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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系統台限制 率先掌握第一手在地資訊

〈好康報你知〉

〈貼心提醒您〉

讓市民快樂的秘訣

絕 不 胡 塗

臺中捷運綠線
開始主體工程

臺中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從山區到海濱，總共有5家有線電

視業者，過去業者各自製播區域新聞，市民無法一窺全貌，市

府整合業者，推出大臺中聯播新聞，開播兩年多來，贏得市民

稱讚，不管在哪個角落，都能掌握大臺中最新消息。

有線電視製播的新聞報導結合地方基層動態，與全國性的新

聞頻道相比，更能聽見地方聲音，但受限系統業者經營區域，

新聞內容多偏重收視區域。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說，

臺中5家有線電視臺都製播在地新聞，但內容偏重各地區域，

山城市民看不到市區新聞，海線民眾也不瞭解屯區動態，即使

臺中縣市早就合併成為一家人，新聞節目仍各自區隔。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在暑假期間舉辦

多項有獎徵答活動與民眾同樂，其中之一

是邀全市國中小學生玩網路闖關遊戲「全

民瘋運動~快和可比動一動」，活動即日

起到8月31日止，方法是上稅務局網站：

www.tax.taichung.gov.tw點進遊戲，闖

關成功後登入個人基本資料參加抽獎。9

月3日將抽出元氣獎2名，可獲得提貨券

500元，另健康獎300名，可獲得精美宣導

品1份，其他活動可上稅務局網站查詢。

大臺中聯播新聞 市民按讚

市府加強協調整合，前年4月推出「大臺中聯播新聞」，每週一

至週五晚間7點半至8點在各家新聞頻道播出，例如群健有線是第8

臺，威達有線是第4臺，大屯有線則是第20臺；晚間9點至9點半、

隔天下午1點至1點半重播，就在第3臺公用頻道播出。

「團結力量大，市民最幸福。」臺中市長胡志強說，5家業者能

打破區域，支持聯播新聞，讓市民獲得第一手在地資訊，業者彼

此正面競爭，改善硬體規格，製作出更好的新聞節目。

住西屯區的陳姓市民說，各家新聞各有特色，但區域性也很難

打破，推出聯播新聞後，不同有線臺的收視戶，透過聯播新聞能

看到大臺中大小事，「感覺比較像一家人」。

照顧長輩 補助老人健保自付額

上稅務局網站 玩遊戲抽獎

臺中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即日起在

梧棲、大安、和平、新社、東勢、石

岡、外埔等區實施免費動物狂犬病疫苗

接種，後續將以「和平區」為重點，派

員深入各里進行接種，動物的狂犬病可

100％透過疫苗預防。人用狂犬疫苗，

目前僅優先提供高風險區域被抓咬傷的

人使用，臺中市由「童綜合醫院梧棲院

區」或「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提供。

就學貸款戶政便利站開跑

動物狂犬疫苗 免費接種

▲大臺中聯播新聞兩年多前開播，市府與業者共同努力，不管您是住在山城或海線，都能掌握臺中大小事。

政府的存在，就

是要讓人民感到快

樂；要讓人民覺得

快樂，就要從民眾

的角度思考。政府

要把事做好，有很

多法令、規定與慣

例要遵循，但更重

要的是務實因應，

多為民眾著想，就

會做出讓人快樂的政策與決定。

臺中縣市合併後，市府推動大臺中新聞

聯播，開播迄今兩年多，越來越受民眾歡

迎；住在豐原的老師，看得到海線學校的

新聞；家住市區的上班族，也能瞭解山城

最新的觀光資訊，打開新聞頻道，輕輕鬆

鬆就能了解大臺中的大小事。

一個大臺中，有線電視臺的新聞播報，

不能只報導收視區域的新聞，否則無法達

到真正合併的目的，透過聯播新聞的資訊

交流，不管山城、海線或市區，才能打造

完整的臺中市。

要讓市民快樂，還要創造市民參與公共

建設的機會。市府每年推動基礎建設，維

持臺中市路平、燈亮，水溝通，這是市

政建設基本功，但要讓市民「有感」，

就得創造參與的樂趣。

太平有座新建橋樑動工，該區議員發

起票選，讓民眾決定橋樑的顏色，參加

票選的民眾，可獲得小禮物；市府每年

興建上百座橋樑，從沒獲得如此回響，

顯見邀請市民參與公共決策，也是讓市

民快樂的秘訣。

臺中是座美麗、有內涵的城市，城市

主人都是高水準，市府要創造更多機

會，讓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從聯播新聞

到橋樑顏色，更多人用心投入，臺中會

更美麗。

臺中市政府落實加強照顧長輩，102年7月起開辦「臺中市老

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計畫，只要設籍在臺中市滿

1年的65歲長者及55歲以上原住民，年綜合所得累進稅率5%以

下，全額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自付額，預估全市有12萬名長輩

受惠。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指出，每人每月最高補助749元。這項補助

計畫，長輩不用提出申請，社會局會主動向民政局、財政部財

政資訊中心以及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進行資料比對。

綜合所得累進稅率審查部分，以社會局向財政資訊中心查調

資料為準。今年102年開辦為例，目前能查調的稅籍資料為100年

度核定稅率，並以此為審查標準。5%以下的累進稅率，大約年所

得淨額50萬元以下，財政部每年會根據物價指數調整。

民眾如果對社會局查調的綜合所得累進稅率有疑義或不清楚，

可向臺中市國稅局各分局、各地稽徵所申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

書，填妥臺中市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補助申復

表，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後，到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民眾有任何疑問，可打電話向社會局長青福利科洽詢，電話：

