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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電動公車數 全國第1
台中市防制空氣汙染，以無噪
音又不排廢氣的電動公
車，規劃綠色交通計
畫，獎勵客運業者採
用，目前全市有
70輛電動公
車，高居全
國第一，明
年預計增加
到150輛，並
提供3,000萬元營運
補助，為改善空氣
品質努力。
台中市政府交通
局也成功爭取到行
政 院 環 保 署 3.3 億
元，未來3年間推動
柴油公車汰換為電
動公車，建置充電
場站設施，吸引更多
業者加入採用綠色運具
行列。
交通局長王義川說，交通工具產生的汙
染屬於移動汙染源，要降低汙染得提高大
眾運輸使用率，並增加電動公車以降低碳
排量；目前台中已實施公車10公里免費，
電動公車業者的每車公里經費規劃50元，
比柴油公車每車公里43元還高，還額外編
3,000萬元營運補助。
台中爭取到環保署3年期「台中關鍵8微
克-綠色交通計畫」，補助項目為客運業

台中市公告地價，傾向明年不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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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制空汙，台中市鼓勵業者採購電動公車，目前有70輛，明年預計增到150輛。

將柴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汰換電動公
車老舊電池、電動公車充電場站及設施建
置、綠色運輸轉乘計畫等，總補助金額為
3.3億元。
王義川說，交通局規劃107-109年間，
在容易壅塞的公車路線試辦，目前路線規
劃中，將50輛燃油公車汰換為電動公車，

減少交通壅塞造成的車輛怠速空汙問題。
市府另補助最早上路的14輛電動公車汰
換老舊電池，以提高車輛營運效能及延長
電動公車壽命。明年底的台中世界花博登
場，交通局也規劃低碳接駁路線，以50輛
電動公車營運，以低碳環保的方式欣賞花
博盛會。

台中公告地價 明年傾向不調漲
台中市明年的公告地價，中市地政局長
張治祥宣布好消息，她表示對農民等土地
長期持有人面臨地價稅上漲壓力，今年不

內頁提要

動產交易熱度下降，市價略為下滑，基於
維持土地正義及依法公平納稅的平衡，明
年公告地價將「傾向不調漲」。

每3年調整的公告地價，已改為2年調
整，各地107年公告地價將在107年1月1日
公告。
地政局張治祥說，105年全國公告地價
平均調幅達30%，民眾反彈；行政院內政
部今年修法，將公告地價稅由3年一次縮
短為2年。
全國趨勢來看，去年地價上漲，但今年
截至目前地價有下滑趨勢，兩年合計略微
上漲，因此明年全國平均公告地價理應微
幅上漲。
張局長表示對台中而言，今年北屯區不
動產交易熱度高，近800個區段約1成5區
段上漲，但因景氣關係，其他區域地價大
多下跌，明年公告地價，地政局會如實反
映地價波動情形，兼具土地正義與依法納
稅平衡下，明年公告地價將傾向不調漲。
本市議員反映，觀察近兩年房價走勢、
實價登錄或內政部發布的台中市都市土地
地價指數，都顯示沒有大幅上漲，建議市
府明年公告地價應合理反映房市動態，不
宜調高公告地價。

長青學苑夯 目標增至千班

市民最前鋒
2018跨年晚會 璀燦迎花博
台中2018跨年晚會「星光璀燦迎花
博」12月31日晚間7點，在台灣體大田
徑場、麗寶樂園第二停車場以雙主場
方式舉行。跨年晚會分別由曾國城和天
心、阿KEN和Sandy搭擋主持，藝人有
陶喆、叮噹、周湯豪、玖壹壹、八三
夭、周蕙、安心亞、戴愛玲、魏如萱、
袁詠琳、林育羣等；活動官網：http://
www.2018taichunghappynewyear.com.tw。

地方稅務局民權分局 搬家了
台中市地方稅務局民權分局要搬家
了！12月25日起遷移至北區精武路291
之3號(中興堂隔壁)；開車民眾可將車
停在台中公園地下停車場，搭公車可在
精武路中興堂站、雙十路臺灣體大游
泳池站下車。電洽：0800-086969或0422296181。

