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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WeChat 「等於有專業導遊 帶著遊臺中」

〈貼心提醒您〉

〈好康報你知〉

臺中建築，引領時代

絕 不 胡 塗

臺中經濟上揚
升幅5都之冠

臺中中秋晚會    
眾明星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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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光街商圈
臺版蘭桂坊

樹王里福德祠祭
發揚陣頭文化

臺中市登上目前最夯的社群網站WeChat，已註冊官方帳號「i

遊臺中」，透過WeChat可把臺中旅遊等訊息送到全世界；遊客到

臺中，使用LBS定位功能，也能搜尋到周遭美食、住宿等資訊，

臺中市市長胡志強說：「等於有專業導遊，帶著遊臺中！ 」。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ｅ化」普及，與年輕族群不脫節；從臉書到

APP、WeChat、Line等，在各項先進的數位管道幾已完成建置，讓

民眾可從各種載具了解臺中市政府提供的各項服務與訊息。

胡市長說，很多年輕人愛玩網路、手機，「不上網路的宣傳，

就不是宣傳、沒上手機的資訊不算資訊」，他原本就思考如何結

合網路宣傳臺中，結果馬上收到騰訊國際業務部臺灣暨香港辦公

室總經理譚樂文來信，希望與臺中市合作，等於「心想事成」。

WeChat全球註冊帳戶超過3億，市府以「i遊臺中」官方帳號

（ID:itaichung)登錄，WeChat用戶關注「i遊臺中」帳號，就會

不定期收到臺中重要的觀光旅遊、活動等訊息。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認為其中最方便的是LBS定位，

只要在臺中任何一個地點上網使用WeChat，按住螢幕下方「+」

符號，就會自動定位，提供附近好玩、好吃餐廳和住宿訊息，至

今累積至4,560筆資訊，讓遊客簡便又開心地玩臺中。

除此之外，臺中市也有全國首創的「不動產資訊樂活網」，連

結各項「國家級」資訊，讓附近房價、交通資訊甚至地震、易淹

水區等都標註，民眾想要購買該區房屋，只要上網點選一目瞭

然，不怕受騙或買貴。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強調此網站十分好用，以前買賣房屋或土地

全憑仲介主導，此網站把中央實價登錄、易淹水、潛勢危險、汙

染管控、周邊公共建設及開發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資訊，甚至連

街景圖、附近旅遊點、學校和停車場都標註。

臺中市各局處多數都已建置「臉書」，宣導政策和告知資訊，

與年輕人溝通，ｅ化已讓民眾申辦各項業務更便利。

臺中市自9月起，新增兩條「新幹線」

公車，分別是152路豐原新幹線和154路大

甲新幹線，「新幹線」停靠站少、行駛快

速道路，比一般公車減少2/5搭乘時間。

新增的152路豐原線，以豐原圓環東路

及水源路口為起點，經圓環東路－陽明

街－中興路－圓環南路－中正路－豐原

交流道－國道1號－臺中交流道－臺灣大

道－文心路－市警局，單程全長19.4公

里，平日尖峰時段10-15分鐘1班車、離峰

20-30分鐘1班車，共100班次，例假日每

20-30分鐘發車，共72班次。

154路大甲線以大甲區區公所為起點，

行駛國道3號經國道4號接國道1號，下大

雅交流道後續行中清路、五權路、雙十

路至臺中火車站及臺中女中；單程全長

39.2公里，平日尖峰每15分鐘1班車、離

峰30-60分鐘一班車，共72班次，例假日

40-60分鐘1班車，共48班次。

臺中市之前已有4條新幹線公車路線，

分別是150路臺灣大道-機場新幹線、151

路大里霧峰新幹線、153路谷關新幹線

及155路后里新幹線等；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局長林良泰說，6線新幹線跨越山海屯

