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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現台中 彩繪機

直航香港、越南
台中市政府與華信航空合作，共同打造「花現台中」彩繪飛
機，機身以台中市花山櫻花、重要經濟花卉百合花及文心蘭三
種花卉線條，呈現台中花卉特色。定期由清泉崗機場往返國際
各大都市，持續飛航至2018年，宣傳世界花博、行銷台中。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機身上印有英文「Tour」(旅遊)，意
即邀請大家到台中來旅行，而「花」就是最直接的視覺語言，
展現台中花都意象，隨著彩繪機航向天際，讓花博就像多了一
張飛行名片，正式走向國際，彩繪機將持續飛航3年，宣傳2018
年世界花博，並邀請世界各地遊客到台中旅行。
華信航空董事長張有恒指出，「花現台中」彩繪機是華信航
空今年9月向美國波音公司購買的全新B737-800型客機塗裝，飛
機編號B-18659，共有8席商務艙、153席經濟艙，使用3M獨步全
球貼紙彩繪；彩繪機未來主要飛航香港、胡志明市等亞洲及兩

「花現台中」彩繪飛機正式亮相。

岸航線區域國際城市，為台中觀光旅遊代言，提升台中在國際
的知名度與能見度。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將於2018
年11月3日至2019年4月24日舉行，主題為「花現GNP：自然怡人
新花都」，展區橫跨后里、外埔及豐原3個行政區，結合生產、
生態、生活及在地特色，並融入綠色Green、自然Nature、人群
People等GNP元素，預計可吸引800萬人次，期盼可帶動城市改
造與地區均衡發展，讓世界看見台中。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長陳盛山表示，清泉崗機場今年1至9
月入境旅客數約49萬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22.15%，出入境總
旅客數增加約10萬人次；華信彩繪機屬大型飛機，投入營運後
將彈性調度，有效解決部分熱門航班機位不足的問題，入出境
旅客人次可望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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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備戰花博 整治軟埤仔溪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將豐原葫蘆墩公園納入規劃展區，
為配合展區帶動人潮，市府將在流貫葫蘆墩公園的軟埤仔溪營
造水域環境景觀，除水質淨化與防洪功能，也加強周邊生態保
護，並增加親水休憩設施，串聯周邊景點打造豐原的新亮點。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長白智榮表示，將軟埤仔溪自三環路
起至豐原大道止，長約1.8公里的水域環境進行改造，工程有三
大關鍵，首先，由於沿岸家庭汙水會排進軟埤仔溪，因此將設
置引水、截水道，再設水質淨化設施，以改善水質；市府也將

營造景觀湖，兼具滯洪功能，以避免相關設施遭洪水破壞；河
岸周邊景觀也會進行改造，包括生態護岸、河岸步道、夜間照
明及植栽綠美化等。
軟埤仔溪水域環境景觀營造工程，總經費為新台幣2億8,000
萬元，分三年編列，105年度編列2億元，106年度編4,000萬
元，107年編4,000萬元，目前辦理規劃設計中，預計105年7月
開工，106年12月底完工，將配合花博開幕，提供市民親水的好
環境，讓葫蘆墩公園周遭環境可以脫胎換骨。

4版 替代役 幫獨居長者打掃

18公尺高耶誕樹 市府廣場變樂園
市民最前鋒

城市行動派
台中要迎接2018世界花博，不應只
是煙火式的短暫活動，更重要的是，
透過舉辦世界級博覽會的籌辦過程，
充實台中所亟需的基礎建設，並結合
農業及觀光，創造遊客、業者及市民
的多贏，打造台中成為
花園城市。

歡慶耶誕﹗自即日起市府廣場變身為超歡樂的耶誕
樂園，不僅有18公尺高的耶誕樹，還有應景薑餅屋及
熱力樂團表演，更設置了熱氣球、旋轉木馬、旋轉咖
啡杯、旋轉小船及小火車等5座大型遊樂器材，營造
嘉年華般的歡樂氣氛。
此外，市府每年舉辦的跨年活動，今年除在台中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場邀請藝人MP魔幻力量、丁噹及伍佰
外，第二現場台中港區綜合體育館前廣場也有藝人曾
心梅、戴愛玲及陳雷與大家一起歡樂迎新年。