城市行動派
2017年即將結束，台中看見改變，
市府團隊在防制空汙、改善治安、完
善交通建設、柳川整治等方面均見
成效，2018年即將迎來台中世界花
博，以綠色共享(Green)、自然共生
(Nature)、人文共好(People)重新定
義經濟發展GNP指標，讓世界看見最
美的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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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漫畫館 落腳水湳園區
台中市成功爭取國家漫畫博物館，
文化部長鄭麗君與台中市長林佳龍簽
署合作備忘錄，國家漫畫館將設在中
台灣電影中心內，全館預計明年上半
年動土，109年底完工。
台中市在水湳智慧城規劃中台灣電
影中心，已編列12.7億元預算建置，
爭取到國家漫畫館進駐，文化部將補
助硬體建設4.45億元，再編列7.05億
元充實館藏，並打造典藏庫房。
鄭麗君說，漫畫是很多人的記憶，
但很多台灣漫畫手稿卻靠民間收藏，
或由作家家屬、出版社自力保存，國
家漫畫館希望為台灣漫畫建立完整的
家，也能建立台灣漫畫史。
鄭麗君說，文化部在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中，也規劃ACG產業發展計畫，
利用特別預算來扶植產業發展，不讓
創作者單打獨鬥。
林佳龍說，為充實中台灣電影中心
內容，向中央爭取國家漫畫館，這是
中央與地方合作的新模式，土地由台
中市出，結合在中台灣電影中心內，
還扶植動漫產業，豐富台中市影視產
業內容。
新聞局長卓冠廷說，國家漫畫館佔

中台灣電影中心基地1/3，總樓地板
面積約為3.8萬平方公尺，其中1.2萬
平方公尺供國家漫畫館使用，除議會
已核定的12.7億元預算，文化部再投
入4.45億元硬體建設，未來再撥7.05
億元充實設施及館藏。
市府強調，台中對影視動漫產業有
企圖心，霧峰正在興建中台灣影視基
地，台中影展以國際動畫為主軸，第
四市場改造為漫畫家創作基地，還
有預留產業用地，要打造ACG產業聚
落。

台中市新社區天然好風光，要發展成為慢城。

新社和平推動慢城 申請國際認證
上圖：國家漫畫館將落腳台中，由文化部與台中市合作，國漫館將設在中
台灣電影中心內。
左圖：文化部長鄭麗君(左二)與台中市長林佳龍(左三)簽署合作備忘錄。

路連載的漫畫「大城小事」，也獲得
好評，並出版單行本。
市府表示，忠明國小站的站體，
由漫畫家Hom操刀設計，將國家歌劇
院、台中州廳與台中美景都入畫，還
融入不少台中驚喜元素；市府表示，
要欣賞動漫公車站，建議先停好車再
好好欣賞。
除忠明國小站，議員也要求市府把
優化公車全線車站，都進行彩繪，打

造成各地亮點。
交通局長王義川強調，除忠明國小
站，市府規劃科博館站、弘光科大站
與靜宜大學站，與科博館與學校合
作，進行彩繪與認養，成為最吸睛的
公車站。
優化公車專用道使用3年，路面坑
洞、破損常遭詬病，市府已重新鋪設
完成；沿線車站也將重新清潔與粉
刷，目前仍持續中。

要增設一盞路燈不容易，山區道路狹
窄崎嶇，路燈需電和人力，在資源短
缺下很困難；山區長期入夜就黑漆
漆，居民回家、運輸蔬果和外地遊客
通行，常因山路太暗險象環生。
黃玉霖說:「市府展現決心排除萬
難!」完成過去從未有人在此設路燈
的任務。
黃玉霖表示，過去偏鄉山區道路僅
能在台電供民生用電處的電桿上附掛
燈具提供照明，市府承諾未來繼續為
偏鄉打造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另和平區福壽路為梨山連接台8線
的重要道路，市府建設局展開路平工
程，施工範圍從梨山文物館至福壽山
農場，全長2.5公里，預計年底前可
完工。

里、外埔等區域，會同在地民宿、餐
飲、旅行社、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
織，共同討論實施方向。
陳盛山說，市府原本就規劃山城及
大坑風景區以「運動慢活大山城」為
目標，計畫建置遊憩環境、鏈結地方
特色產業與文化、規劃亮點活動與跨
域主題遊程、打造品牌化及國際化的
山城，明年起進行相關計畫，積極爭
取台中獲得國際慢城認證。

