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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報你知〉

盲眼琴手蔡哲沅 
用音樂照亮世界

2版

臺灣行動菩薩 
助學10年散播愛

12月節日多，聖誕節後緊接著有跨年晚會、元旦活動，今年雖

然沒有連假，但臺中市政府仍規劃多項活動，讓市民在大小街道

中，都能感受溫暖的佳節氣息。

市府廣場前高16公尺的聖誕樹，已在日前點燈，樹身用回收光

碟片、寶特瓶及湯匙打造，讓大家過節不忘節能減碳；而廣場上

24根路燈也結合節能環保概念，運用北極熊和臺灣黑熊等裝置藝

術，以及可愛的泰迪熊座，圍繞市府廣場，邀請大家一起來享受

「熊厲害」的聖誕佳節。

今年的聖誕樹特別設計了巧思，聖誕老公公在每晚7點到9點

之間，每30分鐘都會從聖誕樹頂端下來為大家報幸福，即日起

至25日止，每週末晚上7點至9點，還會有優質表演團體在廣場演

出，更有集章送摸彩券和限量聖誕年曆酷卡活動，詳請可上網：

http://www.taichung.gov.tw/查詢。

「2013泰迪熊臺中樂活嘉年華」從今年11月28日到明年1月5日

在臺中秋紅谷、草悟道、市府廣場及新光三越可愛登場。這是亞

洲首次集結逾百隻173公分高的泰迪熊戶外裝置展出，結合臺中市

知名景點，更有看頭。臺灣泰迪熊協會與臺中市政府合作，舉辦

為期五週的泰迪熊嘉年華，已讓4個主要展出地點連平日都人潮洶

湧，為無數的觀眾製造可愛驚喜。

展場中有國際知名設計師蕭青陽創作的主題熊，市區各大飯店

業者爭相推出泰迪熊主題房吸引客人，糕餅業則有泰迪熊蛋糕、

外國人及外籍配偶服務電話原本各自獨

立，明年元旦起合併為「0800-024-111」，

提供外籍人士在臺各項諮詢。

服務語言、時段如下：國語、英語、日

語，每日24小時、全年無休；越南語，週

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印尼語、泰

語與柬埔寨語，為週一至週五下午1點到

下午5點，歡迎多加利用。

國人習慣購買禮券，出遊休閒可享受折

扣。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林月棗提醒，

買禮券要睜大眼睛，認明有履約保證，而

且由特定銀行負責，免得業者玩兩面手

法。

臺中市主任消保官康馨壬說，民眾可以

上交通部觀光局網站，查詢販賣禮券的旅

館、民宿是否有合法登記。

外籍配偶服務熱線  

〈貼心提醒您〉

買禮券 認明履約保證  

創意，臺中最溫暖的力量

絕 不 胡 塗

歲末年終，期許臺

中越來越好，臺中

真是創意無限。最近

剛上演的「媽祖大

戲」，由臺灣最有名

的明華園編導演出，

並集合臺中媽祖各宮

廟陣頭，現場四、五

萬人，在低溫中露天

欣賞，一個個深深被感動。

我曾經把國際導演張藝謀請來臺中，上

演義大利歌劇「杜蘭朵公主」，當時引起

轟動，但老實說，杜蘭朵是外國故事，唱

的文字大家不一定懂，但媽祖深入人心，

我覺得媽祖大戲超過杜蘭朵，導演陳勝福

不輸給張藝謀。

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等老建築，推出

光雕表演，現場聲光效果極佳，當現代科

技與古老歷史結合，光影藝術爬上老牆

面，只要親臨現場一定會被感動，同樣是

創意帶來的溫暖效果。

最近泰迪熊嘉年華也在臺中登場，

秋紅谷、草悟道人潮大排長龍，為了

與各式各樣的熊寶貝拍照紀念，這是

臺灣第一次的泰迪熊嘉年華，也是讓

大小朋友開心的好展覽。

當然還有首度來臺的蘇格蘭風笛表

演，街頭踩街的精彩演出，也給臺中

市民帶來震撼。

好的創意可以帶來歡樂，讓人心溫

暖，讓臉上浮現笑容，這是創意的力

量，我最喜歡看人臉上有笑容，這是

臺中最溫暖的力量。

 跨年晚會 市區、大甲兩現場 眾星雲集

結合臺中景點 泰迪熊嘉年華登場 

明年就是2014年，為迎接新的一年，臺中市跨年晚會以「最

愛臺中」為主題，分市區、大甲兩個現場，市區晚會在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場，31日晚間7點開唱，晚會主持人由阿

