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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官邸變身 不老夢想館
隨著台中市長官邸今年11月中旬變
身為「不老夢想125號」，台中市政府
「托老一條龍」快步看見成效，在預
防服務上，社區照顧服務據點從104年
的230處增至257處；長青學苑從470班
增至485班；老人共餐從157處增至209
處；快樂學堂12處增至16處，近日還開
辦全台首創的老人友善工作場所「不
老夢想館」，優質的高齡社會環境正逐
步催生。
位在雙十路上的市長官邸是兩層樓建
築，白色磨石子牆面更顯典雅，融合洋式
與和式的建築風格；首任民選市長到第八
任市長，都曾居住過。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今年委託弘道老人基
金會將「市長的家」規劃為展覽與餐館複
合式功能的「不老夢想125號」，11月13
日熱鬧開幕 ，15日對外營運。不老夢想
館雇用8位平均66歲的料理人與服務生，
讓老人家再度回到職場，創造生產價值。
市長官邸位於年輕人愛玩愛逛的一中商
圈，「不老夢想125號」在此開張，前餐
廳老闆退休來當不老服務生，91歲的阿嬤
張素霞削 蘿蔔炊碗粿，歷史老宅變得明
亮清爽，老人家也跟著心情輕快起來。
年紀最輕、62歲的彭紹銓說，曾經營餐
廳，退休照顧臥床的母親，媽媽辭世後，
一直覺得還想再回職場，看到召募不老服
生訊息隨即報名。
彭紹銓說，不老夢想館對老人來說是很
棒的訓練場所，流程與工作量考慮到老人
體力及耐力，社工不厭其煩輔導，是老人
友善的學習與工作環境；他說，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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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尾大橋通車 10分鐘到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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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童樂館 玩樂中學環保

實現不老夢

不老夢想125號 開幕當天，市長林佳龍
起
與弘道老人基金會董事長王乃弘一起跟著91歲阿嬤
削蘿蔔，兩人大嘆 技不如老 。
店長都很年輕，他樂於聽年輕人的指 、
轉換心境，現在日子過得開心。
76歲的賴麗雪一路挑戰操作電腦收銀點
餐的POS機，她表示，努力記每個過程是
件苦事，隨記隨忘、手指不聽使換，錯誤
連連，但她不認輸，回家還是不斷練習，
如今完全難不倒她；她說，老人常覺得自
沒用了，整天坐在電視前，看到自 都
變笨了，一定要走出來與社會互動。
彰化西勢社區91歲的張素霞手腳俐落，
台中市長林佳龍、弘道基金會董事長王乃
弘及立委洪慈 等人一起削蘿蔔皮、
塊，速度都比不上阿嬤，林市長說，張素
霞阿嬤太厲害了，聽說她年輕時削蘿蔔的

速度至少快3倍。
林市長說，台中市推出的托老一條龍很
受社會各界歡迎，他認為以前的老人政策
把經費花在照顧弱勢、失去健 的老人
家，現在也要把相當的人力、金錢花在健
老人身上，讓老人活得有創意，活動健
，預防相當重要。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長呂建德說，不老夢
想館每週二至週日上午10點至下午5點開
放，包括多個主題的不老夢想常態展，另
推出為期半年的「不老騎士10年特展」。
台中市市長官邸地址：台中市北區雙十
路一段125號電話：04-22233723開放時
間：11:00 ~ 17:00。

