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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您〉

〈絕不胡塗〉

施政肯努力 城市有魅力

臺灣大道掛牌 開展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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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臺中漁港
花小錢享大餐

弘道不老傳奇
阿公阿嬤發光發熱

臺中公園
最佳生態觀察場所

逍遙音樂町 每周五六散步聽音樂

免費觀光專車
6條接駁路線啟動 

〈好康報你知〉

暑假 關心家中青少年

癌症篩檢 可抽金元寶

落實巡邏勤務 治安體質大改善

臺中市治安評比突飛猛進！遠見雜誌調

查全國各縣市總體競爭力，臺中市「治

安」在五都中排名第一，贏過臺北市，副

市長蕭家淇讚揚警察局表現，幫臺中市拉

抬分數爭光。

遠見雜誌調查總體競爭力，臺中市拿下

全國第七名，更在治安項目排名五都之

首，副市長蕭家淇在市政會議說，臺北市

八項指標拿第一名，但臺中市的治安贏過

臺北市，相當不容易，也替臺中市總體競

爭力加分。

他說，調查是根據城市102項指標評

比，而非向民眾調查，臺中市總體競爭力

排第七名，跟過去民調臺中市民眾滿意

度倒數情況，形成「180度反轉！」他認

為，其實臺中市的治安、醫藥衛生、建設

等表現也不錯，但可能民眾尚未感受到，

這部分項目有待加強。

治安突飛猛進得來不易，縣市合併後，

市長胡志強在治安會報提出，美國紐約前

市長朱利安尼改善治安的「破窗理論」，

要求從每個「小案」積極著手，市警局擬

遠見雜誌調查全國各縣市競爭力，臺中

市治安排名五都之首，市警局長刁建生表

示，主因是落實勤務，但民眾的治安滿意

度仍待改善，他要求迅速偵破受矚目大

案，並持續掃黑瓦解幫派組織。

臺中市副市長蕭家淇在市政會議中肯定

市警局努力，獲遠見雜誌調查的五都治

安之首，市警局長刁建生分析，主因來

自勤務落實，結合分局基層警力維護治

安的「面」、專責保安機動警力巡邏的

臺中市警局少年隊長郭健齡表示，暑假

期間少年、兒童容易因父母疏於注意，常

深夜遊蕩、流連網咖、涉足不當場所，也

可能有吸毒、飆車、網路性交易等偏差行

為；另也容易發生打工被害（騙），被不

法分子利用，誘引販售個人資料、存摺，

或賣盜版光碟等。市警局從7月1日起到8

月31日，執行「一○一年暑期保護青少年

─青春專案」，加強保護少年安全，勸導

青少年深夜不要在外遊蕩，查察網咖、夜

店等場所，郭健齡也提醒家長，多關心孩

子暑假行為，多找時間陪孩子，利用暑假

一起出遊，增進親子感情。

癌症連年蟬聯十大死因之首，臺中市推

廣癌症篩檢，包含子宮頸癌、乳癌、口腔

癌與大腸癌，即日起到10月底止，到健保

特約醫療院所接受癌症篩檢，每種癌篩可

參加一次抽獎，每人最多四次，每月送出

3名得主，每人可獲得1錢金元寶。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表示，4種癌症篩檢

都免費，只要符合資格就能參加；30歲以

上婦女每年可做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45-69歲婦女每兩年一次乳房X光攝影，

50-69歲民眾每兩年一次大腸癌篩檢，還

有吸菸、檳榔族每兩年一次口腔癌篩檢。

除了金元寶，還有iPad、數位相機等獎

品。詳情洽衛生局保健科：(04)25265394