（04）22289111轉37401。

為了方便莘莘學子辦理就學貸款，臺

中市政府民政局於臺灣銀行六間分行，

設置「就學貸款戶政便利站」，由戶政

事務所派員受理戶籍謄本核發作業，服

務自8月15日起至9月5日止，每週一至週

五9:00～15:30，歡迎學生及家長踴躍就

近申辦。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戶政便利站」

各服務據點資訊如下：臺中分行：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140號（04 -

22224001）；黎明分行：臺中市南屯區

大業路607號（04-22551178）；水湳

分行：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416號

（04-22468130）西屯分行：臺中市西屯

區青海路二段41號（04-23128528）；

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02號

（04-25278686）；臺中港分行：臺中市

梧棲區四維路2號（04-26562311）。

2版
快捷巴士BRT藍線
明年3月全線試運轉

3版

4版

烏日啤酒大街
拜月老求姻緣

電影 fun in季
集章換獎品

兩岸合作攜手
闖進大陸藝術節決賽

沙鹿洛泉社區 
老人的快樂天地



2 中華民國102年8月16日大臺中新聞 中臺焦點 3

臺中市快捷巴士BRT藍線，編號

CL02土建工程上月17日開工，全長

17.2公里，預計今年底從靜宜大學至

東海大學試運轉，明年三月全線試運

轉；臺中市副市長徐中雄說，藍線為

全市6線BRT的首條路線，動工也為未

來臺中市交通路網開起新的里程碑。

藍線初步規劃，自臺中港沿臺12線

往東，經梧棲、沙鹿、靜宜大學、東

海大學，沿臺灣大道東行，跨越高速

鐵路、中山高速公路及中彰快速道

路，順著臺灣大道至民權路交會口轉

民權路至建國路、臺中車站前後，沿

建國路及八德街，穿越臺鐵路線至樂

業路，向南穿越臺糖用地至振興路，

再沿振興路、太平路、中興路、中興

東路，行駛至東平路止，現已取消太

平機廠，於大度山另覓機廠用地。

典禮在梧棲區大仁路與四維路口

的「BRT車輛維修機廠用地」熱鬧舉

行，徐副市長致辭時表示，以辦喜事

的心情舉行動工典禮，「落實BRT宣

示性的開始」，首條路線將由臺灣大

道自臺中火車站至沙鹿區英才路口 

(靜宜大學)，全長17.2公里。

他承諾今年底即可進行靜宜大學至

東海大學路段的試運轉，明年3月全

線路段試運轉，這條藍線明年底一定

會開到梧棲臺中港，市府「絕對說得

到、做得到」；此外梧棲機廠候車站

及綠美化工程，市府允諾的部分也一

定都會做，請市民放心。

徐副市長也向中央喊話，單1條藍

線BRT工程所需經費高達20億元，北

高兩市之前捷運興建，中央至少補助

總費用的40至50%，但臺中市BRT工程

中央補助款只有1億元，其他19億元

全由市府負擔，他拜託在場民代積極

向中央爭取經費。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表

示，典禮後會立即展開各路段工程施

作，預計8月靜宜大學至東海大學路

段開始施工，11月玉門路至安和路

段、及臺中火車站至美村路段施工，

12月朝富路至忠明路段開始施工。他

指出，另外5條BRT，後年可完成紫、

棕線，至於高架橘線預計5年內完

成，6條BRT預計在5年內全數完工。

想跟臺北、高雄兩市一樣，搭乘捷

運上下班、出遊，是臺中市民普遍的