區，可讓大臺中形成「1小時生活圈」。

即日起至10月20日18時，市府邀請民眾

上網票選13處候選景點，每週將抽出超商

禮券伍佰元，並公布於活動網站http://

web.topwin.com.tw/WalkToTaiwan。豐富

大獎則訂於102年11月12日抽出。 

13處候選景點包含臺中孔廟、臺中樂成

宮、梧棲真武宮、梧棲大庄浩天宮、大肚

磺溪書院、大甲鎮瀾宮、大甲文昌祠、南

屯文昌公廟、臺中萬和宮、臺中文昌廟、

臺中林氏宗廟、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臺

中柳原教會。踴躍投票還能抽大獎，讓臺

中市宗教文化之美躍身臺灣宗教文化的指

標景點！

臺中市城市文化

館競圖揭曉，首獎

作品來自日本建築

師妹島和世與西澤

立衛 (SANAA)，他們

是2010年普立茲克建

築獎得主，知名作品

無數，最新落成的是

法國羅浮宮的朗斯分

館。

普立茲克建築獎是建築界的諾貝爾獎，

獲得這個獎項，堪稱為世界級建築大師；

臺中市將有SANAA設計的文化館，是一個

讓人興奮的好消息！

臺中城市文化館包含圖書館與美術館，

在建築師的設計中，利用白色浪漫的建築

群，座落在有微氣候調節的大面積綠地清

翠園北端，採取綠建築設計，整個園區不

僅美，更落實臺中低碳城市的理念。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的設計者伊東豐雄，

今年獲得普立茲克獎，他一手打造的「聲

音涵洞」歌劇院，外觀如「有洞的起

士」，讓世界為之驚豔，即將在明年底

完工啟用。而在霧峰的亞洲大學藝術

館，同樣也請到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

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設計，這座獨特的

校園美術館，也將在十月開幕。

臺中精彩不只如此，臺灣塔打破塔型

建築的概念，清翠園獨具微氣候調節功

能，都是引領時代的建築。臺中都會發

展中，能擁有這群藝術品般的建築，絕

對是臺中最重要的城市資產。

臺中雲端服務 訊息一把抓

臺中新增兩條「新幹線」公車

臺灣宗教百景票選活動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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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太陽餅
征服觀光客味蕾

臺中助南部三校
風災重建圖書館

臺中市政府已在WeChat註冊，市長胡志強（左）宣布日後各種臺中旅遊等重要訊息，可傳送到全世界。▲

局  處 數  位  管  道 功  能

民政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台中Q民政」
戶政、聯合婚
禮等資訊

經發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風格臺中」
介紹臺中咖啡
館

建設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臺中各項城市
建設基礎

交通局 「臺中i-yo」APP
交通即時訊息
與路況

都發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都市發展局
山城服務中心」

都發局業務資
訊

水利局 「臺中水情」APP
臺中雨量和淹
水警戒等資訊

觀旅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旅遊
網」

特色旅遊及景
點介紹

新聞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市政府
新聞局」

新聞大小事

勞工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Let’s Go庇
護好讚」  

庇護工廠相關
資訊

衛生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健康就是
讚」

衛生醫療相關
資訊

環保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環保e網
通」

宣導環保政策

地政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市不動
產資訊樂活網」

查詢購屋和土
地資訊

文化局
臉書粉絲專頁，搜尋「臺中文化小
尖兵」

最新藝文活動
訊息

研考會 「臺中市政府官網」Line
臺中市 重大施
政、週末活動、福
利措施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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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區是占臺中市市內第一