轉分機3370或3371。

治安評比 臺中五都第一
定減少竊盜發生、加強受理報案態度、受

案後認真偵破等方向施力。

警方建立快速打擊犯罪維安機制，不分

日夜採取攻勢勤務，強力掃蕩轄內各類重

大治安危害場所，並積極盤查可疑人車，

只要發生嗆警或街頭暴力犯罪，立即出動

「快速反應打擊部隊」到場查處，強調

「以優勢警力貫徹公權力！」

各類刑案件數明顯下降，今年1至5月每

10萬人口全般刑案發生453.53件，在六都

（五都加桃園）中發生件數最低，若把前

年跟今年的各類案件月平均發生數對比，

搶奪從27件降至6件、全竊盜從1,623件降

至977件、詐欺從344件降至139件、暴力

犯罪從53件降至28件，總體的全般刑案從

3,022件降至2,420件，全面改善。

「線」、刑事警力偵蒐緝捕的「點」，發

揮加乘戰力。

他強調，尤其深夜是防範重點，因多數

好人晚上在休息，「這些徘徊街頭不睡覺

的人，往往可能就是作奸犯科的嫌犯！」

警方落實巡邏勤務，7月4日晚間保安警察

大隊巡邏攔查可疑人車，破獲一公斤的毒

品案，立刻展現成效。

市警局近期歷經多次人事調整，刁建生

認為，公平的人事制度，讓每位同仁「適

才適所」，可維持警界高昂士氣；臺中市

警力比台北市少了1,200人，面積卻大上

好幾倍，在五都治安拔得頭籌，「真的難

能可貴！」

他坦言，雖然治安排五都第1名，只顯

示政策對了，「沒什麼好高興！」偶發性

社會案件造成民眾刻板印象，他要求迅速

偵破社會矚目重大案件，並強化為民服務

工作。

今年起市警局將全面執行掃黑列入未來

持續努力方向，刁建生說，今年發生2件

槍擊案均已偵破，希望「擒賊擒王、一網

打盡」，過濾黑道幫派組織，將首惡及共

犯一併檢肅到案，最終達成瓦解目的。

他說，其餘包括推動警民合作、運用科

技設備輔助偵防，絕不滿足於治安數據進

步，要從根本上改善治安，勉勵全體警界

同仁朝此目標邁進。臺中市長胡志強（左前一）在市警局長刁建生（左前二）陪同下，檢閱警力。

城市是人們聚集的地方，不同的人在城

市工作、生活與玩樂，編織出不同的景

象。臺中市在縣市合併後，人口成長為五

都中排名第二，代表臺中有魅力、有吸引

力，更有活力！只要打造好的城市環境，

就能吸引外來人口，更豐富臺中的城市風

采。

臺中縣市合併前，人口增加率已名列前

茅，且臺中人口的平均年齡34.7歲，比全

國平均數還低，是一座年輕而有活力的都

會城市。

以去年為例，五都在自然人口增加方

面，新北市3.72%排第一，臺北市3.47%

第二，臺中市3.43%第三，最後是高雄市

0.93%與臺南市0.14%；在社會人口增加

部分，臺北市高達8.75%排名第一，臺

中市2.58%第二，臺南市1.55%、新北市

1.16%，高雄市人口外流，負成長0.57%。

數字會說話，以去年一整年為例，臺灣

人口增加最多的是臺北市，其次就是臺中

市；城市人口成長，代表著工作機會、生

活環境與都市形象，有吸引人之處，各項

施政能滿足民眾的需要，而且好還要更

好，自然能散發魅力。

就像外界詬病的治安問題，許多滿意度

調查都說臺中治安差，甚至是五都後段

班，但我沒有放棄，持續努力改善治安體

質，目前全般刑案發生率在五都最低，最

新的遠見雜誌競爭力排名，臺中治安也是

五都第一。施政沒有捷徑，只要肯努力，

絕對會有所改善。

遠見雜誌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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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食在好滋味〉〈精彩活動速報〉

