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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治安成績 五都第一

絕 不 胡 塗

   〈大臺中‧新典範〉

    〈貼心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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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偵辦肇事逃逸案件，破獲率93.71%，是全

國第一，市長胡志強更在治安會報中提醒民眾「肇事逃逸，良

心不安罪加一等」，他希望肇事的車主勇於面對責任、不逃

逸，受傷民眾有可能因此被及時送醫救活。

胡志強表示，臺中市肇事逃逸案件破獲率高達93.71%，在臺

中市肇事逃逸無法逍遙法外，政府應該宣導，民眾如果肇事不

逃逸，受傷的民眾有可能被救活，他指示警察局向警政署或相

關單位建議，讓民眾了解不肇逃的重要性。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刁建生說，肇逃案件破案率高主要原

因在於臺中市有完整的路口監視系統，發生肇逃案件，警方迅

速調閱附近路口監視畫面，詢問被害人和目擊者，再分析比

對，找出肇事可疑車輛，再依採證技術追出肇逃車輛。

臺中市警局交通大隊隊長吳啟瑞說，臺中市電子城牆奏效，

臺中市首創「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治條例」已送入議會，

7月即將審議，對酒駕採取重罰，議員多有共識，民眾也大聲

喊「讚」；但同車乘客是否要連坐處罰，民意還有番辯論。

臺中市為了伸張「公路正義」，嚴懲酒醉駕駛，首創訂出酒

醉駕車防制條例，條文規定酒駕者將依中央基準予以兩倍罰

款，還有連坐處罰措施，搭乘酒駕車輛的乘客罰款1萬元，這

是全國自創。

臺中市市長胡志強說:「酒駕零容忍！」中市創全國之先訂

出嚴法，罰金比中央嚴格，還參考國外規範賦予同車乘客勸導

曾經有人說，臺中

治安神仙來也沒救！

但數字會說話，臺中

肇事逃逸破獲率達

93.71%，駕駛想「撞

了就跑」，幾乎不可

能；臺中每十萬人口

全般刑案發生353.11

件，低於全國平均值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舉辦身心障礙促進獎

項設計比賽，分成「獎項命名與LOGO設

計」與「獎座設計」兩組，前者首獎獎金

1萬元，後者首獎獎金3萬元，即日起至7

月15日截止收件。詳洽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網站：www.labor.taichung.gov.tw。

畢業求職 注意4個「不 」
畢業求職潮將到，臺中市勞工局提醒社

會新鮮人，應徵求職時，證件不離身，不

隨便簽約、不購買與不繳款。諮詢專線：

(04)22289111轉35604。

後備軍人電訪 請配合調查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進行「後備軍人通

訊資檢」電話訪查，請接獲電話的後

備軍人配合調查。如有疑問請電洽：

(04)23134700。

 

臺中市獲得2013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

分別在環保、就業及經濟動能方面獲得肯

定，市長胡志強感謝各界的投入及全體市

民的努力。此次獲獎受到國際的關注與肯

定，也再次打開臺中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臺中市在參加評比的第二年就獲得首

獎，讓市府團隊十分驚喜。國際智慧城

市論壇(簡稱ICF)創辦人之一Louis A. 

