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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胡塗〉

行銷臺中的夢工廠

世界女記者與作者年會 探討索羅魔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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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接軌 世界不動產年會主辦權到手

后里騎馬趣 泰安車站賞楓

李安讚揚臺中 全臺規劃片廠的最佳城市

交通公正月 全面推展禮讓行人運動

〈貼心提醒您〉

70歲老人 免費健檢
臺中市今年開辦70歲以上市民免費健康

檢查，受惠的長者約31,000人，凡設籍在

臺中市70歲以上的市民，持身分證和健保

卡到市府委託的醫院，就可免費接受健

檢，項目包括胸腔X光、心臟心電圖、肝

功能、糞便常規、糞便潛血等36項。

目前的合約醫療院所有行政院衛生署豐

原醫院、衛生署臺中醫院、臺中榮民總醫

院、澄清綜合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軍總醫

院、慈濟綜合醫院、梧棲童綜合醫院、沙

鹿光田綜合醫院、大里仁愛醫院等60家。

相關問題可洽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電話

04-25265394轉3351陳小姐，另可上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查詢醫療院所的名單

（首頁─專業服務─中老年（慢性病）防

治─其他中老年及慢性病項下）。

臺中市已經爭取到2018年世界花卉博覽

會，行之有年的新社花海繼去年首度結合

臺中國際花毯節後，今年再加入中臺灣農

業博覽會，三合一的氣勢不可擋，11月17

日至12月16日止整整一個月，就來臺中新

社，好好享受這花花世界！

每年冬天，新社的花海是中臺灣最吸睛

的活動，去年是臺中縣市合併後，首度與

原在市區舉辦的國際花毯節結合，總參觀

人數從前年的80萬激增到150萬人，給主

辦單位極大信心，也讓鄰近的南投縣、彰

化縣決定在今年共襄盛舉，「中臺灣農業

博覽會」的加入，更讓活動有賣點。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指出，中臺灣農業博

覽會共分為：中彰投展示區、農特產品展

售區，選擇代表農業的稻作，編成2公尺

高的「稻草媽祖」，金黃色媽祖護佑國家

風調雨順，農產大發。

臺中的農特產品展售區，以「龍佑臺

中」為主軸，利用鮮花、各區農特產、加

工品展現22區特色；彰化與南投則利用茶

葉、鮮花、水果、酒類布置，秀出代表當

地特色的裝置藝術，200個攤位供遊客參

觀，會場也會安排導覽解說員。

臺中市長胡志強指出，今年加入「中臺

灣農業博覽會」，遊客將自全國各縣市湧

入，屆時參觀人數會再創新高，尤其是交

通接駁各單位務必審慎規劃，他說，活動

不要衝人數，快樂就好，品質很重要。

去年花海節參觀人數高達150萬人，預

估今年參觀人潮將再創新高，東勢警分局

將結合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第五分局、

豐原分局與保四總隊等警力，投入交通疏

導工作。

新社花海現場也安排假日觀光導覽巴士

接駁，採巡迴方式載著遊客到新社香菇

街、休閒農場等據點，讓民眾到新社不只

可以賞花，還可以到處觀光。

以城市行銷為主的花毯節，今年以媽祖

為意象，同時搭配「生命樹花毯」和「陽

光花毯」雙花毯。「生命樹花毯」運用了

七彩線條，象徵臺中是一個藝文、低碳、

友善、觀光、智慧、美食和農業等七種元

素兼具的都市；「陽光花毯」則以向日葵

的造型及市徽，象徵臺中是個充滿陽光的

城市。

相關旅遊資訊可上新社花海官網查詢 

http://flowersea.coa.gov.tw/index.