市府廣場變身耶誕樂園，有18公尺高耶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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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燒燙傷中心啟用 照護更全面
八仙塵爆事件，造成中部台中、彰化、南投及雲林地區民
眾燒傷，傷者未來面臨漫長復健之路。台中市負起中部地區
燒傷患者「全人」照顧的責任，台中市長林佳龍推動在台中
市成立「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委託陽光社會福利基
金會協助，已於11月29日開幕啟用。
由台中市長林佳龍、社會局長呂建德、衛生局長徐永年、
勞工局長黃荷婷、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馬海霞及八仙
塵爆傷友等多位捐款人共同揭牌，宣布燒燙傷重建中心正式
啟用。
重建中心也提供其他縣市燒傷患者協助，服務區域包括台
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及雲林縣等5縣市。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68號2
樓之5，地段好，交通便利，對其他縣市的民眾來說，往來
方便。室內空間約101坪，採用無障礙空間設計，有社工、
心理師、治療師及生活服務員等專業團隊，提供定點復健、
壓力衣輔具、社工及心理諮商服務、居家燒傷照顧、傷友及
家屬照顧能力培訓。
林市長表示，患者除了要減輕日常生活中身體的痛苦，還
要培訓工作能力、強化訓練等身心理重建服務，因此，將協

助八仙塵爆傷者生活重建，恢復生理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
開幕當天，八仙塵爆傷者自組「小虎隊」勁歌熱舞，雖然
重建之路艱難，但仍展現活力與韌性，鼓勵其他燒傷患者常
保持開朗的心，才能走過這條辛苦的道路。。
他們的熱情演出，讓人看不出3人其實正忍受痛苦折磨。
政楙與大仁受到20%及18%燒傷，都傷及雙下肢；小胖是53%
燒傷，傷及四肢。出院後，由陽光基金會社工與復健治療師
安排居家復健服務，提供傷口照護、壓力衣及復健運動等服
務。
政楙、大仁與小胖目前仍需24小時穿戴壓力衣抑制疤痕增
生，小胖則因四肢嚴重燒傷，歷經多次清創、植皮，現在每
天密集復健，避免疤痕攣縮造成肢體變形與障礙。
由於3人在受傷前皆熱愛運動，傷後除了彼此鼓勵共同面
對燒傷後疤痕刺癢及艱辛復健歷程，也維持傷前的運動習
慣，每天以重量訓練、跑步及騎腳踏車等運動，維持雙腳活
力，並攜手在11月中旬完成路跑，展現小虎隊活力與韌性。
林市長感謝各界捐善款，他個人也捐款新台幣100萬元，
到11月已募集約新台幣2,624萬元，後續仍將受理捐款，幫
助燒燙傷患者從困境中走出來。

