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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4版 搖滾台中 未來森林音樂節
台中市府邀請篤行國小舞蹈班表演花朵彩舞，揭曉了台中花博LOGO標誌

值得一提是，台中市不僅在霧峰設有「中台灣影視基地」，

另在水湳還推動「中台灣電影中心」；台中市政府投入高達21

億元的預算，讓台中藉著影視產業提高國際能見度，也使地方

有發展契機。

這項龐大規模計畫，源於李安導演拍攝「少年PI的奇幻漂

流」，這部片拍完後，留下大型人工造浪池，這裡有深水池、

攝影棚、工作坊、支援服務辦公空間及劇組住宿空間等硬體設

施，保存它再稍加整理後未來將會是全台唯一以「水景拍攝」

為發展特色影視製片場所，也是首座公辦民營專業片廠。

在10月底的動土典禮，文化部長鄭麗君親臨，導演李安、魏

德聖還特地錄製影片獻上祝福，剛獲金鐘獎的導演鄭文堂、澎

恰恰等知名影人也撥空出席開工典禮，眾星雲集。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中台灣影視基地」歷經兩任市長，他

感謝胡市長奠定基礎，新市府上任後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做產

業需求調查，也向各界影視專家請益，參考多方專業建議調整

為2大棚、1中棚及深水池、工作坊、支援服務辦公室和劇組休

息空間，是超越藍綠、共同為推動影視產業發展所努力的成

果。

林市長說，市府目前也持續與中央協調，爭取文化部建議的

國家級影視實拍基地用地，希望能串連霧峰影視基地，形成產

業廊帶。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卓冠廷強調，為確保影視基地的營運能

量，引進專業片場經營團隊，新聞局也依法辦理OT招商作業，

10月底的招商說明會，吸引國內知名影視相關業者參與，互動

熱絡，若順利的話可於106年初與營運廠商簽約。

林市長期盼在影視基地啟用後，配合在地優美景色如光復新

村、霧峰林家、甚至台中其他區域特色景點等，將整體影視產

業發展能量和格局提升，吸引更多劇組來台拍片，促成電影相

關產業群聚鏈結，扶植台灣電影技術人才，帶動地方整體經濟

發展，讓台中成為台灣影視產業的振興基地。

中台灣影視基地動工 
全台唯一水景拍攝

台中市的影視產業正蓬勃起飛!除了霧峰「中台灣影視基地」

近日已動工，位在水湳的「中台灣電影中心」也預計今年底發

包，107年底前完工，規劃有電影放映、資料典藏區及展演商業

區等。

這座「中台灣電影中心」還向文化部提出計畫，爭取中央經

費，要打造成為ACG（動畫Anime、漫畫Comics與遊戲Games）產

業中心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卓冠廷說，位處水湳的「中台灣電影中

心」延續原先規劃，包含資料典藏、電影放映和展演商業功

能，還增加數位內容的豐富度。

中台灣電影中心目前分為「電影放映區」、「資料典藏

區」、「展演商業區」共有三大部分，未來文化部國家動漫產

業園區計畫核定後，將提供部分空間給該計畫使用。

新聞局表示，去年12月31日已提資料至文化部，除市府12億

元預算，將爭取中央補助21億元，讓中台灣電影中心與國家級

計畫整合，預計今年底前發包，107年底前完工。

水湳中台 電影中心 拚後年完工

中台灣最具規模、全

台唯一能拍水景的「中

台灣影視基地」，在10

月底正式動工了，預定

107年就會完工。未來

不僅是影視拍攝製作的

重要基地，還能提供給

各大專院校做為產學合

作，培植台灣的影視技

術人才場所，也能帶動

霧峰區整體經濟發展。

       中台灣影視基地小檔案

工程費 7億8500萬元

工

規劃內容

特色

107年中
540個工作天

人工造浪池 深水池
台最大型攝影棚 座

中型攝影棚一座

台唯一水景片場

為鼓勵閒置空屋提供作為社會住宅，台

中市都市發展局明年編列1,030萬元，提

供包租包管服務，由政府建構平台，提供

屋主保證收租、稅賦減免與修繕補助等誘

因預計試辦100戶。「民間興辦社會住宅

包租包管」計畫，由政府扮演居間角色，

促使空屋釋出，分擔所有權人出租應支付

仲介費、公證費、承租人補貼租金等，還

有獎勵住宅出租修繕費用及代墊租金等。

請洽04-22289111分機64627或1999。

清泉崗空軍基地 11/26開放營區
「台中市清泉崗航空嘉年華」將於11月

26日清泉崗基地登場，有空軍樂儀隊、雷

虎小組及F-16等表演及多項陸、空軍主力

武器裝備展示，營區不開放自小客車進

入，歡迎民眾多搭乘公車。

台中市已獲中央支持打造為「智慧機械

之都」，配合清泉崗機場升級國際機場，

致力推動航太產業結合精密機械，並爭取

2017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在台中舉辦，

對周邊飛機零組件製造與維修產業發展將

發揮加乘效果。

空屋辦社會住宅 市府推補助

設在霧峰的中台灣影視基地已在105年10月底動工

中台灣影視基地的園區示意圖

「中台灣影視基地」這座亞洲首座水

池攝影棚，為台灣影視創造歷史新頁，

是全國第一座由政府興建、民間營運且

規劃最完善的電影專業拍攝基地，配合

補助和協拍，可望吸引國內外劇組看見

台中、拍攝台中、愛上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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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亮點

