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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報你知〉

〈貼心提醒您〉

追求食品安全 臺中有決心

新社花海節來了
8大主題館 4大展區

營養午餐列管
學童吃得安心

3版

4版

歐洲魅影影展 
16部電影免費看 

楊何惠珍捐地
獲頒慈光獎章

2版

創意花毯
少年PI場景重現

幫助柬埔寨兒童 
號召千名認養人

花博Logo、吉祥物徵件 首獎50萬 

住宅修繕補助 出租弱勢

物價齊漲，只有勞工的薪水不漲，根本追不上房價。臺中市

政府看到勞工的需要，首推「幸福好宅」，利用南屯精密機械

科技創新園區內約0.6公頃的土地，興建7至12樓不等、約兩百

戶的合宜住宅，9成出售，1成出租，臺中市長胡志強宣布「售

價每坪不超過12萬元」。

臺中市政府經發局局長王誕生說，「幸福好宅」目前緊鑼密

鼓招標，順利取得土地移轉後預定3年內完成興建，並取得使用

執照。「好宅」規劃設計興建地下1至3樓，地上7至12樓等，一

樓是店面，2樓以上有35坪、48坪兩種房型，順應現代家庭3到4

房的需要。「好宅」售價每坪單價12萬元，是附近區段的6折，

租金的部分35坪房型每月7,000元，48坪每戶每月9,600元，約

是市場的5到6折，未建先轟動。經發局設定，為禁止投機炒

作，不論租售，10年內都不能轉讓。

住宅建物租售採限定資格，提供家庭年收入低於臺中市百分

之五十分位點家庭平均所得 (例如：101年度金額為新臺幣96萬

元，每月家庭平均所得約8萬元以下)，且無自有住宅之勞工家

庭，並以精密機械園區內勞工為優先租售對象。

經發局指出，合宜住宅的基地位在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精

科路、文山6街口，鄰近特3號道路，近交流道，沿特3號可連接

七期重劃區和市中心，車程僅10分鐘。學區有文山國小、嶺東

科技大學及嶺東商圈，對在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工作的勞工

朋友，提供便利舒適的居住環境。

市長胡志強說，興建合宜住宅的計畫是照顧平民勞工，計畫

不會停，剛好借勞工合宜住宅先觀察市場反映。他說，公告租

售後如市場反應好，市府將評估考量在豐原、大雅等處擴大辦

理「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以照顧本市更多的勞工族群。

人老了，東西吃不動怎麼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結合民間社

福單位成立「大人食堂」，聘請營養師調配餐點，針對方便長

輩咀嚼，設計軟式菜單，目前已在石岡、神岡成立，未來將在

清水區與更多地區設立食堂，提供長輩友善又營養的用餐環

境。

面對高齡化時代來臨，今年5月在石岡區成立第一家老五老

「大人食堂」，接著10月在神岡區設立，預計明年下半年將於

清水區成立第3家，希望透過更多單位成立「大人食堂」，讓長

輩在社區中健康用餐。

社會局表示，慈心基金會長期投入臺中市老人營養餐飲服

務，服務個案高達4百餘人，基金會發現，老人營養不均的背後

不僅僅是飲食習慣不良與缺乏營養概念的問題，還要思考如何

根據老人的營養需求、口味和咀嚼功能，提供適合的餐點。

「我們有五菜一湯，分為硬、軟、特軟和半流(廣東粥)，長

者可依喜好選擇適合的菜色。」社會局指出，長輩多患有高血

壓、心臟病等問題，食堂菜色全由營養師調配，少油少鹽。

2018花博在臺中市舉辦，臺市府政府要

替花博找意象，公開徵選花博的Logo和吉

祥物，11月1日起開始收件至11月30日截

止，第1名獎金可獲50萬元，歡迎設計界

好手共襄盛舉。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指出，評審標準分

為主題特色及設計概念（30％）、構圖技

巧及美感（30％）、創意與辨識效果（20 

％）以及可行性運用（20％）；總獎金80

萬元，第1名50萬元、第2名15萬元、第3

名10萬元、佳作3名每名1萬元，

另外，徵選活動收件截止日後，主辦

單位於102年12月4日（三）至12月13日

（五）將參賽作品置於活動官網供民眾票

選，獲得網路人氣王也可獲獎金2萬元，

詳情請上活動官網www.flora-expo.org.