大面積的區域，位於高海拔

一千八百至兩千五百公尺的梨山

茶區。高山溫帶型氣候日夜溫差

大，減緩茶樹生長，造就梨山茶

葉柔軟、葉肉肥厚，且吸收周遭

梨果香味特色，兩年前市長胡志

強命名為「梨山高茶」。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葉種植面

積400多公頃，總產量50萬斤，

產值約11億元，為農民賴以為生

的經濟作物；和平區農會指出，

茶湯清澈、不澀且有花果香氣，

是梨山烏龍茶的一大特色。

臺中市市長胡志強為避免市面

掛名冒充，民國一百年特別命

名為「臺灣茶王梨山高茶」，

並透過農會掛出三大「百分百」

保證，包括百分百在地生產、

無任何一片外地茶葉，百分百

「SGS」農藥殘留檢驗合格，百

分百合法用地生產，透過茶菁統

一收購、檢驗，製茶流程公開透

明，農會嚴格管控，消費者可買

到安全純正的梨山茶。

和平區農會每年舉辦茶葉評鑑

工作，採用化學檢驗法檢測農藥

殘留，篩選安全的茶樣，茶葉經

評審人員評鑑，替消費者把關。

和平區農會總幹事鄧碧珠表

示，銷售禮盒會貼上由臺中市政

府與和平區農會監封的雷射防偽

標章、QR code驗證碼等。農會

近期開發出新式品種「烏龍紅

茶」，今年將以沖泡茶包方式上

市。購買梨山高茶，可洽臺中市

和平區農會，電話：04-2594-

2530（供銷部），或上農會網頁

線上購買。

〈精彩一條街〉

〈休閒最好玩〉

▲

紅龍果最美味的季節來囉！臺中的紅龍果聞名全臺，尤其外埔區更是產量

大宗，全臺中有72公頃的種植面積，栽培地區則分布在外埔區、后里區、霧

峰區、新社區及太平區；由於臺中市生產的紅龍果品質佳，甜度甚至可以高

達21度以上，很受歡迎。

臺中市火龍果品質好、口味佳，受到市場及消費者的喜愛，目前市場拍賣

價每公斤售價在120到150元不等，產期從每年的八月初一直延續到第二年的

元月。

為了增加產量，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近年來補助產銷班農民設置示範性燈照

設備，利用夜間燈照處理技術調節產期，提高紅龍果產量及品質，延長賞味

季節。

農業局也在九月初紅龍果最美味的季節，舉辦紅龍果評鑑比賽，最後由外

埔區的農友湯玉蘭榮獲第1名，第2名為洪良芳及薛明安，第3名為陳昌裕、吳

春鳳及王國洲，優選4名分別為陳正斌、劉興忠、劉邦芳及林清龍。

評審委員的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副場長高德錚表示，今年紅龍果雖受到雨水

影響、顆粒變小，但外觀、甜度等都還是高品質。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九月十九日晚上七點開始，將在文心森林公園圓滿

戶外劇場舉辦「2013月冠全臺─中秋晚會」，臺灣之光、眾所注目的九天民

俗技藝團將帶來精湛「蜈蚣鼓」的表演，當晚將發放月亮酥與滿月創意摺

扇，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晚會將由大雅區九天民俗技藝團揭開序曲，場外將舉辦創意臺中商品展、

彩繪老師教親子彩繪柚子、創意DIY，市府免費供應滿月創意摺疊扇、月亮酥

（晚上六點開放排隊，於活動劇場兩側入口發放，送完為止）。

演唱會由藝人陳漢典、吳怡霈擔當主持人嗨翻現場，並邀請知名藝人方

寧、吳淑敏、梁文音、倪安東、安心亞等明星開唱，還有黑角舞團帶來的

「玉兔飆舞」、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蜈蚣鼓」等表演，不容錯過。

四點半至六點，木棧板區的「藝遊臺中」，數十名街頭藝人輪番上陣，晚

間七點半至九點半，則在山坡道舉辦「千人賞月認識月亮」教學活動，邀請

民眾在無光害的黑夜中欣賞月娘。

臺中市中區繼光街商圈目前有15家夜店及酒店，化身「臺版蘭桂坊」，包

括舞廳、卡啦OK、Lounge bar (酒廊酒吧)、小酒館，目前都已合法化，有多

家一到晚上就爆滿，讓繼光街重現城區風華。

阿拉夜店大火之後，臺中市有189家夜店及飲酒店被斷水斷電，市府鎖定中

區，希望輔導夜店及飲酒店業者移往繼光街一帶，前後已有15家取得執照。

因中區本就是商業區，沒有地目變更問題，鼓勵夜店、飲酒店業者進駐也有

振興中區的效果。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塑造中區商圈為夜店專區氛圍，並吸引更多業者

