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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胡塗〉

臺中的文藝復興 法國看到了

1221世界末日？ 科博館請市民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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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光街假日市集 滿滿異國風

瑪利媽媽 麵包香 咖啡好

慶聖誕、迎新年 就是要你High翻天

贊助脫貧計畫 藍正雄獻愛心不手軟

〈貼心提醒您〉

稅務局民權分局搬新家

全國治安評比 臺中三項拿第一

〈好康報你知〉

明年新媽媽 加贈好孕袋

達觀部落廚房
造福獨居、弱勢家庭

巴黎羅浮宮舉世聞名，本月初在法

國北邊、靠近比利時的工業小城朗斯 

(LENS)，羅浮宮朗斯分館開幕，我很榮幸

能收到法國總統歐蘭德的親自邀請，但正

值議會開議期間，不便出席，不過我替臺

中喜悅、驕傲，臺中是亞洲少數、臺灣唯

一獲邀的城市，這是文化的力量，讓世界

能認識臺中。

從臺中到朗斯，距離豈止千里，但朗斯

分館的設計團隊中，負責地景規劃的建築

師Catherine Mosbach，就是臺中清翠園

(中央公園)的設計者；臺中市透過國際競

圖，規劃一座觀念先進的公園，這是臺中

人的幸福，也是臺中最棒的投資與資產。

清翠園打破一般公園的規劃概念，在狹

長的土地中，設置許多微氣候偵測器，再

運用各種精巧的設計，創造出舒適宜人的

休閒遊憩空間，如果遇到暴雨洪水，公園

本身還能吸納滯洪，避免造成更大的經濟

損失。

這樣的規劃前所未見，堪稱未來公園，

隨著氣候變遷，這樣的設計將越來越受重

視，就像甫開幕的羅浮宮朗斯分館，一樣

著重融入地景，透過文化力量帶動工業小

城的文藝復興，這是綠色文化投資帶動區

域發展的案例。

臺中市逐漸發展，隨著大宅門特區 (水

湳經貿園區)的開發，不僅要帶動經濟，

更要讓市民感受幸福，塑造出城市文化，

我相信清翠園展現的文化、環保思考，未

來都將成為臺中起飛的翅膀。

臺中市長胡志強在11月26日的治安與公

安聯合會報中，肯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今

年前10月拿下三項全國治安評比第一，包

括肇事逃逸案件破案率、調解達成率都是

第一，兒童少年犯罪率則是五都最低。

胡市長更感謝許多民眾積極協助警方破

案，他說，民眾協助破案，市府當然要獎

勵，才能改善臺中市的治安，他希望市府

做到「嚴以要求、勇於獎勵」，讓打擊犯

罪成為全民運動。

胡市長指出，今年前10個月，臺中市肇

事逃逸案有1,747件，破案率高達87%，將

近9成，破案率全國第一，遠遠超過高雄

市的27%，和臺北市的35%。

臺中市的調解達成率也是全國第一，胡

市長說，臺中市的調解率一向名列前茅，

調解成功，可減少司法動員和資源浪費，

讓雙方都能安心，很不容易。

臺中市今年上半年的兒童少年犯罪率是

五都最低，根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的資料

顯示，今年上半年的兒童少年犯罪人口率

為115.26人／10萬人，犯罪類型以「竊

盜」為最多，佔40.74%最多。

胡市長指出，臺中市兒少犯罪率雖然五

都最低，但是今年1至10月和去年同期相

比，成長率卻達80%，其中以盜竊最高，

毒品其次。他提醒，兒少亂用毒品沒有管

制好，以後會出大問題。

刑警大隊大隊長鄧學鑫在治安會報中指

出，臺中市警局積極查緝毒品，今年1至

11月查獲3,044件，查獲人數高達3,552

人，共查獲18萬2千多公克毒品，雖較去

年同期案件數減少151件，但是查獲的人

數增加36人，毒品重量大幅增加5.81倍。

他說明，警察局今年7月起配合行政

院，全力防制毒品入侵校園，大力掃蕩，

7月至11月查獲4家製毒工廠。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刁建生指出，媒

體曾報導臺中市西屯三男一女在校生，為

躲警察查緝，車速高達一百多公里，警察

局追攔到只是四級毒品，如果出事又會受

到指責，但也凸顯出嚴重性，目前持有或

天冷飲酒頻率大增，因應年底酒駕高峰

期，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加強取締酒駕，在

