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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日前舉辦龍井區南山截水溝聯合動土典

禮，祥獅獻瑞熱鬧滾滾，祈求開工順利；台中市長林佳龍、副

秘書長李賢義、水利局長周廷彰，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議長

林士昌、立法委員顏寬恒等人都到場。

林市長表示，南山截水溝是海線企盼40多年重要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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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38易淹水點 完工改善

捐助熊本不落人後 募款至5月底

停車大聲公APP 快速找車位
你常為了找車位滿頭汗？找車位好幫

手來囉！台中市政府與「停車大聲公」

APP業者合作，市府開放提供超過500個

以上公民營停車場的即時車位資訊，可

透過停車導航前往停車場，縮短尋找停

車位時間。下載連結https://bnc.lt/

taichung或「停車大聲公APP」。

日本熊本地震發生，台中市長林佳龍

率先捐出1月所得，台中在地企業彭家貿

易也熱心捐出100萬元；由台、日、中搖

滾樂團共同創作的應援歌曲「No Fear 今

ここから(現在開始)」，市府員工還參與

MV拍攝。台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受理捐

款，募款至5月底止。戶名：臺中市社會

救助金專戶；帳號：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01003800188-6；指定捐款用途：日本熊

本震災。電話：04-22289111轉37202。

台中綠川流經的中區是台中市原始發源地，被視為台中文化

城的靈魂，為達到中區再生目標，台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後不斷

邀集各局處研商中區再生，擬定「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新

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兩大主軸策略。他強調，河川的治理城

市成敗的關鍵，將投入預算與人力，打造綠川如京都鴨川。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指出，綠川長度6.1公里 (雙十路

以下)，以全貌性角度定調，可分舊城商業、文創園區、社區生

活、綠色校園等四個區段，「新盛綠川計畫」分三部曲。

首部曲「綠川截流工程」，截流綠川上游民生汙染源，減少

污水流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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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親水空間，轉換既有商家背面，引導為雙正面臨水商業模

式，也帶動經濟發展。

周局長表示，「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預計5月底引流工程

會率先開工，三部曲今年底將全部發包，最快明年底可看到雛

形，未來串連都市綠帶，結合「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及持續協

助推動「大康橋計畫」，擴大綠川沿線水岸休憩聚點，讓更多

市民享受到親水設備及生態景觀。

綠川三部曲 打造台中鴨川

台中市不少地區飽受淹水之苦，去年底迄今雨量偏多，

但原本易淹水地區都開始改善，市府採取流域綜合治理手

段，打造與水共存的韌性都市。其中飽受淹水之苦的海線

地區，最關鍵的南山截水溝工程已動工。市長強調，完工

後可改善367公頃淹水地區，造福2萬市民。

南山截水溝 解海線40年水患 年初在市議會支持下，市府通過9.6億元用地徵收及初期工程

費，他感謝水利署補助下游山腳排水拓寬段工程經費16.3億元。

林市長認為，海線淹水問題應一次核定計畫、分期編列預算，

結合梧棲、安良港及山腳排水，以綜合治理改善；南山截水溝工

程已跨出重要的第一步，市府將持續向水利署爭取納入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經費補助，編列相關配合款。

「過去沒做的，現在一次補回來！」林市長強調，海線地區過

去40年來沒發展，政府虧欠人民很多、也相當久，希望儘快彌補

回來。

水利局說，南山截水溝工程經市府積極爭取，今年初取得用

地，未來先整治山腳排水西濱快速道路段的護岸整治、蚵寮橋改

建，再逐步向上游完成治理工程。

水利局指出，目前已完成38處易淹水地區改善工程，包括設置

滯洪池，增加47萬噸滯洪量，並建置9公里長的雨水下水道，未

來持續改善靜宜大學前側溝的排水路等。

水利局也將邀集相關單位改善沿線區域排水系統、建置雨水下

水道等，並同步進行大肚山

地區水土保持計畫及山坡地

開發管制，改善海線地區排

水問題。

台中淹水改善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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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38處淹水改善外，今年持續
以綜合治理方式改善其他易淹水
區域，縮短城鄉差距，打造與水
共存的韌性城市。