php。

新社花海活動舉行期間，臺中市政府交

通局規劃了3線接駁路線，於星期六、日

行駛，分別由北屯區太原停車場、豐原火

車站、東勢河濱公園接駁遊客至花海展

區，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太原停車場接駁車，25至30分鐘一班。

起點為北屯區建和路(太原停車場旁)，中

途不設置上車點，返程將於近大坑圓環處

(大坑橋站)，提供搭乘接駁車民眾下車服

務，以便利民眾於該站轉乘市區公車。

豐原火車站接駁車，15至20分鐘一班。

起點為豐原火車站，中間站為陽明街與自

強南街口乘車處(近陽明大樓)與新社高中

乘車處，終點為花海展區。

東勢河濱公園接駁車，20至30分鐘一

班。起點為東勢區中正路東勢河濱公園

旁，中間站為新社區公所乘車處，終點為

花海展區。

假日歡迎民眾多搭乘接駁車，平日可搭

乘31、91、270、271、276、277、6583、

6587、6588、6589等路線公車。

詳細交通指引請上新社花海官網查詢。

周末提供三線接駁專車

花毯＋花海＋農博 新社賞花讚！

〈好康報你知〉

新住民數位學習說明會 免費參加

為協助新住民家庭運用「勞動力發展數

位平台」及「勞動力發展行動服務平台」

提供之影音課程及電子書學習第二專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財團法

人臺北市賽珍珠基金會辦理新住民數位學

習說明會，11月18日（星期日）9時30分

至15時在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地址：臺

中市梧棲區民生街15-77號）舉行。

新住民數位學習說明會活動完全免費，

並提供午餐、托育服務及精美禮品，歡迎

新住民家庭踴躍參加。

我的好朋友、大導演李安的新片「少年

PI的奇幻漂流」，即將在全球上映，這部

影片是李安第一部3D電影，改編自暢銷小

說，試映會即引起國際影壇的高度矚目與

佳評，吸引全球影迷目光；更重要的是，

這部電影是在臺中拍的，李安拍完片子，

所留下的，絕對不只耗資上億的造浪池。

李安是國際導演，拿過奧斯卡最佳導

演，電影「囍宴」也摘下柏林影展金熊

獎，他有想像力、有專業能力，更重要的

是有高度的人文關懷。所以在籌拍「少年

PI」時，我就請他來臺中勘景，提供所有

必要的協助，希望他來臺中拍電影。

「少年PI」最大的困難，就是少年與老

虎在大海漂流的場景，李安在水湳片廠搭

設造浪池虛擬攝影棚，片中那些驚濤駭

浪、逼近真實的場景，就是在看起來簡單

的場景拍出來的。

有人說，臺中市花錢幫李安拍片，可是

電影看不到太陽餅，也沒有湖心亭，簡直

白花錢；自我當市長，我所想的就是行銷

臺中，帕華洛帝來臺中開唱，張藝謀的歌

劇「杜蘭朵」來臺中演出，除了演出片刻

的感動，臺中能迎來國際級的藝人、能上

演杜蘭朵，都是臺中「品牌」之光。

李安來拍片，哪怕看不到臺中？他留下

的造浪池，不少名導演都想來參觀，甚至

想借來拍片，規劃中的中臺灣電影推廣園

區，不只有得玩，還要打造專業的夢工

廠，沒有李安來拍片，這個夢想不會開

始。

況且李安來拍片，好萊塢做特效的、化

妝的、演戲的、攝影的專業人士，都跟著

搬來臺中，許多臺灣的電影人士、學生，

都跟最頂尖的團隊交流，這種親自住過吃

過、體驗過，被臺中感動過的經驗，都是

最棒的行銷！

新社的花海在陽光下迎風展姿，讓人賞心悅目。

快樂學堂
爺爺奶奶上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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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世界大臺中〉〈精彩活動速報〉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臺中經驗