tw查詢。

評審之一的陸蓉之教授提醒，設計一定

要展現國際視野，更兼具臺灣的本土文

化，甚至是臺中的在地特色，期望透過

Logo和吉祥物，讓世界看到臺中的農業文

化。

臺中市推出「空閒住宅修繕補助」，家

中閒置的房屋可以申請補助，政府出錢修

繕，完成後得出租給弱勢家庭，第一波已

於10月31日截止，第二波預計12月開放申

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表示，臺中市有

不少空閒住宅，因屋況不佳無法出租，市

府補助修繕，每戶最高補助金額30萬元，

屋主甚至不必花一毛錢，就能完成修繕，

但完工後得優先出租給弱勢家庭，出租時

間至少持續3年，創造雙贏局面。洽詢電

話：(04)22289111轉64601~64606。

胡志強市長宣布「每坪不超過12萬元」

臺中幸福好宅 優惠租售勞工
9成出售 1成出租 約市場5到6折 最快2017年開賣

貼心！大人食堂 幫長者設計菜單 
已在石岡、神岡成立 預計明年下半年於清水成立第三家

臺中市長胡志強宣示建幸福好宅，嘉惠勞工。▲

臺灣最近的食

用油風暴，讓人

覺得痛心失望。

許多廠商為了賺

錢，連良心都不

顧，總部設在臺

中的福懋油脂爆

發問題後，公權

力依法重罰外，

還要追究廠商大賺黑心錢的責任。

這場食用油危機衝擊社會對食品安全的

信任感，標榜百分百的純橄欖油，居然被

查出混了其他種油，甚至驗出不該添加的

香精、色素，商人如果沒有良心，誰能安

心吃東西呢？重罰黑心商人之外，更要努

力恢復民眾的信心。

市府積極把關食品安全，臺中名產太陽

餅年營業額超過十億元，市府稽查不手

軟，從不間斷檢驗、稽查，才能督促太陽

餅的品質；馳名海外的梨山茶，就算是得

獎的茶葉，市府也一再檢驗，確保沒有農

藥殘留，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市府也正規劃，公布學校營養午餐

的食材，透過網路公布，學校午餐吃

了什麼蔬菜、肉品？使用哪些調味

料？大家一目了然，從源頭追蹤，讓

孩子吃得安心與健康。

橄欖油混了其他油脂，外表或許看

不出來，卻逃不過機器檢驗，經歷食

用油風暴後，公權力會更嚴格把關；

我期待臺中市沒有黑心商人，這個期

望看似落空，但追求食品安全的決心

不會改變。

絕 不 胡 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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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新社花海節登場啦！新

社花海節已連續辦理八年，今年第二

度結合臺中國際花毯節，規模更勝以

往，占地33公頃的新社花海花田區，

周邊還有各式不同主題區，花草在暖

陽下綻放，吸引不少民眾前往觀賞，

利用秋高氣爽的天氣出遊，享受悠閒

生活。

2013年新社花海以花間‧漫遊，樂

悠遊為主題，有各自特色的主題來打

造33公頃的平面花海園區，整個園區

充滿臺灣農業的特色，現場除了大

片向日葵花田、高粱田、波斯菊花

田等，也設計了具知識性的8大主題

館。

8大主題館分別為蘭得一見館、面

面俱稻館、幸福圓滿農村館、花現幸

福館、旅行生活館、綠能森活館、本

草菁華館、休閒農業館等，由水土保

持局臺中分局、臺中市新社區休閒農

業導覽發展協會、臺中市民宿協會、

種苗改良繁殖場及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等單位協助設置，藉由特色展示，讓

遊客可以看見臺灣農業發展的進步。

四大展區則有臺中市政府觀光局主

辦的國際花毯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規畫農特產品行銷區、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集合臺中市名攤名產行銷

