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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
投苗區域治理平臺 總統肯定

租稅宣導 體驗陶藝+摸彩

動保處犬隻訓練 免費報名

去年，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成立「中彰投區域治

理平臺」；今年，苗栗也加入，擴大合作資源成為「中

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臺中市政府力推「跨縣市、跨

黨派、跨議題」合作，更率全國之先，在5月28至29日舉

辦共識營，新上任的蔡英文總統特別關注而前往嘉勉，

強調中央與地方必須共同合作，才能提供優質服務，未

來在區域治理推動上，中央一定不會缺席。

市民最前鋒

臺中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舉行「犬

隻行為飼主訓練」課程，由D.I.N.G.O. 

Taiwan專業訓犬團隊授課，地點在動物

之家南屯園區，課程完全免費，每期共7

堂課，分為幼犬班、成犬班，6月18日、

8月6日開課，請事先報名。洽詢電話 

(04)2385-0949。

臺中市政府爭取多年的國道1號銜接臺74線工程案，5月11

日終於定案，1.9公里長的匝道工期也從7年縮短為5年，預

定110年能完工。

這段路況是目前臺中市最容易塞車，國道1號大雅交流道

靠近臺74線中彰快速公路及臺中市聯外幹道中清路，平、假

日從早到晚的車流量大，路口車流動線又複雜，多年來市府

向中央爭取從國道1號闢匝道接臺74號，節省用路人銜接國

道、快速道路時上下大雅交流道、穿越路口的時間。

行政院正式核定後，國道高速公路局將接續辦理綜合規

劃，相關工程技術議題納入規劃設計考量，加速期程，可望

在110年完工，大臺中高、快速路網系統即可完整，大幅改

善大雅交流道長期壅塞問題。

國道1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流道銜接臺74線案由高公局

主辦，初步規劃在中清地下道與松竹路間以高架型式系統交

流道，銜接臺74線，總工程經費37.88億元，全數由中央國

道建設基金支應。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表示，國道1號大雅交流道與

臺74線北屯交流道距離太近，車流互相干擾，尖峰時刻路口

極度壅塞，回堵到國道、快速公路，造成交通負荷沉重。

中山高串連臺74 大雅不再塞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將於6月26日9點

在沙鹿勞工育樂中心(沙鹿區中山路658

號)，邀民眾體驗手作陶藝，還有闖關摸

彩等，6月13至24日，只要捐贈105年5-6

月發票30張(實付金額5元以上)或無實體

電子發票28張，可兌換陶魚泥塑材料兌領

券乙張，持兌領券參加當天活動，再加贈

摸彩券一張！活動請洽 (04)2662-4146轉

502。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成立以來，已達成82項合作共識，

成績閃亮，力推平臺的臺中市長林佳龍也承諾，臺中將扮演

領頭羊角色，帶動中部崛起。

這場「105年中彰投苗高階主管共識營」選在南投中興新村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舉辦，臺中市長林佳龍、彰化縣長魏明谷、

南投縣長林明溱及苗栗縣長徐耀昌都親自參加，顯示重視的程

度。蔡總統說，她很清楚臺灣要繁榮發展，唯有仰賴地方與

中央共同打拼才能達成；政府資源有限，錢一定要花在刀口

上，未來區域聯合治理規劃，務必遵守政財政紀律，鎖定議

題、提高效率，要把成果做出來。

蔡總統也針對區域聯合治理提出改革，包括檢討中央與地

方政府權責，強化第一線地方治理能量，落實地方自治；第

二要縮小財政分配落差，設計開源節流機制，改善地方財

政，讓不同區域人民均能享有足夠公平的資源；第三、支持

跨縣市治理規劃，鼓勵縣市間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不斷強

化區域治理模式。

林市長表示，中央與地方的合作關係決定區域治理成敗，

他肯定「中央放權，地方長大」；臺中作為直轄市，將致力

帶動中部區域聯合治理發展。

林市長指出，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強調「跨縣市、跨議

題、跨黨派」精神，至今達成82項共識，並都逐一列管，落

實執行。

中彰投苗首長是在今年第一次會議中，決議共同籌辦「中

彰投苗高階主管共識營」，由彰化縣政府主辦；共識營計畫

從總統與地方首長的對談、區域治理專題探討，及各縣市標

竿學習交流，逐步凝聚共識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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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匝道蓋好後，估計可減少國道1號行經臺中至大雅路段10%至