外埔花果原鄉 打造花博綠色園區
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三大展區之
一的「外埔永豐 區」， 率先開工動
土，展示綠能技術及智慧農業，呈現外埔
花果原鄉風貌，要打造全世界特別又最好
的花博。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台中花博共有外埔
永豐 區、后里馬場及森林 區、豐原葫
蘆墩公 3大展區，以「花現GNP」為主
題，即Green（綠色）、Nature（自然）
及People（人文），對應3個各有特色的
展區，外埔永豐 區 表的正是綠色生
產，呈現智慧農業技術。
「花博不是一次性展覽，而是打造花
城市的策略！」林市長說，市府希望透過
花博打造台中成為花 城市，花博結束後
大部
區設施將保留下來，成為台灣農
業體驗及示範區，並爭取舉辦2020年世界
蘭花會議。配合中央農委會力推國際農產
貿易物流公司，市府也要積極爭取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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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業物流專區設在台中。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說，花博是翻轉外
埔很重要的機會，花博結束後，外埔將成
為結合科技、體驗、觀光的台灣農業重
鎮。立委洪慈 表示，外埔、后里及豐原
為同一生活圈，地方透過花博將有共同的
發展遠景。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指出，外埔
永豐 區以環控型農業、生產式景觀、永
續水資源循環及綠建築設計及生態多樣性
花 等4大理念發展，並以低衝擊開發為
原則， 區規劃無患子森林入口花道、露
天水耕花 、生命之花蔓滕樹、花堡展示
廣場等區域。
外埔永豐 區面積14.32公頃，工程總
經費12億5400元，包括規劃整地、景觀及
營運設施、綠能館、自然館、植栽、聯
外道路開闢等工程，預計2018年5月底完
工。

市民最前鋒
家庭收支調查 即日起實施
「105年台中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即
日起至106年2月28日實地訪查，台中市政
府主計處指出，今年抽出2000樣本戶，寄
發通知函後，再 員實地訪問；另有記
帳調查，全市調查200戶，調查所得與課
稅無關，所有資料都會保密。詳 台中
市政府主計處網站：http://www.dbas.
taichung.gov.tw；或電 主計處第四
科：(04)2228-9111轉19412。

台中─胡志明市航線 明年起飛
台中市政府落實新南向政策，觀光旅遊
局推動3至5小時航程航點，獲越南最大廉
航公司「越捷航空」回應，106年1月將啟
動台中與胡志明市航線，2月底首度開航
台中直飛泰國曼谷航線。台灣虎航明年也
將投入台中市場，規劃先飛台中來回澳門
航線。

城市行動派

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3大展區之
一的 外埔永豐園區 已率先開 動土。

10年前，「不老騎士」從台中出
發，展開摩托車環台 夢創舉；10年
後的今天，我們將閒置的市長公館活
化利用，改造成市民可共同使用的空
間。高齡化社會是無法迴避的社會現
象，但相信只要擁有夢想，心就能永
遠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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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川變身美麗水岸 年底完工開放 溪尾大橋通車
精彩速報

獲中央公共工程品質

台中市政府正在舊城區整治「柳川」，年底就會完工，美麗水岸景觀讓人驚
豔，未演先轟動，獲得中央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完工後除了「我家門前有小
河」不是夢；還驚覺門前小河已從臭水溝變身成台中市第一座最美的景觀河岸。

雙主場震撼 耶誕嗨到跨

中跨年活動，有董事長樂團熱力演出。
歲 年終，台中市政府舉辦的耶誕
嘉年華與跨年活動即將 場，都是雙
主場，歡樂到跨年。耶誕有東森家族
與小朋友同樂，跨年則有玖壹壹、董
事長樂團、盧廣仲等音樂人演出，包
準嗨翻天。
2穎16台中耶誕嘉年華系列活動從1穎5
年12月9日至12月25日在台灣大道市政
大樓前廣場、豐原陽明大樓前廣場舉
行；9日點燈有家家、魏如昀獻唱，25
日耶誕節在豐原陽明大樓前廣場有許
富凱 台。
廣場延續夢幻耶誕樂園的模式，今
年擴大有高18公尺的耶誕樹，還有6
部遊戲機台，孩子最愛的摩天輪、咖
啡杯、旋轉木馬、旋轉海盜船、熱氣
球、小火車；另設薑餅屋、大型可愛
公仔裝置藝術、造景燈飾、 木體驗
區等，逢週六、日還有精彩活動
場。
12月31日跨年晚會以雙主場， 別