易酒駕及易肇事路段規劃勤務，今年取締

件數比往年更多，呼籲市民為了安全千萬

別以身試法。

每年聖誕、跨年及尾牙時節，民眾喜愛

多喝兩杯，但酒後開車或騎機車上路很

危險！市警局著手分析「取締酒駕攔檢

點」、「酒駕事故地點」與「轄內常飲酒

集中地點」的關聯性，每周規劃勤務杜絕

酒駕歪風。

警方加強取締酒駕，原本每月規劃同步

專案執行4次，增加至6次，另外安排分局

取締勤務1次以上，考量各地交通狀況，

因時因地制宜，不分日夜出擊，依照各轄

區特性加強巡邏攔查。

針對酒駕攔查地點，採包圍式或定點式

攔查，鎖定可能規避酒駕的地點，規劃反

攔截警力部署。警方強調，依照警察職權

行使法相關規定及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

序，絕不允許關說行為介入，「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市警局交通大隊長吳啟瑞說，如果民眾

不能避免需要喝酒場合，建議搭計程車、

大眾運輸工具或指定未喝酒的駕駛，也可

請親友接送，「安全回家最重要！」

有民眾心存僥倖，誤以為拒絕接受酒

測就沒事了！其實拒測最高可處罰鍰6萬

元，當場移置保管車輛及吊銷駕照，若發

生交通事故，警方將強制駕駛人接受血液

檢測，依規定移送法辦。

市警局已將取締酒駕列為重點性常態勤

務，尤其連續假日更會加強取締，嚴格執

法絕不手軟。

吸食三、四級毒品只有行政罰，沒有遏阻

效用，建議中央應修法。

胡市長說，他很訝異，吸食三、四級毒

品的罰責比酒駕還輕，如果遇到酒駕超過

標準，達到危險駕駛就可以禁止再開車，

那吸食K他命呢？他說，吸食K他命被抓到

只有「罰錢、講習」，但是不能追究刑

責，遏止「拉K」雖然是警察局主辦，也

請市府法制局研究向中央爭取修法。

臺中地檢署主任檢查官翁珮嫻指出，可

由地檢署與警察局共同討論，訂出與酒測

一樣明確化的標準，警員執行發現況狀達

到危險駕駛情況，就可移送地檢署，以現

行犯處理。

副市長蔡炳坤認為，判定學生是否吸

毒，必須靠「尿液篩檢」，希望爭取法令

規定對象能夠放寬，找到吸毒源頭，儘速

解決。

胡市長表示，找出問題、面對問題、解

決問題，數字增加代表必須找出問題，他

責成以警察局為主的權責單位，召開協調

會報，徹底將毒品趕出校園。

臺中市準媽媽們又有福了！社會局「好

孕連連」102年1月1日起再推新措施，明

年元旦之後出生的新生兒，只要到各區

戶政單位辦理戶口登記，除了有1萬元育

兒津貼補助，再加送媽媽們「好孕袋」。

「好孕袋」內有保溫袋及福利手冊，提供

臺中市不同年齡層的育兒福利相關訊息。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民權分局搬家

了！101年12月17日由原址西區民權路遷

至西區五權路2之107號18樓，將繼續提供

中、西、北區民眾地價稅、房屋稅、使用

牌照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娛

樂稅等地方稅服務。

搬遷後上班時間不變，仍為星期一至星

期五早上8點至12點、下午1點至5點。中

午12點至下午1點，全功能服務櫃台不打

烊。洽詢電話04-22296181。

耶誕、跨年、尾牙 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取締酒駕 臺中強力執法

喜歡拍照的民眾有機會得大獎了，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為加深民眾對「臺灣大道」

的多元印象，將舉辦「臺灣大道」攝影

比賽，12月18日截止收件，作品請寄至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北區永興街299

號），註明「臺灣大道攝影比賽評審小組

收」，金質獎獎金高達1萬5千元。詳細資

訊請上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網站，或電

洽04-22343542轉123羅先生、胡先生。

臺灣大道攝影賽 獎金最高一萬五

臺中市近期將加強取締酒駕，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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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食在好滋味〉〈精彩活動速報〉