「慢城」究竟有何迷人之處？1999
年義大利幾個城市為阻止全球化的侵
害，包括奧維托（Orvieto）、布拉
（Bra）和波西塔諾（Positano）等
市長，共同發起慢城組織，提出倡導
保護環境、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文化
資產、推行健康飲食方式等主張，發
展成為涵蓋8大公約、72項指標的認
證規範。
申請認證的城市最終由位於義大利

的國際慢城組織進行審查，目前世
界已有30個國家、236個城市通過認
證。
不少偏鄉城鎮因推動慢城而提升生
活品質，吸引青年返鄉，也招攬遊客
上門。陳盛山說，台中市府持續整合
觀光與產業發展資源，並配合浪漫台
三線、大台中123、自行車369計畫等
政策，串聯周圍景點、完善交通動
線。

花博外埔自然館 完成上梁
由新銳漫畫家Hom操刀設計優化公車忠明國小站體，成為台灣大道的亮
點。

最高最遠路燈點亮 回家不再摸黑
點亮高山最遠的一盞燈！台中市建
設局長黃玉霖說，這兩年來完成和平
區的4公里「路平」，架設332盞路
燈，逐漸完成林佳龍市長要求「燈亮
路平」的建設計畫。
台中市政府推動「和平專案」，近
年來致力和平區建設，已完成當地山
區4公里路平，架設332盞路燈；其中
位在台7甲近56K、海拔1970公尺的獨
立路燈，可說是「台中最高最遠的一
盞燈」。
這盞路燈位在距台中市警察局和平
分局志良派出所前約1公里的山路急
轉彎處，通往宜蘭縣境。點亮這盞燈
須協請台電增設電力桿，引電設置獨
立路燈。
和平區代會副主席羅進玉說，過去

台中推動「慢城認證」，台中市觀
光旅遊局長陳盛山表示，市府初步選
出新社、和平等區域，以社區總體營
造的概念，發展在地特色文化，積極
爭取獲得國際慢城認證，提升台中的
國際能見度。
觀旅局長陳盛山表示，台中從發展
三慢文化(慢食、慢活、慢遊)開始，
逐步推展慢城運動，初步選定包括新
社、和平、大坑、石岡、東勢、后

精采速報

漫畫家 彩繪動漫公車站
台中市改造優化公車道與車站，請
來新銳漫畫家Hom打造動漫公車站，
把忠明國小前的優化公車站重新彩
繪；漫畫家畫上鮮豔明亮的色澤，把
台中美食、古蹟與文化入畫，將成為
台灣大道沿線亮點。
市府請來的漫畫家Hom，本名翁瑜
鴻，她是台中在地人，也是人氣熱門
的新銳漫畫家；Hom與智能團合作的
「追尋者」，曾獲得金漫獎；她在網

和平原鄉邀請民眾體驗泰雅風情 。

台中市政府
在梨山地區
近兩千公尺
的高山上，
架設獨立路
燈，成為台
中最高的路
燈，在山區
大放光明。

台中世界花博明年將在后里、外
埔及豐原三區登場，花博外埔園區
自然館已完成上梁，園區整地及景
觀設施工程進度達50%，預計明年5
月完工。外埔園區聯外道路工程進
度也已達46.15%，進度超前，預計
明年4月完工。
水利局長周廷彰表示，上梁代表
建築物主體工程接近完成，是建築
工程一個重要里程碑。
周廷彰表示，外埔園區自然館基
地面積為5,000平方公尺，為一幢二
層樓花朵造型建築物，預計取得黃
金級綠建築，符合「生態、節能、

減碳、健康」的建築物。
自然館除有可一邊用餐、一邊欣
賞生態池水生植物的臨水輕食餐廳
外，配合農業局策佈展初步構想，
將展示農業人文，由環境面向探討
現今農業發展，追溯農業文化的歷
史軌跡，展現老祖先與自然和諧共
存的農業智慧，以及與大地共享的
初心。
除自然館外，外埔園區還有一幢
基地面積8,000平方公尺、名為「綠
能館」的溫室建築。自然館與綠能
館為永久建築物，花博展後，將原
地保留再利用。

台中花博外埔園區自然館已完成上梁，預計明年5月完工。

紫爆天數已遞減 今年20天
台中市積極改善空氣品質，成立
「空汙減量工作小組」，制訂出86
項空汙管制執行方案；市長林佳龍
表示，台中市紫爆天數已遞減，他
上任前民國103年時87天，降到今年
目前為止僅20天，展現初步成效。
林佳龍強調，雖然中央修訂紫爆
標準，修正為PM2.5超過150微克/立
方米，但台中仍依原標準71微克/立
方米計算，並非外界所指紫爆天數
下降是因標準放寬的因素。
環保局指出，「過去3年所做的，
是過去30年沒做的」。台中市依據