全臺規劃片廠的最佳城市李安讚揚：

后里騎馬趣 泰安車站賞楓

與國際接軌 臺中腳步不停息

世界不動產年會主辦權到手

回眸胡適特展 七主題重現大師風采

百年老照片展 揭開臺中舊時代風貌

臺中椪柑品質優異 國內外饕客都愛

■數位相機流行使得拍照不再是件難事，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最近正

展出收藏家郭雙富的百年老照片和相機展，不但可以看到珍貴的老相

機，也可從照片中一窺舊時

代的生活。 

展期至12月16日止，11月

17日下午2時30分也將請到郭

雙富現場講述他的收藏心情

以及老照片的種種故事，歡

迎民眾參加。屯區藝文中心

位在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201

號，電話：04-23921122。開

放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

30分，每週一休館。

■今年是胡適逝世50周年，臺中文化創意園區規劃「回眸胡適」特

展。這項展覽與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及祥瀧文創共同主辦，展覽內容以

胡適生平為主線，分為「早年求學」、「文學革命」、「學界領袖」、「學

者大使」、「北大校長」、「晚年歲月」、「親情友情」等7個主題。

本次特別令人矚目的展品包括胡

適致蔣介石信函、以新文化運動為

主軸的「中國的文藝復興」出版品

及探討中日關係的「獨立評論」創

刊號等，展期至11月30日止，免費

參觀。

臺中文化創意園區位在臺中市南

區復興路三段362號，開館時間：

週一至週日上午9點至下午6點。

■臺灣快樂列車協會12月9日在臺中市豐樂公園，舉辦第七屆「熱愛生

命，讓愛飛揚」關懷婦幼弱勢暨身心障礙社會宣導愛心園遊會。

活動從上午10點至下午4點，歡迎民眾踴躍參加，園遊會現場有100個

攤位，並邀請臺中市各公益團體、幼稚園、小學及特殊學校學生表演，

展現才藝與學習熱情。豐樂公園位在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和向心南

路口。

■臺中椪柑風味好，深受國外饕客喜愛。臺中椪柑產地遍及大坑、新

社、東勢、石岡、豐原，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蔡精強強調，臺中椪柑

生長環境與品質是「世界第一」，才能滿足日本人挑剔的味蕾，每年大

量銷往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地，在地的你絕對不能錯過！

椪柑是臺灣栽種最多的柑桔品種，是送禮、自用最佳的水果。臺中椪

柑酸味低、甜度高，果形較大，果心的空洞小而充實，每年外銷東南亞

與加拿大、日本最為大宗，國內銷售

單量也十分搶手。消費者選購椪柑，

以果實大而豐圓，果皮呈深橙黃色、

無黑斑或黑度者為佳。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也推廣消費者走

入果園採果，例如大坑地區、東勢

區、豐原區等，親手栽下椪柑，收成

後品嘗起來格外鮮甜。民眾可上臺中

市政府農業局網頁查詢，或洽詢東

勢、豐原、新社、石岡區農會。

到臺中市后里區，除了可以了解薩克斯風文化外，還有兩大絕佳遊玩

去處，那就是后里馬場及舊泰安火車站，安排一天好好玩透透，保證不

虛此行。

后里馬場最近買進10匹新馬，總數達到13匹。此次增加的馬匹，包含2

匹迷你馬及8匹美國進口的大型馬。有了迷你馬，小朋友來到這裡就不會

無聊，可以當個快樂的小騎士，而迷你馬也有觀賞的用途；大型馬除供

遊客騎乘外，也負責拖拉馬車，每匹馬齡介於5至8歲，性情溫馴，民眾

可以和馬兒拍照留念。

目前民間經營的馬場收費，每次每節計費介於新臺幣1,500元至2,000

元不等，在后里馬場只收新臺幣400元，相當划算。后里馬場不但可體驗

騎馬的樂趣，也可欣賞古樸的日治時代歷史建物，還有馬術文化館等，

可以了解臺灣馬術歷史，是適合全家一同出遊的好去處。

光是馬場就能讓民眾遊玩整個上午，上午騎真馬，下午可改騎鐵馬，

到歷史悠久的舊泰安火車站，一進入泰安車站的範圍，就能感受濃濃的

復古風情，沿途綠意盎然，加上山景，更是賞心悅目。

來到舊泰安車站，門口就有許多小吃，像是草仔粿、烤香腸等。正對

面還有相當復古的「柑仔店」，例如「彈珠汽水」，真的是讓三、四、

五年級生懷念，六、七、八年級生感到新奇。

舊泰安火車站目前已經停用，但車站內還是保留原有樣貌，購票大廳

擺滿當時的舊照片，

令許多鐵道迷回味無

窮。復古有味的建築

吸引不少新人到此拍

攝婚紗，也是許多鐵

道迷爭相拍照留念的

地方。車站除了每年

農曆春節過後的櫻花

季外，其實還栽種不

少楓樹，民眾可以趁

著秋末冬初之際來此

賞楓，也是舊泰安車

站的小小私房景點。

許多觀眾相當好奇，李安在台灣拍

攝時，運用了什麼道具和如何3D模

擬？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與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合