大甲區 提西路 經國路交 口旁的
農田

以花博特色動物 馬 中特色花
合 為主題，運用 綠 黃 紫等

顏色稻秧編織成彩繪圖騰

地點

亮點

精彩速報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台中捷運

軌道與傳統軌道不同，全線採用「連

續長焊鋼軌」，將鋼軌載到捷運工地

後再鋪設，用電阻火花焊及鋁熱焊劑

高溫焊接成無縫的連續軌道。

在轉彎處設置浮動式道床軌道，在

承載軌道的道床兩側及下方設墊片，

可發揮避震效果，可消除列車經過的

振動及噪音。

中捷綠線採購18列電聯車，每列車

由2節車廂組成，載客量約為536人，

平均時速35公里，採全自動無人駕

駛；首列電聯車已在日本完成組裝，

陸續進行車輛測試作業，等日本原廠

完成測試，將安排電聯車抵台，讓民

眾先睹風采。

為配合電聯車進駐北屯機廠及高架

軌道測試，興建單位採取土建、機電

工程平行施作工法，提升作業效率，

明年可預見電聯車於主線段行駛，進

行一連串測試。

捷運綠線將 接電  

台中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是國內首

座社區型中水道管網系統，明年啟

用後預估每年可減少525萬噸自來水

使用量，節省約5,000萬元自來水費

用。10月中旬，總統蔡英文在台中市

長林佳龍陪同下前往視察，林市長表

示，總統視察後很重視，認為可推動

到其他縣市。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今年底將完

工，預計明年起營運，採用薄膜生物

處理技術（MBR），處理後的水可用

於沖廁所及工業冷卻用水，主要範圍

包括水湳經貿園區。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表示，

用水大致分為上水（自來水）、下水

（生活污水）還有經過處理的生活污

水「中水」，再生水也會比照自來水

管網的方式輸送。

蔡總統到場聽取簡報，了解薄膜生

物處理技術的作業方式。周局長簡報

時說，有如麵條外型中空纖維膜，可

過濾汙水達國家標準，水湳水資源中

心的中空纖維膜總長度7000多公里，

可繞台灣19圈半，讓蔡總統也驚嘆。

林市長說，這座全國第一的社區型

「中水道管網系統」，每日處理廢水

近1.8萬噸，將80%生活污水轉化為再

生水，包括友達科技等科技大廠已表

達合作意願，蔡總統也盼完工後，成

為全國低碳城市典範。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台中為台

灣最佳移居城市，不只硬體建設，

更要有藝術文化的滋潤，花都藝術

季已邁入第2屆，今年更要為2018世

界花博提前暖身，為城市留下好的

資產。

今年花都藝術季活動將近200場，

結合表演藝術、裝置藝術、踩街遊

行活動，遍佈山海屯城區，要讓台

中「處處有藝文，時時有表演」。

台中市文化局長王志誠說，去年

花都藝術節為期10天，反應熱烈，

共吸引250萬人次參與，今年特別擴

大舉行，延長為兩個多月，活動於

山海屯城各地共53處熱力展開，推

動台中藝文風氣。