20%交通流量，同時降低中清路段約13%車流，國道與平面道路更順

暢，且國道互通快速道路的用路人在尖峰時間可省10到20分鐘。

中部崛起 領航台灣

4版 看龍井綠色石虎 奔馳稻海
蔡英文總統（中）參與「105年中彰投苗高階主管共識營」。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成績

觀光旅遊 

防災

食安消保

項目 內容 

‧率先組中臺灣觀光聯盟，中彰投各縣市首長 
   到日本名古屋簽定觀光協議，力推「中進中出」
‧共推「中臺灣好玩卡」力促觀光

‧中彰投區域治理平臺訂定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協定，爭取優先補助重大機具與設備

‧成立「中彰投苗消保聯合律師團」，針對攸
   關消費者權益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檢討  

水利

環保

交通

‧針對中彰投地區河川與水庫，提出「十年水庫
  清淤計畫」，成立淤積土方交換平臺

‧共同爭取增建中部焚化爐，解決垃圾處理問題 

‧臺中捷運線有機會延伸至彰化
‧自行車道已與中投公路串連

註：此外尚包含區域發展、建設、社會福利等總共82項合作共識。

小英政見，臺中帶頭來實現，邀彰

投苗一起兌現！從國土規劃、防救

災、交通建設、文化觀光到社會福

利，大大小小的施政，都必須跳脫區

域的界線，中彰投苗區域聯合治理，

就是要創造以人為本，以民意為依

歸、以願景為導向的公共服務。

已達成82項合作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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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大甲區民生地下道前年因豪雨

積水，發生婦人受困車內死亡，事

件發生2年了，市府極力改善淹水問

題，去年底已完成箱涵截流工程，

萬一再遇豪雨，可把地表上流水經

水源路452巷61弄輾轉由「后里排

水」排出，讓憾事不再發生。

精彩速報

鐵路高架化來臨 8月可
望首階段完工

大甲民生地下道 截流不再淹

大甲溪石 打造海洋生態館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預計今年8月可完成第

一階段完工，即切換地面鐵軌到高架；第二階段預計在107

年完工啟用，臺中鐵路高架化安全、便捷時代即將來臨。

臺中鐵路高架化後，臺中火車站也跟著東移，是一座

全新的車站。已被指定為二級古蹟的原臺中火車站前

站、第一月台及原後站也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加上臨近

車站的臺中20號倉庫群是國內首座公辦民營藝術村，全

區富文化古蹟資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規劃要打造

成「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

臺灣鐵路局評估，臺中火車站環繞豐富文化古蹟資

源，加上車站人潮聚集，未來將結合車站古蹟、當代藝

術指標的20號倉庫群，希望為臺中帶來藝術文化能量。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基地面積約2.98公頃，開

發範圍包括原臺中火車站前站、原第一月臺、原第二月

臺、原臺中火車站後站、20號倉庫群、西南段部分鐵路

高架軌道下方空間建築，希望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以BOT、ROT或OT方式推動，目前正進行招商。

臺中火車站創建於日治初期，是西元1905年所建的第

一代簡易木構造建築；目前大家看到紅磚造是第二代建

築，1917年興建，外型由紅磚牆面（無釉面磚）配上白

色水平飾帶（洗石子），是「樣式建築」（1920年前建

築風潮、仿歐洲文藝復興後期建築樣式）常見作法，未

來整個車站和月台都可成為觀光園區。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將朝創造、聚集、風潮3

大方向，如規劃成藝文舞臺，打造小型劇場，或結合商

場與美食街，規劃青年旅社、創意工作室、藝術沙龍、

鐵道書店，兼具吸引人潮、發展文創、活化古蹟。

目前臺中火車站運輸需求每年500萬人次，未來高架

沿線各站需求可上看1年4,700萬人次，加上臺中的藝文

展演人口需求高達每年1,600萬人次，「臺中車站鐵道

文化園區」未來預估單日能帶來6.3萬人次。

臺中鐵路高架化工程從豐原站到大慶站，全長21.7公里，原

有車站改建包括豐原、潭子、太原、臺中和大慶站，另增設的

通勤車站栗林、頭家厝、松竹、精武和五權站，後續於第二階

段工程完工勘驗後通車；此計畫可消除17處平交道、24處地下

道和3座陸橋，讓鐵路交通更便捷安全。

鐵路改建工程局表示，今年8月完工可進入通車準備程序，

包括鐵路局的履勘，但正式通車時間要由行政院決定。

臺中的鐵路高架化後，前站與後站的道路交通縫合是

當務之急，臺中市政府也想藉此翻轉中區，一舉開啟臺

中火車站的下一個百年風華。

鐵路高架預定8月起第一階段完工勘驗，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進行前、後站縫合基礎建設計畫，前站有大智路

