的能量，為文化創意產業帶來新的
發展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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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民生路與中興街交叉口

特色小店
1.布菈瑟-鐵花窗文創商品展售
2.拾光旅行影像故事-故事推廣平台+
咖啡廳
3.小樹森林親子食趣-親子料理教室
4.野餐廳獨立出版 - 傳統紙鋪+紙本出
版
5.遊遊台灣- 在地客與旅行者交流平
台+文創品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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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

摘星山莊

潭子區潭富路二段88號

特色小店

光復新村

城市行動派

上網繳地價稅 來抽電暖袋
台中市104年地價稅自11月1日起開徵，
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特舉辦抽獎活動，
即日起至11月30日，上網以自然人憑證登
入並完成繳稅，即可參加抽獎，獎品包含
冰熱兩用防爆電暖袋及時尚觸控LED檯燈
等，並將於12月10日抽出得獎者，名單
會公布於地方稅務局官方網站(http://
www.tax.taichung.gov.tw)與臉書「中
市稅輕鬆」粉絲團，詳情請洽客服專線
22585000#10。

霧峰區坑口里民族路與和平路

身心障財產信託 開放申請

開幕時間

台中市推出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服務計
畫，申請條件：1.未滿65歲之身心障礙
者。2.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第1類，或
舊制身心障礙手冊代碼06(智能障礙者)、
09(植物人)、10(失智症者)、11(自閉症
者)、12(慢性精神病患者)、14號者(頑性
(難治型)癲癇症)。3.設籍於台中市滿6個
月以上且實際居住於本市。4.須由登記立
案之身心障礙社會福利團體、機構推薦申
請。
服務項目：1.專業服務團隊(社工、法
律、金融)協助財產信託之契約審議、簽
訂及監察。2.補助信託開辦費50%。3.信
託金額新台幣300萬元以下，補助0.2%信
託管理費。104年度受理信託金額新台幣
100萬元至300萬元為限。相關訊息請至
社會局網站查詢：http://www.society.
taichung.gov.tw/index.asp。

特色小店

台中市民平均年齡37歲，是六都中最年輕城
市，也因此，台中更應該成為年輕人尋夢、築
夢、圓夢的城市。市府推出許多青年政策，包
括青年穩定就業獎勵、輔導青年返鄉務農等。
佳龍從擔任立委期間，即開始推動的青創基

市民最前鋒

1.馨心齋香品-製香商品製作+導覽
2.Kua-A音樂教室-唸歌音樂教學
3.雅樂舞茶道-展演體驗+茶品文創伴
手禮
4.小島動畫-多媒體工作室
5.一個詩情畫意的生活美學-復合材家
具製作

預計12月

陳柏宇攝

4版 新社花毯節 百花齊放

1.葉脈工藝室-葉脈金工飾品
2.再現戲台風華-舊戲院電影文物策展
3.拾寶小舖種子手創工作室-原生種子
文創品
4.My Mimi Me文創手作-鈎織文創商品
開發
5.南牒設計工作室-蝴蝶商品開發

地，終於在就職邁入第三季之後陸續開幕。整
建閒置空間打造青創基地，在懷舊的老屋中，
營造年輕、勇敢、冒險的靈魂，相信摘星計畫
很快就能為台中閃耀存舊立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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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社會住宅動工 推行 3 好1公道
預計2018年2月完工 一期工程200戶 只租不售
台中社會住宅 四年短期方案計畫
「社會住宅1萬戶，青年勞
工有房住！」台中市社會住宅
以「三好一公道」為原則，也
就是 「 地 段 好 、 建 築物好、
生活機能好、價格公道」，另
將結合托育及托老功能，讓雙
薪青年家庭外出工作無後顧之
憂，讓青年家庭喜歡住、住得
起。

105年

104年

‧豐 原 區 安
康段10月25
日動工

➡

‧太平區育賢
段一期(新光
W2)規劃設計
‧西屯區惠來
厝段啟動招商
程序

豐原區安康段

預計600戶，
已規劃200戶

本案工程於104年10月25日動
工，預定107年2月完工。

大里區光正段

預計600戶，
已規劃200戶

本案目前辦理設計作業中，預
定105年開工，107年完工。

清水區鰲峰段

200

太平區永億段

110

梧棲區三民段

600

東區東勢子段

本案業已編列預算，預定105
年辦理規劃設計，106年開
工，108年完工。

先期規劃作業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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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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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
民間參與

市府興建

規劃戶數

太平區育賢段
一期(新光W2)

106年

‧大里區光正
段開工

案名(地段)