中正路、臺中港路、中棲路 三合一

臺灣大道正式掛牌開展新紀元

臺中公園 最佳生態觀察場所

走訪臺中漁港 花小錢享大餐

逍遙音樂町 每周五六散步聽音樂

上博物館陶冶心情 吹冷氣看展演

■「2012臺中市逍遙音樂町」29行政區戶外音樂會，已邁入第9年，今

年共計有30場演出，每周五、周六晚間7時開始，演出持續到8月25日。

每一場音樂會現場搭配「現場樂器大FUN送」活動，民眾只要填寫問

券，就可以參加樂器抽獎，在中場休息及演出結束後，當場抽出陶笛、

小提琴與烏克麗麗的幸運得主，民眾千萬不要錯過。

今年逍遙音樂町的主題為「音樂散散步」，每區都有辦大型音樂會，

安排2至3個團隊登台，內容都沒有重複，活動詳情可洽http://www.

culture.taichung.gov.tw/點選「2012臺中市逍遙音樂町」專屬網頁。

臺中市中正路、中港路與中棲路，

七月十日正式掛牌更名為「臺灣大

道」。

民政局局長王秋冬說，新舊門牌併

存2年，共有1.2萬戶民眾受影響，

2014年元旦才會正式變更身分證、戶

口名簿等資訊。

從臺中火車站到臺中港，分別為中

正路、臺中港路與中棲路，全長24.2

公里，橫跨臺中市7區，沿途經過臺

中市區、臺中工業區與中部科學園

區，都屬臺中重要幹道。

市府強調，臺灣大道從臺中火車站

出發，連結大臺中生活與經濟命脈，

道路寬達50公尺以上，最能代表臺中

歷史、產業、科技與生活演變，還能

連結山與海，成為國際認識臺灣與臺

中的櫥窗，就像法國香榭大道、美國

賓州大道等。

副市長蕭家淇說，臺中位於台灣中

心，南北物產都能生產，也都在臺中

聚集，臺中市區是台灣早期發展的都

會區。

臺中港是臺灣大宗物資進口港，兩

岸三通後，也是臺灣距離大陸最近的

港口，臺灣大道改名，成為臺灣與大

陸、世界連結的重要據點。

市府強調，縣市合併升格後，一路

多名、一名多路的狀況多，先針對指

標性道路改名，把中正路、中港路及

中棲路改為「臺灣大道」，逐步把臺

中打造成三環六軸線的城市，即使國

際友人來臺中，也能很快掌握臺中路

況。

王秋冬說，三條幹道同屬一條路，

經票選後更名為臺灣大道，將分成10

臺灣大道掛牌，臉書上網友大貼

特貼，昭告「大道元年」從101年算

起，昔日跨臺中縣、市的中正路、臺

中港路及中棲路，現在合併分成10

段，封存臺中人的共同記憶。

從臺中到沙鹿的交通要道，早在清

代就有馬路可通行，從最繁華的市中

心通往海港，日治時代「臺中沙鹿

道」就是雛型，中間地貌多半是稻

田，隨都市發展，逐段各自發展出特

色的商圈市集，精華區從早年的臺中

火車站，近10年慢慢西移到七期重劃

區，改為臺灣大道後，加上臺中港新

市鎮開發，未來發展更璀璨。

在臺中西海岸，梧棲地區原本靠臺

車通行，1939年為開闢新高港 (臺中

港前身)，日本政府開闢中棲路，當

時徵召數千人次當民工，全力趕工

暑假走訪梧棲漁港及哈魚碼頭，可選購生猛海產，品嘗熱炒或碳烤海

鮮美味，好吃又好玩，適合闔家出遊帶伴手禮回家，感受在地休閒漁業

的魅力。