今年「台中花都藝術季」售票場

次由去年的10場增加到21場，演出

陣容堅強，11月19日將有廖瓊枝老

師創辦的薪傳歌仔戲團，推出「花

田錯」，20日有台灣青年管樂團推

出「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音樂

花都藝術季擴大舉辦

台中將在2018年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

為紓解花博車潮，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將於

后里區甲后路至國道四號神岡交流道間，

新闢4.4公里道路，工程總經費約41億

1,400萬元，建設局已編列明年度預算10億

元，盼能順利銜接的規劃完成的道路，完

工後也可紓緩國道一號及台13線后里區各

路段的交通負荷。

建設局指出，后里地區主要聯外道路多

集中在東側，西側對外交通較為不便，尤

其往神岡方向均需繞道行駛，不僅居民困

擾，更造成地區發展停滯。

為平衡后里區東西側發展，且大甲溪河

段除了后豐大橋及國道一號2座公路橋梁

外，並無其他跨河橋梁；加上2018年花博

后里地區需重要聯外道路紓緩車潮，興闢

新橋道路工程刻不容緩。

建設局規劃辦理「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

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工

程」，完工後可銜接后里區月湖路、三線

路等外圍聯外道路，以及將執行路平專案

的四月路等交通要道，而國道四號神岡系

統交流道也將配合工程建置更完整的匝道

系統，讓整體交通系統網絡更順暢。

麵條型纖維膜 總統驚嘆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 

明年 望測試運轉

 台中市政府再造舊城區，花費8億元啟動

「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把經過火車

站、遭廢水污染的綠川整治為水岸廊道，目

前水源淨化、污水截流工程正在施工中，接

下來進行景觀營造，預計107年完工。

都市有河更美，台中有綠川、柳川穿梭市

區。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整治台中舊城要從

河川開始，市府要重現台中小京都美麗風

光。

綠川長年被家庭廢水污染，形同臭水溝，

以前把綠川蓋住不見天日，如今要重現綠

川，打算掀蓋整治水源。

林市長表示，綠川水岸廊道計畫分成水源

淨化、污水截流、環境營造3階段，水源淨化

後將供應台中公園日月湖水源，也會回注綠

暖身2018花博 
戲劇舞蹈、藝術踩街 
讓山海屯處處有藝文
       台中花博相關活動

地點 結合4大文 中心 圖書館 表演場
館 文 資產等53個場域

亮點

10/14－12/31

以 跨域 翻新 為主軸，涵蓋表演
藝術 裝置藝術 花都奇想兒童劇等
8大類型 超 200場活動

台中花都藝術季

種苗改良繁殖場
(新社區 義街 協 街)