區、還有在地新社區推出的新社農特

產品暨美食區，讓遊客逛累了，還可

以品嘗在地美味。

年年吸引超過百萬人次前來觀賞的

新社花海，不僅主題活動精彩，建議

可以順道一遊週邊社區，體驗休閒

農業，2013年度新社農會推出樂活臺

中‧尋味巴士一日遊行程，不僅可以

深度遊花海，更能前往新社區抽藤坑

休閒農業區、馬力埔休閒農業區、石

岡區食水嵙休閒農業區、東勢區軟埤

坑休閒農業區等地。

秋高氣爽最適合闔家出遊，趕

緊安排行程來體驗新社花海繽紛

的美景吧!相關活動詳情可上2013

臺中國際花毯節活動官網http://

flowercarpet.com.tw/查詢。

想要暢遊新社花海節，最好的方式

就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新社花海活

動期間天天都有交通管制，平日上午

8時至下午6時、假日早上7時30分至

晚上6時30分，有鑑於去年因下雨造

成停車場泥濘不堪的問題，市府今年

增加新社高中、新社區公所及東勢河

濱公園等雨天臨時停車場，可望改善

下雨天停車不便的問題。

搭公車前往花海會場，共有10個路

線，在臺中火車站前搭乘豐原客運

270、271、276，另外還有31、91、

264、265、272、275、277等路線，

詳細可上網www.i384.com.tw查詢。

花海假日接駁車則有3線接駁路

線，於花海期間每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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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花草樹木呈現出的奇幻童話故事