Ken、納豆、黃嘉千、袁艾菲、劉薰愛共同主持，丁噹開場、

蕭敬騰倒數、F.I.R壓軸，還有溫昇豪、炎亞綸、李佳薇、王

詩安、孫耀威、SUPER131、阿喜、Soler（Band）、林靖雨、

周惠、小胖、葉瑋婷等藝人連番獻唱，與民眾一起跨年。

大甲晚會在大甲區體育場舉行，由廖家儀、阿龐擔綱主持，

現場表演藝人有陳美鳳、羅時豐等人。在迎接2014年的到來

時，兩現場都將同時施放三分鐘璀璨煙火，搭配舞臺煙火特

效，火樹銀花的幸福中彼此互道新年快樂。有別於平地的大型

跨年，臺中市政府觀光局今年也持續前進谷關、梨山等地辦小

型跨年晚會。

餅乾及餐點，郵局推出可愛的紀念郵票，咖啡業者、烏日酒廠

也都有泰迪熊相關商品，琳瑯滿目的讓人愛不釋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局長王誕生表示，活動主題「泰迪熊與城市有

約」，力邀藝術家及企業團體認養近百隻大型泰迪熊，百年歷

史的泰迪熊穿上百種創意服飾與觀眾相見歡，多彩面貌的泰迪

熊寫下亞洲首次的歷史。除免費戶外大型展覽外，臺中新光三

越10樓有「泰迪熊博覽會」，展覽到明年1月5日。相關資訊請

見活動官網http://www.teddycarnival.com.tw/。

悠遊草悟道
低碳環保 體驗慢活

iBike明年上路
甲地租借 乙地還車

3版
3D光雕藝術展
臺中建築「活」起來

手機定位拿著跑
畫出創意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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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聖誕、跨年 粉絲集結臺中
市府廣場前 16公尺高聖誕樹點燈啟動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運用智慧結合

科技，將稅務服務更簡化便民，讓民眾

有任何稅務問題皆可透過下列管道獲得

解決：

稅務局便民 服務科技化

ｅ化服務管道 服務內容

行動愛心稅務服

務網-視訊服務站

及巡迴服務站

稅務諮詢、申辦、核發

證明及補發稅單等，各

服務據點詳稅務局網

站：http://www.tax.

taichung.gov.tw

「中稅ｅ把照」

APP

線上申辦、申辦紀錄

查詢及關於我們，App 

Store及Google play 均

可下載。

「中市稅輕鬆」

臉書專頁

提供粉絲地方稅相關法

令規定及活動訊息。

LINE：帳號

「taichungtax」

於辦公日由專人負責輪

值，提供快速的線上即

時雙向互動諮詢服務。

SKYPE：帳號

「tctax_service」

每晚7點到9點間每30分鐘，聖誕老公公會從聖誕樹頂端下來為大家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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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臺中市七期精華區的秋紅谷公園，從去年底啟用以來，已成為遊客到

臺中市必去的景點之一，除了公園本身獨特的人工湖綠地景觀之外，公園鄰

近朝馬客運轉運站、新光三越、大遠百、老虎城購物中心等，有吃有玩的方

便性，讓秋紅谷公園儼然成為臺中市的新地標。

秋紅谷公園位於西屯區市政北七路、河南路口，是一座有人工湖綠地景觀

的大型滯洪池，101年11月24日啟用，市府陸續在秋紅谷公園舉辦數場大型活

動，遊客於12月間造訪，可以看到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辦的「泰迪熊嘉

年華」，數尊173公分的彩繪泰迪熊設置其中。

秋紅谷公園內，與其他公園不同的是，公園中央有一棟造型極具設計感建

物，並有餐廳及公益展館進駐，位在地下層的餐廳「幸福小水舞」，是由水

舞事業機構所經營，而地上層的公益展館則由雙橡園開發公益贊助經營，遊

客若到秋紅谷公園，也建議到這兩處走走。

鄰近秋紅谷公園500公尺範圍內，就有新光三越、大遠百、老虎城購物中心

等百貨，提供多樣化的美食、商品讓遊客選擇，挑嘴的遊客若不想到百貨公

司內覓食，朝富路上也有許多曾獲報導的知名餐廳，供遊客選擇。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網羅攝影名家，用鏡頭記錄臺