Zacharilla指出，2013年入選全球七大頂

尖智慧城市各自有其智慧城市風格及創新

表現，其中臺中市過去十年在胡市長的願

景領導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良好規劃

的城市，並匯集了產官學研的能量，讓臺

中市在經濟、文化上都成為世界級的偉大

城市。

Mr. Zacharilla強調，臺中這個城市不

僅僅注重精密機械等產業出口外銷的經濟

動能，並更進一步成為很棒的文化中心。

全球智慧城市 臺中奪首獎

身障設計賽 首獎最高3萬 

 肇逃破獲率 臺中全國第一93.7%

全國最嚴 酒駕重罰 臺中市民按讚

才讓肇事逃逸案件破獲率達93.71%，與去年同期比較提升6.37%，

今年1月1日至4月30日止，臺中市共發生肇逃案件811件，破獲760

件，破獲率達9成以上。

吳啟瑞說，破獲肇逃案是公平正義的表現，臺中市警局很重視

肇逃案，每週管制，每月檢討，比照重大刑案追蹤，要求員警重

視，也提供敘獎，鼓勵員警積極偵破肇逃案。

他說，臺中市警局在全市架設1萬6千多支監視錄影機，呼籲駕

駛人切勿心存僥倖！肇事後逃逸除罰鍰、吊照外，如因此致人死

傷，則必須面對刑事司法審判及民事賠償。

「民眾見義勇為也是偵破肇逃案的主要原因」，吳啟瑞表示，

臺中市有些肇逃案被民眾目擊，民眾熱心追肇逃者，並迅速報警

提供具體肇逃地點和車號，警方才能快速破案，吳啟瑞希望有更

多熱心民眾，繼續提供線索，協助警方追捕肇逃者。

義務，要讓所有人知道在臺中酒醉駕車會付出更大代價，不敢再

喝酒開車。

以小客車駕駛酒測值若在0.25至0.4毫克之間，目前罰款1萬

9,500元，未來在臺中將開罰3萬9,000元；明知汽車駕駛者喝酒，

要阻止或拒絕搭乘，否則也要罰款1萬元。

規定還要求販賣酒精飲料的特種行業、市府公告的餐廳、小吃

或燒烤店等行業，店內應設置明顯告示牌，提供代客叫車服務，

未設置者罰1萬元。這項自治條例草案已送入臺中市議會，排在7

月中旬審議，若順利通過，最快9月可上路。

432.07件，在五都中也排名最低。

統計數字無法取代民眾內心的感受，大

家對治安是一朝被蛇咬，印象常留存。心

裡還是會擔心、還是有疑慮，市府面對民

意不會抱怨，只會更努力，想辦法做到讓

民眾有感。

臺中架設電子城牆，全市共有1.6萬支

監視錄影機；根據統計，今年1月到4月

底，臺中市共發生肇逃案811件，破獲760

件，破案率達9成多。

肇事逃逸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會延

誤搶救傷者的時機，而在臺中，肇逃破獲

率在五都排第一，根本別想肇逃，一

定要逮到人面對司法審判。

臺中治安成績五都第一，5月中旬兩

天內破獲4件討債集團，這些歹徒手法

惡劣，民眾被債務所逼，過著暗無天

日的生活，警察同仁絕不會懈怠。

臺中治安好轉，甚至有好的成績，

數字都可以說話，但坊間有雜誌民調

指出臺中警政治安滿意度偏低，可見

警察努力，民眾還是感受不多；不

過，向黑道宣戰是持續的對抗，我們

一定會堅持，給市民安全保障。

臺中警方偵辦肇事逃逸案，以實際車輛比對並分析現場狀況。▲

食在安心標章 
讓市民吃得放心

取締毒澱粉 
衛生稽查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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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投臺中遊程 

抽智慧型手機

草悟道一日遊
消暑好去處 

李長模醫師 
獲頒「慈光獎章」

傑人會辦路跑
 推動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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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被重視，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率全國之先，推出「臺