心聲，但臺中捷運綠線，卻被市民認

為是「只聞樓梯響」的工程。過去

兩年，臺中市政府克服承包商周轉

不靈、土地徵收問題，終於在今年4

月，臺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

線）開始興建主體工程，這也代表

「在臺中搭乘捷運，不再是遙不可及

的夢想！」

「看到文心路、臺灣大道路口的天

橋拆掉，好像搭乘臺中捷運已經指日

可待！」銀行業的鄭小姐說，每天上

下班都會行經臺灣大道，最近看到臺

灣大道、文心路口的天橋不見了，向

辦公室同事詢問，才知道臺中捷運已

經動工。

服務業的劉小姐說，希望天橋拆除

之後，能夠讓臺中捷運一直順利直到

完工，讓像她這樣苦苦等待捷運的市

民，早日實現搭乘捷運的夢想。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捷運工程處處長

郭志文表示，臺中捷運綠線其實一直

都有進展，但市民可能沒有看到重型

機具在工地施工，就以為臺中捷運

「進度停擺」。

最近配合文心路天橋拆除作業，也

讓他聽到不少市民表示「捷運真的在

蓋了！」

交通局捷運工程處指出，市民關心

的工程進度部分，其機電工程系統已

於100年4月21日開標，由日商川崎、

法商阿爾斯通及中鼎工程（KAC）團

隊得標。

捷運工程處表示，歷經承包商周轉

不靈問題的管線遷移工程，已在101

年11月17日完工，而機電系統目前進

行概念設計作業，土建細部設計部

分，也已在101年9月28日全數完成。

土建主體工程也於102年1月22日決

標，並各別在今年3月上旬陸續辦理

開工。

臺中市政府指出，捷運烏日文心北

屯線是本市第一條捷運路線，為不負

市民期望，市府必當要求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全力趲趕工進，克服萬

難，努力在104年底前試運轉。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工程預

計民國104年底通車，北從豐原站、

南到大慶站，全長21.7公里，就像一

條縫合的「拉鍊」，巧妙地把平面鐵

道阻隔的兩地及17處平交道、18處地

下道交通瓶頸，匯集成一塊，讓彼此

緊密結合，促進發展。

臺中火車站旁復興高架陸橋已經動

工拆除中，預計明年2、3月再拆除松

竹及文心南路陸橋，將設臨時平交

道，推動高架化工程；另外包括國

光、太原路等多處地下道也將填平。

長期跑在平面的鐵軌列車，改在半空

中行駛，取消平交道管制、減少交通

壅塞問題。

長期受鐵道隔閡、阻礙發展的後火

車站地區，包括東南區和大里、太

平、北屯，及大雅、潭子、豐原區，

不但可大大改善交通、市容景觀，後

站區土地利用價值、經濟活動力將更

蓬勃發展。

受鐵路高架化影響，現今北屯松

竹、太原、東南區精武、五權站，周

臺中發展公共運輸，從大眾捷運到

快捷巴士，加上鐵路高架化後的鐵道

運輸，交通工具的改變，為臺中帶來

新面貌。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

泰說，未來臺鐵、捷運綠線宛如弓

箭，快捷巴士藍線就像箭，建構大臺

中的轉乘系統。

林良泰說，鐵路高架化後，地面空

間解放，不再被軌道切割，可促進中

區、東區的連結，搭配都市更新與中

區再造計畫，絕對能帶動老舊市區的

更新。

他強調，特別是前後站貫通後，商

業機能也會發達，只要臺鐵加開區間

車，達到捷運化的區域運輸效能，絕

對會帶動周邊發展。

捷運綠線動工後，市民逐漸有感。

林良泰說，捷運綠線銜接高鐵與文心

路環線，還在G4松竹站、G13大慶站