辦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特展」，揭

開電影幕後花絮的神祕面紗，並獨家

展出和「PI」相處的「理查帕克」孟

加拉虎；「PI」漂流時的獨木舟，也

在現場展出。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孫維新

說，很多觀眾充滿疑惑，「電影、科

學有什麼關係？怎麼會在博物館辦電

影特展？」

他說，主角在海上的漂流，就是一

科博館奇幻漂流特展

揭露電影科技神祕面紗

熱愛生命園遊會 關懷婦幼與弱勢者

國際導演李安新片《少年PI的奇幻

漂流》即將上映，這部電影與臺中關

係匪淺，主要場景在臺中水湳經貿園

區搭景拍攝，李安在紐約影展上誇讚

臺中水湳機場的攝影棚是電影人的烏

托邦，現場留下斥資上億元的造浪池

虛擬攝影棚，更引起大導演吳宇森、

徐克前來拍片的興趣。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國際試片

後，獲得媒體影評讚揚，預言成為

2013奧斯卡熱門影片。李安首次執導

3D電影，臺中市政府新聞局除補助

外，更全力配合在水湳搭造攝影棚，

影片將全球上映，李安也在片尾打上

感謝「臺中市政府」字幕，創造國際

能見度。

李安來臺中拍片，印度男主角蘇瑞

吉‧沙瑪、法國影帝傑哈德‧巴狄

厄，還有300多名跨國電影人才都來

臺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李安在國際影展一再提到，如果不

是在臺灣，就拍不成《少年PI的奇幻

漂流》，還吸引國際導演馬丁‧史柯

西斯來臺拍片的興趣。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殺青後，現

場留下世界上最先進的造浪池攝影

棚，市府打算斥資12億元，打造中臺

灣電影推廣園區。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說，

李安電影拍完後，隨著預告片曝光，

劇中大海場景讓人印象深刻，許多人

都來打聽李安的造浪池，並且展現高

度興趣。

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評估報告已出

爐，佔地4.5公頃，位於水湳清翠園

(中央公園)北端，園區將規劃兩座專

業攝影棚，加上李安的造浪池，未來

提供專業電影人士使用，配合臺中光

復新村、成功嶺，甚至鄰近的鹿港老

街、日月潭等景點，打造為中臺灣影

視產業基地。

現場還有一座電影館，供民眾參

觀、欣賞，包含電影展覽區、放映廳

與6D電影院，可搭配周邊的臺灣塔、

清翠園與博物館群，吸引遊客目光。

臺中市近年補助、協拍大量作品，

2012金馬獎入圍最佳新導演的作品，

與臺中有關的多達三部，包含馮凱的

《陣頭》、張榮吉的《逆光飛翔》，

還有林世勇的《BBS鄉民的正義》，

尤其前兩部主要拍攝地點、故事都跟

臺中有緊密關係。

導演李安改編許多文學名著，最新

作品挑戰加拿大作家楊馬泰爾（Yann 

Martel）的奇幻作品《少年PI的奇幻

漂流》，故事聚焦在少年PI與一頭孟

加拉虎上，大量海上漂流場景與奇幻

島嶼世界，加上李安首度挑戰3D技

術，讓影迷與書迷無限期待。

《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原著2001年出版，迅速成為全球

暢銷小說，橫掃國際各大圖書獎項，

包括英國文壇殊榮的「布克獎」、德

國出版界最高榮譽「德國圖書獎」

等，中文版2004年上市。

故事主角是印度男孩PI，同時信仰

基督教、印度教及回教，家裡開動物

園，對動物十分了解，全家在1976年

因印度政治變遷，決定遷移到加拿

大。在前往加拿大的路程中，PI一家

人及動物園的動物所搭乘的輪船，因

意外不幸沉沒，混亂中PI被水手丟上

載滿動物的救生艇，PI運用知識與動

物和平共處，靠著堅定的宗教信仰在

太平洋上度過了227天。

電影公司早在2003年就買下版權，

先後找過許多大導演，但始終沒有開

拍成功。

這部影片匯集電影最難拍攝的題

材，水、動物和小孩，加上主角是少

年與孟加拉虎，大量沒有對白的片

電影 導演／主角 成績

陣頭
馮凱導演

柯有倫、阿西主演

全臺票房破3億元

入圍2012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

逆光飛翔
張榮吉導演

張榕容、黃裕翔主演

韓國釜山影展觀眾票選獎

代表台灣角逐2012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入圍2012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女主角、