中食在安心」標章驗證，讓民眾吃得

安心。市長胡志強更要求學校午餐、

公家單位採買時，都須向「安心」店

家採購。

衛生局發表「臺中食在安心」標章

驗證成果，目前全市共有307家業者

通過認證，包括飯店、夜市攤商、早

餐店、食材供應廠、烘焙業、冰品店

等餐飲業者，可主動報名，也可接受

輔導。

衛生局邀學者、專家，針對業者的

作業場所衛生管理、個人衛生管理、

廁所衛生管理、製程品質等，視餐飲

類別，共檢視20或30項，只要2個主

要項目不合格，就無法通過認證。

以早餐業者為例，衛生局邀集專家

學者，以150家自願接受輔導的早餐

店為對象，實地訪查與輔導；針對店

家的「環境整潔」、「人員衛生」、

「食材安全」與「餐具乾淨」4大項

目進行查核、輔導。

結果發現「人員衛生」最容易被忽

略，如未穿戴整潔的工作衣帽、人員

未定期接受健康檢查等；其次是「環

境整潔」，如抽油煙機、電吊扇、燈

罩未徹底清潔，垃圾桶未加蓋等。

衛生局輔導前、後，針對該早餐店

的產品抽驗，檢測大腸桿菌及大腸桿

菌群等衛生標準，不合格率從40.7%

降低至4.1%，證明衛生局輔導業者做

好衛生自主管理，確實可大幅減少衛

生安全潛在風險。

市長胡志強表揚今年通過驗證的食

品機構時，一再提醒市民，買東西要

認明「臺中食在安心」的標章。

胡志強說，「臺中食在安心」認證

已是第3年舉辦，市政府長期關注民

眾的飲食健康，不是在發生毒澱粉、

過期食材事件才採取行動。

市府也嚴格要求學校營養午餐、市

府活動購買的糕點等，都須向「臺中

食在安心」認證的商家採買；胡市長

強調，全國只有臺中市這麼做，他

說：「政府如果不能讓民眾吃得安

心，就是沒盡到責任！」

胡市長說，獲認證標章的商家憑良

心提供食品，根據市府統計營業額還

成長至少20%以上，可說利人利己，

也證明臺中市長期推動「臺中食在安

心」獲得消費者認同，良性循環。

衛生局局長黃美娜表示，臺中市在

食品把關著力很深，就是希望讓市民

吃得健康無虞；爆發毒澱粉事件後，

臺中市一開始就追查全市13家供應

商，又主動出擊抽查市售商品，依送

檢結果循線追查中盤，控管食材源

頭，中下游才不會受害。有關通過

「食在安心」衛生自主認證業者的名

單，可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頁

（www.health. taichung.gov.tw）/

專業服務/食品藥物化粧品/食品類/

食在安心項下下載。

衛生局建議，近期消費者若要品嘗

加工食品，一定要認明有檢驗證明的

攤商，若仍有疑慮，就多吃天然食

物，少吃加工食品；若擔心過去所吃

的加工食品含有順丁烯二酸，則可靠

毒澱粉事件讓全國民眾食不安心，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從事件初起，就主

動採樣送驗、稽查，從食材源頭到小

吃店家，多次漏夜出動，為消費者食

的安全把關。

衛生署抽驗市售澱粉類產品及相關

製品，檢出順丁烯二酸，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持續追查，一開始針對市售

肉圓、粉圓、粉粿等產品原料粉抽驗

100多件，追出有問題的店家，並針

對兩家中盤商回收、封存3萬4千多公

斤的原料粉，避免流毒無窮。

衛生局局長黃美娜及法制局消保官

陳柏菁接著再到豐原區廟東夜市，輔

導粄條、肉圓、黑輪、粉圓、豆花、

粉粿、芋圓及地瓜圓8類食品業者，

要求業者主動出示食材檢驗證明。

這項行動也告知沒有證明的業者，

如不依規定，會被處罰3萬到15萬元

罰款，且產品須下架；如張貼不實，

則觸犯刑法依偽造文書罪送辦；不知

情的業者連日趕補證明，以免被罰又

影響生意。

媒體報導雙鶴及台農醬油產

品驗出單氯丙二醇與4-甲基咪唑

（4-MEI）0.868ppm，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以最快速度出隊稽查，持續查