治水，讓民眾免於缺水或淹水的恐

懼，是一做宜居城市的立足根本。市

府透過被稱為「良心工程」的下水道

建置計畫，引導並處理汙水及雨水，

並同步展開多處淹水改善及河川整治

工程，用行動力和執行力，讓台中重

現美麗的親水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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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長表示，新政府新南向政策，從台中出發，透過與新加坡

國際企業合作，讓台灣走出去，讓國際、東協市場走進來。

佳新集團總裁是印尼華僑吳汶財，集團跨足輪胎、石化、建

築、金融、地產開發與旅館百貨業等；吳汶財與林市長簽署合作

備忘錄，將進一步洽談投資事項；台中市政府經發局長呂曜志

說，預計今年第三季，安排佳新集團到台中踩線考察。呂局長進

一步說明，光在印尼各城市，佳新就有超過10家日系SOGO、西武

百貨，台中水果、糕餅若能進通路，可打開東協市場。

台中市提出多項重要開發案，包含水湳經貿園區、豐原豐富園

區、台中港特定區、烏日高鐵特定區等，希望吸引佳新集團投

資，也借重其投資經驗，成為台中進軍東協的跳板。

林市長與嘉里大榮物流董事長沈宗桂簽署合作備忘錄，市府強

調，未來每年將規劃「台中高經濟農產品周」，透過嘉里大榮通

路，邀東南亞廠商下單，讓台中荔枝、甜柿等農產品外銷出去。

沈董事長表示，嘉里在東南亞有9處實體通路，都有低溫冷藏配

送設施，台中水果品質好，尤其甜柿、荔枝、火龍果等，在東南

亞都受歡迎，未來商機無限。

林市長表示，嘉里大榮是台灣最大物流公司，希望透過嘉里集

團於全世界的據點，讓台中農產、貨物行銷到世界各地；台中將

舉辦2018世界花博，台中高品質的文心蘭、蝴蝶蘭與唐菖蒲等，

也可透過嘉里外銷到日韓等國。

林市長也率台中產業界拜會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SBF)，提出建

立雙邊論壇，加深實質合作；新加坡工聯總會表示，將研議優先

合作議題，預計6月16日前往台中，參訪航太、智慧機械等產業。

響應新南向政策 林市長訪新加坡

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赴新加坡考察，將修改相關條例推動都

市綠化；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長王俊傑說，建築高樓打造立體

綠化 ，將給予免計容積鼓勵，希望在年底通過議會審議。

市府前往新加坡建設局，考察都市景觀與綠化設施。王局長表

示，新加坡城市密度高，導致市區溫度偏高，新加坡推動城市綠

化，土地面積狹小，除廣植綠地樹木，還朝空中綠化發展。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副總工程司陳煒壬說，新加坡在重點區域，

要求建築綠覆面積達到基地面積100%；以100平方公尺基地為例，

建蔽率若為60%，只剩下40%能植栽綠化，但星國要求建築物綠化

設置於露臺、陽台等，綠覆面積要達到100%。

市府強調，星國著名的皇家公園酒店（PAR K R O Y A L  o n 

Pickering）位於市中心，由星國著名建築事務所WOHA操刀設計，

酒店周種滿棕櫚樹、開花植物、灌木叢及庭蔭樹，還有空中花園

與景觀陽台，成為都市難得的綠色景觀。

陳副總工程司表示，市府將修改「都市計畫法台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台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鼓勵建築物增加綠化設

施；過去陽台超過2公尺，將列入容積計算，條例若通過後，規劃

為景觀生態陽台，綠覆面積超過三分之一，可不計入容積計算。

市府另修改建築外牆規範，推動設置雙層牆面；王局長表示，

新加坡不少建築有雙層牆面，可阻絕熱能節省空調，還能打造獨

特的都市景觀，國內建築較少規劃，都發局希望藉此次修法鼓勵

並建構完整的管理機制，除法令的防弊設計並輔以回饋金繳納

等措施外，亦嚴格要求依建築法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以創造台中市特有都市景觀風貌 。