南屯區哈魚碼頭結合吃喝玩樂，水產街可挑選來自臺中魚市場的蝦、

貝、螃蟹及魚類，若起得早，凌晨3點至上午6點直奔魚市，有國內各大

批發魚貨，以及國外進口或澎湖空運產品。

哈魚碼頭民國99年元月開幕，面積6000坪，開放時間上午10點至晚間8

點，擺放貨真價實的漁船，內部播放介紹影片，可合影留念；商店街則

提供各式乾貨，其中魚鬆曾獲市府百大伴手禮，逛街肚子餓了，不妨嚐

嚐小店的熱炒、燒烤、日式料理，還有布袋港產地直送的生蚵。

寶島餐廳及本月新開張的潮港城，適合家族、公司聚餐及婚宴，晚間

在音樂海鮮廣場，可吃生猛海鮮配啤酒，周末有Live樂團表演，營業時

間下午5點半至凌晨1點。

清水區梧棲漁港是國內最資深魚貨直銷中心，可看漁船、聽海濤、買

海產及吃海鮮，園區包含魚貨直銷區、魚貨餐飲區、漁民銷售區、娛樂

漁業觀光漁船區、梧棲漁港遊憩區及休閒公園。

數間海鮮餐廳，以當天最新鮮漁獲為

食材，生魚片鮮甜便宜，花小錢就能享

用頂級海鮮大餐。熱鬧的商店街專賣名

特產，有仔魚乾、小魚干、魷魚絲、梅

魚酥、魚鬆、鮪魚糖等乾貨；另有路邊

攤小吃，如烤魷魚、燒酒螺、炸龍珠、

旗魚黑輪及珊瑚草茶。

港區開放時間每天早上9點至晚上8

點，全年無休，進入港區無須門票，停

車費50元，若遊客想搭船出海，應備妥

身分證明文件，幼童則須健保卡。

臺灣大道更名掛牌後，串連臺中最

精華的吃喝玩樂，從古早味糕餅、小

吃到高檔美食，當紅最IN的潮流新

貨，也有復古時尚風，要吃要玩兼血

拼，大道上應有盡有。

臺灣大道起點在臺中火車站，周邊

老字號的名店多，臺中特產太陽餅、

鳳梨酥，幾步路就一家。有歷史的青

草街、爆紅的冰淇淋店，老街新樣

貌，一出火車站，風景盡現眼前。

三民路口的第二市場集結知名小

吃，肉包、肉圓與滷肉飯攤，逛一趟

吃到飽。中華夜市各式的老牌蚵仔

煎、臭豆腐與現炒、燒烤，吃得心滿

意足。

科博館旁的特色商圈，沿路吃得到

異國美食，原本的經國園道改造成

「草悟道」，園道與名店形成特色空

間，終點市民廣場的大草地常有街頭

藝人即興表演，附近百貨公司人潮絡

繹不絕，滿眼繁華。

文心路旁的新市政中心與壯觀的廣

場，成為偶像劇、廣告片最愛取景的

「市政廳」，大道旁有都會寸土寸金

的綠草地，高樓群聚與特色餐廳，最

新潮、最時尚，吸引人群。穿過高速

公路、高鐵軌道後，臺灣大道沿大肚

山臺地緩步上升，東海大學校園有相

思成林，地標路思義教堂。東海別墅

區的商圈，從白天熱賣到深夜，刈

包、鴨頭，還有知名的雞腳凍、冰品

小吃；對面的國際藝術街，小巷弄中

也不乏美味。

往沙鹿經弘光科大、靜宜大學生活

圈，附近的大學城有不少俗擱大碗的

熱炒、麵食，五、六十元吃到飽，夜

市攤商鎖定大學生，物美價廉。

終點在臺中港，在地人最愛的沒菜

單海鮮現炒，代客處理現買海鮮的店

家，可以吃到鮮甜海產。梧棲漁港有

■夏日炎炎，上博物館吹冷氣看展覽正是時候，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植物園慶祝13週年，與遊玩生活文化創意工作群合辦「植物『原』來這