核夜市等餐飲業103家、醬油工廠10

家，抽驗5件檢驗單氯丙二醇含量，

結果3件符規定、2件檢驗中。

衛生局指出，來源廠商是新北市

業者「一江食品有限公司」製售，

轉給新北市處理。

至6月為止，已回收退運數量共計

醬油1,092桶、醬油膏1,541桶、小

辣醬144桶，封存醬油200桶，現仍

持續執行中。

衛生局局長黃美娜指出，依食品

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醬油類單氯

丙二醇衛生標準」，規定含量應在

0.4ppm以內。

但業者為縮短醬油製程，會加酸

處理，卻可能因而生成單氯丙二

醇，這種物質會因氧化反應生成b-

鍵結的含氯乳酸，可透過尿液代謝

方式排出體外，代謝產物不會造成

人體危害。

化製澱粉又稱修飾澱粉，分食

品級和工業級；使用在食品時，

可使口感黏稠、彈Ｑ。衛生署現

核准21種化製澱粉，可限量添加

在食品裡，如醋酸澱粉、磷酸澱

粉等。

這次發生問題的順丁烯二酸酐

屬工業用化製澱粉，檢驗時遇水

會轉化成順丁烯二酸，只可應用

於與食品接觸的包材原料中，不

可加在食物裡，但在美國及歐

盟，則有限度允許使用順丁烯二

酸酐在和食品直接或間接接觸的

包材中。大量吃進順丁烯二酸

酐，會發生急性腎衰竭；長期吃

含少量的順丁烯二酸酐食品，也

可能有腎毒性，目前尚未有報告

顯示其會致癌。

想到太陽餅、草泥馬、逛夜市，就想到臺中市！臺中市參加交通部觀光局

舉辦的「臺灣十大幸福好玩遊程」選拔活動，市府特別設置「幸福遊程，票

投臺中」主題網站，民眾只要上市府官網(www.taichung.gov.tw)，投票給臺

中一日遊及二日遊行程，就有機會獲得HTC ONE X頂級智慧型手機等100多個

獎項。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交通部觀光局為推廣搭乘公共運輸低碳旅

遊，特別舉辦全國性「臺灣十大幸福好玩遊程」遴選活動，第一階段網路票

選，隨後由專家學者實地訪查。

觀光局局長張大春指出，即日起至六月卅日止，民眾只要透過主題網站票

投臺中市，即可獲得雙重中獎機會，除了原交通部觀光局準備的五星級住宿

券及千元禮券獎項外，還有機會獲得價值二萬元的HTC最新頂級手機、超商禮

券等獎項。

低碳旅遊正流行，臺中市運用「愛上巴士-8公里免費」300號以下公車旅

遊，主打「悠遊臺中草悟道」一日遊及「親鄉村玩都會─臺中暢意逍遙遊」

二日遊，整合臺中市草悟道知性巡禮、秋紅谷夜景、逢甲夜市尋美食及鎮瀾

宮、糖廠、馬場、鐵馬等精采行程，讓民眾低碳旅遊，漫遊臺中市。

臺中市天津路服飾街旁的北平路，各式餐飲、小吃店林立，逛街買新衣

時，還可順道品嘗美食，形成「穿在天津‧吃在北平」的全方位商圈，舉凡

食衣住行育樂，都匯集天津、北平路一帶。

北平路美食一條街，最大特色是銅板消費；有50、60元就可飽餐一頓的大

碗牛肉麵，也有常高朋滿座的蒸餃店，青島西路有曾代表臺灣到威廉波特參

加少棒比賽投手所開的潮洲肉圓店，店內的四神湯採用古法燉煮，吃了令人

回味。

賴興里里長盧冬松表示，除了天津路服飾商圈意象，市府在北平路、大雅

路路口，也豎立1座有碗筷的北平路美食商圈意象。北平路周圍高樓社區密

集，不少住戶都是北平路美食街固定客源，美食街、水果攤、飲料店林立，

也有生鮮超市、傳統黃昏市場，要什麼有什麼、應有盡有。

臺中市太平區農會歷經3年努力，今年首次有套袋荔枝上市，且因大幅降低

農藥使用，品質更佳；今年將有首批荔枝外銷到日本，價錢比以往高出1倍。

太平區農會人員說，原本荔枝在種植期，得噴灑5至6次農藥，但套袋荔枝

只須在初期略施農藥，套袋後因能隔絕病蟲害，使得農藥使用率大幅降低。

價格上，以往荔枝平均每台斤20至30元，但套袋荔枝因成本增高，每台斤

售價達50元。農會人員說，臺中市有2千公頃的荔枝，多以黑葉品種為主，

上市時間較南部的玉荷苞晚，這次在種植技術提升後，有利於與市場產品區

隔，也是種植技術的大轉變。

農會人員指出，初期套袋荔枝只約3公噸，數量還不多，其中有900公斤銷

往日本，其餘透過裕毛屋凱福登生鮮超市銷售，民眾搶鮮要趁早。

〈精彩活動速報〉

票投臺中遊程 抽智慧型手機

北平路美食街 俗又大碗

草悟道一日遊 消暑好去處 

品質佳 太平套袋荔枝上市

臺
中食在安心標章 讓市民吃得放心
率全國之先 目前共有307家餐飲業者通過認證 市長更要求學校午餐、公家單位採買 都須向「安心」店家採購 

取締毒澱粉 衛生稽查出動
6月1日凌晨，衛生局局長黃美娜帶

隊前往逢甲夜市，展開第一波正式稽