中台灣好山好水，但交通部統計，去年國際觀光客來台灣，每

100人只有11人造訪台中；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與業者組成推介

團，前往星馬與當地旅行業者接洽，吸引星馬觀光客來台中。

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長陳盛山與中台灣民宿、飯店等業者，

上月分別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舉辦觀光推薦會，與星馬12家旅遊

業者簽訂觀光友好合作備忘錄，其中與馬來西亞頂尖旅行社「蘋

果旅遊集團」與華人旅遊公會簽署備忘錄，有利於招攬更多星馬

遊客。

台中市長林佳龍率領台中7家食品業者，參加新加坡國際食品

展，特別設置台中館。林市長表示，希望以新加坡為跳板，讓台

中糕餅、茶葉與咖啡進軍東協與印度、中東市場。

新加坡國際食品展共有70個國家、3300家廠商參展。業者強

調，首度到新加坡試水溫，市場反應不錯，與當地通路、百貨業

者接洽，有助於將產品賣到新加坡、印尼等地。

台灣外貿協會副秘書長蔡明水說，新加坡食品展有20年歷史，

不只是新加坡市場，甚至能叩關東協國家、甚至中東、印度市

場。台中市工策會總幹事黃望修說，參展著眼於打入國際市場，

若能找到對接廠商，就能把產品賣到其他國家。

台中市2018年將舉辦世界花博，台中市政府觀旅局、交通部觀

光局新加坡辦事處與台中市國際觀光發展協會，拜會新加坡旅遊

局，初步達成共識，將在新加坡著名的濱海灣花園設2018台中世

界花博廣告，還研究把濱海灣美景搬到台中花博展場。

市府、業者組團 星馬推銷台中

台中國家歌劇院啟用最後倒數，大

劇院主舞台也即將驗收；協助運送道

具的「天車」已經完成，總共7台天

車全採德國規格，安全、承重、速度

都是國際級標準，升降速度每秒16公

分，可依演出需求升降道具，讓演出

更具世界專業水準。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表示，天車吊勾

各設置在歌劇院大、中劇場左右舞

台、和3個劇場地下室舞台卸貨區；

大劇院左、右舞台各2組、共4台天

車，光是單個天車，就可以吊起重達

1噸的道具或物品，升降速度為每秒

16公分，非常快速，可依照演出需求

上下升降物品道具，讓道具配合演出

精準到位。

不同於普通的天車，台中國家歌劇

院的天車特別加強安全系統，每個鏈

條馬達都配置2組煞車，最主要考量

舞台上眾多的裝台人員來往行走，萬

一發生吊裝物品掉落，恐造成意外傷

害，因此歌劇院天車特別設計雙煞車

系統，萬一其中一組故障，另組煞車

仍可承受全部吊掛物品的重量。

另外天車在3條軌道、4台電動小車

的輔助下，鏈條吊車可移動到最遠端

側舞台的任何位置，進行升降吊掛作

業；而配置的無線控制器也可配合，

無論在側舞台任何位置，都能進行天

車組的操作控制。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黃玉霖表示，

一個專業的表演劇場除呈現演員精湛

表演，舞台上場景道具更可讓演出完

美，如何讓場景道具達畫龍點睛之

效，舞台天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

環節。

「樂活台中食安篇APP」已建置完

成，APP內容將陸續公布台中市大型

餐飲業之衛生、建管及消防三面向的

安全稽查結果，分別以「紅、黃、

綠」燈號顯示。消費者也可透過食安

退費資訊、食安小學堂等項目，獲取

與自身權益有關的訊息。

民眾可在Google Play商店或Apple 

Store搜尋「樂活台中」，即可下

載，使用頗方便。越多消費者關心並

下載使用，廠商就會想辦法也速完成

改善，整體提昇台中市餐飲安全。

台中市政府以這個63萬元完成的樂

活臺中食安篇APP參加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安試辦計畫

競賽，獲得「消費者權益保護類」組

第1名及「源頭及產製流通業務類」

組第一名各1000萬元獎勵;另獲「農