來中區投資，去年舉辦「蘭桂坊之夜」，炒熱商圈知名度。

經發局局長王誕生表示，「蘭桂坊」是香港時尚生活、異國佳餚的代名

詞。市府要把繼光街營造成「臺版蘭桂坊」，目前已具雛型。

臺中市的西北部是最富自然、古蹟及賞海景的好去處，民眾可以趁著假

日，到大甲區的古蹟城，還有大安的海水浴場賞西海岸風情，及外埔區最自

然的步道，並在虎腳庄選購最新鮮、有機的果實蔬菜，感受親切的甲安埔。

大安海水浴場多年前因為測到大腸桿菌超標，已少有民眾前往戲水，近年

來臺中市政府積極改善水質，並舉辦海洋觀光季，吸引全臺各地遊客蜂擁而

至，讓海水浴場又活了過來。

再往北一點的松柏漁港附近，更是喜愛衝浪民眾的絕佳去處，由於該海灣

淺灘長，加上水質乾淨，每到假日總吸引不少衝浪客前往，更有不少人選擇

到松柏漁港購買新鮮的海鮮食材，在臺中一樣可以享受高檔的戲水樂趣與新

鮮的海鮮。

臺中中秋晚會 眾明星開唱   

最美味的季節 紅龍果甜滋滋 

繼光街商圈 臺版蘭桂坊

松柏漁港北端 衝浪好去處

「2013月冠全臺─中秋晚會」歡

迎民眾相揪來參加。

〈精彩活動速報〉

目前正值紅龍果盛產期，果農搶

收成。

▲

▲

▲松柏漁港的北端，是衝浪客最愛的

衝浪聖地。

中區繼光街商圈營造為臺版蘭桂

坊，頗受年輕族群歡迎。

全臺經濟好悶，但臺中經濟不悶！ 

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進行工商普查，

發現整體景氣雖不佳，臺中市卻出現

難得的經濟成長，5年間工商企業家

數與從業人員都大有增長，全年的生

產總額也大幅成長，是五都之冠。

「數字會說話！顯示臺中的經濟並

不悶! 」臺中市長胡志強說，這是全

體市民與市府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

證明臺中是一個充滿活力與機會的城

市！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進行的100年度

工商普查統計結果指出，臺中市在5

年間，工商、服務業場所單位數增加

了1萬2,594家，相關從業人員數增加

10萬5,959人，成長率分別為8.15%與

11.73%。

另全年生產總額從新臺幣1兆8,094

億7,700萬元，跳增為2兆5,907億

2,700萬元，成長幅度達43.18%，

光是5大新興產業（綠能、生技、文

創、觀光旅遊、健康照護）與國際物

流業，1年即締造了2,464億4,100萬

元的產值，創造出12萬8,936個就業

機會，這些數字顯示臺中市經濟蓬勃

發展，即使面對大環境的不景氣，依

舊逆勢上揚。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商圈主委翁羿琦

說，以前的中區入夜一片漆黑，這幾

年景氣雖不佳，但商圈發展仍非常快

速；商店一間一間開，光旅店在自由

路和繼光街、電子街，連續開了30幾

家，背包客絡驛不絕，很多糕餅店也

重新裝潢，各店營業額比5、6年前平

均成長至少30%，尤其「臺中市第四

信用合作社」開幕，再度湧現人潮。

繼光街主委林錦源也指出，在店家

與市府的努力下，繼光街現已發展得

有如蘭桂坊，已有10幾家夜店進駐，

讓店家看到了未來；最希望市府再幫

忙整合新住民入駐繼光街，發展出新

的特色，成為臺中新亮點。

喝咖啡也能喝出創意，臺中市7家

業者以在地素材結合創意，發想出10