查，包括中區食管局、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逢甲夜市自治會等相關單位都

參與。

稽查結果發現，業者都已自主張貼

「順丁烯二酸」的檢驗證明在店前；

業者表示，讓消費者放心，經營才會

正常。

黃美娜表示，將陸續抽查夜市、超

商、傳統市場、店家等攤商，要求全

都須張貼檢驗證明。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也設「順丁

烯二酸酐化製澱粉」相關資訊專區，

提供相關問答集，自行送驗的檢驗室

名單等，供民眾查詢。

嘗加工食品 認檢驗證明

多喝水排出，因為多喝水可促進排除

許多腎毒性物質。

衛生局表示，每天可吃一點含甘氨

酸 （Glycine）的食物，如雞胸肉、

雞腳、豬皮等富含動物明膠的肉品或

大豆類食品，因為在動物實驗上，甘

氨酸可解順丁烯二酸之腎毒性及降低

尿毒上升，改善腎小管細胞因順丁烯

二酸引起的缺氧傷害。

若想自我檢測是否有受到順丁烯二

酸的毒害，可將早上第一次尿液，以

塑膠袋收集後，送尿液或用試紙檢

驗，如果沒糖份反應，則可安心，表

示沒受順丁烯二酸毒害；如不安心，

則可加驗血中尿毒看是否正常？ 如

有任何異常，可向腎臟科醫師求助，

早期治療即可。

衛生局指出，吃任何食物都應適可

而止，均衡飲食就可避免遭受毒害，

未來食品添加都將明確標示，消費者

只要認明合格標示，就可以食得安

心、安全。

化製澱粉 使口感彈Q

不合格醬油 
快速度查核 

臺中市政府關心民眾飲食健康，通過認證的業者就發給標章。

衛生局局長黃美娜到逢甲夜市，稽查攤商是否出示產品檢驗合格證明。

衛生局人員主動稽查，中盤業者

配合查驗。

市府衛生局主動稽查，封存3萬多

公斤含順丁烯二酸的原料澱粉。

太平區推動套袋荔枝，生長期幾

乎不施用農藥，今年首次有產品

上市。

草悟道的藝術裝置、完善的公

設，已成為市民新的休憩場所。

臺中市政府特別設置「幸福遊

程，票投臺中」主題網站，歡迎

民眾上市府官網投票，圖為臺中

后豐鐵馬道。

臺中后里馬場。

北區北平路美食街上，現炒、餐
館及各式小吃店林立。

▲

▲

▲

▲

▲

▲

▲

▲

〈精彩一條街〉

炎炎夏日，不妨到臺中市的翡翠項鍊「草悟道」，進行一日遊的消暑旅

程！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勤美誠品綠園道、國立臺灣美術館、美術園道

到臺中火車站，精華扼要體會臺中市人文、文化與美學，讓今夏多了股藝術

氣息。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草悟道」如同書法的行草，有濃有淡、有

疏有密的自然氣韻；也是北起自然科學博物館、南至美術園道，可欣賞藝術

科學文化、大啖美食的好去處，是臺中獨特的「綠帶」。

草悟道更是拍出「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國際導演李安，最喜歡沉思散步

的場所之一；草悟道廣場啟用，市民喜歡在此慢跑、遛狗，假日甚至有獨特

的表演活動或藝術晚會，展現臺中市活力十足的氣息。

一日遊看似簡單，卻可以玩得很精彩！上午悠閒玩自然科學博物館，午餐

到勤美誠品綠園道用餐，不必擔心外頭太陽毒辣，可在勤美誠品綠園道、國

立臺灣美術館漫步，晚餐在充滿異國情調的美術園道享用，最後至臺中火車

站踏上歸程。

▲

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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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園地
Q：捷運施工後，交通會不會大塞車？

A：重大建設難免影響交通，市府已規

劃疏導措施，相關路口已設置引導標

示，請民眾配合利用替代道路，鄰近

號誌也調整秒差，降低施工衝擊。

Q：文心路施工後，路邊停車格都取
消，有配套措施嗎？

A：配合捷運施工，取消文心路路邊停

車格，市府已在周邊道路重新繪製324

格車位，還將陸續新增，另外文心路

周邊有18處大型停車場，並協調行經

文心路沿線公車業者增加班次，也請

民眾多加利用。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是父母的教

誨！」在豐原區開皮膚科診所的醫師李

長模，日前捐出200萬，讓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添購新車；他說，3月間父親因病去