麼好玩！植物手工藝品特展」，即日起至9月2日止在植物園熱帶雨林溫

室遊客中心，展出以各種植物為材料轉變成的藝術作品。

國立臺灣美術館即日起至8月12日止展出「藝術超未來」展，邀請日本

團隊「teamLab團體實驗室」，在數位藝術方舟及竹林廳，展出18件結合

科技、藝術與創意概念的作品，引領觀眾一探科技的創意與多元性。

即日起至10月14日止，「鬼太郎的妖怪樂園」在臺中文創園區國際展

演館展出，平日早上9點至下午5點；假日早上9點至下午6點，天天開

館，展區規劃「鬼太郎大百科」，可看到知識淵博的「眼球老爹」，美

麗又恰北北的「貓女」，見錢眼開的「臭鼠男」。而水木工作室專為台

灣打造的互動性「妖

怪森林」，有多尊銅

製妖怪雕像，有的妖

怪模型一接近就會發

出吼聲，有的躲在井

底傳出回音，趣味性

十足。

臺中市地標臺中公園，老樹參天、綠樹成蔭，又有日月湖等親水設

施，已成為最佳生態觀察場所。公園內的松鼠每到傍晚就在公園樹幹、

草皮上「趴趴走」，夜鷺、野鴨及野鴿子，也不怕人群，前來散心民眾

可「親近牠們」、拍照留念，偶還有人拿小零嘴、花生逗牠們。

臺中公園的松鼠群，在蓊鬱的林木間及野地築巢繁衍，少有人觀察到

牠們藏身的「窩」在何處，但每到傍晚，松鼠就會成群出動，可愛的模

樣，讓民眾自動聚集看個過癮。

公園內日月湖水塘，還有一群鴨、鵝，牠們早習慣公園水塘生活，常

一群一群自在地在草地上、水塘邊悠哉遊哉的走動、覓食；公園內野鴿

子、夜鷺也是一樣，停佇在樹幹上，拿相機猛拍也不怕，不會飛走。

有些常來的民眾，偶會帶著小零嘴、花生米餵食松鼠，牠們總是很捧

場的，做出各種索食的可愛模樣。不過公園駐在所警員提醒民眾，這群

野生動物食物充裕，考量衛生及安全，最好不要任意餵食。

每到傍晚，臺中公園內松鼠、野鴨、

鴿子悠哉遊哉的成群出動，牠們已不

怕人群，可以近距離觀賞，和牠們互

動。

興建，總長3.9公里，路寬為30米道

路。

國民政府來台後，1955年東海大學

落成，隔年公路局開通東海往返市區

班車，兩年後大馬路鋪設柏油，直到

1960年，這條從市區經東海、往臺中

港的道路，才正式命名為「臺中港

路」。

1970年代十大建設工程開始，政府

興建臺中港、設立中山高臺中交流

道，將中港路拓寬為50公尺的八線大

道。

民國七○到八○年代間，這條中港

路過了中山高速公路後，市區榮景就

顯得遙遠了，沿路是教師新村、眷村

集合式的社區，越往上走，民宅漸

少、林木多了，尤其夜晚以後，在臺

中榮總醫院以上氣溫比市區低，東海

學生早年到市區常說是「下山」，師

生常到市區的自由路與中正路一帶逛

百貨公司與中華夜市、看電影，晚上

九點再搭車回校，此時校園已靜到可

以聽到松林低語。

昔日整個校園直到東海別墅區，如

同司馬中原所寫的「啼明鳥」，與現

在的七期、火車站是兩個世界，尤其

冬天的晚上，大度風冷吱吱，因沒有

大型的建物屏障，冷得徹底。

現在的東海商圈日以繼夜川流不

息，別墅全改建往上搭成學生套房，

熱鬧到完全不見以往的地瓜田阡陌痕

跡。

物換星移，臺中市發展與中正、中

港與中棲路息息相關，如今更名為臺

灣大道後，勢必帶動沿線發展，城鄉

共創繁榮。

段，本月路牌先上路，

而且新舊路牌併存，2

年後完成變更，但網路

上會保存新舊門牌比對

表，避免找不到人。

民政局強調，臺灣大

道更名後，共1.2萬多

戶受影響，算是台灣最

大規模的道路門牌整

編，新名上路後，有2

年緩衝期，民眾不必急

著更改門牌與身分證等

資訊，有變更身分證或

戶口名簿時，再同步變

更即可，2014年元旦起

再全面換發。

臺灣大道專屬網頁：

http://taiwanblv.