中，10多名攝影師各自出擊，走尋大臺中面貌。

攝影家許斌拍下女娃拿香跪拜的虔誠，捕捉信仰之美。攝影家何經泰前往

海邊，拍下風車、魚網與漁民的畫面，呈現海線印象。

知名的馬格蘭通訊社唯一華人會員張乾琦，也加入攝影團隊，以新住民為

主題拍攝。張乾琦是臺中子弟，獲得多項國際攝影大獎，他專程從奧地利返

國停留，完成拍攝任務。

「攝影大臺中」也邀請頂尖好手，包含拍攝紀錄片「看見台灣」的空拍攝

影家齊柏林，還有蕭嘉慶、許伯鑫、謝三泰、林錫銘、黃子明、劉振祥、林

柏樑、蔡明德、林國彰、鄧博仁、馬立群等人。

拍攝主題各自不同，包含臺中人物、新住民、建築、藝術、山城、海線、

校園、產業、智慧城市等層面，用犀利的鏡頭語言，留下影像紀錄。

臺中州廳的3D光雕投影，獲得廣大迴響，自即日起到12月31日變成「定目

秀」了！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今年推出「築‧光‧臺中：3D光雕藝術展」，市民

反映熱烈，相當肯定，原本3週的活動，決定加碼投射，每週六晚上7點起，

另12月31日（星期二），整點共3個時段投射，分別為晚間19:00、20:00及

21:00，成為全國首創的3D光雕定目展。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樹姍說，3D建築投影是把古蹟州廳的建築立面，