場景，就在今年的臺中國際花毯節。

一望無際的花海景致、一幅幅大型的

花毯圖騰，色彩繽紛不說，今年還加

上超大、寬24公尺的立體書，書上聳

立著一座五層樓高的立體魔法城堡，

魔豆樹就從立體書中竄出，牆上時鐘

倒轉時光，每個整點還有動態音樂城

堡秀，突破以往平面花毯，讓大人小

孩嘆為觀止，充滿視覺創意。

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辦臺中

國際花毯節，創意每年推陳出新，花

毯面積更是屢創新高，繼去年的幸福

與彩蝶雙花毯，今年2013臺中國際花

毯節以「愛遊花境」為主題，規劃了

三大主題花毯及四大主題展區，多達

15組特色展示裝置，將著名魔法童話

故事及電影中的人物場景，融入臺中

的特色觀光景點與城市意象，更重現

李安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經

典場景。

今年的花毯節使用特殊植生牆培植

技術，精心打造24公尺寬的超大立體

書及近五層樓高的大型立體魔法城

臺中是花卉的故鄉。根據資料顯

示，臺灣花卉外銷總值達1億7,592萬

美元（約新臺幣50億元），而臺中佔

全臺灣花卉總產量約13%，緊鄰的彰

化、南投，也是臺灣園藝重要生產基

地，中彰投連成一線，以花卉為臺灣

拚經濟。

臺中市政府以「小王子夢想中的花

博」為主題，向「國際園藝生產者協

會（AIPH）成功申請「2018年國際花

卉博覽會」主辦權，有別於臺北花博

一次性使用，未來臺中花博的舉辦地

點將設在花卉生產區后里，花博結束

後，所有的設施至少保留三分之二作

為永久花博紀念公園，對花農和在地

產業有長遠助益。

除了籌辦花博，市府還將在后里籌

設亞太花卉拍賣中心，加上清泉崗籌

設之亞太地區航空外銷花卉中心，結

合市府成立的亞太花卉行銷籌備組

織，將中部地區的花卉產業結合起

來，將臺中打造為東方荷蘭，衍生觀

光效益並且增加就業機會及市民收

入。

大臺中市外銷日本的花卉以文心

蘭、火鶴為主要花種，其中切花類百

合、唐菖蒲、文心蘭，種植面積最

多，銷量全國第一，后里區更是臺中

花卉種植中心，也是未來花博舉辦地

點。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場地以后里營

區、后里馬場、后里環保公園等為

主，花博產生的觀光、文化、農特產

效益可觀，官方預估吸引八百萬至

一千萬人潮，帶動后里地區發展，讓

后里民眾相當期待。

 新社花海節來了 

結合花卉產業 打造臺中成東方荷蘭

10公車路線 假日有接駁

區，這三線發車時段都是上午8點至

下午4點，回程由花海展區發車時段

則為上午10點至下午6點。

太原停車場線發車地點在北屯區太

原路三段與建和路路口，發車間距

為20至30分一班，中途沒有設置上車

點，回程可選擇在近大坑圓環處（大

坑橋站）下車，方便民眾轉乘其他公

車路線。

豐原火車站接駁車路線，則有設兩

個中途站，為陽明街與自強南街口乘

車處 （近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與

新社高中乘車處，發車間距為15至20

分一班。

東勢河濱公園停車場接駁車，路線

起點則在東勢區中正路（臺八線）

上，中途站為新社區公所停車場乘車

處，發車間距為20至30分一班，歡迎

民眾多多搭乘。

開車前往的民眾，可由石岡、東勢

往興社街（東興派出所）方向，經協

興街左轉華豐街，即可沿指標進入小

型車輛停車場，由臺中市東山路或石

岡、東勢往興中街方向駛來車輛，經

協興街、至苗圃橋右轉，轉入沿著灌

溉排水溝旁農路單向行駛，即可至小

型車輛停車場。

創意花毯 少年PI場景重現

2018花博在臺中

堡，儘管花卉使用量驚人，但活動也

重視品質、環保，取得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低碳活動認證標章，不僅在花卉

裝置減少使用一次性材質，所有文宣

品皆使用FSC認證環保紙張，大豆環

保油墨印製而成，活動宣傳旗幟更將

由臺中立達啟能中心回收再製成環保

袋，倡導DM回收的概念，展現臺中低

碳永續的國際城市高度。

今年三大主題花毯有魔法城堡、

大地是我的衣裳、山櫻花，平面及3D 

立體花毯，創造視覺饗宴，四大主體

展區則包含觀光旅遊、電影藝文、運

動健康、綠能低碳，以精緻草花布置

搭配裝置藝術，結合著名魔法童話故

事場景，呈現臺中特色元素及觀光資

源，也融入山海屯各區景點，如東海

大學路思義教堂、谷關溫泉，臺中糕

點、咖啡也不可少，現正流行的黃色

小鴨，則與薑母鴨業者合作轉為「紅

面番鴨」，呈現趣味的在地特色。

8大主題館 4大展區
 結合臺中國際花毯節 規模更勝以往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地理環境得天獨厚，常可見稀有的帝雉、深山竹