11/5－12/4

以 魅力新社 花海景綻 為活動主
題，新社地區魅力山景搭配花海綻放
繽紛景致

105/12/24－106/1/8

地點

亮點

里環保公園

以 花現新樂園 為活動主軸，生態池
結合大面積花海，點綴成為環保公園，
以花 裝置製作石虎 躲貓貓 藝術品

解花博車潮 市府41億闢新路
為迎接2018台中世界花博，「2016台中花都藝術季」從10月14日到年

底擴大舉辦，今年表演活動將近200場，遍佈山海屯城區；其中文化局

精選21場國內外頂尖團隊售票演出，有國際名家，也有國內優質團體，

呈現藝術饗宴。。

劇，紀念「台灣合唱之父」呂泉

生；還有法國韓岱三重奏的宮廷音

樂會、紙風車劇團的「唐吉軻德冒

險故事」等。。

文化局指出，2016台中花都藝術

季以「跨界」為主題，有一系列戲

劇舞蹈、花卉裝置藝術、踩街遊

行、文學創作等精彩展演，其中

「花現藝術踩街遊行」及「花都街

頭藝人匯演」，透過在地主題表演

團隊與甄選百組以上優秀的台中街

頭藝人，在山、海、屯、城各地規

劃4條踩街路線，結合在地人文風

景，展現台中多元文化。活動詳情

請至2016台中花都藝術季官方網站

http://www.tcaf.tw/查詢。

新社花海活動

台中花毯節

大甲超Q小馬彩繪稻田

新 中車站 再創百年新風華 綠川大改造 除污見天日台中的火車已在10月16日起，因高架化工程啟用，

從平地拔起，一躍到7至12公尺不等高度的鐵道上行

駛，風景截然不同。

蔡英文總統參觀台中新站表示，在大家心裡，車站

就是家鄉，城市記憶和台中歷史文化的厚度，在城市

規劃中共同打造出文化城，新的城市發展正要開始，

她說原來的台中火車站已創下一百年歷史，新的台中

車站將替未來打下另一個百年基礎。

台中火車站高架化可打通前後站交通後，讓台中發

展邁向下一個重要里程，大台中地區生活機會和居住

環境也將因高架化工程帶來都市發展新面貌。

「歡迎來到全國最高的火車站！」台中市長林佳龍

在啟用致詞說，他和鐵道迷與台中人送走最後一輛平

面火車，台灣歷史會記載台中鐵路高架化的一刻。

鐵路改建工程局說明，新台中火車站含地面到站體

樓頂高37公尺，約12樓高，目前是全台最高火車站。

鐵工局長胡湘麟說，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

畫全長21.7公里，通車後可消除17處平交道、18處地

中捷運綠線工程持續，預計明年電聯車 上高架軌道試運轉

中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是國內首座社區型中水道管網系統，明年啟用

後預估每年 減少525萬噸自來水使用量

成功路到 灣大道段的綠川 

今年 中花都藝術季邁入第2屆，為期兩個 月，表演活動近200場， 佈山海屯城區，也為2018世界花博提前暖身

台中捷運綠線全長16.71公里，採鋼軌鋼輪系統，北屯機廠鋼軌鋪設已

完成，配合機電標設備安裝後，即可迎接首列電聯車整備測試；主線段

正進行混凝土基座及鋼軌鋪設，預計明年就能看見電聯車於高架軌道上

進行測試運轉。

川。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說，最困難

的是水源淨化、污水截流工程，目前正在

施工中，他表示營造河岸景觀得跟當地市

民的溝通，開了近50次會議，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綠川藍圖，市府加強溝通，已有初

步構想。

水利局跳脫傳統整治方式，確保防洪安

全，再引入休閒、休憩空間，「地下有

水、水面有景」，創造新型態的都市水岸

空間。綠川環境營造工程（雙十路至民權

路段）10月底已動工，河岸種植花草樹

木，還有景觀步道、石頭造景，未來可近

坐河畔欣賞繁花綠樹，遠眺水岸波光。

林市長表示，綠川營造是舊市區再生里

程碑，綠川將成為可親近的河川，行人、

自行車可自由穿梭；他強調「打造綠綠台

中」，搭配鐵路高架化形成的「綠空鐵

道」，與綠川交錯成十字軸，成為台中市

的新座標。

下道及3座陸橋，平面鐵路騰空可創造面積達42公頃的綠

化廊道。

台中市副市長林陵三說，他十二年前擔任交通部長任

內，台中縣市尚未合併升格，只規劃原台中市內14.4公里

的鐵路地下化，總工程經費達532億元，台中市政府必須

分攤141億元經費。

當時胡前市長表示地方財政困難，林副市長向當時的行

政院長報告，也與前台中縣長黃仲生商談，將鐵路地下化

改為高架化，並延伸到豐原，工程長度也達到21.7公里。

中新站從空中看，像一隻展翅的蝴蝶

1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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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城市雙向道