種「臺中咖啡」，近期內陸續上架販

售。業者絞盡腦汁、不斷嘗試，「想

入啡啡」把意想不到的材料與咖啡結

合，還真刷新世界咖啡史呢！

「啡文學」咖啡館拿烏日盛產的洛

神花釀汁後發泡，搭配臺中在地咖啡

豆製成「紫天使」，暗紅的汁液很有

紅酒的fu，口感甘醇中帶果香。

「歐客佬」咖啡館利用窯烤手法取

出香蕉糖，有異於咖啡慣用的「焦

糖」，特製的「窯烤蕉糖拿鐵咖

啡」，掩不住輕輕的蕉糖口感，頗有

南國風味。

新社區咖啡產銷班創設的「林品咖

啡」，將咖啡的果皮製成咖啡醋，加

在自產咖啡中，「新社花海」層次分

明，帶著融洽的酸與甜。

茶融入咖啡也是一絕，「貨圓甲咖

啡」取梨山茶調入龍眼蜜，融入衣索

比亞的西達摩黑咖啡。「東香咖啡」

則是選用日月潭的阿薩姆紅茶加進自

產咖啡，茶中有咖啡，咖啡中有茶

香。

臺中市咖啡市場越來越蓬勃，最近

行銷到新加坡頗受歡迎，市長胡志強

說，擅喝咖啡的星國人，聞到臺中咖

啡香氣還亂猜一通是那國的極品，他

說「茶、咖啡、太陽餅」已是臺中三

寶，未來盛況可期。

全國種植咖啡的面積約700公頃，

臺中市的面積已達100公頃，市長胡

志強說，臺中咖啡不容小覷，質與量

均可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推動臺中原

汁原味的「中原」咖啡，提高臺中市

咖啡能見度，漸打開市場，不少大陸

自助旅遊、觀光客來臺中，還會按圖

索驥找咖啡店，好好品嚐。

不但咖啡業者有創意，經發局也

委託拍攝微電影「發現愛．的咖啡

館」，放在網路平臺Youtube上。經

發局局長王誕生表示，透過微電影介

紹臺中的美景與咖啡，要讓更多人聯

想到臺中咖啡的好。

電影內容講述男主角Ray是名攝影

師，偶然在婚紗外拍時，身旁經過

一位身上散發出咖啡香的女孩，Ray

來不及捕捉她的身影，只能藉由記憶

中淡淡的咖啡香，尋找女孩，而為此

Ray不斷尋訪臺中咖啡館，發現愛。

網址請搜尋關鍵字「發現愛．的咖啡

館」。

說到太陽餅，非臺中莫屬，大陸

觀光客更是對太陽餅情有獨鍾，成

為來臺一趟返鄉的最佳伴手禮。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他在市長

任內，大力推銷太陽餅，市場大幅

成長，竟惹大陸觀光客抱怨「買不

到」，但各家業者多是手工製作，

要大量生產，想快也快不了。

從2006年開始，為維持太陽餅品

質，臺中市糕餅同業公會舉辦太陽

餅優良認證店家活動，經過一連串

認證，第一波共有10家餅店通過認

證，接受胡市長授匾，一路走來，

市府宣傳太陽餅不遺餘力。

臺中太陽餅目前已在國內外闖出

名號，簡單的滋味卻能征服消費者

的味蕾，讓大人小孩嚐到甜滋滋的

幸福。

今年4月初舉行的「2013臺中國際

糕餅節」銷售總額一路攀升，創下

新臺幣3億8千萬元新高紀錄，平均

單日銷售額是1千8百萬元，參觀人

數達7萬人次。

胡市長說，過去10年的年銷售

額，從90年的3,000萬元，成長到101

年的10億元，漲幅是驚人的33倍。

8月中旬，胡市長出席在新加坡舉

辦的臺中「食」在安心記者會，他

向當地媒體宣布，臺中糕餅已獲新

加坡國家發展部農糧及獸醫局與臺

灣食在安心HACCP雙重嚴格認證，來

自臺中的糕餅品質有保證。

風塵僕僕，胡市長又率臺中糕餅

公會一行人前進香港美食博覽會，

促銷臺中糕餅，記者會上，胡市長

力邀女兒胡婷婷、女婿Julio 首度