沙鹿區南勢坑段

中臺焦點

西元2015年11月23日

‧太平區育賢
段一期(新光
W2)開工

107年

➡

‧豐原區安
康段預計2月
完工。
‧大里區光
正段完工

案名(地段) 規劃戶數

台中社會住宅地圖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圓滿閉幕。

辦理情形

台中首屆城市影展－「2015台中國
際動畫影展」日前於國立台灣美術館
舉行閉幕頒獎典禮，首獎台灣最佳動
畫獎由導演吳德淳《荒城之月》榮
獲。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舉辦的2015台中
國際動畫影展日前閉幕，台中市長林
佳龍、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卓冠廷、
法國在台協會紀博偉、國美館館長蕭
中煌均出席盛會，國內外知名導演王
小棣、Chris Robinson、Christian
Desmares、安在勛、袁建滔代表頒

本案業已向國有財產署辦
理土地無償撥用，預定105
年啟動招商程序。

300

東區尚武段

600

北屯區太原段

1,242

豐原區火車站
後站都更案

72

刻正向土地管理機關國有財
產署辦理撥用中。

150

本案配合圓環東路地下道填
平作業，預計透過都市更新
方式，將社區北側商業區與
無使用之豐原魚市場用地交
換後，提供社區入口開放空
間。

規劃作業辦理中。

台中市長林佳龍（左）率團隊，親自南下高雄考察
輕軌，學習相關經驗。

台中市政府1999獲得遠見雜誌
2015年服務業大調查「1999便
民專線類」第一名。

8年種百萬棵樹 林市長種苗

山城建設動起來 豐原大變身
台中豐原建設齊發，豐富專案定位為豐原創新服務園區，規劃豐富軟
體園區及豐富生技實驗室進駐；豐原車站轉運中心將兼具轉運及停車場
功能，與鐵路高架化後的新豐原車站整合，將成為山城通往台中各區重
要轉運樞紐。
市府重新定位豐原區豐富專案，專區將成為「豐原創新服務園區」，
規劃豐富軟體園區、豐富生技實驗室進駐，為創新產業發展，引進高知
識密集人才，結合產業4.0的推動，評估朝向豐原軟體園區二期的方向
進行招商，該區域附近的文教用地也納入整體檢討與規劃。
市府表示，豐富專案第一期「豐富軟體園區」，結合中部地區影響世
界的60公里產業走廊產業推動產業4.0，建構無汙染、高附加價值的知

識密集經濟的軟體產業。第二期開發構想「豐富生技實驗室」
，配合豐
原區的食品產業及后里區、石岡區及新社區的精緻農業發展農業生技產
業，另藉由中市電子、光學與精密機械等產業，結合中市深厚生物科技
人才，將第二期定位為生技實驗室。另，為串聯台中市的交通，市府也
規劃在豐原區車站停車場打造為豐原轉運中心，將兼具轉運及停車場功
能，提供轉運功能並滿足停車需求。
豐原轉運中心位於豐原車站東側，將作為山城地區的重要轉運樞紐，
該處是利用豐原車站的東側停5用地興建停車場與商業大樓，低樓層將
作為客運轉運中心，以連接山城各區重要的公路客運、市區公車、國道
客運及台鐵之間彼此的轉運，並提供近1,400格停車空間。

獎，揭曉各項大獎得主。
「看動畫是一件快樂的事！」林市
長閉幕致詞時表示，這是台中市第一
次舉辦城市影展，而動畫傳達的年輕
活力，與台中的城市性格接近，因此
選擇以「動畫」為主題，讓動畫成為
台中城市特色，以此作為發展影視產
業的火車頭，成為國際交流的平台。
市府新聞局長卓冠廷表示，未來影
片競賽更將擴大到國際層級，促進國
際動畫精英交流，讓影展成為國際人
才交流舞台。

1999 獲五星服務獎第一

推雙港輕軌 林市長高雄取經
台中市長林佳龍日前率領市府團隊前往高雄市取經，參訪輕軌捷運
系統。林市長表示，高雄輕軌的車廂十分寬敞舒適，軌道融入地景、
節省經費又符合綠能等特質，值得作為台中市正規劃的雙港輕軌捷運
系統，與做為打造山手線環狀軌道運輸網等政策之借鏡。
透過高雄的經驗，林市長認為，輕軌在路線及坡度都很有彈性，又
擁有節能與親近民眾的優點，乘客可以輕鬆觀賞沿線地景，且對政府
而言，經費負擔也較輕。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指出，台中市正積極往輕軌捷運系統
邁進，也提出雙港輕軌的可行性研究計畫，希望透過輕軌串接各副都
心，建構一個「安全、人本、綠色」的複合式運輸城市。