雞、臺灣藍鵲、藍腹鷴、金翼白眉、白耳畫眉、紅頭山雀、冠羽畫眉等近百

種珍貴鳥類，儼然如天然野生鳥類樂園，吸引無數歐美、日本、大陸人士來

賞鳥。這個季節前往大雪山，山上溫度10度上下，必須帶厚外套，前往東勢

區再沿著雪山路上山，臺中市民票價為100元，年滿65歲以上，票價僅10元

（持有證明文件）。

大雪山除珍貴鳥類外，還有臺灣獼猴、山羌、山羊、白面鼯鼠等動物，甚

至黑熊也會出現。海拔約1,800至2,996公尺，分佈暖、溫、寒森林帶，紅

檜、鐵杉、扁柏密布。不少民眾前往大雪山，是為呼吸都市所沒有的芬多

精、檜木香。從賞鳥平臺、橫嶺山墜道、鳶嘴山登山口至收費站，登山民眾

紛紛將車子停放在路旁，欣賞大自然風光。

還有民眾休旅車旁搭遮陽帳，擺上桌椅、端上茶盤，舒適躺在椅上，與

三五好友泡茶，看著四週一片翠綠，在藍天、白雲、綠樹下，喝上數杯好

茶，不覺地說「這是最美麗的地方、最快樂的人生」。

園區規劃鞍馬山環站森林浴步道、船型山森林步道、木馬道、埡口觀景臺

步道、雪山神木健行步道，鳶嘴、稍來瞭望臺、小雪山步道，又有天池、雪

山神木等景點，漫步步道間，山嵐、雲海、薄霧、楓紅、晨曦、落日、繁星

伴你攜手同遊，細細品味原始森林的美好。

歐洲魅影影展來臺中！即日起到12月8日，16部來自歐洲各國的電影免費觀

賞，帶來電影創作的另類視角，放映地點在沙鹿電影藝術館、東海大學、靜

宜大學與中興大學。

歐洲魅影影展由歐洲經貿辦事處主辦，國內常見的歐洲電影，多半來自法

國、德國與義大利，這次有少見的捷克、盧森堡、匈牙利、比利時等國作

品，有二戰改編的真實故事，也有探討社會議題的公路電影。

首映在臺中市政府舉行，國內少見的盧森堡電影「移動之家」，描述兩名

30歲、無所事事的失業青年，踏上公路冒險之旅，實現露營車旅行的夢想，

沒想到出師未捷車子故障，得先籌錢修車。

獲得歐洲電影獎的奧地利電影「深深深呼吸」，描寫少年觀護所的19歲少

年，假釋出獄後投入殯葬業，看著一具具屍體與親友百態，也重新去面對自

己犯下的罪。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表示，歐洲魅影影展有別於好

萊塢文化，帶給市民更多元的觀影經驗。詳細場次請上網查詢。網址：www.

teff.tw。

行政院科技會報正在建置「食品追溯雲」，臺中市與新北市都已爭取優先

納入，未來團膳廠商使用的食材，都得上網登錄，只要透過網路查詢，孩子

吃的東西都攤在陽光下。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美娜說，臺中市一直很想列管午餐食材，得知行

政院科技會報打算建置後，就積極爭取，日前也已向行政院簡報完畢，臺中

市推動食在安心認證已三年多，已有設置食品追溯雲的基礎與優勢，且強烈

表達願意加入食品追溯雲的意願，獲得中央認同，同意補助，未來臺中市將

列管所有午餐食材，承包中小學午餐的廠商，合約都會要求上網登錄食材，

市府也將隨時稽查，讓學童吃得更安心。

〈精彩活動速報〉

營養午餐列管 學童吃得安心

歐洲魅影影展 16電影免費看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製作、明華園戲劇總團擔任演出的大戲「媽祖」11

月登場。這齣歌仔戲結合戲劇、音樂、舞蹈、武術、特技…，又逢明華園創

團85週年慶，將在臺中市首演，一共2場，完全免費。

這齣戲由明華園首席編導陳勝國編寫、導戲，從構思大綱、收集資料花了

超過1年時間，以「神」為主軸，也強調「人性」與「愛」。

文化局表示，「2013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大戲─媽祖」由當家臺柱、

國寶級表演藝術家孫翠鳳主演，當家花旦鄭雅升、第一丑角陳勝在領軍，率

家族菁英同臺飆戲。11月17日在小來公園旁的演出大獲好評，下一場次將於

12月7日晚間7時30分在太平區太平運動場演出，歡迎所有戲迷把握機會前往

欣賞。

明華園大戲「媽祖」臺中首演

〈休閒最好玩〉

遊玩大雪山 看珍貴鳥類

新社花海新創意，立體花雕更吸睛。新社花海打造音樂城堡，每到整點萬紫

千紅的城堡會響起音樂。

▲▲

向日葵花田、高粱田、波斯菊花田…

另有農特產品美食區 可品嘗在地美味

歐洲魅影影展，今年參展影片為

歷年最多，放映規模也是史上最

大。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步道，兩旁

樹林萬紫千紅，相當愜意。�

� 圖／東勢林區管理處提供

▲

明華園戲劇總團監製的「媽

祖」，11月開始巡演。

▲

▲

未來臺中市將列管所有午餐食材，

讓學童吃得更安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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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好讚  打敗臺北市 全隊哭一團 