在后里麗寶樂園第二停車場與洲際棒
球場舉辦。
洲際棒球場由滅火器樂團熱力開
唱，接著金曲新人王韋 安，偶像劇
天后 沛慈接力，中國好聲音第四季
有優異表現的晨悠二人組，新生代偶
像組合De復rs都來台中。
洲際棒球場最特別是本土新天王玖
壹壹、5566全新視覺震撼演出，另由
董事長樂團和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跨界
共演，及台灣雷鬼新聲音享ATZKA、動
感天后溫嵐，壓軸由張震嶽、熱狗、
童組成的兄弟本色帶來4穎 鐘的台
灣嘻哈表演，煙火施放後還有盧廣
仲、鐵獅亮光團等人精彩演出。
在后里麗寶樂園的第二停車場跨
年，由董事長樂團和九天民俗技藝團
跨界開場，接著小天王許富凱深情演
唱，另有周湯豪、葉諾凡、享ATZKA、
郭靜、盧廣仲、李愛綺、晨悠與愷樂
等歌手輪番上陣精彩演出。

引活水、清淤泥

10分鐘到市區

日月湖大變身

改造後的柳川不僅都市河岸景觀超
美，民眾可見到不少魚苗、豆娘穿梭河
岸邊，還有淨化水質的水草，及設立數
顆大石頭讓鳥類棲息；兩旁種楓香、黃
花風鈴木、台灣欒樹等，四季不同，打
上藍色照明燈光，夜晚超浪漫。
台中市政府水利局長周廷彰表示，柳
川工法更親水，還兼顧防洪；原 凝
土護岸向兩側各拓寬8公尺，改為緩坡
式，同時導入LID工法，使用入滲溝、
雨花園、透水鋪面等設施，可以吸收
雨水進入土壤淨化後排至柳川，他說:
「這是一條會呼吸的河川!」
至於綠川部 ，周局長表示，同樣兼
顧水質、防洪、景觀，並首重水質改
善，在河底增設排洪箱涵，維護中山綠
橋古蹟。
景觀部 每段設計不同，雙十路至成
功路段為新創水岸，增加水岸綠帶、水
生植物淨化水源；成功路至台灣大道為
藝文水岸，導入公共藝術與大型活動舞
台；台灣大道至中山綠橋為人文水岸，
重現日治時期風貌。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柳、綠川整治是
舊城區翻轉的重要工程，要讓「綠柳成
蔭、川流生景」。
林市長指出，綠、柳川昔日是台中的
「小 都之河」，因城市 展加上加
蓋，逐漸被遺忘，市府進行河川整治，
柳川年底完工開放，綠川 計1穎7年完
工，讓原本被拋棄的臭水溝以嶄新面貌
重見天日，市民可擁有優質的河岸景觀
與親水空間。即將完成的「柳川污染整
治及環境改善工程」，長4公里，總經
費3.7億元。
第一期工程從崇德柳橋至中正柳橋，
先將污水截流並設置中華水質淨化場進
行水質改善，於去年底完工；第二期工
程從中正柳橋至南屯柳橋，除了同樣進
行污水截流改善，並於中正柳橋至民權
柳橋間拓寬河道，採用低衝擊開 工
法進行河川環境營造，長度約3穎穎餘公
尺，正在最後階段，即將完工。中市水
利局長周廷彰說：「這是全台第一座採
低衝擊開 (LID)的景觀河岸，兼顧防
洪功能、水質改善、親水空間。」

金質獎

溪尾大橋通車，縮短
溪尾里居民回家的路。
「終於盼到溪尾大橋通車了！」台中市烏日區溪尾里隸屬台中市，卻
因八七水災、烏溪改道阻隔，往返要多花一小時，經地方民代、居民多
年爭取，連接市區的溪尾大橋在11月21日終於通車了，還獲得國家工程
最高榮譽－金質獎特優。此外，連接國道3號的烏日、芬園連絡道也同
步完工啟用。
中市政府在 中公園興建兩座
水，發揮儲水 再利用功能。