年度臺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黃裕翔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李安導演
李安首部3D電影

2013奧斯卡獎熱門影片

BBS鄉民的正義
林世勇導演

陳柏霖、陳意涵主演
入圍2012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新聞局、2012金馬影展

臺中電影成績亮眼

少年PI 挑戰奇幻3D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臺中水湳搭景拍攝，殺青後留下先進的造浪池。

后里馬場最近買進10匹新馬，性情溫馴。

「回眸胡適」展出許多珍藏史料。

臺中椪柑的品質世界第一。

百年老照片的故事特展展出早期相機。

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市政與國際接軌，市府秘書長黃國榮日前率團出

席於雅加達舉行的「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亞太分會第4屆大會暨執行局委

員會議及理事會議」，不但順利爭取連任理事，有關明年世界不動產聯

合會第64屆世界年會將在臺中舉行的訊息，也獲得大會專刊「城市與地

方政府通訊報」大幅報導，讓臺中國際能見度再獲提升。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

是國際最大的地方政府組織，目前會員城市已有一千多個，該組織以結

合地方政府發出團結一致、與國際社會合作為宗旨，希望提供地方政府

之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平臺。

這次的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亞太分會的大會，以「活化城市：重新思

考、打造與振興城市」為主題，探討並分享地方政府的城市活化政策及

各種影響效益。除臺中市以外，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也都派員與

會。

大會也合併舉辦執行局委員會議及理事會議，臺灣的城市會員屬亞太

分會4次區中的東亞暨東北亞次區，會員包括中國大陸、南韓及日本等國

家的重要城市，對爭取參與會務管理相當具有企圖心。在激烈競爭下，

臺中市、臺北市及新北市都順利取得連任理事的資格，任期將至2014年

底。

此外，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的官方刊物「城市與地方政府通訊報

（Local Governments Newsletter）」，更以多達三頁的版面介紹明年

將於臺中市登場的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64屆世界年會，其中特別提到上

一次在臺灣舉行年會為1986年，歷經26年後，在市長胡志強親自率團爭

取下，年會將重回臺灣臺中市舉行，將有助於提升臺中市的國際印象。

文中也提到，胡市長於今年正式簽署第64屆世界年會主辦同意書時曾

宣示，臺中正往國際城市的道路前進，有信心很快成為世界不動產交易

的中心。而世界不動產聯合會主席雪奈菲也承諾，屆時將動員全體會員

踴躍到臺中參加第64屆世界年會。

段，要拍得好不容易。

李安在2009年開始籌備，前後花了

4年才完成。他在開拍之後，甚至說

過「沒看過哪部電影能把水上故事拍

得好」；但電影預告曝光後，李安成

功挑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他首

度執導3D電影，把海上漂流的場景拍

得近乎完美，透過科技動畫，讓孟加

拉虎栩栩如生，加上李安最擅長的人

文情懷，讓電影提升到更高層次。

個科學教育題材，如果遇到船難應該

怎麼辦？展場有詳細的介紹與導覽，

是電影、科學、文化及藝術的交流。

在科博館裡，電影中與PI相處的孟

加拉虎「理查帕克」是虛擬動畫，特

展現場中有一隻孟加拉虎模型，會搖

頭擺動，還有電影裡出現的藍鯨、可

愛的狐獴都有小模型，吸引小朋友驚

奇目光；還有電影大富翁！

大家都對導演李安在臺中市拍攝的

片廠感到好奇，想一探究竟，但臺中

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說，「片廠

不是遊樂園，是一個虛擬棚，由專業

的電影人員使用」。

金獎導演李安（右四）親自到臺中為新片宣導，和胡志強市長（左四）共同在科博館為特展揭幕。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特展」可了解許多海上求生知識。