市民園地

Q：怎樣才是重視家庭價值與生命傳

承？
A：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

增加未婚男女婚姻媒合機會，提高有

偶率，重建家庭價值，積極協助營造

婚姻。

Q：如何加強國人性別平等觀念？
A：強調女孩男孩一樣好，確保性別

比例不失衡。加強兒童及少年人權宣

導，往下扎根，並結合各民間團體在

全國辦理多元型態宣導活動，深植國

人保護兒童及人權的認知。

Q：如何保持長者活躍及健康？

A：創造長者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的

多元機會，提升生活調適能力、增進

生活品質。提供長者終身學習環境，

滿足再教育、終身學習的需求；強化

社會大眾正確老化知識，增進世代融

合，營造樂齡親老的友善社會環境。

 另外積極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

有效運用長者人力資源，促進代間互

助及社會融合之效，並建立其對社區

的信任感，消除社會孤立與疏離感。

「要活就要動」，維持長者活動力，

降低健康危險因子，並倡導健康飲食

與營養均衡，避免濫用菸、酒，建立

正確用藥方法，以延緩老化，長者才

能健康生活。

Q：婚姻須講求互助和諧，外籍配偶
人數增加，如何共營多元天地？

▲

臺中市政府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將在世

界遺址吳哥窟周邊的貧窮村落打造愛心臺

中村；臺中市副市長徐中雄號召1,000名

認養人資助柬埔寨兒童，改善當地教育與

生活環境，這個月他也親自前往柬埔寨暹

粒省奇坤計畫區探訪。

世界展望會在臺中勤美術館推出「孩子

的故事屋」，現場有多間故事屋，民眾可

以恣意探訪每間小屋的創作，體驗柬埔寨

兒童的生活，吸引民眾響應。

世展會資源發展處處長郭秀齡說，臺中

市預計號召1,000名認養人，資助位於吳

哥窟100公里外的奇坤計畫區，每月700

元，資助當地千名兒童。

徐中雄說，柬埔寨奇坤計畫區的小朋

友，許多人因經濟因素輟學，當地沙瑪其

小學已經30年沒有畢業生，生活中缺乏乾

淨飲水，也沒有衛生廁所。

世界展望會在臺中勤美術館推出「孩子

的故事屋」，透過每一間故事屋的場景讓

觀眾看到吳哥窟周邊的貧窮村落的狀況，

多數家庭的飲用水，就是屋外混濁泥濘的

河水，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孩子得放棄

讀書，到河邊去釣青蛙、抓魚蟹，維持家

庭的溫飽。

徐中雄這個月到柬埔寨奇坤計畫區探

102年全國運動會於10月24日結束，臺

中市代表隊拿下51金、42銀、47銅，獲

立法院長獎，成績傲人。男子足球隊摘

下有史以來第一面全運金牌、自由車隊

則一貫強悍，摘下14金，備受矚目。

臺中市男子足球隊在不被看好的情形

下，過關斬將，打敗臺北市勁敵，摘下

臺中市第一面全運足球金牌。冠軍爭霸

賽時，兩隊平手，臺中市以PK戰力克地

主隊臺北市，勇奪金牌，選手教練相擁

而泣，哭成一團，場面感人。

臺中市體育總會秘書長楊永昌直說

「實在不容易」，可喜可賀。負責集訓

的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副主委、臺灣體

「我比你們還高興！」太平區黃竹國小

的校地是永豐餘集團創辦人之一的何永

所捐贈，但其中約一半的土地仍屬借用性

質，在前校長賴米月的協調下，何永的女

兒、87歲的楊何惠珍無私地把這些地再捐