柳川整治在今年底完工，要改造成
的親水空間。

中都市最美麗

托育一條龍 傑出貢獻獎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從1穎4年7月實施「托育一條
龍」以來，廣受好評，今年委託研考會做滿意度
調查，家長滿意度高達9成；銓敘部每年舉辦的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是公務人員最高 榮，
托育一條龍執行團隊脫 而出，再創佳績頑
今年全國各機關共推薦77名公務人員、46組優
秀團體參選，最後選出6名得獎人、4組得獎團
隊，托育一條龍執行團隊獲得肯定。
社會局長呂建德表示，「托育一條龍」是以社
會投資為理念，從政府、市場與家庭不同角度
入，延伸補 穎至6歲的學齡前兒童托育費用，給
予家長平價、有品質的托育照顧。
呂局長指出，「社會投資」是希望社會福利政
策能進一步產生其它效果，不只是單純津貼
放，同時能擴大照顧產業、增加就業機會，台中
市創新作法，也希望中央能參考，實施到全國。

社會局統計，「托育一條龍」從去年7月實施至今年
1穎月，協立托嬰中心家數從94家成長到11穎家，托嬰中
心的托育人員也從516人增加到645人，協力保母人數從
2,9穎9人增加到3,354人，居家托育人員2,982人成長到
3,616人，幼兒園的教保人員更從2,29穎人增加到3,239
人，成長率各從17％至41％不等。
呂局長
這次得獎的另一個原因指出，政府補 之
外，價格管制是很重要的一環，過去政府補多少，業者
就漲多少，社會局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與托嬰中心代
表、保母代表、消保官及家長代表召開協商會，訂定
區收費標準。
另一方面也保障托育人員權益，建立收費調整個案審
議機制，與托育品質連結；因此雖然托育產業及托育人
員認為，價格管制使利潤降低，但也維持了高收托率，
業者的收入整體提升，例如協力托嬰中心雖已佔全部托
嬰中心的86％，仍持續成長。

中市 托育
一條龍 執行團
隊獲105年 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 。

台中公園日月湖因原設計低水量
的進出， 環一次得要9穎穎天，加
上3穎年來 大規模清淤，湖水因而
臭並呈綠色；市政府配合綠川、
柳川的開蓋整治，可 公園進行引
進活水，使日月湖由原先的封閉式
設計，變成與旱溪及綠川的水路相
通，成為翻轉舊市區的重要元素，
工程 計明年春節前完工。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黃玉霖指
出，市府團隊以3種方式引進活水，
別是引旱溪的水，經過精武路至
干城公園下方進行過濾，再注入日
月湖；另也在公園內打兩處9穎公尺
深的井，每座日產千噸水；並興建
兩座「水撲滿」設備，收集雨水和
環湖攔截溝，攔下排放水進行過
濾。
如此一來在非枯水期，旱溪每天
可供應日月湖4千噸的水，若有不足
或遇枯水期，則由井水和水撲滿協
供水，比以往每天僅靠1座井供應
1穎噸水，水源更多，可將湖水過濾
後排至綠川，形成活水鏈。
至於清出的淤泥，估計有3千至4
千立方米， 來將用於水湳中央公

水撲滿

，

以收集雨水和地面

園和因鐵路高架化規劃的「綠空鐵
道花園」景觀植裁，成為綠化都市
的養份。
台中市長林佳龍視察時指出，新
火車站的興建，搭配舊市區大樓的
更新、國際飯店進駐，以及台中公
園注入了活水，舊市區的翻轉指日
可待。
此外，台中鐵路高架化後，市府
正推動「大台中車站計畫」送內政
部初審通過， 來人潮進出台中
新站，將從2樓出入，避免上下樓
梯，盼透過「大眾運輸導向 展」
(Tr復ns未t-or未ented Development,
TOD)方式，讓容 往空中 展，還
地於民、人車 流，打造全國交通
運輸典範。
林市長說，從台中車站制高點，
可一覽公園美景，現正進行都更，
一旁光 國小的老舊水泥教室也應
與台中公園一起規劃，讓學生們能
充份利用公園的綠意。
陪同市長視察的市議員何敏誠、
江肇國都肯定市府為舊市區更新和
公園注活水，江議員還提醒，對
公園裡古蹟和老樹也應妥為保護。