慶聖誕、迎新年就是要你High翻天

繼光街假日市集 滿滿異國風

瑪利媽媽 麵包香 咖啡好

1221世界末日？ 科博館請市民來見證

百年老照片展 揭開臺中舊時代風貌

臺中雪梨汁鮮美 氣溫越低果肉越脆甜

市府設置文創館 臺中農特產一應俱全

■2012年12月21日真的是世界末日嗎？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2世

界末日特展—浩劫與重生」進入倒數計時。

科博館橢圓形廣場中央高達九公尺的馬雅文化重要地標「奇琴伊察神

殿」，最頂端有一個「末日時鐘」，即將在12月21日下午2點歸零，科

博館邀請市民一起倒數，見證馬雅預言是「全民的曠世災劫？」，還是

「媒體的玩笑一樁？」

科博館館長孫維新特別強調，馬雅的末日預言對照臺灣時間，不是12

月21日凌晨，而是臺灣時間

12月21日下午2點。

如果世界末日沒有發生，

當晚6點30分將有一場「末

日與重生音樂會」，由中臺

灣交響樂團演奏、聲樂家楊

令璿、館長孫維新一起共同

演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

長葉樹姍將有詩意旁白。

■臺中中港市政大樓惠中樓一樓規劃有臺中市政願景館，展示臺中重

大建設、願景模型、圖片與動畫，另有一區規劃文化創意禮品展示區，

但文化創意禮品展示區內的禮品卻不見得買得到，市府於是活化願景館

右側閒置空間，設置文創館，讓民眾「看得到，也買得到」。

「來市福」文創館展售包括臺中市十大伴手禮、農特產品，以及在地

文創產品。農特產品有鳳梨酥、烏魚子醬、香腸等，大甲芋頭冰還可以

零買，很受歡迎。在地的文創產品更特色十足，包括杯墊、隨身包、原

生種植物書籤、迴紋

針、筆記本、明信片、

桌曆、面紙套等，各式

實用性和設計性兼具的

文具用品和生活小物。

「來市福」文創館的

營業時間為周一到周

五，上午9時到下午5時

30分。

■雪梨是臺中市和平區高海拔的特有產物，更有「梨中之王」的美

稱。其因在原本可生產數百粒水梨的母樹，控制產量只結十來顆，加上

成熟期較晚與高山特殊氣候，果樹養分全集中到果實，特別碩大香甜。

今年雪梨結果中期剛好雨勢少、雪梨較小，但甜度可達12度以上，果

肉較細緻，現在到12月底都是產季。消費者挑選雪梨可把握「圓、滿、

細、滑」四要訣，也就是果型圓整、底部飽滿、果梗細綠、果皮金滑。

梨山盛產水梨，而雪梨只有在冬季出產，產期只有短短的半個月至20

天，售價不便宜，外形越大越貴。

上好的雪梨肉質爽脆；氣溫越低，

雪梨肉質就越脆甜。

和平區農會指出，雪梨貴在產量

少，價格和去年差不多，目前每臺

斤約90到110元，平均每顆1.5斤近

200元，若重達3、4斤則更貴，屬

單價較高的水果，禮盒多採2粒或6

粒裝。

■天冷就是要泡湯！臺中市地貌多樣，造就烏日區富含碳酸氫鈉、具

軟化角質層功效的「美姬之湯」；據傳日本明治天皇泡過和平區谷關

溫泉，因此得「子」的「生男湯」；以及北屯區大坑溫泉PH值7至8間的

「美人湯」，提供民眾多樣選擇性。

臺中市的溫泉區位於谷關地區、大坑及大肚山，交通便利，由市區出

發車程僅30至60分鐘，非常適合全

家、親子共遊。

值得一提的是，大肚山的清新溫

泉飯店、大坑的日光溫泉會館、麒

麟峰溫泉會館及谷關神木谷假期大

飯店等四家已取得臺中市溫泉標

章，臺中市多元區域的溫泉文化，

讓民眾體驗各地泡湯的好處。

臺中市政府中港市政大樓惠中樓一樓的瑪利媽媽手作麵包坊，是瑪利

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庇護商店，店內窗明几淨，招牌的麵包、餐點，由

「臺灣之光」吳寶春等人技術指導，加上瑪利亞天使們用心製作，頗受

民眾好評。

走進瑪利媽媽手作麵包坊，挑高明亮的空間，搭配線條簡潔的木作桌

椅、裝潢與陳列架，搭配整片落地窗，散發優雅舒適的氛圍，店內不時

傳出陣陣的麵包香、咖啡及花草茶香，讓人心情放鬆，心靈獲得沈澱。

店內聘用3名瑪利亞學員，專心地為客人煮咖啡、製做輕食，還負責點

餐、送餐與招呼客人，連洗菜、切菜、煮義大利麵都一手包辦。另有2名

學員負責後場烘焙麵包，連店內的花草茶也是由學員種植、烘製而成。

店內以天然發酵麵包著名，還有吳寶春技術指導的大塊頭。硬底子的

歐式麵包，嚼勁十足，有著獨特的麵包香氣，好風味擄獲消費者的心，

來晚了可能買不到，還有企業一次訂120個，當禮物送人。

業者說，店內建立麵包好、咖啡香的好口碑，要感謝「臺灣之光」吳

寶春等人技術指導，特別選擇不複雜的程序，加上學員們很努力，每天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環境打掃乾淨，並且堅持照「老師教的方式」來