civil.taichung.gov.

tw/。

現烤小捲、炸花枝丸及烤魚下巴等小

物，吃燒烤、看海、賞夕陽，在臺灣

大道尾端畫下旅程的完美句點。

神岡區

大雅區

大肚區

龍井區

沙鹿區
豐原區

潭子區

梧棲區

臺
中
市

臺
灣
高
鐵臺中航空站

臺中市政府

東海大學

臺中港

彰
化
縣

臺中火車站

攝影：吳明智

西屯區

40～55分鐘

70～100分鐘

120分鐘

臺灣大道

臺灣大道從臺中火車站到臺

中港，橫跨臺中市7區，全

長24.2公里，以下列方式走

完全程各約費時：

臺中市清水區梧棲觀光漁港，每天總是滿滿最新鮮的海鮮食材。

從火車站到梧棲 臺灣大道美食吃不盡

臺灣大道掛牌，為沿線帶來新一波的發展蛻變。

大道開步走 未來更璀璨

梨山水蜜桃肥美多汁 現在吃最好

■臺中市和平區氣候適合種植溫帶高冷蔬果，7、8月正是水蜜桃盛產

季節，品種有7月中的上海水蜜桃及8月中的瀨戶內水蜜桃梨，甜度高達

17度。梨山水蜜桃種植面積約495公頃，年產量7407公噸，產季產量佔全

國90%，現在品嘗正是時候。

「上海水蜜桃」品種因汁多、味甜及產量高，在梨山水蜜桃中特別討

喜，約佔梨山水蜜桃生產總面積近70％。水蜜桃依採收時間可分為「早

生桃」、「中生桃」和「晚生桃」，上海

水蜜桃屬接近末期的「中生桃」，生長期

達120至150天，充足的成熟期讓桃子吸收

了足夠的養分，果實格外肥美。

7、8月間梅雨季剛結束，又少遇颱風，

比較不必擔心過多的雨水，所以水蜜桃產

量穩定、外型漂亮、果實也較大。梨山地

區早晚溫差大，孕育出來的水蜜桃鮮嫩多

汁，連日本人都鍾愛。

選購水蜜桃時，果頰要圓碩飽滿，縫合

線雙邊果肉平整對稱，色澤由綠轉乳白呈

現色澤、有彈性，無擦傷、壓傷、裂核、

裂果、蟲傷。果實已成熟卻不過熟、糖度

高、香氣濃、外型美觀者最理想。
梨山水蜜桃現在品嘗正是時

候。

到魚貨直銷區採購，可以便宜的價錢

買到頂級海鮮。

■「2012絕攝臺中」--絕佳創意影片大賽&絕美場景照片募集，即日起

至10月19日止(郵戳為憑)公開徵件，總獎金50萬元，歡迎以微電影(6-10

分鐘)或廣告短片(30秒-1分鐘)報名參賽，題材或表現方式不限，以影片

真實表達您對大臺中最真切、最感人的真情與感動的味道；歡迎所有絕

攝達人，讓大臺中絕美賞味經典重現，就有機會將高額獎金帶回家。

另大臺中絕美場景照片募集、票選活動，9月30日前上網推薦您心目

中最令您感動的絕美場景。照片經審核後將公布於網站上供網路票選，

歡迎民眾在10月19日前上網參加投票；凡參加推薦或投票民眾都有機會

將獎品帶回家！詳情請上http://www.justtc.com.tw查詢，洽詢電話：

(04)2326-8392。

絕攝臺中 50萬元徵求絕佳創意影片

「鬼太郎的妖怪樂

園」正在臺中文創園

區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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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社團