市長關心和 鼓勵青農返鄉
台中市長林佳龍上月底率團至和平區
視察，首站到和平區公所舉行座談會，
還與1穎位青農暢談務農甘苦，更特地到
最偏遠的勝光派出所慰問員警，肯定偏
鄉第一線執勤員警，為治安及交通的付
出。
「青年投入農業，農業就有希望頑」
林市長到達後先行體驗梨山甜柿採果
樂，他表示，農業 展不只是照顧農
民，也涉及觀光、經濟等 展，針對台
中市農業政策提出新五農、青年加農
等；面對極端氣候，農民面臨重大的挑

戰，台中市更推333農業保險，中央、市
府、農民各出1積3保費，希望讓青年農民
返鄉投入農業。
另外為了鼓舞基層員警工作士氣，林
市長還特別前往與宜蘭縣交界的和平警
局勝光派出所慰問，慰勉執勤員警的
辛勞，他現場肯定警務人員的辛勞，尤
其是偏遠派出所因生活基能較不足，員
警在該處執勤常有很多不便之處，因此
在公務行程中，特別到派出所去關心與
慰勞，期勉每位員警都能以優秀的「人
民保母」自許。

「現在到台中市，不用十 鐘頑」
當地居民開心不已，耆老也到場見證
歷史，還有阿公在通車典 時，頻問
「可以騎過去了嗎預」等不及要「搶
頭香」體驗。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過去溪尾里被
隔離在溪南，溪尾大橋通車後，不再
被隔離，並串連到彰化，實現在地民
眾的長久期盼，感謝前立委顏清標及
在地民代共同爭取，讓溪尾大橋終於
通車啟用，市府除將了將烏日打造為
副都心， 來也會連結到彰化，促進
中彰投苗共同 展。
陳姓市民說，民國48年的八七水

災，烏溪改道，溪尾從此與烏日區隔
著烏溪遙遙相望，到台中市區辦事，
都得借道彰化或南投草屯，打市內電
話到台中市是外縣市計費，種種不便
形同二等公民，如今，溪尾大橋通
了，通行時間縮減為原來十 之一，
交通路網更方便了。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黃玉霖說，
溪尾大橋全長約2.1公里，路寬12公
尺，與國道3號烏日交流道相連接，
串聯國道1號、國道3號、省道台1乙
線、中彰快速道路等交通網絡，居民
只需5至1穎 鐘就可到達市區及國3烏
日交流道。

友善好餐廳 美味無障礙

朋

中市社會局邀請37名身心障礙
擔任
善餐廳特派員 。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今年邀請37名
身心障礙朋友擔任「友善餐廳特派
員」，訪查餐廳的用餐環境，新增
421家符合「四平友善」標準的「友
善好餐廳」，希望將台中打造成有
「溫度」的城市，落實服務身心障礙
朋友、年長者的精神。
社會局表示，「四平友善」標準包
括：出入平坦、走道平順、桌椅平
穩、服務平等；11月1穎日舉辦成果
表會，邀友善餐廳特派員、餐廳代表
出席，市長夫人廖婉如頒 感謝狀，
現場還安排手語專家翻譯，服務聽障
朋友。
社會局長呂建德表示，去年開始與
身心障礙朋友合作，2年共完成541家

友善餐廳建置，去年12穎家，今年又
新增421家，其中1穎2家進一步接受教
育訓練，具體改善店內軟硬體服務，
例如在門口設置斜坡、設置行動不便
者優先席、門口張貼醒目的貼紙「歡
迎導盲犬及訓練中的幼犬進入」，讓
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用餐更便利。
廖婉如表示，有「溫度」的城市
不只有硬體設施的改善，更需要由
「心」出 ，從每位公民做起，很感
謝民間的響應與支持，也肯定社會局
的 力。
「友善臺中好餐廳」App歡迎利用
手機連結http:積積goo.gl積復sEnF享或上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查詢餐廳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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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童樂館 玩樂中學環保 市立圖書館
創意城市雙向道