近期空氣汙染議題延燒，台
中市也受大氣擴散不良影響，
細懸浮微粒濃度易偏高，台中
市政府環保局已密切監控空氣
品質狀況，必要時將啟動空氣
品質惡化應變作業。

空汙是什麼
空氣汙染來源可分固定源、移動源及逸散源三方面，PM2.5容
易吸附有毒物質，傷害呼吸及心血管系統。

汙染高峰期
台中市於每年9月份至隔年3月間，受東北季風大陸境外傳
輸影響或高壓出海及高壓迴流等天氣型態使境內汙染物擴散
不易，為空氣品質不良好發季節。

(一) 因應燃燒稻草
農業局提供稻草捆包機，方便稻草
收集後再利用。

(二) 因應河川揚塵
環保局針對河川揚塵好發河段加強巡
查並派遣掃街車執行環境清理作業，另通
報第三河川局開啟河床水線或水車灑水抑
制揚塵。

(三)工地揚塵改善
採取植生綠化、覆蓋稻草蓆和碎木，加強
營建工程裸露地查核及改善。

救空汙-移動源
(一) 汰換柴油公務車
(二) 取締二行程機車

守護市民健康
(一) PM2.5成分研究
進行大氣、煙道採樣，透過模式模擬分析汙染來源，解
析各汙染源所占比例。

(二) 健康風險評估
針對全市的健保資料進行分析研究，鑑定重大排放源
對居住環境之影響程度，讓防制行動得以對症下藥。

中央攜手合作
盼中央優先實施中部空品區總量管制，支持地方
政府訂定「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
例」。

「2015樂活熊城市嘉年華」自即日起展到明年1月14日。

樂活熊城市嘉年華 體驗舊城文化
救空汙-逸散源

排汙染物較四行程機車嚴重，較容易遭受民眾
檢舉排放青白煙，汰舊補助每輛新台幣1,500元

(三) 停車怠速熄火管制
(四) 補助綠能交通工具

救空汙-固定源
(一)制定台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
油焦自治條例
(二)中龍先響應，投入經費建室內儲料廠
(三)中火降載SOP
(四)中火換機組

生活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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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林佳龍（左四）在低碳行動論壇，帶頭宣誓愛護地球。

救空汙 盼中央優先實施
管制汙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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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樂活熊城市嘉年華」今年結合文
創、綠色及科技元素，採雙城聯展，台中搶
先自即日起至明年1月14日在台中公園及周邊
巷弄展出百座熊座，明年1月16日至2月18日
則在台北市士林官邸接力展出。台中市長林
佳龍邀請大家來欣賞泰迪熊的可愛，體驗台
中公園舊城區的歷史文化。
林市長表示，泰迪熊以美國總統西奧多·
「泰迪」·羅斯福命名，他喜歡打獵，因此
助手綑綁一隻小熊當獵物，但羅斯福認為勝

之不武，放了小熊，之後便開始有人製作名
為「泰迪熊」的絨毛玩具，成為男女老幼的
最愛。
今年泰迪熊嘉年華以「愛‧分享」為主
題，象徵人在悲傷時，泰迪熊可當傾訴的對
象，也為人們帶來快樂，把愛分享出去。
台中市政府表示，這屆的大型樂活熊裝
置藝術設計結合各界品牌元素，邀請在地
資深畫家孫少英、日本奈良市的設計團隊
amanojack design繪製熊座，透過跨文化的

台中低碳城市推動已獲國際肯定，
今年累計減少溫室氣體減碳量107萬
噸，並提出40個行動方案，取得全
球市長聯盟（Compact of Mayors）
「完全達標」徽章，與高雄、新北、
台南及台北同期達標，成績亮眼。
全球市長聯盟結盟主要為了對抗氣
候變遷，目前有344個簽署城市，去
年9月23日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聯合
國秘書長氣候高峰會上，由地方政府
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UCLG及C40等
全球三大城市網絡，和全球各地城市

首長共同發起。
台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執
行長黃崇典表示，獲全球市長聯盟訊
息後，市長林佳龍決定積極加入。
根據全球市長聯盟的評選辦法，申
請的簽署城市給予3年時間可取得的4
個徽章，台中市在短短的2個月內完
全達標，進度超前95%，成績亮眼。
台中低碳城市總共提出40個行動方
案，包含有推動綠色運具等方案，讓
台中在國際城市的舞台上，得以展現
低碳韌性城市實踐決心。

帝國製糖廠 產業故事館

交流，彼此激出不同的火花。
這次活動更增添了Beacon物聯網微定位的
技術，民眾行動裝置下載指定APP後，透過藍
芽偵測及掃瞄熊座QR Code，即可發掘各式品
牌風格。
林市長邀大家到台中公園欣賞泰迪熊，並
延展到中區巷弄，讓遊客及市民穿梭大街小
巷認識舊城區的歷史文化和建築紋理。此
外，中區合作店家將不定時舉行民歌音樂表
演與導覽解說等活動。
帝國製糖廠翻轉成為台中產業故事主題館 ，可結合湖畔生態景觀公園。