給黃竹國小，並以「我比你們還高興！」

形容自己的心情。

為表彰楊何惠珍善行，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特別推薦她獲得臺中市傑出人士獎章，

也就是所謂的慈光獎章，日前由臺中市長

胡志強在黃竹國小頒發給她。胡志強特別

強調，因楊何惠珍捐地，黃竹國小所有師

生和地方人士的理想、抱負才得以維持下

去，黃竹國小也因而可以站得更穩。

他看到楊何惠珍雖年事已高，但仍行動

自如，且臉上還一直帶著笑容，忍不住稱

讚：「楊何惠珍因為做好事，即使87歲了

看起來還那麼年輕、健康。」

黃竹國小是迷你小學，為了這項表揚活

動，所有小朋友都出動，有的表演舞獅，

有的吹陶笛。胡志強開玩笑說，他12年

來，跑了至少100個學校，還沒遇過「全

校」都來迎接他的。楊何惠珍也在「感恩

的心」的悠揚樂聲中接下慈光獎章。

臺灣人口面臨少子化、老齡化的極

端分佈現象，政府呼籲應更重視「家

庭價值與生命傳承」、「營造長者活

躍及健康」及「互助和諧共營多元天

地」，建立健康幸福的家庭，讓民眾

安心培植下一代、安養老一輩。

副市長徐中雄 愛心送暖到柬國

助柬埔寨童 臺中號召千名認養人

訪，他說，身為地球村的一員「世界的

大臺中」，透過「愛」與世界連結，第

一站要在柬埔寨成立「臺中村」，踏出

臺中市的第一步，奉獻愛心給需要幫助

的人，讓臺中人的愛心落地生根，未來

也希望可以資助南美、非洲或蒙古等貧

乏的地方，使臺中市成為善良與愛的偉

大城市。

全運會 臺中男足奪史上首金
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院院長趙榮瑞說，

「連想都沒有想到」，選手「很拼」、加

上運氣好，摘下臺中市的首面男足金牌。

男子足球隊以臺灣體大為班底共9人，

惠文高中3人，還有銘傳、北體等在籍選

手。惠文高中足球隊獲今年3月高中足球

聯賽總冠軍，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代表市

長胡志強頒發兩百萬擴充體育設備經費獎

金，全運再傳捷報，與有榮焉。

臺中市自由車代表隊拿下14金，隊員平

日生活規律、下苦功勤練，尤其成員之間

默契十足，摘金奪銀保持臺中「最大金

主」的寶座。蕭美玉與蕭世鑫姐弟表現傑

出，尤其蕭美玉包辦多金又有多項破全國

與大會記錄，讓教練徐瑞德大喊讚!

男子游泳選手蔡秉融，在男子200公

尺蛙泳決賽以2分13秒61的成績，順利摘

金，更打破大會及全國紀錄。韻律選手楊

千玫漂亮的動作，為臺中市添金牌。

綜觀這次全國運動會，臺中市體育總會

秘書長楊永昌說，臺中市這回掉了4金，

其實仍維持不錯的水準，但高雄市這屆在

縣市整合後，實力大增，值得臺中體育界

借鏡。

溫暖人間 獲慈光獎章 全校來迎接

楊何惠珍捐地 黃竹國小完整了

楊何惠珍(左)無私地捐地給黃竹國

小，市長胡志強頒發慈光獎章給她。

臺中市副市長徐中雄（中）率先響應「台中有愛」活動，號召1,000名認養人資助

柬埔寨兒童。左起是世界展望會會長南岳君、藝人鄭元暢。

▲

▲臺中市男子足球隊(白衣者)拿下今年

全運會金牌，史上第一遭。

A：加強對婚姻移民各項社會服務資

源與服務方案的宣導工作，協助外籍

配偶排除生活障礙與提高生活滿意

度。並強化國人對新移民原生文化之

尊重及宣導對多元文化之包容，深植

「族群平等、相互尊重接納」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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