借書抽餐券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與台灣玩具圖書
館協會合作舉辦「讓愛重生‧讓愛延
續」玩具嘉年華會，教導修復二手玩
具，並建立8所國小玩具圖書館交換
物流中心，將玩具送到偏鄉甚至泰
北、緬甸；豐原富春國小也成立「玩
具童樂館」，賦予玩具新生命，從中
學習環保與回味童年。

台中 政府教育局表示，台中 目前共有
8所國小設有玩具圖書館，分別是大雅、富
春、旭光、新盛、德化、大林、坪林及鹿峰國
小， 將持續推廣，教導學生愛物環保觀念，
也將與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合作，全面打造
校園玩具圖書館。
大雅國小從民國100年即成立玩具圖書
館，至今募得將近10萬件玩具，也是目前8所
學校玩具圖書館的物流中心，學校不僅招募
愛心小志工，協助清洗、消毒玩具、將整理
過的玩具分類，供校內孩子把玩，更進一步
捐到偏鄉學校，甚至結合大專院校志工將玩
具送到泰北、緬甸等地作愛心。

豐原富春國小新落成的玩具圖書館，提倡環保又能讓玩具有效再利用。
位在豐原區的富春國小， 於少子化影
響，校內空出許多空間，決定利用圖書館旁
閒置的會議室，改造成二手玩具休息室，並
起校內的投票運動，讓學生們決定玩具圖
書館名稱，最終決定為「玩具童樂館」。
「玩具童樂館」會在每星期讓每個班級可

安排一堂課到內遊玩，其餘時間將會開放3
個時段讓學生在下課時間入內遊玩，每天也
會安排2位志工媽媽現場服務，每星期將定
期清潔，每學期也會變更陳列展示的玩具，
讓小朋友不會失去新鮮感。

銀髮藝展 爺奶用衣物彩繪回憶
台中 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邁入第11
年，截至10月 成立257處據點，許多長輩在
據點學會藝術長才， 府也舉辦藝術展，每
幅創作都展現長輩的生命歷程，即使人生
「近黃昏」，也可以迸 璀璨光輝。
台中 政府社會局長呂建德表示，銀髮
創作聯合藝術展 舉辦3年， 現長輩對藝
術創作的認同與投入，強烈感受銀髮創作對
長輩的重要性，有些人因為創作改變了自
的生活型態，得到更多快樂與自 。
呂建德說，記憶中有幅聯合創作《溪邊
洗衣趣》， 關懷據點5位奶奶一起完成，她
們回憶年輕時最深刻的印象，一筆一畫分工
構圖上色，一起勾繪出珍藏在腦海中的記
憶。
黃阿敏阿嬤說，以前總看到媽媽捧著木
桶、槌衣棒和衣服到溪邊洗衣，大家除了洗
衣，還能跟左右鄰居們閒話家常，有的阿姨
先去 裡採收蔬菜，洗衣服也 便清洗青
菜，黃阿敏阿嬤覺得溪邊洗衣是早期傳統婦
女忙碌家務的最佳寫照。
71歲的杜邦尾爺爺說，幼年時還沒有紙

藝文看版
花都藝術季閉幕 來看紙風車
「2016台中花都藝術季」閉幕的重頭戲，
將 「紙風車劇團」演出 劇團的經典戲碼
《唐吉軻德冒險故事：銀河天馬》，12月17日
下午2時30分、晚上7時30分在台中國家歌劇
院大劇院開演， 聯聚建設贊助，在兩廳院
售票系統開賣，17日晚上場次在歌劇院廣場
安排戶外轉播。
《唐吉軻德冒險故事：銀河天馬》描述唐
吉軻德、隨從桑丘和老瘦馬在 找夜明珠
的過程中，經歷一連串冒險旅程，演出時將
出動大型道具四頭龍，在觀眾席上飛舞，營
造 人驚奇的演出效果。活動網址：http://
www.tcaf.tw。

台中市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邁入11年，許多長輩在此學習藝術創作，把人生歷
練透過藝術表達，展現璀璨才能。
尿 ，他們都穿用 縫製的尿 ，媽媽每
天都要洗一堆尿 ，在學習走路時就改穿
「開襠褲」，可節省包尿 的費用，又可以
方便「尿尿與便便」；他回憶穿開襠褲唯