打通至前站新民街都市計畫於104年7月17日公告發布實

施，目前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

市府相關單位考量後站大智路延伸線形的順暢及安全

性，建設局認為以道路順接方式延伸大智路是最佳方

案，都市計畫將開闢長度約160公尺、寬20公尺的道路，

完成後可望節省行車時間、行車成本、減少肇事，提升

土地使用效率。

至於大智路大智慧大樓徵收補償公聽會，目前正委託3

家估價師辦理土地及建物合併查估作業，預定今年中辦

理協議價購程序。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黃玉霖表示，根據估算，打通大

智路所需用地取得費與地上物補償費初估約9億元，配

合用地取得時程，預計明年中可辦理設計及發包施工作

業。

另規劃從南區學府路打通至西區公館路，這是重要的

前後站縫合環節，全案已送內政部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副市長林陵三說，完成相關程序後，市府會加速辦理。

因鐵路高架化後，學府路與公館路受鐵路阻斷，且該

區域為公館路、建國北路及南屯路等道路匯集處，車流

量龐大；建設局規畫將火車站後站學府路打通至前站公

館路，銜接鐵路兩側，提升鐵路南側的交通便利性，帶

動南區發展。

位在臺中梧棲漁市旁的「白海豚生

態館」，已確定從企鵝館、白海豚

館，敲定改為「海洋生態館」。除了

主題變更，建築外形也完全不同，跳

躍的海豚改成穩固的大甲溪石。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長黃玉霖說，新設計凸

顯「在地化」。

黃局長強調，決議定位為「海洋生

態館」，以「大甲溪到濕地、濕地到

海洋」的生態環境教育為主軸，生態

館以「海線雙星」計畫為藍圖，未來

從海洋生態館串聯高美濕地遊客中

心、臺中港遊艇碼頭及梧棲漁港觀光

帶，帶進人氣與商機。

市府將以大甲溪基石建構生態館的

建築外觀，室內入口大廳部分有水深

9尺、蓄水量700公噸的大洋缸，展示

主題生物「水母」，營造為全臺灣種

類最豐富的「水母水族館」，搭配濱

海地區的水生動植物，休閒設施還有

大型景觀餐廳及屋頂咖啡座。

內容考量白海豚的保育及復育資料

珍貴，該局也規劃將其納入該館分區

展示及宣導，以達生態環境教育目

的。

整個建築外觀是顆大甲溪石，溪石

從大甲溪一路滾動到臺中港海邊，溪

石的稜角是過地形沖刷形成，從高山

到海洋，從此「穩若磐石」，固守臺

中港。

外館主體結構「大甲溪石」的色彩

也經過一番討論，原本溪石是深咖啡

色，設計則變淡咖啡，讓海洋生態館

更耐看。

大甲溪是臺中人的母親之河，從高

山經山村、流到平地、濕地入海洋，

每顆大甲溪石彌足珍貴，經過不斷的

沖刷試煉，切割成如同寶石紋面的美

麗石紋，凸顯在地之美。

白海豚生態館經過市府檢討再定位

為「海洋生態館」，未來將有全臺灣

種類最豐富的「水母水族館」，今

年4月已重新啟動興建工程，場館面

積由原規劃的6600平方公尺，擴大為

1萬2000平方公尺，預計106年底完

工。

公民時代來臨，自己的預算自己

編！臺中市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首

示範區鎖定在中區，經過市民提案

投票選出六案，市府編預算執行；中

區8里街道美化工程已開始進行，中

山路257巷人文巷道也已著手規劃。

臺中市政府去年成立「中區參與

式預算工作坊」，讓市民提出預算

案，經討論、票選決定，讓人民參與

公共預算支出決策，市府以中區為

示範區逐步推動。

首批入選計畫包含「邊緣兒童課

輔旗艦計畫」、「臺中火車站公車

站牌資訊改善計畫」、「活化中區停

車格、充分利用周邊停車場計畫」、

「中區八里街道美化、路權改善」、

「中山路257巷-人文巷道再現」與

「城市綠色光廊」。

中區8里有多條巷道需整平或增

設機車格，自由路二段4巷需整平溝

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重新施作後，

發現溝壁有破損，最後打除重新施