2穎16台中花都藝術季「花漾桃源」花卉藝

術裝置展1穎月14日至12月18日在屯區藝文中

心展覽廳大門外廣場登場。

這次以花卉為色彩畫筆，結合大台中地區

主要生產花卉及植栽，設置大面積花牆，結

合老師以插畫方式，以「花漾桃源」為主題，

利用人物、植物、花、動物或昆蟲等，表現具

故事性，有層次立體感、可愛的花藝裝置設

計，感受不同的視覺享受與樂趣，請洽穎4-

23921122。

眷村文化節 一起重溫老時光

阿罩霧文學節 當詩遇上攝影
台中市立圖書館、熊與貓咖啡書房合辦第

1屆「阿罩霧文學節」，1穎月6日至12月31日推

出「影想霧峰」文學攝影展，呈現霧峰的精

彩一瞬間，書房主人題上沁入人心的詩句。

在「熊一展區」熊轉家小豬食餐廳，有阿飄

男攝影、熊與貓作詩的「壯遊家鄉」，「熊二

展區」熊與貓咖啡書房推出鄧惠恩攝影、熊

與貓作詩的「閱讀地方」。請洽穎4-242251穎1

分機5穎7。

屯區藝文中心 花漾桃源 裝置展

舞台區分「免費」與「隨你付」專區，前者

免費入場，後者由入場者自由付款。現場還

有生態市集、認養毛小孩攤位，結合音樂與

愛護動物與永續觀念，餐飲區不提供餐具，

民眾須自備環保餐具。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搖滾台中」重返舊城

區舉辦，在鐵路高架化、建國市場遷建後，舊

城區未來不但有商業活動、生態環境外，文

化藝術活動也不會缺席。

今年演出團隊有前輩唱將紀露霞、金曲

歌王林生祥，來自日本的「OKAN阿母樂團

feat.喰海&KZO」、「Qu」，來自韓國的「Soul 

NGene+BoK」，中國的「咖啡因樂隊」。

另有多組優秀在地創作者登台，如農村

台日中韓接力唱

武裝青年、銀巴士、老諾x樂團、江東成名、

NOWHERE、都市零件派對、Before After、地

下道、消波塊等。除搖滾樂風另結合民謠、

嘻哈、電子等多元藝術。

主辦單位強調，搖滾台中有2座舞台屬「隨

你付」舞台，由入場者評定願意承擔的金

額，自由支付門票費用。

詳情洽臉書粉絲頁：

h t t p s:積 積 w w w.f a c e b o o k.c o m 積

RockInTa未chungMus未cFest未val。

未來森林音樂節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邁入第二屆，今年台灣最佳動畫獎由「2穎」導演

江居穎奪下，獲得5穎萬元獎金。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未來將增設獎學

金，鼓勵得獎導演出國交流學習，將台灣動畫人才推向國際，讓台中

動畫影展躋身成為國際。

本屆台中動畫影展9天放映53場次，來自25個國家195部動畫影片

參加；本屆閉幕還與國際四大動畫影展之一、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

國際動畫影展」策展人丹尼爾．蘇吉（Daniel Šuljić）簽署備忘錄，將

合作提升台中動畫影展品質。

林市長說，第二屆影展作品更多、品質更好、更加國際化，期待在

影展在國際專業人才參與下，讓台中成為國際第五大動畫影展；影展

除了獎金，也希望規劃獎學金，鼓勵得獎學生導演到法國與克羅埃

西亞學習，讓台灣的人才走入國際。

林市長說，市府在水湳經貿園區設立「中台灣電影中心」，向文化

部提出計畫打造ACG（動畫An未me、漫畫Com未cs與遊戲Games）產業中

心，強調發展影視音產業的決心。

本屆得獎作品包含觀眾票選獎為導演林庭歆的「超級馬克市

場」，優選獎分別為薛佑庭「撞擊測試」、祖小雲「翱翔」、吳德淳

「暗河」、林庭歆「超級馬克市場」；最佳學生作品獎由吳若昕「紅格

子」奪下；評審團特別獎為鍾承旭「永恆的歡樂假期」；台中獎為楊

子新「然後呢」；最大獎台灣最佳動畫獎為江居穎「2穎」。

坐落於北區太平路7穎號，緊鄰北區太平國小的「臺中女兒

館」是亞洲第一座專屬女孩們的空間，場館規劃展覽創作、

女孩溫馨談話、韻律空間、多功能的培力課程空間，以女孩們

為主體的設計，幫助女孩實現她們的計畫與夢想。

「臺中女兒館」由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勵馨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經營，「女性特質精神」在華人文化的脈