汙水下水道 普及率拚18%
台中市的汙水下水道普及率偏低，不但一直
被詬病，也容易造成河川汙染；台中市長林佳
龍上任後，增編經費「趕進度」，預計今年底
前可達12萬戶，普及率提高到18%。
下水道被稱為「看不到的建設」，卻是現代
化城市的指標；台中市今年大力推動，正執行
西屯區、南屯區、中區、南區及東區等汙水下

水道用戶接管工程。
林市長表示，隨都市發展到某種程度，會遭
遇許多障礙，必須重新施工，市府排除行政困
難，目標1年成長率3%，希望4年內接管率也提
升至25.3%，8年內37%；另，雨水下水道也已加
速進行，普及率成長至65%。
市府積極整合中市汙水處理廠，希望汙水處

拆除違建 所有權人需付費
台中市政府在市政會議通過「台中市強制拆
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草案，違章建築所
有人須負擔強制拆除的費用，全案將送議會審
議，通過後發布實施。台中市長林佳龍強調，

他支持通過此案，因違章建築要全民買單付拆
除費，「完全不符社會公義」。
自治條例草案內容，按違建的構造類別，如
鋼骨造、鋼筋混凝土造、加強磚造等分別訂定

理後可供工業使用，如汙水經過福田水資源中
心處理後，輸送至台中港作工業用水，節省水
資源；汙水及雨水下水道都是市府施政重點，
將持續建設，為市民營造更優質友善的居住環
境。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指出，公共汙水下水道系
統如魚骨頭樣貌，中間主幹管再分支次幹管，
細接到家戶，讓汙水能收集至水資源回收中心
處理，避免直接排入河川。目前正執行西屯
區、南屯區、中區、南區及東區等汙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工程，預計今年底前可達12萬戶，普
及率達約18%。

每平方公尺的拆除單價，通知強制拆除費用，
以書面通知違建物所有人限30日內繳納，未繳
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違建拆除的材料，違建物所有人應於期限內
自行清除，逾期視同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規
定處理。違建強制拆除如以發包委外辦理，其
費用按照實際發包金額收取。

「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台中營業
所」前身是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台中
工廠，為彰顯產業特色，未來將該
廠區打造為台中產業故事的主題館
舍，生態池周邊也將配合故事館整
體規劃。
市府朝「台中產業文化園區」方
向，並保留糖廠周邊11棵老樹，盼
配合未來鐵路高架化、綠空廊道計
畫，串聯各文化景點，帶動舊市區

再生，再創地方榮景。
「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台中營業
所」建於1935年，為帝國製糖株式
會社本社事務所，戰後作為台灣糖
業公司台中辦公處，1990年代停產
並逐年拆除原有大批房舍，該建物
為全區僅存日治時期建築，因興建
年代已久，建築材料老化，期望藉
由完成的規劃及完美的營造，成為
東區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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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幫忙打掃

創意城市雙向道

騎樓停機車
妨礙行人開罰

獨居長者安心住
台中市西屯區公所舉行「關懷阿公阿嬤及
協助居家環境清潔活動一日志工」活動，培
養替代役男孝親尊長的家庭倫理道德觀念，
前往獨居長者家中協助打掃環境，讓役男展
現服務社會的公益情操。

台中市西屯區公所表示，希望藉由這個活
動，讓替代役男從服務當中學習成長，以
「服務最榮、助人最樂」的精神，肯定自
己，進而積極投入志願服務，共同創造祥和
社會。

西屯區公所舉辦關懷一日志工活動，
培養替代役男孝親尊長的家庭倫理道
德觀念。

簡單生活節 首度移師台中
漫步市集 市政公園登場

騎樓常被停放機車，影響行人通行。
Q：台中市目前騎樓可以停放機車
嗎？日前網路上謠傳台中市政府將全
面執行騎樓禁停機車的規定，請問是
真的嗎？
A：市府嚴正澄清表示，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5款
規定，停車於騎樓與人行道明顯有影
響行人通行的情形，警方才會告發。
只要機車停車於騎樓及人行道，沒有
影響行人通行，就不會被警方取締。