政環保」第5名、「校園食安管理」

第3名合計亦逾千萬獎勵，得獎數全

國第一。

「樂活台中食安篇App」這個小成

本大效益，成功促進業者自主提升 

餐飲環境的機制，讓衛福部、行政院

食安辦公室大為驚奇，並開始思考將

此APP推廣至全國的可行性。另受行

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的台灣公共

治理中心，也認為「樂活台中食安

APP」屬於「智慧治理與創新服務：

政府創新服務」的絕佳案例及教材。

樂活台中食安APP 全國第一名

國家歌劇院 「天車」降臨 

台中市政府法制局長陳朝建表示， 

台中市政府以小成本創造大效益，正

符合行政院強化源頭管理，整合跨 

機關資源，達到用消費者的力量促進

業者自主改善食安環境的目的。

陳局長提到，市府衛生局日前也招

考30名稽查人員，以充裕稽查人力，

加速餐飲安全的稽查。但除了稽查之

外，最快速且有效的讓餐飲業者改善

其餐飲服務的品質，其實是消費者的

消費選擇權，業者一旦知道稽查結

果會讓消費者知道，為了維持企業

形象，自然會自主的提昇其餐飲安

全。亦可上FB粉絲頁(https://www.

facebook.com搜尋「樂活台中」關鍵

字)，隨時關心台中的餐飲安全。

台中市長林佳龍4月中旬，與副市長潘文忠、中華奧會主席林鴻

道、東亞運動會總會委員陳全壽等人前往韓國、日本，分別會見

南韓奧會主席金正幸、東京奧會主席竹田恆和，爭取將自由車、

輕艇列入台中市承辦的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競賽項目，已獲日、

韓支持。

林市長表示，南韓奧會主席金正幸、東京奧會主席親自表達支

持自由車、輕艇列為2019東亞青運競賽項目，也支持台灣在東亞

青運基礎上進一步申辦亞運。2019的東亞青運是台灣首次舉辦奧

運體系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才會希望以此做未來申辦亞運的基

礎。

東亞青運除了原定的競賽項目外，台中市希望再增加自由車、

輕艇2項，因台中是全球製造自由車的重鎮，若能成功列入競賽項

目，將能顯示東亞青運設定的「Young & Green」主題。

日本東京將在2020年舉辦奧運，林市長藉機向日本奧會主席竹

田恆和表示，台中是棒球之都，台灣民眾又熱愛棒球，期待棒球

能順利列入2020東京奧運競賽項目，另也進一步了解目前東京奧

運的籌辦情形，做為台中舉辦東亞青運的參考。 

東京奧運籌委會國際關係運動局部長小林亨表示，目前東京籌

委會也積極爭取棒、壘球、空手道運動進入正式競賽，但國際奧

委會將從參與隊伍等面向評估，預計將在里約奧運前決議。

日本奧會主席竹田恆和說，支持台灣申辦亞運，歡迎台灣選手

到日本接受訓練，提升運動比賽的實力。 

自由車、輕艇 有望入2019東亞青運

台中國家歌劇院協助運送道具的「天車」完工，總共7台。.

借鏡星國
大樓變森林

借鏡星國
雙層隔熱牆

台中市長林佳龍參訪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該局執行長黃南導覽城市展覽館。

林佳龍出國參訪成果

3/28-4/1

4/10-4/13

日本
名古屋、東京

新加坡

4/17-4/19 韓國、日本

時間 地點 具體成果 

‧台中─名古屋包機直飛首航
‧與日本中部「昇龍道」簽觀光友好備忘錄
‧日本三井集團宣布在台中港投資Outlet  

‧與新加坡佳新集團簽投資備忘錄投資台中
‧與嘉里大榮物流公司簽備忘錄，協助中台
    灣農產進軍東協
‧與星馬12家旅遊業者簽備忘錄，包含馬國
   最頂尖的蘋果旅遊集團

‧爭取韓、日奧會支持，將自由車、輕艇列  
   入2019東亞青運比賽項目 

高樓打造立體綠化 容積免計鼓勵
台中市長林佳龍率領台中食品業

者，參加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新加坡國際食品展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台中市長林佳龍搶進東