與臺鐵交叉，鐵路與綠線構成弓箭型

的環線，加上臺鐵、捷運與高鐵共

站，讓未來的運輸效能更加完善。

快捷巴士藍線從臺中車站直達靜宜

大學，利用雙截公車運輸，可以節省

建設經費與時間；林良泰說，藍線就

像把箭，把臺鐵、捷運綠線串連起

來，完成臺中大眾運輸的轉乘系統。

他強調，快捷巴士藍線明年3月完

工，臺鐵高架工程104年底完成，捷

運綠線106年底全線試運轉，屆時臺

中弓箭型路網完成，再搭配明年起同

步規劃的快捷巴士棕、紫、橘、黃、

金線，陸續完工之後，大臺中將徹底

串連。

林良泰說，藍線第一階段完工後，

預計明年底將往西延伸到臺中港區，

再北轉至清水、大甲地區，後年可往

東延伸到太平，全長超過35公里，將

成為臺中交通大動脈。

他表示，弓箭型路網成形後，還得

發展臺中市區往東的快捷巴士紫線路

網，能把東臺中的交通需求，與市區

串連起來，屆時太平、大里的發展將

不同凡響。

臺中文化創意園區「酒文化館」開幕了！園區的前身在1916年是「臺中酒

工廠」，利用綠川的水生產「紹興酒」、「清酒」最著名，附近里民說，看

到「酒文化館」，頓時跌入歷史記憶，這些香氣都是幼時的回憶。

「酒文化館」佔地370坪，加上賣場，將近有450坪。首檔展覽「說故事的

水：新曲水流觴」，介紹製酒過程，挑選「釀、品、抒、酣、遊、藏」等中

國文字，介紹酒的歷史、清酒、紹興酒、啤酒的生產過程。

「臺中酒工廠」當初移交時，雖舊建築狀況欠佳，但大部分機具都還在，

整理之後不僅重現工廠遺址的特色，也連結歷史。最特別是現場有許多製酒

的古早方法，例如介紹酒甕密封、封泥過程，利用豬血凝結稻草加上石灰等

方法。「酒文化館」免費參觀，每天上午9點開放到下午5點，每週一休館。

2013第三屆臺中電影fun in季即日起登場，巡迴大臺中22區，上山下海放

映熱門電影，有強檔洋片「復仇者聯盟」、「亞果出任務」，也有名導李安

再造巔峰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還有國片「逆光飛翔」、「阿嬤的夢中

情人」等，集滿主題印章，還可獲得紀念品。

今年電影fun in季主題為「挑戰無限，勇於冒險」，開幕片「復仇者聯

盟」有最大咖的銀幕英雄群，還有「007空降危機」、「哈比人：意外旅程」

與「亞果出任務」，閉幕片則是在臺中拍攝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透過

影片走進李安的奇幻世界。

還有感人至深的音樂電影「悲慘世界」、印度電影「三個大丈夫」與動畫

片「勇敢傳說」、「馬達加斯加3」與「超人特攻隊」等。

國片部分則有安心亞主演的「阿嬤的夢中情人」，郭書瑤擔綱主角的拔河

電影「志氣」，以及在臺中拍攝、代表臺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逆光

飛翔」。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表示，為了鼓勵民眾到場參加，只要觀賞5場

電影，蓋上主題印章，就可獲得活動造型隨身碟，每場電影結束後，還將抽

出10份電影雙人票。電影fun in季即日起持續到10月12日閉幕，還有四場映

後座談，邀請藝人郭子乾、郭書瑤、影評人藍祖蔚與「BBS鄉民的正義」導演

林世勇主講，了解電影背後的故事。

臺中市烏日啤酒廠以生產金牌臺灣啤酒聞名，遊客不但可以參觀啤酒廠，

沿著光華街，還能品嚐各式美食、買伴手禮，及到月下老人廟求姻緣，當地

年度盛會的啤酒節更不容錯過，體會濃濃的啤酒文化。

臺中市高鐵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正興說，烏日啤酒大街是以烏日啤酒廠