和過去一致的標準觀察空汙指數，
紫爆天數降低是根據行政院環保署
資料，中市紫爆天數從民國103年的
87天，一路降到民國105年的50天，
今年到目前為止為20天，數據相當
客觀。
另外，PM2.5濃度也從民國103年
的27微克/立方米，降到去年22.8微
克/立方米，今年到目前為止更降到
20.1微克/立方米；環保局強調，將
持續透過具體行動讓空汙防制成效
越來越好，資訊透明化，讓市民了
解台中市的作為。

市長林佳龍表示，台中市紫爆天數已從他上任前民國103年時87天降到今
年目前為止僅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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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肺 中央公園植樹萬棵 二行程機車、老舊柴油車

位於水湳智慧城的中央公園面積廣達67
公頃，栽植有上萬棵樹木，以台灣本土樹
種為主，園區設置智慧燈桿，全區營造工
程明年3月完工，預計明年8月開放，打造
成為低碳生態森林公園。
中央公園是南北向綠地，位於水湳智
慧城，由法國知名景觀設計師Catherine
Mosbach、Philippe Rahm Architectes及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合作。
建設局長黃玉霖說，中央公園前身為水
湳機場，園區原本就有芒果、正榕等上千
棵喬木，工程期間也保存下來，並增加栽
植8,900多棵喬木，以台灣五大闊葉木為
主，包含毛柿、樟樹、櫸木、牛樟、台灣
紅豆杉等珍貴原生樹種。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表示，中央公園地
形起伏，園區規劃5大滯洪池，可調節現
地氣候，全區8成樹木為本土原生樹種，
將落實台灣原生植樹的理念，打造成都會
區、可調節氣候的都市之肺。

創意城市雙向道

汰換補助

台中中央公園面積廣達67公頃，栽植近萬棵台灣原生樹種，將成為「台中之肺」。
市府表示，中央公園也設置大型十二感
官遊具，有體能型的木製平衡體驗、網狀
攀爬場，感官型的風鈴音樂、觸感體驗
區，心智型的迷宮路徑、登高思考等，可
讓孩子透過天然材質與大自然相融，從遊
戲中運用感官體驗。

不只如此，市府也在中央公園設置智
慧感測裝置，可偵測微型氣候的分布狀
態，感測溫度、濕度、風速、風向、一
氧化氮、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硫、
PM2.5、PM10及噪音值等，可下載中央公
園App，可測知公園內的氣候狀況。

➡

台中市長林佳龍（右）到太平長青學苑，
受到學員們熱烈歡迎。

藝文看板

➡ 台中市長林佳龍（後中）視察太平長青學

台中港藝 故宮多媒體互動

苑，和長輩合影。

太平長青學苑夯 目標增至1千班
「與其做長照，不如做長青。」台中市
規劃長青學苑受到長輩歡迎，市長林佳龍
剛上任時開辦370班，今年已超過600班，
明年將續增加；林佳龍視察太平長青學苑
說，未來將增加到1,000班，以回應長輩
們的需求。
太平長青學苑目前有41班，招生人數達
1,305人，是台中市規模較大的學苑；規
劃歌唱、舞蹈、書法、油畫等課程，讓長
輩們學習技能，可增進身心健康。

社工表示，長青學苑的學員們臥虎藏
龍，同班學員互相交流，增加人際互動，
課程與友誼也讓老人家更願意走出家門，
對健康有幫助。
林佳龍說，去年因報名的人數太多，差
點得抽籤決定，造成長輩擔心「同學」會
換人，甚至煩惱到晚上睡不著。
「我們怎能對老人這麼不孝呢！」林佳
龍說，市府趕緊在中華國小成立北太平長
青學苑，讓更多長輩可以參加。

林佳龍說，長青學苑是「托老一條龍」
政策首部曲，希望能落實「健康促進」、
「在地老化」的預防醫學觀念，設長青學
院是花費最少、效果最好的措施。
他強調，很多老人們都喜歡上課，除了
學習、成長，還可以與人互動，市府將繼
續增班，希望能把班數倍增；等老人們倒
下去再孝順已來不及了，與其做長照不如
做「長青」，市府會持續開班讓老人家參
與。