世，他深知父親生前熱中社會公益，樂善

好施，也按照父親遺願捐款；市長胡志強

頒發「慈光獎章」給他，感謝他的孝心與

善心。

55歲的李長模長年在豐原區經營皮膚科

診所，因醫術精湛，常有病患慕名上門看

診，在豐原區頗具名氣。

李說，父親在3月間逝世，他為了紀念

愛作公益、樂善好施的父親，也為了遵從

父親的遺願，捐出200萬給消防局購買消

防車輛，以救助更多需要的市民，過去他

也在88風災期間，投入義診助人。

他也表示，希望能夠透過這次的捐贈

「拋磚引玉」，讓更多善心人士能夠響

應，並號召各界將資源挹注於救災與救護

工作。

臺中市長胡志強特別在4月間的市政會

傑人盃全國馬拉松接力賽近年辦得有聲

有色，但很多人不知道主辦的傑人會，原

來是道道地地由臺中在地發起的社團。它

成立46年，在全世界14個國家都有分會，

是個國際性社團，而且在「重倫理、講友

誼、做公益」的信條下，因持續推動社會

公益而日漸壯大。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長林菁鵠說，

傑人會民國56年由金扶東先生推動，隔年

正式創立，並經由在各地成立分會，漸漸

發展為全國以至於國際性的社團。

他說，傑人會有個特色，就是各分會在

推動社會公益上都有其主軸，例如臺北推

李長模醫師 獲頒「慈光獎章」
遵從父親遺願 捐200萬元供消防局添購防護救災器材

議中，頒發「慈光獎章」給李長模醫師，

以感謝李的善行。

消防局災害搶救科表示，因為李醫師的

父親是霧峰人，因此受贈的200萬元，將

採購2輛消防警備車與救災器材，並優先

提供給霧峰消防分隊使用。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目前已展開公

開招標作業，預計在年底前可以完成建

置，未來將有效的運用救災車，進行各項

救災、防災工作，讓臺中市民生活更安

全、更有保障。

傑人會辦路跑 推動社會公益
動外交研習，桃園舉辦音樂大賽，竹縣進

行CPR（心肺復甦術）教學，至於已舉辦6

年的全國馬拉松接力賽，則是由臺中分會

推動。

林菁鵠說，這項馬拉松賽不像一般馬拉

松賽是個人比賽，反而設計成必須接力

完成的團體接力賽，也就是42公里的路程

得由8名選手完成，且其中第4棒必須是女

性，但報名時這個隊伍一定得有10人，多

出兩人是候補選手。

也因為是團體接力賽，強調團體合作，

許多人因跑步的喜好而參與，也有人為了

分享健康和喜悅而參加，像是知名企業台

積電、友達，一次都有多支隊伍報名。

他指出，除了馬拉松賽替社會帶來健康

和活力，他也觀察到社會的進步，在於凝

聚正確的社會共識，因此今年特別策劃推

出「傑人論壇」，以邀請知名社會菁英和