協市場，訪問新加坡先後與佳新集團、嘉里物流簽署合作備忘

錄，將台中產品進軍東協，也吸引外資投資台中。

林佳龍三周走訪日韓與新加坡，堪稱鐵人行程，成功引進日

本三井商場，還與東協重要企業簽署備忘錄，更向日韓奧會爭

取我奪牌強項輕艇、自由車納入競賽項目，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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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4月起公

告試辦「孤狗家庭計畫」，由動保處提供每個月新

台幣2000元代養費，尋找設籍本市且具耐心與愛心的市民朋

友，或動物保護相關團體，收容社會化不足及容易緊張犬隻，與人類

獲得良好互動。

動保處「孤狗」一詞，是取自社會化不足「孤獨的狗狗」，與Google網站搜

尋的諧音，針對動物之家收容社會化不足，以及容易緊張的犬隻，給予90天以

上的友善代養空間，學習社會化。

結合政府與民間不同的認養管道，為這些孤狗們尋找一個溫暖的家庭，最終希

望在代養人的即時引導過程中，犬隻能重建對人類

的信任感，讓狗狗重新展露被人疼愛的幸福微笑。

「狗狗都值得擁有一個返家的希望」，動保處

101年以來持續推動犬隻行為訓練，以及飼主教育

相關課程，今年試辦「孤狗家庭計畫」，整合政

府與民間的認養動能，以代養家庭取代收容籠

舍，提供更多學習機會。

只要市民符合以下2個條件者：(1)戶籍或

會籍設於本市、(2)代養場所位於本市轄 

　內，歡迎撥打電話：04-23850949。

創意城市雙向道

藝文看版

防腸病毒 洗手5撇步

媽祖水彩比賽 等你來挑戰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影片徵件
最高獎金50萬元

談笑間抹水泥 老師傅技驚全場
各行各業職場達人，在生涯累積經驗與技術，但目前出現缺工

嚴重、傳承出現斷層；台中市政府勞工局4月中旬舉辦「105年台中

市政府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職場老將

與新秀同台競藝，展現前輩的堅持與新秀熱情。

現場選拔類別包括泥作、木作、雕刻、漆工藝、營建 (建築、土

木及營造)等相關職業的「職場達人」及「職場新秀」，在勞工局

提供的舞台發光發亮，仿效魯班公精神，透過專業技術交流、傳

承與學習，精進個人技術，提升職場競爭力。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黃荷婷說，這次活動選出的達人及新