當作投影螢幕，以高流明數的投影機，將特別製作的動畫影像，點對點投影

在建築物上，配合聲光音效，讓建築「活」起來！

最受歡迎的是，百年的臺中州廳，變成一片麥田，瞬間又變成吃角子老虎

機器，又化身成為生日蛋糕。文化局表示，這段投影共16分鐘，影片以說故

事方式，介紹百年臺中州廳歷史。

跑步運動正夯，不管晨跑、夜跑或各式跑步，吸引跑友參加；最新流行的

城市跑法是拿著手機跑，透過定位軟體紀錄，用腳在地圖上「畫」圖案；有

人畫「愛心」，也有人跑「黃色小鴨」，增添運動趣味。

物理治療師詹仲凡發起「心響四城」公益路跑，從臺中跑到高雄，為創世

基金會募集發票；出發前號召臺中跑友切磋，繞著七期重劃區的道路，竟然

跑出愛心軌跡。

想要跑出「愛心」圖案，打開智慧型手機的跑步軟體，透過衛星定位在地

圖畫出軌跡，從臺灣大道出發，右轉文心路往南跑，右轉市政北一路後，再

右轉惠文路後，然後右轉市政北七路，接著左轉惠中路，再右轉臺灣大道跑

回起點，就能秀出「愛心」。

在地跑步社團「跑到翻過去」，有次沿著柳川跑，從中正路跑到南屯路再

折返，跑步軌跡在地圖上變成條「水龍」，跑完彷彿也行運如龍。

〈精彩活動速報〉

〈休閒最好玩〉

〈精彩一條街〉

名攝影師出擊 走尋臺中面貌

3D光雕藝術展 建築活起來

秋紅谷公園 臺中新地標

拿著手機跑 畫出創意軌跡

 臺中市觀光新亮點—草悟道，廣

受民眾歡迎，常見民眾攜家帶眷在此

散步，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有意推

動此地為綠色運具的據點之一，今年

獲交通部觀光局補助3.3億元，打造

一座草悟道廣場暨停車場，現場也展

示電動高爾夫球車、電動轎車、電動

機車及單人站立的電動滑板車等綠色

運具，民眾可依規定租借，吉祥物

「慢遊蝸」也同時亮相，讓民眾感受

到一股濃厚的環保慢活風。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當年他第一

次參選臺中市長，看到市民廣場的塵

沙瀰漫，就決心當選後一定要打造一

片大綠地，上任後經過中興大學的協

助，花三年時間將市民廣場培養成一

大片的草地，並禁止溜狗等有害草地

的行為，讓市民享受舒適的綠地，後

來市府向中央爭取經費打造一條長達

3,600公尺的草悟道，使得這裏的熱

門程度不輸給七期兩家百貨公司一

帶。

由臺中在地企業「台竣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的特許公司「草悟股份

有限公司」，取得草悟道廣場7年的

特許經營權，規劃以「低碳環保、休

閒旅遊、樂活悠遊、藝文生活」等行

銷活動及服務，提供民眾豐富多元化

低碳旅遊正夯，臺中市公車八

公里免費，搭公車遊臺中，省錢

又環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推廣電動機車，與業者合作，全

市設有19處電池交換站，租電動

機車代步，比加油還省錢。

臺中公車搭乘人數逐年增加，

本月將突破1億人次，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推出「億」定幸福活

動，本月底前持電子票券搭公

車，上網登錄卡號，就有機會抽

中五兩黃金打造的小巴士。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

說，民眾持悠遊卡、臺灣通、高

捷卡或ETC卡，都可以享受公車

優惠，也能參加抽獎，獎品還有

韓國首爾5日遊、香港3日遊等。

環保局推動綠能運具，與業者

合作推出電動機車租賃與電池交

換站，以大里為主要地區，全市

設有19處電池交換站。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局長劉邦裕

說，使用電動機車代步，可省燃

料費，充電2小時可行駛25至35

公里，比汽油還省錢；環保局強

調，明年將繼續推廣，希望更多

人採用綠色運具，打造低碳環保

城市。

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大型公共運輸

建設，其中以捷運及快捷巴士（Bus 

Rapid Transit，簡稱BRT），受到市

民的關注；市府為了不辜負市民的期

待，工程人員也在如火如荼的趕工當

中，其中快捷巴士位於東海大學國際

街前的鋼構站體，已大功告成，展現

在市民的眼前，而其他站體，也很快

會呈現在市民面前。

「車站看起來簡潔俐落，希望啟用

時，能有效紓解臺中市交通！」東海

大學大二黃同學說，每天上、下課，

都會經過當時正在施工的BRT工地，

當時都有鐵皮圍籬區隔，實在看不清

楚站體的模樣，現在鋼構體完成後，

很期待看到雙節巴士正式行駛的模

樣。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臺中市位

於臺灣西部走廊，為中部政經發展中

心，縣市合併後中市人口更達到266

萬餘人，登記汽車數94萬餘輛、機車

數174萬餘輛，近年來汽機車成長快

速，市區道路已開始壅塞，為避免交

通影響都市環境、形象及生活品質，

開始推動捷運、快捷巴士兩項重大建

設。

但臺中市推動快捷巴士，仍引來市

民反映，為何不直接興建捷運，反選

擇可能更影響交通的快捷巴士興建；

交通局回應，捷運雖能有效解決交通

臺中市正建置快捷巴士BRT，配合

相關公車系統，明年公共自行車租

賃系統（iBike）也會建置完成、上

路。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目前正在各地

舉辦說明會，聽取地方意見，希望