作，5月中旬已完成。

臺中市政府表示，綠川西街59巷

需增設機車格、成功路128巷需增設

路燈、繪製交通標線等，已規劃處理

中。

另中華路一段97-1巷水溝路面破

損，全長約73公尺，目前已完成初步

審查，總經費約100萬元，預計10月

完工。

首創參與式預算 
改造中區首示範 

前站、後站「打通關」 再創百年風華

總工程進度目前已完成85%，第一階段通車

並啟用5個車站後，鐵改局繼續施作5個通勤站

體，另拆舊有鐵路設施，包括地下道填平和平

交道拆除等工程，先通車啟用的5個車站也有後

續工程施作。

目前除進行高架化測試，也積極進行臺中站

工程；臺中市政府配合辦理的周邊道路與廣場

開闢工程，和大智路北端倉庫異地拆解、南端

大智慧大樓拆除、國光客運車站搬遷與地下道

存廢等問題，由市府協調解決，目前國光客運

問題已獲解決。

臺中市政府表示，已順利協助國光取得臺鐵

於新民街停車場使用案，雙方已在5月9日簽

約，預計11月遷移啟用；在火車站前服務數十

年的國光客運確定暫時搬遷，讓火車站站前廣

場開發順利進行，市府感謝國光客運的配合。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說，國光客運遷

移後，原址土地將與目前臺中火車站前廣場用

地一併納入廣6工程施工範圍，工程預計於年

底啟動，國光客運原站址將會設一條公車連通

道，通往新的臺中轉運中心。

連帶產生的五叉路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

說，會將配合規劃辦理，以交通設計改善多路口的複雜

路況。

最近臺中火車站前廣場因國光客運土地爭議案，經副

市長林陵三整合臺鐵、國光客運後，順利協助國光取得

臺鐵在新民街停車場使用案，預計11月啟用；站前廣場

開發得以順利進行。

國光客運原址土地將與目前臺中車站前廣場用地一併

納入廣場工程施工範圍，年底啟動，屆時國光原站址將

設置一條公車連通道，通往新的臺中轉運中心。

王局長說，廣場全部工程若順利，預計107年中完

成，搭配路型的調整與景觀打造，未來臺中火車站站前

廣場將存舊立新，100年的歷史老站和新站將寫下「臺

中火車站」故事典範。

臺中火車站 轉型鐵道文化園區

全長21.7公里 第二階段預計107年完工啟用

市府進行水文調查，發現民生地下

道的地勢東高西低，下雨的水流會順

著甲后路流到位置最低的大甲民生地

下道，因此才造成淹水；必須在上游

致用高中前沿著水源路452巷61弄、

開元路施做截流下水道，才是治本之

道。

市府指出，箱涵總長878公尺，又

甲后路車流量大，加上地下高壓電

線、瓦斯管線及天候影響，讓這項工

程非常耗時，但完工後可攔截6成以

上的水引流到后里大排；還利用影像

科技，把即時影像工具車放入地下

道，就像內視鏡進入人體般，可以輕

易診斷內部狀況。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表示，

截流箱涵位於地底下，最小斷面僅1

公尺高，非常狹小難以進入，市府改

透過「忍者龜」TV檢視設備，人員不

必進入，透過電腦螢幕就可了解內部

清淤狀況，免除人員進入聞到有毒氣

體中毒危險。 

臺中市長林佳龍親自到場操作「忍

者龜」即時影像車，對水利局在洪汛

來臨前完成任務相當滿意；他說，市

府投注4千萬元，要確保居民與用路

人的生命安全，相信以後不會再有類

似情況發生，居民可安心使用這條地

下道了。

林市長（蹲者）到大甲民生地

下道視察。

海洋生態館外觀以大甲溪石為概念，預計明年完工。

臺中火車站鐵路高架化施工現況。

臺中火車站未來將規劃成「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臺中火車站鐵路高架化通車後，將展開前後站縫合工程計畫。

市民熱烈參與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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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城市雙向道