做，每個步驟、細節都不馬虎，才能做出口感紮實、香氣濃郁的好麵

包。瑪利媽媽手作麵包坊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7時30分到下

午6時，電話：04-22517909。

繼光街在日據時代被稱為「榮町」，70年代至80年代間堪稱臺中市最

繁華的商圈，如今隨著商業重心的轉移，中區逐漸沒落，為了再造昔日

風華，匯聚人氣，商圈近年來舉辦不少活動，如大胃王比賽、歌唱比賽

等，12月起逢周五至周日下午2點起，更推出充滿異國風情的假日市集，

在全長約800公尺的繼光街行人徒步區上，有吃有喝外還有各式表演，獨

特的胖卡販售飲料、餐點，也是假日市集一大特色。

繼光街目前開業的多是老店家，早期以布莊聞名，至今仍有多家老布

莊，由第三代經營中。繼光街也以年貨大街聞名中臺灣，往年都從過年

前21天開始籌辦，因為繼光街鄰近臺中火車站，有地利之便，是中部各

縣市的年貨集散地，也方便鄰近鄉鎮民眾採買，有「北迪化、中繼光」

之稱。

為活化商圈，吸引更多年輕人來訪，商圈組織用美食導入活動，搭配

旅遊創作及藝術設計與音樂演出的氛圍，提倡悠閒、健康生活，也因繼

光街週遭販售許多東南亞商品，也讓假日市集更充滿異國風情，目前每

周都有1、20個攤位，多以各國小吃為主，也有手作文創商品展售。

陸續推出的異國特色美食有新加坡肉骨茶、酸辣雞、德國香腸堡、

印度拉茶、甩餅、日式燒

烤、寮國咖啡，還有不少

異國創意雜貨。假日市集

甫開市，就吸引不少年輕

人前往嘗鮮，也替老市集

注入嶄新的活力。

除了年貨大街，聞名全

台的繼光香香雞、幸發亭

蜜豆冰、阿田滷味…等，

也都匯集於此。來趟繼光

街，可說是吃喝玩樂樣樣

滿足。

倒數2012，臺中市政府準備一連串

活動，陪市民迎接2013。中港市政大

樓廣場已豎起高達16公尺的聖誕樹，

每周末有表演活動，24、25兩日有數

位藝術雷射秀；跨年晚會請來女子天

團SHE，陪市民倒數計時；2013年元

旦還有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全球衛星

直播，與國際同步迎新年。

市府廣場已豎起聖誕樹，高達16公

尺、直徑8公尺，樹身裝飾回收光碟

片，傳達低碳環保概念，臺灣大道也

妝點成「聖誕光廊」，營造溫馨聖誕

氣氛。

市府今年與奧地利電子藝術節合

作，將雷射光投影在中港市政大樓外

迎接新年，就從太陽升起第一秒開

始！臺中市著名的山林景點，例如武

陵農場、梨山賓館等，跨年夜住宿早

已預訂一空，想迎接2013第一道曙

光，也可以到谷關、八仙山。梨山賓

館重新開放，明年元旦在大雪山色襯

托下，要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為了細數新年第一道光芒，呼吸新

年第一口新鮮空氣，不少人早早預

約，梨山賓館、武陵農場、福壽山農

場、東勢農場等，訂房早就客滿。想

要迎接曙光，民眾還可以到八仙山、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甚至谷關溫泉、

新社等特色民宿。

梨山賓館重新開放，明年元旦將舉

行升旗典禮；梨山居民組成「梨山大

鼓隊」，敲響新年第一聲，梨山國中

小學生將冉冉升起國旗，雪景山嵐襯

托下顯得更加美麗；現場還有農特產

品展售，環山部落平等國小也有泰雅

文化祭，可體驗泰雅族年度團圓日。

臺中市政府中港市政大樓廣場元旦

上午8點將舉行升旗典禮，為臺中市

升格第三年拉開序幕。東勢區客家文

化園區也有升旗典禮，現場邀來九天

民俗技藝團擊鼓演出，限量發送國旗

帽與小國旗，市長胡志強升旗後，會

發放客家湯圓，邀請民眾品嘗。

市府強調，民眾上山迎曙光，應先

預訂住宿地點，避免找不到飯店，敗

興而歸；山區氣溫低，尤其高山夜

間溫度低於攝氏5度，民眾要注意保

暖，有高血壓、心臟病的人更要注意

安全。

迎接新的一年，除了公部門的連串

精彩活動，民間業者也展現熱情，離

臺中市中港市政中心不遠處的臺灣大

道上兩家大型百貨公司，各有獨樹一

格的聖誕樹，分別以禮物塔、巨型聖

誕鈴或禮盒樹相互呼應，吸引不少民

眾駐足觀賞、拍照，感受溫馨的節慶

氣息。

勤美文教基金會去年首辦聖誕趣味

路跑活動，召集3,000位聖誕老人現

身臺中草悟道，集結無限歡樂及愛

心，今年12月16日早上8點30分將再

次舉辦「2012 Santa Go草悟道聖誕

趣味路跑」，邀請大家為公益、健康

而跑，當天還邀請藝人王宏恩、宇宙

人在勤美術館的日晷牧場現場開唱，

一起讓今年聖誕節留下瘋狂回憶，該

活動報名所得將全數捐予財團法人臺

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想用熱門音樂送走2012迎接新年的

民眾，可到草悟道旁的勤美術館，參

加2013扭夜兒跨年演唱會，活動從

31日晚上7點半至12點，參與歌手有

發條人樂團、偷摸大雞樂團、TIZZY 

BAC、929樂團、魏如萱。

跨年跑趴照過來
1 帶齊隨身物品(錢、隨身藥品、手機、

行動電源)

2 穿足夠衣物(防風外套、暖暖包、手

套、圍巾、耳罩)

3 隨時補充體力(飲用水、小點心)

4 留意交通資訊(末班公車、火車、高鐵)

5 小心多雲偶陣雨(準備雨傘、雨具)