提供市民最環保、便捷的綠色大眾

運輸環境。

所謂「iBike」，是使用電子無人

自動化管理系統，提供自行車能在

甲地租借、乙地還車的租賃服務；

民眾借車時，只要持電子票證（臺

灣通、悠遊卡、高捷卡、遠通ETC卡

4卡通用）及信用卡，刷卡後借車，

騎到目的地可隨手還車，無論通

勤、通學及旅遊，都可以當作代步

工具。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表

 悠遊草悟道 環保慢活風觀光新亮點

的慢活體驗。

觀光旅遊局表示，草悟道廣場一

樓為活動廣場和噴泉廣場區；地下

一樓為遊客服務中心及商場，地下

二、三層為停車場，有225個汽車

及168個機車停車位，可紓解停車問

題。商場部份，有提供輕食的咖啡

館及擁多位國際藝術大師作品收藏

快捷巴士車站 鋼構體亮相 

 綠色運輸 iBike明年上路

問題，但因其造價高、工期長、交通

衝擊大等缺點，市府規劃快捷巴士，

就是希望能利用BRT高效率、彈性、

低成本、工期較短的優點，率先建構

路網，並培養市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的習慣。

市府在101年進行BRT藍線優先路段

的細部設計，以臺鐵臺中站為起點，

沿臺灣大道經東海大學至靜宜大學，

預計102年底先在靜宜大學至東海大

學路段試運轉，並於103年3月全線試

運轉。另外，市府也公布未來6條路

線，遍及大臺中29區的快捷巴士願景

路網，希望打造更完善的大眾運輸路

網。

示，第一期的iBike建置經費1億

元，包括103年度5,000萬元，及104

年度至營運期滿5,000萬元，已送

市議會審議，預計103、104年建置

iBike公共自行車60站租賃站，初期

以中西區、七期及快捷巴士BRT沿線

為設站範圍。

市府希望提供市民便捷完善的綠

色大眾運輸環境，為納入更多民

租電動機車
省錢又環保

意，會廣辦說明會聽取意見。

交通局表示，大臺中都市生活圈未

來會因臺鐵的高架捷運化、快捷巴士

（BRT）設置及臺中捷運興建而產生

結構性的改變，iBike可配合大眾運

輸轉乘，鼓勵民眾使用公共自行車，

作為短程接駁運具，可減少及移轉私

人機動車輛持有及使用，對降低空氣

汙染也有幫助。

草悟道兩側綠色運具專用道，將在未來開放。

草悟道廣場熱鬧開幕，宣導低碳旅遊概念。

展的文創館，讓人彷彿置身於博物館

當中。未來將廣邀各界藝術家於此舉

辦藝文展覽，享受自在悠遊草悟道的

樂趣。

而「陽光綠舍」則是提供各種電動

綠能運具與公共自行車的租借服務，

至於目前草悟道兩側的綠色運具專用

道，仍在評估確切啟用時間。

▲

▲

臺中市政府為iBike，曾到臺北考

察取經。

▲

BRT東海大學國際街前的鋼構體，已在11月完工。▲

明年全線試運轉

甲地借車乙地還

持電子票證及信用卡 刷卡後借車 通勤、通學及旅遊 都可當代步工具

打造綠色大廣場

百年的臺中州廳，透過3D光雕投

影，「變身」成一幅畫布。

▲

秋紅谷公園近來已成為臺中市的

新景點。

▲

▲帶著手機在城市跑，用雙腳在地

圖畫出愛心。�

� 圖／物理治療師詹仲凡提供

▲攝影家何經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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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社團 讓「百忙」中年男 推應酬 拼友誼

市民園地

Q：勞工能獲得甚麼樣的協助？

A：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會提供

義務律師，免費擔任職災勞工、身心

障礙者等弱勢勞工、工會會員及重大

勞資爭議集體勞工代理人，參與勞資

爭議調解。

Q：對於未走上訴訟之路的勞工，是

否能先來進行法律諮詢？詳細時間地

點為何？
A：勞工局今年度擴大法律諮詢服

務，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

分會遴聘律師，原本僅每週二下午

提供免費律師駐點諮詢服務，擴大

為每週一至週五下午2時至5時，在臺

中市政府市政大樓4樓勞工局晤談室

(二)。勞工局另委託四個中介團體，

每週二提供一次之義務律師免費諮

詢服務，詳細資訊如下：(1)社團法

人臺中市勞資關係協會，星期三下

午2時至5時 (地址：臺中市西區長春

街29號、電話：04-23196935)。(2)

社團法人臺中市（縣）勞資關係協

會，星期三下午2時至5時(地址：臺

中市豐原區東仁街138號7樓、電話：

04-25293002)。(3)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促進勞動力品質發展協會，星期二

下午2時至5時(地址：臺中市中區平

等街1號4樓、電話：04-22231537)。

( 4 )社團法人臺中市勞雇關係協

會，星期二下午2時至5時(地址：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317號、電話：

04-22207896)。勞工可上勞工局網站

下載預約申請單以事前預約方式，減

少等待諮詢時間。或電洽勞工局，電

話（04）22289111轉35200。

Q：如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得尋司
法途徑解決，勞工局還能提供哪些協
助呢？
A：臺中市設有「勞工權益基金」，