免費觀光專車啟動
六條接駁路線 串聯遊憩玩樂

市民園地

阿公、阿嬤也能發光發熱

弘道創造不老傳奇

行政要中立，國家更安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臺中市體育總會外內丹功委員會最近舉

辦新教練研習會，共有60名生力軍加入指

導學員行列，暑假期間除在各區辦理團體

動作演練外，並與外縣市外內丹功學會交

誼；主委白焜強調，外內丹功是適合中老

年人的健身運動，免費教導民眾修練外內

丹功，個個身體健康、快樂。

臺中市體育總會外內丹功委員會主委白

焜說，31年前跟隨先師張志通練外內丹

功，大師要他擔任助教，在臺中體育場教

導學員，大師並親自教他十二式功架，

「耳提面命教導，實在是畢生福氣」。

白焜指出，市區練功場設在學校、活動

中心、公園等，共有142個練功場，原有

教練3百餘人，現又舉辦新教練研習會，

增加60名生力軍加入指導學員行列。臺中

市歷年來已有數萬人學習外內丹功。

暑假期間，各個練功場除定時練功外，

並由各區不定時辦理團體演練。外內丹功

以服務中老年人為主，學員平均年齡為65

歲，超過80歲的學員不計其數，學習後戶

籍年齡雖增加，但心理年齡反而下降，愈

練愈年輕、愈健康。尤其是身體失衡、慢

性病纏身的民眾，不妨多做外丹功強身。

團練項目包括：外丹功預備式、面東龜

息吐納功、蹲身甩手百壽功、雙臂足翹、

疊指為拳、單腳垂翹、仙鶴功等12架式，

多做、多動強身。

70歲天生唇裂的老奶奶、平均年齡81

歲的退休老先生們，還有103歲的人瑞阿

嬤，在人生終點前，能上演何種驚喜呢？

高齡化是全球趨勢，當社會把「老」當

成問題，總部設在臺中的弘道老人福利基

暑假遊臺中最划算！「山區、海線、屯

區及烏大龍的免費觀光接駁專車」即日起

至9月30日止，每星期六、日免費帶民眾

暢遊各地風景名勝。

胡市長邀請青年學子、背包客或想安排

親子旅遊的民眾，利用接駁專車，再搭配

市府推動的「搭乘市公車，前八公里免

費」、「藍帶海洋」接駁專車及「90～93

號的山、海環線公車路網」等活動，一同

賞遊臺中、尋味臺中。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以山海屯及烏大

龍四個區域為主，規劃臺中谷關線、臺中

霧峰線、烏日大肚龍井線、大甲大安線、

臺中太平線、豐原新社東勢線等六條免費

觀光接駁路線，自6月23日起至9月30日

止，每逢週六及週日發車，民眾可自行規

劃旅遊的行程，免費暢遊臺中市各地的風

景名勝，還有機會抽中最夯的獎品－新

ipad、智慧手機、數位相機等3C產品。

市長胡志強指出，這六條免費觀光接駁

專車行駛路線，串聯山、海、屯區及烏大

龍地區的美景、都會風情、在地傳統文

化、宗教祭等觀光景點，充份展現各區域

的觀光及在地文化特色，發展觀光及地方

產業，全面推動臺中市觀光景點主題式旅

遊，帶動臺中市的觀光相關產業發展。

金會，卻點燃「不老夢想」。

弘道基金會成立已17年，成立宗旨為弘

揚孝道、推動三代同堂，從2007年開始開

始推動「不老夢想」，顛覆「老」的印

象，不必「在家看電視打發時間」，也無

需「怕危險，沒事不要出門」，更不必

「平靜等著過完日子」。

2007年，弘道舉辦「不老騎士」摩托車

環臺活動，原本設定70歲以上老人，沒想

到報名電話塞爆，最後選出17位平均年齡

81歲的老人家，經過半年體能與平衡訓

練，他們花13天完成環台創舉。

老人不是將殘的燈火，看到不老騎士圓

夢後，許多老人魂被點燃，只要創造舞