絡下，對女孩身心發展有許多刻板印象，例如：性別刻板，或

物化、消費女孩，導致女孩們不易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女

兒館」的設立希望提供女孩們自我成長、與他人交流的空

間。

一樓「好好聚聚」團體諮商室，黑色沙發加上小抱枕，營造

溫馨；女孩參與議題討論，學習公民參與及社會議題討論。

二樓「好好動一動」器材健身室也讓人驚豔！簡易健身器

材，幫助女孩揮灑汗水，保持青春活力，一旁還有「好好分

享」團體活動室，兩面落地明鏡與木質地板，讓女孩們在無

壓力的空間中，找到自信與快樂。

社會局表示，2穎16年11月5日至11月26日每週六將舉辦「台中

女孩電影月市國際女性影展」，讓性別議題被更多民眾看見、

重視，女兒館也會利用週末時段、每月2場次辦理「性別思沙

龍」活動，邀請在性別議題上有影響力的講員分享性別議題

及社會參與的切身經歷，促發年輕女孩們的性別意識。

台中動畫影展 江居穎20奪最大獎

臺中女兒館  發揚女孩精神亞洲第一

搖滾台中壓軸秀 
Q：台中道路為何要進行整併？

A：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後，「一路多名」或

「一名多路」造成用路人困擾，市府依據各

區情況，已陸續完成181條道路及巷弄名稱

整併，建立台中道路完整性，目前逐年編列

預算，持續改善路名亂象，加強溝通說明，期

望市民支持，讓大台中道路名稱更符合實際

需求。

Q：最近進行整併的路段 哪些？

A：潭子福仁里2公里長的道路，原有5個

路名，分別為新興路、潭興路、光陽路、仁愛

路、大新路，為解決此問題，當地戶政事務

所去年起與當地議員、里鄰長、民眾溝通，

取得共識後，今年整併、重新命名為「福潭

路」。

Q：還 哪些地方將進行道路整併？

A：今年有后里、外埔、大甲、清水、梧棲、

南屯、東勢、豐原、北屯、南屯、神岡等區，要

進行路名整併及門牌整編。

Q：道路整併門牌整編生效後，民眾需要

辦什麼手續？

A：戶所會派員就近協助民眾免費更換國

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並主動將門牌整編新

舊對照表通報相關單位，如水電瓦斯公司或

監理站、勞健保局、國稅局、地政機關及地

方稅務局等，更新戶籍地址資料，將不便降

至最低。

台中道路整併 
改善路名亂象

11 19、20日

 台中市打造「臺中女兒館」，

這是亞洲第一座專屬女孩們的

空間，以女孩們為主體的設

計，幫助女孩實現計畫與夢

想。

邁入第9年的「搖滾台中」，今年

擴大規模與流行音樂界合作，11月

19、20日壓軸活動「未來森林音樂

節」登場，在帝國糖廠（台糖）湖濱

生態園區與東區樂業國小，60組樂團

在四大舞台接力開唱。

眷村有一種跨越時空的歷史力！「2穎16台

中眷村文化節」11月26、27日在清水眷村文化

園區、北屯眷村文物館、大雅忠義新村3地同

步登場，文化局將透過影像、老文物、創意

市集、眷村鐵馬電影院，重溫眷村歲月。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將結合當地和平新村、

銀聯二村、陽明新村、果貿一村、信義新村、

忠勇新村、慈恩二十村等7個清水在地眷村，

推出復古的童玩體驗、眷村美食，讓民眾跳

脫省籍文化，藉由飲食、衣著、習俗走讀歷

史。

阿罩霧文學節

搖滾台中「未來森林音樂節」19、20日登場，60組樂團接力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