同臺，為臺中名餅代言，全家卯足

勁。

參展廠商把握機會促銷中秋節糕

餅，12家美食商家除展售太陽餅、

鳳梨酥和芋頭酥外，各家招牌包括

媽祖餅、牛軋糖、煎餅、蛋黃酥、

鮮菇餅、爆米香、蛋捲、手工餅乾

也同時亮相，並邀看展的進口商品

嚐，爭取商機。

我駐新加坡代表謝發達也說，胡

巿長這次率領臺中一流的糕餅業者

到新加坡行銷，出色的表現讓國人

倍感榮耀，未來他一定全力協助推

銷最好吃、最美味的臺中糕餅，從

這一刻開始，詢問購買臺中糕餅的

電話也應接不暇。

臺中經濟逆勢上揚 5都之冠不悶！
5年間工商企業家數、從業人員大有增長 全年生產總額也大幅成長 中區入夜不再「漆黑」 商家一間間開

嚐幸福！臺中太陽餅 征服觀光客味蕾

喝創意！融在地素材 10種臺中咖啡上架

梨山高茶
三大保證

 大紀元時報宋碧龍攝影

胡市長力邀女兒胡婷婷、女婿Julio在香港美食博覽會同臺，為臺中名餅代言。▲

市長胡志強說咖啡已是臺中三寶之一，未來盛況可期。▲

▲梨山高海拔、溫差大的特性，

造就高品質的「梨山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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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化  大里廟中廟 團結感情

特色社團 跟著廖添丁 旅行尋寶

清水區的「清水散步」社團，以牛罵頭

文化協進會累積20年的地方文化經驗、資

源，要帶大家以文化、旅行方式，認識

地方人文之美；首次推出地方人物介紹，

透過尋找美食、散步尋寶方式，以不同方

式，讓民眾認識不一樣的牛罵頭文化。

「清水散步」社團首推活動，是以知名

人物「廖添丁」為主；義俠廖添丁是臺中

市清水區臭水里人，也就是現今的秀水

里，清水散步將廖添丁設計成可愛卡通人

物，介紹出身地、生平、活躍大稻埕等

等。

透過廖添丁來去清水「散步」；遊客好

像跟著廖添丁行俠仗義的足跡，在清水尋

寶，找好玩、好吃、好看等地點。目前也

推出「尋寶大冒險」集戳章活動，民眾透

過地方美食集戳章，包含臺中市立港區藝

術中心、王塔米糕、清水火車站等，認識

清水區，集戳章也可換禮品。

另外，清水散步也帶民眾走訪日式木造

建築的5處車站，一路搭火車、散步到各

景點，深度旅遊令人回味。

牛罵頭文化協進會理事長吳長錕說，最

近規劃造訪人文主題的小旅行，適合男女

老幼一起；以鐵道為主，延伸到車站及所

屬城鎮的人文生態、特色產業、在地美食

小吃，透過展演、旅行，體驗海線鐵路風

情的感動。

透過小旅行規劃，要帶民眾悠遊臺鐵

「海線五兄弟」，這是鐵道迷的暱稱，指

5座日式木造建物的車站，包括臺中追分

車站、日南車站及苗栗新埔車站、大山車

站與談文車站，同時漫步彰化歷史古城、

大肚磺溪書院、新埔濱海秋茂園，還要體

驗白沙屯媽祖回鑾的盛況。

目前主打的「清水人物-廖添丁」活

動，即日起到10月底，詳細內容可以上網

打關鍵字「清水散步」搜尋，聯絡電話04-

2622-2771。

大里區樹王里的福德祠以廟中廟聞名，

是里民的信仰中心。雖然歷史多久已無可

考，但里民無不尊敬這座福德祠，也因為

這一座福德祠，不但團結了里民的感情，

還發展出具特色的陣頭文化，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6日舉辦了臺中市首次的福德祠文