為中心，7年前延伸到光華街，形成烏日啤酒大街；附近有高鐵臺中站以及

大臺中國際會展中心、南仁湖探索園區等，吸引南來北往的遊客到此一遊。

張正興指出，遊客除了可以逛逛烏日啤酒廠區內的啤酒文物館、品酒簡報

室，及展售中心外，從園區內延伸出來到光華街上的餐廳，包括粘主廚、來

來餐廳、順來羊肉、庄腳味、酒饕屋等，供應各式菜色，有的以啤酒入菜，

當然佐餐少不了「尚青」的啤酒。啤酒大街的月下老人廟也是一大特色，廟

前方有兩株百年榕樹，一東一西枝枒向著彼此生長、交纏，像是一對夫妻攜

手共同成長。 提醒：喝酒過量有礙健康「酒後不開車 請指定代駕」

你知道嗎？臺中市是臺灣龍眼的重要產區！主要栽培在霧峰區，種植面積

廣達1千多公頃，大部份栽種品種以粉穀種為主，粉殼特色為淡黃褐色的果

皮，表面果粉較多，果肉呈淡白色，半透明肉質Q、風味極佳。

龍眼的果實甜美，甜度可達20度以上，營養成分包含鈣、磷、鐵、鉀等礦

物質，與維生素B1、B2、C、胡蘿蔔素和菸鹼酸等，生鮮的龍眼是人體攝取鐵

的最佳來源；龍眼乾則富含磷、鉀與維生素C。

無論生鮮或經過加工處理的龍眼，都是最佳的養生果品，且龍眼的外型圓

潤，象徵一種飽滿緣份，適合當作婚宴喜慶的祝福，或者中秋、尾牙的伴手

禮。購買鮮果及加工龍眼乾，可洽霧峰區農會農特產品行銷部，電話：04-

23393252，或上農會網頁線上購買。

〈精彩活動速報〉

〈精彩一條街〉

霧峰龍眼 中秋最佳伴手禮

電影fun in季 集章換獎品

烏日啤酒大街 拜月老求姻緣

〈休閒最好玩〉

有故事的水 酒文化館開幕

快捷巴士BRT藍線 靜宜→東海試運轉
上月17日開工 全長17.2公里 明年三月 臺灣大道自臺中火車站至沙鹿區英才路口全線試運轉

今
年
底

文心路天橋拆了！捷運綠線動起來 

鐵路高架捷運化 打破交通瓶頸
遭土地、房地產價格已開始翻升，連

鄰近老舊大樓公寓也有投資客購進，

斥資拉皮、重新裝潢整修，就是看好

鐵路高架化後帶來的交通便捷與商業

繁景。

景觀大變身後的臺中火車站，可帶

動中西區老舊商場再現繁華，連結捷

運綠線的松竹、大慶站，預留轉乘機

制，鄰近土地重劃開發正熱絡。臺中

車站除保留古蹟車站，新建車站規劃

更便捷的交通路網，預留中、長途客

運轉運站。

高架化後臺鐵區間列車取消現有的

時刻表，在10座車站間行駛類似捷運

的班車，讓轉乘、搭乘更便利快速。

10個站區規劃商場休憩空間，結合捷

運、公車等複合運輸方向發展。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表示，未

來的鐵路高架化發展，是以臺鐵、

臺中都會捷運，高架橋下的鐵馬 (自

行車)道，融合「三鐵」方向建設發

展，在現代化交通建設中，兼具休

閒、空間再利用等功能。

設在北區興進路與東成路鐵路高

架橋下，外牆設計俯瞰鐵軌造型的

「面面俱道高架鐵路未來生活願景

館」，設有10個站區建築的3D圖和模

型展示，每周二至周日早上9點30分

至下午4點30分開放免費入館，館內

視聽室需團體預約服務，電話：04-

22335840。

三種運輸 串起臺中交通網

臺中市BRT動工，承諾5年內完工，副市長徐中雄（右二）到場主持。

臺鐵、捷運綠線、快捷巴士藍線

臺灣大道、文心路口的天橋已在

上月拆除，臺中捷運綠線工程正

式動起來。

在北區興進路完工高架路段下方設的高架鐵路未來生活願景館，展示10

座新站區3D模型供遊客參觀。

▲

▲

▲

霧峰是臺中主要的龍眼產區，種植

面積廣達1千多公頃。

▲

▲

啤酒大街的月下老人廟，吸引不少

遊客到此求姻緣。

▲

地點 時間 影片/時間  

8/16 

(五)