藝文看板

簡單生活節今年移師台中，深獲民眾好評。
以「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為核心精神的簡單生
活節，今年首度移師台中舉辦，結合音樂表演、農學製品、講
座論壇及創意市集，活動全程免費，希望將台灣美好的生活方
式與創意，傳給更多人；超過40組音樂創作人接力演出，還有
上百個創意市集，獲得好評，民眾輕鬆坐在草地上，聆聽音
樂、享受一個涼風徐徐好時光。
林佳龍市長表示，這次簡單生活節在台中舉辦，是城市與活
動的完美結合，尤其今年活動的主要場地在市政公園廣場綠
地，更是解構這個空間，營造屬於民眾的悠閒自在生活空間。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也提及，主辦單位在觀察台灣各城市的生
活型態，並經過數個城市深入的田野調查與訪談後發現，台中
整體城市步調慢條斯理、從容不迫，以一種「剛剛好」的節
奏，匯集成為最適合「創新、創造、創業」的中心基地。

科博館 「有膽有識」特展

此外，台中融合高度國際觀、具備地理及文化優勢，生活水
平物價穩定，成為許多年輕人嚮往的創意基地，因此今年走出
台北、走入台中舉辦簡單生活節。

百歲烏日國小 百年老樹祝壽
台中市烏日區烏日國小日前歡度百年校慶，校內有多棵百年老樹成獨
特招牌，市長林佳龍特別前往祝賀，他表示，投資下一代非常重要，市
府預算三分之一都投入教育中，期盼讓學生學到帶著走的能力。
林市長表示，高齡逾百歲的日籍教師高木波，曾在日治時期在烏日國
小教書，她日前請女兒代筆寫信給當時學生，並由台灣郵差的協助，
順利送達學生手中，在烏日國小舉行視訊連線，成為「台中版海角七
號」，足以見證烏日國小輝煌的歷史。
林市長表示，市府編列的預算有三分之一都投入教育，更新教育設
備、培養師資，為讓學生的學習與未來工作結合，市府也極力推動技職
教育及產學合作，期望學生所學能與未來工作結合。
有百年歷史的烏日國小，校內有不少棵創校時種下的毛柿、黃檀木、
葫蘆竹與樟樹等，其中一棵百年老榕樹更是校友深刻的回憶。

烏日國小歡度百年校慶，林市長特別前往切蛋糕祝賀。

《有膽有識-海膽大驚奇》特展自即
日起至105年6月19日在科博館第三特
展室登場，展出近百件海膽標本與化
石，是科博館歷來的珍貴典藏。
其中一大亮點是一顆目前全世界僅
有四次發現紀錄，是台灣首次採獲的
「光棘冠海膽」。展場還有以海膽的
形態與行為設計的「一秒變僵直」、
「牙齒抓娃娃機」等多項大型互動式
展品。展場規劃從海膽的身體藍圖發
想，將海膽身體的對稱性、口器牙
齒、防禦與運動用的棘刺作為元素。
現場還有許多影像展示，歡迎民眾踴
躍參觀！

國美館 「真實」數位藝術展
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出2015數位藝術
策展「一場關於真實的導覽」，活動
由策展人陳佳音策劃，邀請強納森．
摩納根、蘿荷‧普羅沃絲特、小泉明
郎、童義欣、王拓、郭奕臣及陳以軒
共7位國內外藝術家參展。
展覽以懷疑現狀為開端，7位當代藝
術家創作生活狀態與對於當下世界的
反映，探索「真實」在當代的意義，
展期從即日起至105年2月14日於國美
館數位藝術方舟展出，歡迎民眾一起
前來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