■臺中市政府將和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AMMPE)合作，在11月16日

至19日舉辦世界年會，應邀出席的女記者和女作家，分別來自日本、韓

國、香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德國等20多個國家，共80多位，今

年年會的主題為：在「索羅魔」時代，數位化如何改變媒體世界和文學

創作。

 「索羅魔」是social加location加mobile的縮稱，也就是SO LO MO，

是近2年開始流行的概念。女記者與作家協會表示，新科技帶來新趨勢，

傳統媒體如何因應，又有何創新概念，都將在年會提出經驗分享與討

論。年會共有四場討論會，分別探討趨勢面、實務面、人才培育面和綜

合討論。

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年會 探討索羅魔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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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公正月 全面推展禮讓行人運動

市民園地

公司突然通知下星期開始不必去

上班了，雇主是否應發給資遣

費？

若公司因為歇業或轉讓、虧損或

業務緊縮、不可抗力等原因，暫

停工作在1個月以上時，有減少

勞工的必要，又無法安排適當工

作給勞工等原因，終止勞動契

約，公司應依員工服務年資提前

預告。員工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

年未滿者，應該在10日前預告；

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要在

20日前預告之；繼續工作3年以

上，應於30日前預告。雇主未依

規定預告，應給付預告期間的工

資，並發給資遣費。

請問勞工被雇主資遣或解僱，遇

有與雇主因終止勞動契約之勞資

爭議應如何處理？

雇主資遣或解僱勞工，若勞工因

為終止勞動契約的原因，與雇主

發生爭議且工作地位於臺中市，

可填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

議調解申請書，就訴求事項及雙

方基本資料，明確敘述後，逕至

勞工局，勞工局將儘速安排勞

資爭議案件調解會進行調解。

申訴書格式可於勞工局網站下

載，網址為http://www.labor.