化祭活動。

樹王里地靈人傑，知名學府和企業不

少，大家都認為和土地公保佑有關。為了

文化祭活動，僑泰高中和三點一刻（石城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10多家企業都動了

起來。僑泰高中不但出動儀隊，餐飲科學

生還替活動製作3百份精緻糕點，修車廠

老闆邱瑞華也替福德祠的「寶馬」義務重

新烤漆。

歌仔戲知名花旦許秀年也是樹王里福德

祠的信徒，她應邀為文化祭代言及演出，

並認為是無上的榮譽。

樹王里里長石炳南說，以往只有大甲鎮

瀾宮媽祖廟曾獲市府補助辦活動，以福德

祠而言還是首次，樹王里民同感榮幸，也

認為是土地公保佑才讓該里脫穎而出。

他表示，舉辦文化祭最大意義在於敬天

謝地，及發揚樹王里陣頭文化，敬天謝地

隱含著感恩的心情，陣頭則是讓年輕人有

機會了解前人生活和精神所在。

樹王里民每年會在農曆八月十五日土地

公誕辰前出外遶境參香，近年人數都達千

餘人，今年則是首次在遶境前辦文化祭。

該里八仙陣、老少背、三仙陣、麒麟獅

陣、樹王神童團、金獅陣、古禮迎親、布

馬陣等陣頭也在文化祭後前往彰化、雲林

的宮廟遶境，把臺中陣頭文化散播出去。

市民園地

Q：結婚之後，如果沒有辦理登記，

難道婚姻就無效嗎？
A：沒錯。民法修正後，從民國97年5

月23日起，結婚要以書面為之，有2

人以上證人簽名，而且雙方要到戶政

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只有公證結婚或

舉行婚禮，是沒有實際的結婚效力。

Q：離婚過程讓人折磨，對方若不配

合辦登記，該怎麼辦？
A：過去民法規定，有協議及裁判離

婚兩種，得到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

記，若一方不肯配合，常衍生更多困

擾；民國98年民法增訂條文，離婚經

法院調解或和解成立，婚姻關係即消

滅，不必再去辦登記。

Q：孩子出生後，一定得從父姓嗎？

A：民法規定，子女出生後，父母要

以書面約定從父姓或從母姓，如果雙

方約定不成或沒有約定，就抽籤決

定。子女成年後，可以自己決定要從

父姓或從母姓，但成年後變更以一次

為限。

樹王里福德祠祭 發揚陣頭文化

清水散步社團 帶你認識牛罵頭

▲

▲「清水散步」推出Q版廖添丁，帶大

家認識清水。

大里區樹王里舉辦首次的福德祠文化

祭。

臺中捐助南
部三校蓋新圖書館

大武國中圖書館順利落成 林邊國小進度落後 麻豆國小仍缺款 胡市長協助募款
臺中市政府以莫拉克風災善款幫助臺

東、屏東及臺南三縣市偏鄉學校興建圖書

館，臺東大武國中已於今年初完工啟用，

市長胡志強也親往致賀，但屏東林邊國小

及臺南麻豆國小分別因廠商倒閉重新招標

及變更施工導致經費不足，進度落後。

獲得臺中市政府補助興建圖書館的三所

國中小學，都經過市府擬定的「臺中市運

用莫拉克捐款補助災區學校興建圖書館遴

選計畫」審議小組嚴謹審查通過，各校均

獲得2,500萬元的補助款。

其中位於臺東縣大武鄉的大武國中，位

處原住民地區，校方融入濃厚的原住民文

化特色，打造一棟嶄新的圖書館，今年一

月完工，四月熱鬧舉行落成典禮。

另位於屏東縣林邊鄉的林邊國小，圖書

館興建工程則因得標廠商突然倒閉，無法

履約，校方依規重新辦理招標，直到第四

次招標才順利標出，因此進度較為落後。

至於臺南市麻豆區的麻豆國小圖書館，

目前已完成硬體興建工程，預定八月底驗

收，九月取得使用執照。目前因變更及新

增部分設施，差額還缺150萬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表示，麻豆國小為不

辜負臺中市的美意，目前正努力尋求善心

人士的協助，希望能在近期內募款完成，

並於今年十一月落成啟用。市府為了協助

校方，也將以胡市長的名義寫信給統一企

業董事長高清愿，期待統一企業能共同響

應，解決麻豆國小的困難。

胡市長表示，為了讓臺中市民的愛心發

揮最大的效益，市府謹慎選擇了三縣市的

偏鄉學校為補助對象，幫助他們興建圖書

館，讓當地學子獲得最實在、最長遠的好

處。希望這兩所工程進度落後的學校，能

在市府的協助下逐一克服難關，早日啟用

圖書館，也讓臺中市莫拉克風災善款捐贈

者的心意，能得到最圓滿的結果。

臺中市政府提供莫拉克颱風結餘款給臺東縣大武國中新建圖書館，市長胡志強（右

二）今年4月親自前往致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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