東勢客

家文化

園區廣

場

復仇者聯盟

(19：00)

8/17 

(六)

大甲區

中正紀

念館

(室內)

馬達加斯加3

(10：00)   

BBS鄉民的正義

(13：00) 

映後講座：林世勇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16：30)

8/31 

(六)

南屯區

公所5

樓演藝

廳

奧茲大帝

(10：00) 

馬達加斯加３

(13：00) 

映後講座：郭子乾

超人特攻隊
 (16：00)   

10/12 
（六）

圓滿戶
外劇場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19：00)

‧此場次表僅註明部分場次，

完整場次請上活動官網htt p : / /

taichungmovie.pixnet.net/blog查詢

「酒文化館」前身為「臺中酒工

廠」，生產「清酒」最著名，產量高

居全臺清酒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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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園地

黃金里長    推動老人關懷據點

「用舞寫詩，以鼓寫樂」，九天民俗

技藝團、廈門星海舞團兩岸攜手合作，

從2010年開始一起創作、演出、創編舞蹈

作品《鼓神》，並一起參加「中國第10屆

藝術節群星獎」，從初賽、複賽一路過

關斬將，10月將參加決賽，爭取「群星大

獎」。

九天民俗技藝團行政經理李光正說，

「中國第10屆藝術節群星獎」初賽共有

3,000組報名，來自中國各省分，都是藝

術好手。九天民俗技藝團、廈門星海舞團

是唯一兩岸合作參賽的隊伍，獲得中國很

大迴響。

廈門星海舞團擅長民俗舞蹈，《鼓神》

內容以「舞蹈詩」的形式，兼具民俗舞、

現代舞；李光正說，九天民俗技藝團的鼓

手除表現陣頭鼓藝，也要學習一些舞蹈身

段、肢體律動。

《鼓神》圍繞天、地、人、神四大主

題，用舞蹈說故事，描述先民「勇闖黑水

溝」以海為生的生活常態、民俗宗教信

仰，以此呈現具海峽兩岸共通的閩南民

俗、民間特質與人文精神。

沙鹿區洛泉社區是臺中市老人關懷據點

推動成效最好的社區之一，區內65歲以上

的老人家，不但有寓教於樂的好地方可

去，還有適時的午餐供應，也能透過才藝

學習，享受活到老學到老的充實，這關懷

據點的最大推手，就是洛泉里的黃金級女

里長--黃金。

54歲的黃金說，小時候同學常稱她「黃

金萬兩」，只是名字太男性化，常有人誤

她是男生，但她早已見怪不怪；近年金價

飆漲，朋友都虧她「妳現在可值錢了！」

洛泉社區關懷聚點設立的想法，就是黃

金選里長時提出的理念，加上鄰近社區也

已有實際行動，因此受到社區幹部及里幹

事們支持，認為現在有人在做，洛泉社區

同樣也可以做，因此毅然決然地成立。

黃金表示，由社區協會總幹事蔡先生擔

任隊長，充份表現他要做好關懷據點的決

心，將關懷據點列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推動

工作。關懷據點第一階段是針對老年人，

只要滿65歲以上，都可以來社區參與關懷

據點的各種活動。

黃金說，社區為推動計畫成立志工隊，

成員有37人，隊員並與靜宜大學合作，由

22歲的臺中市民林品任，今年6月參加

「日本仙台國際音樂大賽」，成為臺灣第

一位冠軍得主，更獲得觀眾票選最佳人緣

獎。

臺中市市長胡志強上個月在市政會議中

表揚林品任，他當場演奏，胡志強說，林

品任是臺中市的驕傲，更是臺灣之光。

「日本仙台國際音樂大賽」每3年舉行1

次，分「鋼琴」及「小提琴」2大項目，

比賽難度高，日本樂壇相當重視，今年是

仙台在經歷2年前日本東北大地震的嚴重

震災後，首度舉辦比賽。

林品任奪得冠軍後，隔日就在仙台市青

年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得獎音樂會演出，

Q：內政部「整合住宅補貼方案」的

申請日期與戶數為何？
A：今年補貼方案的申請日期至8月30

日截止，臺中市租金補貼3,145戶，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630戶，修繕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289戶，歡迎提出