動畫影展 荒城之月奪冠

台
中

‧太平區育
賢段一期(新
光W2)完工

西屯區
惠來厝段

豐原區豐南段

生活即時通

10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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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林佳龍(右)拿著鋤頭、種下樹
苗，希望達到8年種植1百萬棵樹木的
目標。

台中市推動8年種100萬棵植樹計畫，鄉土詩人吳晟也
熱情響應活動，市長林佳龍與數百位民眾在梧棲中正國
小旁的綠地，種下象徵愛護環境的本土原生種樹木「毛
柿」，期許在這片近0.8公頃的綠地，未來能夠變成綠
意盎然的綠林。
中正國小的學生們第一次種樹，同學們彼此約定好，
要輪流當值日生來照顧小樹，還替樹木取名，長大以後
再回來看看自己種的樹木。
「種下未來的種子。」詩人吳晟表示，教育是百年樹
人大計，種樹更是如此，大家一起把樹苗種下，除了有
教育作用，更能滿足環境保護的重要，每天灌溉，也是
生活小小的感動。
林市長表示，種植台灣本土樹種，希望能成長茁壯，
讓台中處處都有小森林，變成花園城市，種樹不只是把
樹苗種下去，還得維護跟管理，為未來打造森林綠意。

台中市政府1999話務人員是市府與
民眾溝通的第一線，服務績效備受肯
定，今年更獲得遠見雜誌2015年服務
業大調查「1999便民專線類」第一
名。市長林佳龍日前出席「遠見五星
服務獎」頒獎典禮領獎，他感謝遠見
雜誌把「台灣服務業奧斯卡獎」頒給
台中市政府，這對每年要接20萬通電
話的話務人員是最大的肯定與鼓勵。
而為激勵士氣，明年市府將自聘話務
人員，更保障其權益。
有「台灣服務業奧斯卡獎」之稱的
遠見服務業大調查，延續神秘客抽測

方式，從236家企業、17個業態選出
服務冠軍。遠見雜誌表示，今年由20
位神祕客從4月1日到9月15日之間執
行任務進行調查，調查對象包括1999
便民專線、金融銀行、便利商店等17
大服務業態，稽核第一線服務人員之
服務品質。
林市長也表示，這代表努力有受到
外界關注，市府也會再接再厲，做得
更好。市府還有許多需要不斷創新之
處，除了態度親切、有效解決問題
外，也需要簡化行政流程，並鼓勵公
務員發揮創意，讓市府更貼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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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花毯節

來看百花齊放
2015台中國際花毯節，即日起至12月6日在新社舉行，今年花海花毯
以童話故事為發想，整個展場就像一本亮麗的童話繪本。
台中國際花毯節自即日起至12月6日與新社花海一同登場，今
年以「藝想萬花筒」為主題，全國首創展出11公尺高的巨型萬
花筒，結合花卉、音樂及光影藝術，將花卉之美從過去的平面
展示，提升到立體視覺享受，打造台中成為花園城市。
台中國際花毯節今年活動以童話故事為發想，融入花仙子奇
幻冒險故事，更首度在現場設置QR Code，民眾透過行動裝置掃
描後，將有專業配音員解說，帶領大家進入故事的世界中，讓
花毯節宛如大型童話故事繪本。更全國首創展出高達11公尺的
巨型萬花筒「萬花之心」，結合優雅的樂曲與光影折射效果，
將徹底顛覆大家對傳統花卉藝術的想像，現場也規劃「藝想圓
舞曲」、「彩虹畫布」及「幸福魔法屋」3大主花毯區，以大
面積的精緻花卉做立體化妝點，並有「夢想花園」、「低碳樂

活」、「幸福相遇」、「藝想世界」、「花現台中」5大主題展
區。
為方便民眾前往新社花海賞花，台中市政府規劃4線接駁專
車，每週六、日從北屯太原停車場、豐原車站、東勢河濱公
園、新社區公所櫻木花道區域發車，將不受交通管制影響，行
駛專用道，優先通行，發車時間為假日上午8點至下午4點，太
原線平日（週一至週五）更提供免費接駁；另，週一也加開櫻
木花道線。
除接駁專車外，往新社的公車路線還有31、91、263、264、
265、266、270、271、272、273、275、276、277、278及279
路，共15條路線，不僅享有10公里免費優惠，也將比照接駁專
車行駛於專用道，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星光幫大賽 東協好聲音將誕生
為讓台中市成為新移民的友善城市，台中市政府將第一廣場
打造為「東協廣場」，上月25日在此舉辦一場「104年東協國際
移工星光幫才藝競賽」。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未來市府規劃
整修周邊大樓，打造背包客旅棧，並在東協廣場舉行新移民母
國傳統節慶，讓新移民感受家鄉溫暖，也以東協文化吸引國際
旅客，在台中體驗多元文化。有來自越南、泰國、印尼、菲律
賓等40組國際移工朋友參賽，角逐冠軍，林市長也特穿上來自
印尼的花襯衫與大家同樂。
參賽者以溫柔嗓音哼唱中文情歌，有些則以嘻哈舞步搭配該
國饒舌歌曲，活潑演出吸引台下眾人目光。其中1名來自印尼的
伊達，更以台語演唱江蕙「家後」，獲得掌聲。
林市長表示，希望新移民在台中生活能感受到如家鄉般的溫
暖，因此將第一廣場更名為東協廣場，未來期盼在此舉辦母國
節慶活動，並規劃舉辦東協好聲音，讓廣場全年都有特色文化
活動。