藝文看版

清積水容器 防登革熱 

臺中市政府為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暖身，

與龍井區農會合作，在龍井區臨港東路一段旁農

田以不同品種、葉子顏色的水稻，種出花博吉祥物

「石虎」、臺中市花「山櫻花」圖案的彩繪稻田，展

期到6月底止，吸引大批遊客拍照。

后里花博預定地在2014年進行基礎資源環境調

查時，發現保育類動物石虎蹤跡，為保育石虎使其

棲地不被破壞，因此捨去棲地範圍繞道開發，花博

基地由1個展區（后里）變更為3個（后里、豐原及外

埔），此一保護生態的決心及努力獲得國際高度肯

定，同意將原名「國際花卉博覽會」更名為「世界花

卉博覽會」，石虎也成為了2018臺中花博的吉祥物。

臺中市長林佳龍搶先在臉書PO出「石虎」彩繪稻

田宣傳，邀民眾多到海線走走，看看可愛的石虎版

花博彩繪稻田，並PO上新聞影片、交通路線，吸引網

友留言「很有創意的新亮點」、「市長實在很用心，

連怎麼去都說得有夠清楚」、「真的好可愛！看了好

心情氣爽！好美！」。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石虎」彩繪稻田是臺

中市農業局委託龍井區農會，租下龍井區臨港東

路、中華路口旁佔地1.2公頃的農田，以白、綠、黃及

紫等4種顏色稻秧插秧，構成石虎、山櫻花圖案。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3月15日先邀請附近龍