官員演講、座談方式進行重要議題的討

論，由傑人會扮演民眾和政府之間的橋

梁。

他期盼傑人論壇會像馬拉松賽一樣廣受

各界重視與喜愛，中部論壇時間是6月22

日下午二時，地點在英才路600號B1的大

墩文化中心演講廳，歡迎民眾參加，傑人

盃馬拉松則是7月7日在東海大學舉行。

在地社團   在14個國家都有分會

國際傑人會每年舉辦馬拉松接力賽都

吸引大批民眾參加。

▲

皮膚科醫師李長模（右），捐贈消防局200萬購車，獲市長頒發「慈光獎章」。▲

鄉土人物  梧棲古、文、書蒐藏家

蒐羅老照片成冊 鐘金水記錄頂寮

▲梧棲頂寮里里長鐘金水，將五百多張

老照片及古物，建檔集結成書，讓大

家認識頂寮里。

梧棲區頂寮里里長鐘金水是一位古、

文、書蒐藏家，結合自己蒐集，以及向地

方募集的老舊照片，記載地方過去的人、

事、物種種景象照片等，集結成書，呈現

頂寮過去的歷史足跡與現況。

這本書的書名可說相當道地，取名為

《古早‧捕魚曬網咱ㄟ頂寮》，鐘金水將

五百多張老相片、古契約、清朝文物等，

完整建檔，內容包含漁業、臺中港剛興

建、宗教、生活及人文，全部都有。有了

這本書，就可以從圖片和文字了解頂寮的

地方史。

鐘金水說，這本書裡面的老舊照片，都

是他親自蒐集，或是地方居民提供，也有

不少是鄉親父老在翻修老家的過程中，所

找到的一些珍貴照片，為了好好保存，在

去年配合市府文化局補助，印了一千多本

的書籍，並發送給民眾或捐贈圖書館。

鐘金水表示，書中的圖片內容，包含從

清末民初及日治時期的歷史照，許多圖片

記錄著頂寮里，其中較特別的有50年代的

捕魚證，上頭還清楚說明是臺中縣民防指

揮部核發。另外，還有當時的刊物，宣導

漁民在海上捕魚應注意事項。

鐘金水說，書裡還有記錄當時的海軍臺

中醫院；當時國民政府剛播遷來臺，為了

照顧中部的軍民設置臺中醫院，當時的官

兵體檢，以及居民看醫生都靠這間軍醫

院，但醫院已在民國75年停止運作，95年

建物拆除，只留下這些照片，相當珍貴。

鐘金水說，此書除了記錄政府當時建設

外，還有許多敘述當時居民的生活照，像

是結婚照，或是家庭合照等等。書中還增

設頂寮里社區導覽圖及介紹等，希望藉由

書中豐富多元的內容，讓更多人認識頂寮

里。

他也提到，頂寮里早期居民主要以農漁

為業，由於靠近海邊，海岸邊形成南北沙

丘，在頂崙捕漁曬網故名「網罟寮」，當

地居民因地制宜在此從事漁撈及在沙丘上

曬漁網，也在沙丘內側搭蓋寮屋形成早期

部落，也就是現今的頂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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