一的壞處是在屋外遊玩時，會遭公雞及母
雞莫名的啄食攻擊，所以「開襠褲」不只
是一件幼時衣物，也是童年生活最有趣的
回憶。

補助汰換重油鍋爐 預算無上限

台中 去年9月訂定「台中 政府推動企
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首創以
補助鼓勵業者，將重油鍋爐改為燃氣鍋，搭
配加嚴排放標準，預計兩年內再加碼100家
鍋爐業者改善。
台中 長林佳龍說，空汙基金如果不夠，
將投入自 的第二預備金，「預算無上限！」
希望全 共117家採用鍋爐加熱的業者，加
速汰換改用天然氣燃氣鍋，有效降低汙染。

Q：請問 中市各圖書館幾歲 辦借書證？
A：出生後有身分證字號即可辦理。
Q：請問辦理借書證要準備什麼證件？
A：可持國民身分證、駕照，無證者可持戶口
名簿辦理；外籍或外僑、大陸地區人民可持
居留證正本，到各圖書館辦理。 辦者須出
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證實為直系血親或配
偶才可以。
Q：市府有辦活動促進閱讀嗎?
A：目前有3 活動，持續到106年底：「天天
讀好書，月月抽好 」每月只要借30本實體
書，即可參與抽獎，每月抽出100位讀者，獎
品包含文創商品及餐券、旅遊景點入場券
等。
「幸福閱讀榜」有3次抽獎機會詳105年12
月、106年6月、106年12月)，只要在每次抽獎
區間借滿館藏圖書100本書。即可參與機車、
洗衣機、電視、腳踏車等獎 抽獎。
另外「觸動心底，閱讀金句獎」活動，自
106年1月起，寫下借閱圖書中最有感的文字
投回圖書館，每月每館有5人可獲獎。 洽：
詳04)2422-5101轉502陳先生。

1年多來 有15家業者向 府申請補助，
PM2.5預估年減1.8公噸，硫氧化物年減32公
噸，證實有助於改善空氣品質。
林 長11月初訪視位在梧棲的宏全公司，
廠內重油鍋爐 改用天然氣，業者說，操作
維護更簡易，成本更低，粒狀汙染物改善幅
度達99%。
宏全國際總裁曹世忠指出，宏全之前評估
鍋爐整改方案，包括燃料使用生質燃料、添

加燃燒助劑、天然氣，或增設空汙防制設備
等4種方案；因天然氣有效減少粒狀汙染物
排放、燃燒效率高、操作維護方便，免再增
設空汙防制設備等優點，且宏全公司一開始
投入的初設費用，可藉 節省燃料成本而逐
漸回收。
針對鍋爐管制法規，可洽固定汙染源許可
諮詢專線詳04)2310-0293；設備補助問題，可洽
府經濟 展局：詳04)2228-9111分機31440。

世界母語日 市立圖書館登場
傳承母語文化，促進各族群間彼此 重、
包容與欣賞，台中 立圖書館將於106年1月
7日到2月21日舉辦「221世界母語日」系列活
動，包含說故事比賽、母語詩歌朗讀、人文
講座等多 活動，讓不管是說臺語、客語、
原住民語言等等或是其他新住民也能 現
母語之美，愛護鄉土同時 重異國文化。
請可上中 圖官網http://www.library.
taichung.gov.tw/查詢。

傳統藝術節 舞龍舞獅尬太鼓
2017台中傳統藝術節將1月28日（大年初
一）至2月1日（初五）在港區藝術中心、葫蘆
墩文化中心、屯區藝文中心、大墩文化中心
場，安排舞龍舞獅、舞蹈、特技、太鼓、佛
朗明哥舞、音樂等各式演出。
另外還有DI布手創課程、藝術 集等，天天
陪民眾熱鬧過年。葫蘆墩文化中心1月14日舉
辦「雞極納福插花研習」為傳藝節暖身，提
前和民眾分享年節歡慶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