520總統就職國宴菜色中，選用許多臺中在地特色農產品，

像是大甲芋頭、樹生酒莊埔桃酒、FRajo水果冰淇淋等都雀屏

中選，粄條也使用臺中潭子的「台農秈22號」秈稻米製作而

成。入選國宴的光榮，證明臺中農特產深獲各界肯定，未來將

持續輔導農民栽培更多好品質的農產品。

市府農業局表示，臺中大甲芋頭遠近馳名，其中以「檳榔心

芋」最為知名，口感、香味及Q度均為上品，且經過吉園圃安

全用藥及大甲芋頭產地商標雙重認證，是臺中魅力品牌特產。

樹生酒莊「埔桃酒」則利用臺中后里幾乎瀕臨絕種的金香葡萄，

由高雄餐旅大學教授陳千浩與樹生休閒酒莊莊主洪吉倍、洪良杰

父子聯手合作，透過技術轉移釀製而成，優越品質不僅獲英國世

界葡萄酒競賽金牌，還曾被米其林三星主廚指定為甜點配酒。

此外，來自臺中公益路的FRajo水果冰淇淋，也是近年來的

美食新秀，標榜採用臺灣在地食材，製作出健康美味的冰淇

淋，獲消費者喜愛，也逐漸打響知名度。

潭子區農會推廣部主任林俊宇說，此次經國宴選用的「台農

秈22號」秈稻米由農民江萬來研發種植，經中興大學認證通

過，並領有產銷履歷認證標章，更採有機栽培管理方式，經自

問：去年登革熱疫情大爆發，雖然臺中市

疫情沒有南部嚴重，但還是很令人憂心，請

問住家要如何做好防疫？另外，若暑假要到

東南亞旅遊，是否也要做好防蚊措施？

答：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是埃及斑蚊和

白線斑蚊，前者分布嘉義布袋以南、澎湖列

島，後者分布在全臺1500公尺以下平地及山

區，兩者都在白天活動，吸血高峰從上午九9

點到下午5點。

登革熱防治首重清除孳生源，只要會積水

容器如花盆底盤、廢輪胎、水缸、帆布等都

易繁殖，應在下雨過後，或每周一次定期檢

視，掌握「巡」視周圍環境、「倒」置不用容

器、「清」除廢器容器，以及「刷」洗容器容

壁附著的蟲卵等4撇步，可減少病媒蚊孳生。

東南亞國家包括泰國、印尼、越南、菲律

賓等國及非洲，都是登革熱流行區，建議到

上述國家或區域，要做好防蚊措施，建議穿

著淺色長袖衣褲，身體裸露處使用衛生福利

部核可的防蚊藥劑或掛蚊帳睡覺，可降低感

染風險。

第4屆臺中國際薩克斯風大賽7月底開跑，

臺中市政府祭出總獎金105萬元，號召薩克

斯風好手共同打造精采的2016年度薩克斯風

國際盛事，即日起至6月24日止受理報名。

「2016臺中國際薩克斯風大賽」預定7月29

日、31日在新民高中藝術中心登場，總獎金

105萬元，第一名獎金高達60萬。

評選將分3階段進行，每位參賽者事先錄

製演奏影片，交由專業評審委員評比後，選

定20位參賽者進入複賽。7月29、31日在新民

高中藝術中心進行複、決賽，邀請5名國際級

大師擔任評審。報名請打電話：（04）2233－

0707；（04）2207－0976轉16。

6月18日至7月24日，2016臺中光影藝術節

（Taichung Light Festival）在臺中公園、舊

城門原址、舊大墩街登場！

透過光影藝術，喚起舊時代漸被遺忘的悠

悠往事，今年在清代臺灣省城8處舊城門原

址、北門遺址（望月亭），臺中公園日月湖有

大型光影秀，自由路、公園路口的北門原址，

規劃互動式裝置藝術，串聯舊城門及舊大墩

街，將舊城區打造為光影街區。活動詳請請

上「臺中光影藝術節」粉絲專頁。 

由臺中市立圖書館所舉辦的「開卷‧開運-

中市圖借書抽大獎」活動，自6月份開跑，為

期18個月。分「天天讀好書，月月抽好禮」、

「幸福閱讀榜」、「觸動心底，閱讀金句獎」

三項活動。

「月月抽好禮」每月借閱滿30本市圖圖書

讀者，可獲腳踏車、各式文創商品、餐券、各

式旅遊景點入場券。「幸福閱讀榜」每半年

抽獎一次，凡抽獎區間借滿100本書即可抽

機車、平板電腦、電視、腳踏車等獎項。另外

「閱讀金句獎」明年1月開始，只要閱讀一本

書，寫下最感動的一段文字投回圖書館，即

有機會獲每月每館5名之「金句獎」。活動詳

情請洽：（04）2422－5101轉502或上臺中市立

圖書館粉絲專頁。

龍井暖身2018花博

綠色石虎奔馳稻海

總統就職國宴 臺中在地味好評

Ｑ：目前最低基本工資數額？

Ａ：月薪制者，每月不得低於新臺幣20,008元；時薪制者，每小時不

得低於120元；日薪制者，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不得低於120元乘以工

作時數金額。

Ｑ：打工的加班費，平日每小時如何計算？

Ａ：若雙方約定月薪新臺幣20,008元者，平日每小時工資額83.4元

（20,008元／30天／8小時）；按時計酬者，平日每小時工資額120元。

另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延長工時

工資之計算應依下述規定辦理。

1、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

2、再延長二小時以內者，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3、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倍發給之。

Ｑ：老闆可否扣勞工薪資？

Ａ：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第

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工如

有爭議或權益受損，可向勞工局申請協調。

「預扣勞工工資」的定義指在違約、賠償等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

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

發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Ｑ：勞工曠職如何扣薪？�

Ａ：勞工曠工時，當日不發給工資。 

國際薩克斯風賽�總獎金105萬

光影藝術節�18日起炫目登場

學生暑假打工 權益別受損市民信箱

樹生酒莊「埔桃酒」曾被米其林三星主廚指定甜點配酒。

泉國小學童和農民一起插秧，計算到了7

月，稻田進入抽穗期，屆時彩繪稻田會變

成整片的金黃色，因此建議最佳欣賞期

是6月底前。

「石虎」彩繪稻田內的稻秧經2個月抽

芽，2隻可愛活潑石虎圖騰躍然成型，彩

繪稻田旁還貼心設有觀景臺，方便讓民

眾將彩繪稻田景緻與周邊田野風光一覽

無遺，每到假日吸引大批民眾拍照、打

卡。

「石虎」彩繪稻田開放時間即日起到6

月底前、每天上午8時到下午6時，民眾要

把握時間觀賞，未來彩繪稻米收成後，也

將捐給社福團體作為公益使用。

位在臺中市龍井區的「石虎」彩繪稻田。（照片提供者：劉慶堂）

然農法栽培而成，不但食安無虞，米粒也Q彈，特別適合做成粄

條、發粿、蘿蔔糕等米食類加工產品。

提醒您酒後不開車   飲酒請勿過量
圖書館借書抽大獎�滿百本送機車、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