taichung.gov.tw/，或洽詢勞工

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

道3段99號惠中樓4樓，或臺中市

政府1999專線電話。

陳許玉蘭熱心公益，捐助托育行動車，

陸象山行善回饋，捐贈國小試聽教室，兩

人發揮愛心拋磚引玉，成為臺中市最驕傲

的榮譽市民。

38歲的陸象山是知名建商，經手建築房

屋不下千棟，他行有餘力不忘回饋社會，

今年10月捐贈豐原區豐田國小一百多萬元

的視聽教室，他謙虛說，繼承家族的好傳

統，「我希望能繼續傳承下去！」

他的父親從事土地開發及仲介業，協助

經營父親事業多年後，他跟妻子林淑棻創

立「鴻山建設」，早年衝刺事業就想回饋

鄉里，卻尚無充足本錢，但行善助人念頭

從沒斷過。

他說，事業略有成就，想到回饋社會，

最直接方式就是「從教育著手」，讓學童

從小有良好學習環境，進而把行善理念傳

承下去；就讀國小女兒受感染，九二一大

地震時主動掏出零用金，捐給慈善團體，

讓他十分感動。

三緯企業董事長陳國昇的母親陳許玉

蘭，已高齡87歲，但行善仍不落人後，今

年7月捐贈了2輛「社區巡迴托育宣導行動

車」給臺中市政府，希望行動車能將山

線、海線的托育資源中心服務帶著「趴趴

走」。

臺中市政府將11月訂為「交通公正

月」，重點目標是防止行人事故發生；以

「車輛多禮讓」及「行人多保障」為主

題，強調由內心出發，培養市民遵守交通

規則及禮讓的習慣，並創新提出「公道論

語」，強調禮讓行人、從心做起，以喚回

深藏內心的儒家精神，讓臺中市成為禮儀

文化之都。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指出，

「交通公正月」以禮讓行人為主題，強調

凡事多禮讓；「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

原臺中市僅有1輛托育行動車，縣市合

併後幅員遼闊實在不夠用，陳許玉蘭得

知市府一時未能籌出經費，立即允諾捐

車，讓社區托育服務工作能達到「基本配

備」，希望臺中市越來越幸福。

行動車啟動儀式上，臺中市長胡志強親

自頒發慈光獎章，托兒所小朋友在一旁大

喊「謝謝陳奶奶！」場面溫馨。

三緯企業先前已捐贈4輛復康巴士給市

府，成為市府的「捐贈大戶」，陳國昇

說，媽媽從小告訴他未來有能力一定要多

多幫助別人，不要「因善小而不為」，因

為所有的事都是由小事累積而成的。

在停車場看到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或

孕婦優先停車格不要佔用；另「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開車、騎車都

要禮讓行人優先，不與行人爭道，在路口

更應減速慢行。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至今年9月

全臺灣死亡事故造成1,505人死亡，其中

臺中市佔145人，因行人事故死亡的就有

21人。

為減少行人事故發生，市府由警察局、

新聞局、教育局及交通局合作，警察局負

陳許玉蘭、陸象山行善不斷 獲榮譽市民殊榮

陳許玉蘭（右）獲胡市長頒發慈光獎章。 陸象山事業有成後，不忘回饋社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首創以托兒概念為出

發點，設立全市第一間托老所，安排老

人家上課，還設計休閒活動，增加人際

互動，並為托老所取名為「長青快樂學

堂」，希望老人家快樂學習、享受人生。

長青快樂學堂位於西屯福安各里聯合活

動中心，前身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今年

社會局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合作，每週

一至週五上午11點到下午5點規劃6小時的

活力休閒課程、醫療保健諮詢、社會資源

連結轉介、家庭支持性方案等活動；老人

家到快樂學堂上課，家中晚輩可以安心上

班工作，下班後再將長輩接回家中共享天

倫之樂。

高齡86歲的時爺爺家住在西區，每天騎

腳踏車再轉搭市內公車報到，他說「我能

走得動就要來上課，而且我在這裡讀報還

打撞球，心情很愉快。」胡市長表示社會

欠老年人太多了，為年輕人做得多，但卻

對長輩做的不夠，老人家不應該被年輕的

子女留在家裡；快樂學堂的成立，希望讓

所有臺中市的長輩能有一個聚會的地方，

還要感染快樂學堂的快樂精神。

長青快樂學堂自8月份試辦以來，已服

務30位在地長輩，主要為設籍或實際居住

於臺中市且年滿65歲以上，生活能自理及

行動方便之長輩。

臺中市老人人口到今年的10月底已達24

萬1,215人，佔臺中市總人口數9%，未來

若試辦良好，會將托老所陸續推展至臺中

市29個行政區，希望成為長者學習與休閒

的第二個家。

責執法取締；交通局檢視交通工程設施的

合理適當性，新聞局加強相關宣導；教育

方面透過師資培訓、教材徵選比賽，並將

用路安全等相關知識編入教學教材，以深

耕教育植入教學，讓「禮讓行人」成為全

民運動。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加強取締未禮讓行人

的汽機車，派出員警舉牌上街宣導，若駕

駛人佔用行人穿越道、人行道、逾越停止

線都會被開罰，除了取締作為，市府交通

局亦強化「硬體」設施，針對行人較多的

區塊，包括學校、醫療院所周邊，全面檢

視行人行動線及號誌的合理性，雙管齊下

落實禮讓行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指出，11月起選定44

處重要路口，展開強力執法，汽機車等

紅燈時超過路口停止線或佔用行人穿越

道，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可罰900元

至1800元；汽機車佔用人行道，最高可罰

1800元；汽車若行經穿越道，有行人經過

不暫停禮讓，可罰1200元至3600元。

爺爺奶奶快樂學堂上學去
長青快樂學堂希望成為老人家快樂學習、輕鬆休閒的第二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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