百年神岡浮圳
日治時期遺蹟
Q：神岡浮圳在哪裡？
A：在台中市神岡區五大汴水門起，浮
圳路沿線。
Q：神岡浮圳由來？
A：神岡浮圳屬於豐原葫蘆墩圳下游，
從豐原引水到神岡區及大雅區灌溉；早期
浮圳以土堤夯建，有超過200年歷史，目
前土堤上方加蓋水泥渠道，因下游地勢較
高，水圳在神岡段高出農地約2公尺，因
而有「浮」圳稱號。
Q：神岡浮圳歷史？
A：神岡浮圳是日治時期以前台中第一
條水圳，除了高於農田數公尺，水圳底部
紅土，是古人以人力「夯土」方式建造。
浮圳底下暗渠留有日治大正八年(西元
1919年)竣工的歷史遺蹟，證明日治時期
「官設埤圳水利組合」的情形。

藝文看板
牛罵頭音樂節 聽百年台灣歌謠
音樂，已是清水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象
徵清水地區音樂性的重要大型音樂活動
「牛罵頭音樂節」，每年帶給市民許多代
表台灣音樂發展的精彩音樂會，成為台中
地區最具特色的音樂節慶活動。自即日起
至12月19日以「音樂台灣。壹佰年」為主
軸，推出音樂會及音樂講座，帶領民眾一
起穿越時光隧道，聆賞台灣歌謠的百年音
樂發展。
活動詳情可至港區藝術中心網站
http://www.tcsac.gov.tw/或電洽
(04)2627-4568轉9查詢。

大墩工藝師聯展 看精湛技藝

東協外籍勞工星光幫才藝競賽，台中市長林佳龍特換上東
南亞服飾到場同樂。

簡單生活節 新銳品牌台中發聲
人與人的故事 用溫度交流 用微笑共鳴「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
《Simple Life簡單生活節》結合音樂表演、農學製品、講座
論壇、創意市集，讓美好的人事物聚集，成為引領台灣生活型
態的新全民運動。今年由財團法人蔣見美教授文教基金會、永
豐金控與中子文化共同合作，將在台中呈現簡單生活節的美好
價值。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將於12月2日至6日，在台中15
處展演空間舉辦「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 台中之漫步城遊」
活動，並於12月5、6日於台中市市政公園舉辦「2015 Simple
Life 簡單生活節台中之漫步市場」活動，集結當代豐富多元的
影像和音樂創作、文創製品、雜誌出版、生活設計與土地關懷
等主題，超過三十組職人達人、超過七十攤的手作市集和創意
品牌，還有四十組願意近距離直接與你交心的音樂人，在台中
市政公園與大家見面。

創意城市雙向道

第9屆大墩工藝師審查結果正式揭曉！
王仕吉、陳明洲及趙丹綺3位工藝師獲得
授證，展覽自即日起至12月2日在大墩文
化中心大墩藝廊（一）舉行，歡迎民眾來
欣賞工藝之美。
大墩工藝師是全台少數公辦工藝類的榮
譽授證，從93年開辦，自100年起每2年辦
理1次，今年已是第9屆，共有35位工藝創
作者投件，經過嚴謹審查，精選出長期投
入工藝創作、傳承、推廣的3位創作者，
頒給「大墩工藝師」頭銜，並由台中市政
府文化局邀請舉辦個展、出版作品專輯及
拍攝推廣影片，邀請擔任藝文講座、研習
活動與專案計畫師資，讓更多民眾認識及
學習工藝文化。

國資圖「就是愛閱讀」

簡單生活節即將在台中與大家見面。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
台合作推出「就是愛閱讀」節目，自即日
起至12月31日期間，每週三下午兩點至三
點將在空中提供民眾新鮮、多元、生活化
的閱讀故事及資訊。
節目內容包括介紹新書、好書、電子
書及電影的「書香最前線」並連結全國9
所特色圖書館旅遊行程的「圖書館輕旅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