梨山雪梨果型大，汁多鮮美。

科博館橢圓形廣場的「奇琴伊察神殿」。

谷關、大坑、大肚山 享受泡湯好去處

臺中的溫泉多樣且泉質佳。

來市福文創館展售各種臺中特產及文創品。

到梨山迎曙光，讓新的一年天天都充滿如曙光般的希望。

迎接2013第一道曙光 臺中今年好熱鬧

繼光街以異國風情的假日市集匯聚人氣。

瑪利亞天使用心製作的麵包是經過大師吳寶春的指導。

百貨濃濃聖誕味

趣味路跑做公益

牆，每半小時演出一次，讓市政府變

成數位電子藝術作品，與聖誕樹相互

呼應。

跨年晚會重頭戲分成臺中（洲

際）、谷關與市政現場，今年晚會主

場在洲際棒球場外停車場，晚間7點

開唱，藝人卡司堅強，有郭采潔、徐

佳瑩、陳美鳳、Dream Girls、豬哥

亮等。

女子天團SHE重新合體後，第一場

跨年晚會就來到臺中，陪市民迎接新

年，哈林瘐澄慶緊接著登台，獻唱

2013年第一首歌。中天電視臺、臺視

頻道與第8市政頻道將轉播。

谷關跨年晚會選在溫泉公園旁，晚

間10點開始，主題是民歌之夜，高金

素梅、王夢麟、趙樹海登台演出，還

有泰雅原舞工坊表演。

元旦當天下午5點，圓滿戶外劇場

同步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現場有

南陽國小管樂團暖場表演，音樂會晚

間6點15分開始，今年指揮是奧地利

指揮家魏瑟．莫斯特，轉播現場由大

提琴家張正傑及臺視主播林益如共同

主持。

這場音樂會是古典樂界年度盛事，

馳名國際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新

年元旦固定在維也納樂友協會大樓金

色大廳舉行，現場一票難求，全球超

過40多國、10億以上人口，透過轉播

現場同步欣賞。

傳統上，樂團最後會演奏老約翰．

史特勞斯的「拉德斯基進行曲」，觀

眾會透過鼓掌，加入演奏行列中，跟

著新年音樂會拍手，成為不少人的新

年回憶。

市府廣場聖誕樹高達16公尺，樹上裝飾回收光碟片，響應低碳城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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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脫貧計畫 藍正雄獻愛心不手軟 市民園地