全國唯一 水中耶誕樹

全台首座水中聖誕樹，於柳川登場。

為迎接即將到來的耶誕節，台中市政府
水利局與新聞局合作，於台中柳川打造全
台首座水中耶誕樹及創意藝術光景展覽，
「花漾柳川-2017台中耶誕嘉年華系列活
動」及「愛上柳川-冬季戀曲 創意藝術光
景展覽」已於12月9日揭開序幕，並同步
點亮豐原陽明市政大樓耶誕樹。
耶誕派對活動至12月25日，而創意藝術
光景展覽則會持續展至107年3月4日。
林佳龍表示，「2017台中耶誕嘉年華系
列活動」今年移至柳川舉辦，柳川經整治
後已成帶動本市中區活化的水岸藍帶新地

Q：如何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
A：106年度起補助採線上申請，線上填寫申
請表後，相關文件以拍照或掃描上傳即可。
詳細申請及補助辦法等資訊請上臺中ㄅㄨ
ㄅㄨ網，網址：https://green.epb.taichung.
gov.tw/，補助專區/淘汰二行程/一般民眾/
申請補助。環保局另設有現場補助櫃檯，可
攜帶相關文件至補助櫃檯，由專人協助完成
線上申請。
Q：淘汰二行程機車截止日期？
A：台中市回收及報廢時間從民國105年1
月1日到108年11月30日止。若回收及報廢
年度是民國105年，須在104或105年曾實
施機車排氣檢驗；回收及報廢年度為是
106年之後，須在回收及報廢當年或前2年
曾實施機車排氣檢驗。淘汰事實以發生申
請補助當年度或前一年度者為限。
Q：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金額多少？
A：申請二行程機車汰舊換並新購電動機
車，最高可補助3萬2000元、汰舊新購電
動自行車最高補助1萬元、純淘汰二行程
機車獎勵金為3000元。
Q：補助老舊柴油車對象？金額？補助時間？
A：106年8月18日後完成車體回收及車籍
報廢手續的民國88年6月30日前出廠的老
舊大型（車重大於3.5噸以上）柴油車車
主，不包括政府機關，單輛車最高補助40
萬元。申請至民國108年12月10日止。

柳川浪漫點燈

標，為歷史悠久的舊城區帶來創新活力，
結合整體性光環境營造，並設置全台首座
水中耶誕樹、互動裝置及耶誕市集，讓民
眾體驗與往年不一樣的耶誕氛圍。
12月9日至25日耶誕派對活動，除柳川
有水中耶誕樹及光景展覽外，23日至25日
在豐原陽明大樓也有精彩表演節目，23日
至24日下午3時開始有少年兒童合唱團、
雜技團、社交舞表演、扯鈴表演等，25日
晚上還有台語歌手蔡佳麟熱情獻唱，詳細
內容可至活動官網(http://tcxmas.com.
tw/index.php)查詢。

台中市政府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即日起至
明年3月4日，在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共同
策辦「清水雅集－故宮書畫新媒體藝術
展」，透過多媒體互動裝置、4K超高畫質
影片和VR虛擬實境等科技，融入故宮典
藏，呈現古典又現代的嶄新展覽氛圍，帶
給觀眾全新的看展體驗。
這是故宮首次在館外規模最大的數位裝
置互動展，以書法、繪畫為兩大主軸，規
劃「主視覺區」和「書畫欣賞區」，呼應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展覽以花
卉為主要意象，透過科技將古典詩詞化為
立體，觀眾彷彿走入詩畫中的世界。

台中市立圖書總館 慶祝重開館
台中市立圖書館總館12月20日重新開
館，增加「閱讀e點靈」、「智慧借還書
機」、「花博閱讀角」等創新體驗，提供
民眾嶄新閱讀空間。當天上午9點至12點
邀請聲五洲掌中劇團開場說書，南屯分館
的魔法故事精靈在兒童區帶來《沒有公雞
怎麼辦》故事劇，另有「圖書館巡禮」與
「數位閱讀」等。

台中新年音樂會 歌劇院登場
台中市明年元旦將與台中國家歌劇院、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推出「2018新年音樂
會」，下午2點半在大劇院舉行，由名指
揮家張佳韻率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演出
曲目包括韋瓦第的《四季》、葛利格的經
典《皮爾金》組曲等，票價300元，與民
眾共同迎接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