臺，就能發光與熱。弘道打造「不老舞

臺」，舉辦「阿公阿嬤活力秀」，65歲以

上老人為主的團體參賽，年齡超過90還能

加分，阿公、阿嬤還站上小巨蛋，在阿妹

唱過的舞台展現活力。

高齡103歲的人瑞阿嬤穿起肚兜、手拿

搖鈴緩步上台，展現電臀魅力，隨著音樂

快速搖擺，彷彿回到18歲的青春活力，台

下齒搖花髮的阿公、阿嬤也變成小老弟、

小老妹，活力能改寫年紀，心態不老就青

春永駐。

70歲鄭奶奶音感極佳，聽過的歌曲就能

用鋼琴彈奏，但天生唇裂讓她失去許多表

演機會，在社工鼓勵下，她決定「人生

七十勇敢一次」，精選英文、台語老歌練

習，在中秋節開個人鋼琴演奏會，贏得如

雷掌聲，也打破自己的人生紀錄。

弘道基金會已幫助9百多名長輩圓滿棒

球夢、音樂夢、高鐵夢、重機夢與婚紗

夢，同時打開社會眼界，看見不老夢想的

無窮可能。

原來「老」是必然的，「不老」卻是選

擇，弘道也需要所有人聆聽與投入，共同

創造不老傳奇。

外丹功協會 增加60位指導教練

阿嬤粉墨登場電臀搖擺，彷彿回到18歲。

熱情的阿公舞動雙手，活力四射。

夫妻財產制之修正原則為何？

夫妻財產制係規範夫妻間財產上

之權利義務關係，因以夫妻為規

範對象，故修法首重貫徹男女平

等原則；又於夫妻內部關係上，

注意維護婚姻生活之和諧；於外

部關係上，對於財產交易安全之

保障亦兼籌並顧。

此外，為落實肯定家事勞動價

值，本次修法除加強保障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更在相關規定彰

顯對於家事勞動價值之肯定（如

家庭生活費用之分擔方式等）。

故本次修法即在實現並平衡「貫

徹男女平等原則」、「維護婚姻

生活和諧」、「保障財產交易安

全」及「肯定家事勞動價值」等

四大原則。

夫妻財產新制分為幾種？財產如

何分配？

分為法定夫妻財產制、約定共同

財產制、約定分別財產制等三

種，法定夫妻財產制規定婚前財

產、婚後財產各自所有與各自管

理；約定共同財產制，共同財產

為共同管理、特有財產（如遺

產）各自管理；約定分別財產制

為各自所有、各自管理。

夫妻財產新制如何登記？

夫妻得於婚前或婚後，以契約約

定選用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

制，並向法院登記，如未約定，

則一律適用法定財產制。

「藍帶海洋」於7月14日至10月14日，

每週六、日（7、8月包括每週五），於梧

棲、清水與沙鹿等三個海線地區，規劃免

費觀光接駁巴士，歡迎大家用低碳、環保

的方式走訪大臺中的海線景點。

后里觀光巴士即日起至8月26日止，每

週六、日早上9點到下午4點整點發車，有

后里馬場、后豐鐵馬道、泰安鐵道園區、

糖廠等，后里觀光文化協會將特色景點以

區塊方式介紹給民眾，觀光旅遊局配合發

行后里觀光護照，結合觀光業者推出消費

券折扣優惠，並可集消費貼紙換限量紀念

品及摸彩活動。

本次推出的免費觀光接駁專車，行駛路

線以巡迴方式行進。觀光接駁專車上，也

安排專業導覽人員為搭乘遊客介紹沿途的

景點，每個下車點臨近都可遊玩一至二小

時，前來臺中旅遊的民眾或臺中市市民可

充份運用，自由選擇安排行程，悠遊體會

臺中在地風土之美。詳情可上臺中觀光旅

遊網：http://travel.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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