推動「終身學習」是先進國家重要的教

育政策，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局與大

學院校、在地優良團隊及國中小合作，合

作終身學習政策與計畫。

市民學習管道多，針對不同族群、年齡

層的需要，分區設據點，提供多元學習管

道，市民參與率節節升高，在全國各縣市

中，成績亮麗。

數字會說話，臺中市有9所社區大學，

校數僅次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各12所，不

過臺中市的學員人數逾4萬名，居全國第

二位。

終身教育重量更重質，97年原臺中市社

區大學滿意度調查，市民對社區大學課程

泰雅族習慣共居、共飲、共做，臺中市

和平區達觀部落成立「部落廚房」多年，

里民不僅一同享用午餐，也將愛心午餐分

臺中市加盟3家便利商店的藍正雄，資

助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脫貧計畫」，捐款

弱勢孩童、協助就業媒合，明年持續自掏

腰包請弱勢小朋友圍爐，提供場地舉辦公

益市集，發揮滿滿的愛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去年發起「愛的小紅

包」幫助弱勢孩童，經費短缺20萬元，藍

正雄得知後慷慨解囊捐出大紅包，他繼續

資助社會局的活動，今年農曆年間，協助

社會局關懷獨居老人，就近到便利商店領

年菜。

明年農曆年及兒童節，藍正雄將贊助舉

辦兩場圍爐，分別邀請約兩百名在安置機

構的孩童，為弱勢小朋友佳節送暖，並配

合社會局「脫貧計畫」，著手整合臺中29

區便利商店的職缺，媒合弱勢順利就業。

他有感社福團體資源不足，免費提供場

地給社會局舉辦「公益市集」，邀請社福

團體擺攤義賣，本月起每月1場，將先行

試辦3個月，讓社福經費來源有了著落。

藍正雄的雙親是勞力階級，他國中畢業

後報考軍校，退伍後曾在工廠當作業員，

一度投資失利負債，他立志將來事業有成

要幫助他人，10年前加盟便利商店，目前

在7期重劃區擁有3間門市。

他回想說，剛到臺中找工作時，身上只

有300元，扣掉車資僅存140元，自己走過

苦日子，勉勵年輕人要有儲蓄觀念，「在

一個行業立足要扎根，不要常換工作！」

「取於社會、回饋社會！」他說，受助

孩子沒有美醜之分，在他看來都是天使，

要用行動發揮愛心，以照顧自己孩子的心

情，讓弱勢孩童感受相同溫暖，「讓孩子

知道很多人愛他們！」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王秀燕表示，以

往公部門推動社福活動常是單打獨鬥，或

與大單位合作，很需要這樣的中小企業主

加入關懷弱勢行列。

為何要做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是政府為了解各地

區、各職業及各所得階層家庭的

收支狀況，所舉辦的大型調查，

可以提供產官學界，研究個人所

得分配、編算國民所得統計、消

費者物價的參考依據，也是各級

機關制定各項社會福利、經濟政

策的重要依據。

誰要做家庭收支調查？

凡具有中華民國籍的國人及其所

組成的家庭（指共同經濟生活者

所組成的家庭），都是調查對

象。不包括共同事業戶人口、以

及一年在營半年的義務役軍人。

家庭收支調查怎麼做？

調查方法採取訪問調查、記帳調