申請。

Q：臺中市民有加碼優惠補助嗎？

A：市府為減輕青年負擔，推出臺中

市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針對

內政部「整合補貼方案」的自購住宅

貸款利息補貼再加碼，增加補貼0.5%

貸款利率，貸款額度最高為300萬

元，補貼年限1年，限20歲以上、未

滿46歲青年申請。

Q：該如何申請住宅補貼呢？

A：可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

管理科或各區公所索取申請書，也可

上臺中市政府都發局網站下載；詳

洽：(04)22289111轉64601-64606。

攜手闖進大陸藝術節決賽
九天民俗技藝團、廈門星海舞團合演

8月10日晚間7點30分在圓滿戶外劇場，

廈門星海舞蹈團藝術總監黃秀珍和領舞者

「師蕾」帶領將近20位的專業舞者演出，

加上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表演，獲得觀眾滿

堂采。

「中國第十屆藝術節群星獎」是中國文

化部設立全國民間文藝創作最高的獎項，

兩岸首次有藝術團體合作，就闖進決賽，

是海峽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卓越成就。

沙鹿洛泉社區 長者的快樂天地
靜宜大學學生和老師來進行兩天講習，另

外再接受兩天相關訓練，才取得相關志工

證書，希望透過專業照料，讓志工們能夠

與長輩相處融洽。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上9點到12點，

滿65歲以上的長輩來活動中心，活動身心

和交流感情，星期五還供應午餐，對行動

不方便的長者，視情況需要，有送餐關懷

活動。黃金說，每星期五午餐由志工隊包

辦，從買菜、買油，甚至自己種地瓜葉、

拔菜，將需要用的東西帶到社區活動中心

煮，讓每次餐點都有不同的變化。

黃金表示，靠著大夥努力，社區不斷進

步，也在市府評鑑中屢獲佳績，全臺各地

有不少社區都來洛泉觀摩，也讓洛泉社區

成為關懷老人據點重要學習指標，未來更

會嘗試全天照料老人。

臺灣選手首次奪冠     臺中的驕傲

22歲林品任 日本仙台音樂賽奪冠
受到當地民眾熱烈歡迎。

林品任說，父親是音響公司負責人，酷

愛古典音樂，從小耳濡目染，4歲開始學

小提琴，雙十國中音樂班畢業時，拿下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A組全國特優第1名，以術

科主修特優第1名考上臺中二中音樂班。

2008年時，林品任考取美國寇蒂斯音

樂院，同年參加國際性音樂大賽Oklahoma 

Music Olympic Buttram Competition獲

得小提琴第1名及大賽總冠軍。

2009年林品任又獲第二屆「新唐人全世

界華人小提琴大賽銀牌獎」；2010年奪得

「紐西蘭麥克希爾國際小提琴比賽亞軍」

及「最佳紐西蘭新作品詮釋獎」；2011年

參加世界最大的小提琴比賽比利時伊莉莎

白女皇國際小提琴大賽，入圍準決賽，進

入全球24強。

林品任參加國際音樂大賽，屢獲佳績，

曾2次入選文化部的音樂人才庫，獲邀接

受小提琴大師Anne-Sophie Mutter的個別

指導。

林品任說，這次參加「日本仙台國際音

樂大賽」，約有200位寄送DVD報名參加，

最後選出38人進行初賽、復賽，以及決

賽，選手來自世界各地。

林品任高興地說，日本仙台國際音樂大

賽是世界矚目的音樂比賽，也是日本仙台

地震受創後首度舉辦，比賽過程讓他見證

到仙台災後積極重建的努力，相當感動。

林品任今年要繼續完成自己的音樂夢

想，下半年將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作演

出，國家交響樂團也有邀演計畫，12月到

明年，將赴日舉辦至少6場屬於仙台國際

音樂大賽的後續巡迴演奏會。

九天民俗技藝團、廈門星海舞團攜手創作、演出、創編舞蹈作品《鼓神》。

小提琴家林品任（右）6月參加日本仙

台音樂大賽，奪得小提琴冠軍，並獲

觀眾票選最佳人緣獎。

▲

洛泉里里長黃金(左)，對社區老人關

懷不遺餘力。

▲

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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