有「職業災害勞工提供慰助、生活及

子女就學補助」、「勞工權益涉訟生

活補助」、「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

補助」等方案，協助勞工朋友在失業

或遇到困難、有法律訴訟需要時，可

獲得相關協助。

工作難找，有時勞工朋友遭雇主不

當解僱或發生職災時，沒有獲得補

償，常因法律資訊不完整、不了解，

無法完整表達訴求，以致未能及時爭

取權益，造成生活陷入困境，臺中市

政府勞工局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臺中分會於今年11月1日開始合

作，提供「勞資爭議調解律師免費擔

任弱勢勞工代理人」的服務，維護勞

工權益。

臺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今年成立10

年了！11月中旬在市政大樓廣場有一場

「2013愛你一生」園遊會，當天現場吸

引近2,000人。有偏遠地區的小朋友，在

園遊會攤位玩得樂翻了，拿彈珠汽水暢

飲，現場玩彈珠、看表演，笑聲連連！

「最初的想法，單純只是捐款助

學。」臺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活動發起

人陳品竹是媒體人，她說，10年前自己

的父親剛過世，捐出奠儀當作善款，臺

中市的建設公司、中小企業老闆得知

後，大家認同助學構想紛紛捐款，最早

只有47個會員是企業主，至今有7,100名

會員，來自各行各業。

陳品竹說，助學人數遍及全臺各地，

有臺東、花蓮、彰化、苗栗的學子，目

前固定有50名志工，到偏鄉協助隔代教

養、新住民孩子課輔。

平日都忙碌於商場的協會董、監事、

各大建設公司或營建公司董事長，在成

立10週年的園遊會當天到活動現場，龍

一群卅五歲以上，熱愛打球、運動的男

人，組成東北老馬籃球隊，每週三晚上七

點到九點，都會「百忙」推辭掉應酬、工

作，趕到北屯東山高中籃球場集合，隨機

組隊輪替上場，「拚」全場的籃球友誼

賽。

發起人市議員王岳彬說，晚上七點前到

場，五個人隨機組一隊，每節打十五分鐘

左右，二節下來體能就消耗的差不多了，

簡單沖個澡，晚上跑攤、服務選民更有精

神、活力。平時有運動習慣，跑一下、流

流汗，是老馬籃球隊員的一致共識。

東北老馬籃球隊每週三的運動時間，上

場的二隊是真的打比數，等候下一場的備

賽者，就出裁判、計分員，每隊最多打二

場後就下場，接著再輪替等候，一輪一輪

的打下來，打出隊友間的情誼。老馬隊曾

跟同齡友隊舉辦友誼賽，一出隊就可把

四十多名會員，拆成三到四隊上場馳騁。

這群愛打球的中年人，體力不輸高中、

大專生。老馬籃球隊總幹事梁力光說，

臺中市惠明盲校的琴房，經常傳出悠揚

的鋼琴聲，罹患極重度盲多重障礙（視障

兼智障、語障）的蔡哲沅，本身也是癲癇

患者，但他在音樂方面成就非凡，在鋼琴

前彈奏就像是他第二種語言，用音樂觸動

人心，讓大家感受他不一樣的生命力。

臺
灣行動菩薩 助學10年散播愛
發起人陳品竹 父親過世時捐出奠儀作善款 各界贊同助學構想紛紛捐款 

寶建設董事長張麗莉、春耕不動產經紀董

事長陳三奇、麗明營造董事長吳春山、嘉

磐建設董事長魏嘉銘與拓洋營造董事長郭

從得，分別扮成動漫英雄主角，和小朋友

同樂。行動菩薩助學協會理事長王忠正

說，目前助學、助養學校共88所、1,600

多名學生受惠，規劃雙週年讓各地學童齊

聚市府廣場，單週年下鄉探視學童。

東北老馬籃球隊 最愛純純的熱情

隊員在高中、大學時代，都是學校籃球隊

隊員，其中不乏培訓國手，褪去運動員光

環後，大家只想保有「純純的」打籃球熱

情，雖比賽有輸贏，大家根本不在乎，但

遇到「知已」或可敬對手，還是會死纏爛

打「到底」。

梁力光說，老馬籃球隊是市議員王岳

彬、何敏誠，二年前與市府官員議政時，

談到打籃球嗜好時籌組成軍，臺中市副市

長黃國榮、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

護大隊隊長施文杰等人，也是老馬籃球隊

隊員之一。

盲眼琴手蔡哲沅 用音樂照亮世界

全盲的蔡哲沅最喜歡音樂，他最大的

夢想就是成為一位鋼琴家。�

� 圖／惠明盲校提供

▲

▲

▲

東北老馬籃球隊隊員，每週三晚間在北屯東山高中籃球場聚會打籃球交誼。

臺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助學10年，大夥兒齊聚市政大樓廣場同樂。

溫暖人間 罹多重障礙 彈琴是他第二語言

   使用熱水器勿因天冷緊閉門窗，以免一氧化碳中毒。   臺中市政府關心您

哲沅出生時體重才1,050公克，是名副

其實的「巴掌仙子」，早產兒的併發症讓

他失去視覺。蔡媽媽有感而發，當時哲沅

什麼都不會說，不會吃飯、不會穿衣服，

唯獨聽到音樂就跟著旋律翩翩舞動，讓她

決定帶孩子學習音樂。

到臺中惠明盲校讀書，老師發現哲沅在

音樂方面非常傑出，惠明董事長陳淑靜為

他找了音樂班的鋼琴老師來教他彈鋼琴，

在老師指導下琴藝愈來愈進步。哲沅琴技

精湛，贏得極高榮譽「百合獎」，十八歲

時更於臺北國家音樂廳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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