查兩種方式。訪問調查採「分層

二段隨機抽樣方法」，由行政

院主計處辦理，臺中市將抽出

2,000個樣本戶，派人實地逐戶

查訪。記帳調查則採留置家庭收

支帳簿，由受查戶逐日記帳、再

按月、季、年彙整，本項調查需

200個樣本戶。

什麼時候要做家庭收支調查？

「101年臺中市家庭收支訪問調

查」將在今年12月中旬至明年2

月底，展開實地訪查，訪查員在

實地訪問調查前，會先寄發「致

受訪戶訪問通知函」，約定造訪

日期、時間，按時前往訪查。

怎麼辨別家庭收支調查員？

訪查員隨身會佩戴證件、攜帶行

政院主計總處書函，還會送受訪

戶精美的宣導品。

做家庭收支調查後，會被額外課

稅嗎？

調查所得資料依統計法規定，只

供統計分析及整體決策之用，與

課稅無關，也絕不會作其他用

途，請民眾安心接受訪查。

豐富、多元，認同度達90.7％；社區大學

整體表現也有84.5％的受訪者肯定。

高齡化社會來臨，銀髮族退而不休，樂

在學習。臺中市政府去年設置14所樂齡學

習中心，居全國第5位。辦理場次4,441

場，僅次高雄，居全國第2位，學員人次

更超過8萬人。

教育部補助各縣市大學院校辦理「樂齡

大學」，臺中今年已有13校，居全國第1

位，招收學員數為396人，居全國第3位。

最基礎的國小補校，上學年有31校，居

全國第3位，學生數有1,373人，居全國第

2位。與90學年相較，補校數不變，但國

人識字率達98.17％，不識字人口逐年減

送給三岔坑、雙崎、達觀、雪山坑部落的

弱勢、獨居老人，分享「共食共做」精

神。

達觀部落是目前少數落實原住民傳統

「共食共做」精神的族群，低收入戶、弱

勢婦女集合人力，一起耕種收成，廚房班

婦女輪流排班下廚，一起用餐，就像一家

人一樣。

26名成員除每天中午一起用餐外，深根

德瑪汶協會執行秘書林建治說，大家不分

族群，多年以來持續將愛心午餐送往三岔

坑、雙崎、達觀、雪山坑部落，約有19個

獨居、弱勢家庭仰賴他們。

最令林建治印象深刻的是，獨居在部落

的四川籍老翁，拒絕所有單位的關心與資

助，部落廚房的志工靠著每天與老翁聊

天、重複聽著他當年抗日北伐的英勇事

蹟，換取信任，最後老翁接受他們每天送

的午餐，甚至期待能和送餐志工聊天。

部落廚房成員積極栽種甜柿、水梨、蔬

果等作物，並研發特色產品，像原住民醃

肉、小米酒，還有超辣的辣椒醬、泰雅香

料，推出富含原住民特色的禮盒，如小米

酒加竹杯，或香料配醃肉等。

現在達觀部落已走出風災傷害，歡迎民

眾揪團上山體驗原住民生活，部落廚房有

專人導覽社區解說，設計編織DIY、擣泰

雅糕、獵人體驗等活動，部落廚房洽詢電

話：04-2591-1550。

少。新移民現在成為國小補校最重要的學

生來源，比率近六成，新移民上學是融入

臺灣生活與文化的捷徑。

從國小補校到樂齡大學，市府團隊努力

讓終身學習成為臺中市的全民運動。樂齡學習讓老人家多動一動，更健康。

部落廚房傳承原住民傳統「共食共做」的精神，並將愛心傳遞給需要幫助的人。

達觀部落廚房 共食共做
分享愛心午餐 造福獨居、弱勢家庭

社區大學、樂齡大學、國小補校

終身學習 臺中成績亮眼

藍正雄愛心滿滿，資助社會局脫貧計畫。

臺中社區大學學員人數居全國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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