秀，5月29日在東勢巧聖先師廟祭典上受獎表揚；各行各業的職場

達人是社會重要資產，在職涯所累積的經驗與技術彌足珍貴。

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梁國勝說，裝修業無

法找外勞，但師傅級從業者永遠少1位，「3年都補不起來」，到處

缺工、缺師傅情況越來越嚴重，「5到10年難改善」。

在競賽現場，各職類進行競賽，職人大顯身手，觀眾貼近觀

察；勞工局安排導覽人員解說，提供各職類實作說明，不少家長

帶小孩觀摩，對技藝工作有更多瞭解；有家長說，希望孩子日後

有一技之長。

許多新秀參與選拔，展現學到的理論，同時學習達人的技藝與

精神。市府將各職類職場達人組獎金提高到10萬元，激勵青年學

子傳承專業技術。

參與營建組職場達人的林夏桂，與先生同組競賽，她的孫女在

現場不斷提問；林夏桂說，已60多歲了，在營建土水現場做了半

個世紀，「大半輩子還是離不開」。台中高工剛畢業投入營建業

嶺東科技大學3名教師帶領6名同學犧牲寒假假期投身公益，與

財富自由網路科技公司合作，以Google環景拍攝技術造訪台中61

家社福機構，成功將社福單位環境實景連結上Google Map，為民

眾提供貼心服務。

此次社福機構Google環景服務，由財富自由網路科技公司及嶺

東科技大學構思後，主動向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專案合作，執

行團隊成員包括嶺東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主任吳崇榮、教授

許嘉倫，及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生陳立祥、鄭嵐心、賴宥承、柳忠

台中市第二屆「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徵

件競賽即日起至6月30日，祭出全台動畫

競賽最高獎金50萬元。 

市府新聞局去年舉辦首屆台中國際動畫

影展，獲得廣大迴響，受邀前來的國外嘉

賓，包括加拿大渥太華動畫影展策展人

Chris Robinson、香港動畫導演袁建滔及

韓國導演安在勳，紛紛盛讚台灣動畫作品

令人驚豔並具國際水準。

「2016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包括台灣動畫

影片競賽和國際影片觀摩展；國際影片觀

摩展則預計在10月14日至22日舉辦，詳情可

見網頁( tiaf.taichung.gov.tw/2016/ )、

上網搜尋關鍵字「TIAF」或「動畫影展」或

電洽02-2388-5729分機207李小姐。

問：我家有國小學童，還有名三歲幼兒，

很擔心小朋友感染腸病毒，請問要如何預

防？市政府又有哪些措施因應？

答：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已完成全市幼兒

園、國小及托嬰中心等共1067家腸病毒防

治衛教及衛生教育成效查核，項目包括洗

手設備、幼童洗手時機及洗手動作抽查、

環境清潔與消毒、防疫機制等，全數合格。

衛生局也與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共

同合作11場次的「我愛洗手腸病毒不找我」

校園巡迴宣導活動，落實學童做好個人衛

生，及勤洗手等防疫好習慣，另函請12家責

任醫院評估於流行期間加開假日門診因應。

建議落實洗手五時機（用餐前、如廁後、

擤鼻涕後、看病後、與小朋友玩前），及正

確勤洗手5步驟（濕搓沖捧擦），並定期清

洗消毒玩具。若幼童不慎感染腸病毒，應

請假在家休息至少7天，並由專人照顧。

「台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系列活動登

場，2016彩筆畫媽祖水彩比賽開始徵件！今

年比賽共6組，包括大專院校及社會組、高中

職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

組、國小低年級組，收件日期5月30日至6月13

日止，歡迎藝術創作好手一起揮灑彩筆，畫

出全國百年媽祖宮廟的建築、文物或民俗活

動之美。徵件比賽送件表可至台中市政府文

化局網站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

tw下載，或至各區藝文中心索取。

魯班公獎選拔表揚

Google環景拍社福機構 場勘免出門

的新選手說，實作經驗不足，抹水泥不聽使喚，看老師傅談笑間就可

抹好一大片，「真的好強 」！

深度客庄魯班文化導覽 首創巧聖仙師文化祭開跑
為強調文化創意產業，台中市政府結合「宗教」、「文化」、「產

業」、「觀光」及「教育」，以發揚魯班精神，首創東勢巧聖仙師廟

為全國性祭典活動，其中「魯班公獎選拔」率先起跑；後續還有系列

主題有直接觀賞大師現場創作的「木雕大師現場創作展」；有以大

型魯班工具模組為主題的「巧聖花車遊街嘉年華活動」；有探詢巧聖

仙師廟及其週邊客庄文化景點「巧聖仙師文化踏查」及「巧聖工藝

行業職場安全互動體驗特展」職場體驗活動等，詳情請至台中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查詢。

105年台中市政府促進就業巧聖仙師
魯班公獎選拔及表揚活動，老師傅
展現技術。

台中市衛
生局深入
校園教導
正 確 洗
手，預防
腸病毒。

 「孤狗家庭計畫」 幫毛小孩找個家

台中市推出「孤狗家庭計畫」，尋找設籍
本市且具耐心與愛心的市民朋友，收容社
會化不足的犬隻90天以上。

延與關翔駿，與企業管理系講師李澄益及視覺傳達系學生蘇健銘。

造訪的61家社福機構包含日間照護、社區關懷據點、托育資源中

心、新移民服務據點、長青學苑等Google環景資料，已於今年3月底

完整上傳於Google Map，提供民眾免費上網查詢利用。

據統計，社福機構提供google環景服務後，網頁瀏覽量大幅提

升，以本次接受拍攝的台中市春社日照照顧中心為例，網頁的民眾

瀏覽量激增了7.2倍，影響力不容小覷，不僅實質協助了機構在網路

被搜尋機會、吸引外部資源，強化社福機構的行銷能力，為社福智

慧便民服務大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