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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臺中已改變 未來會更好

圖為「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電影館」示意圖。

臺中市政府 與中影八德公司正式簽約2版

貼心助盲胞
 司機陳居隆爆紅 

3版

4版

美聲馭飛馬
元宵燈會來了

情人谷農場 
騎單車賞美景

臺中市大都會歌劇院主體工程接近完工，日本設計建築師伊

東豊雄親自出席上樑典禮，他感謝臺中給他機會，實現這個結

構創新的建築物，他更誇口「未來完工後，將是全世界最獨特

的歌劇院」。

大都會歌劇院在本市七期重劃區，2005年底國際競圖揭曉

時，由日本伊東豊雄的「聲音涵洞」設計出線，創新的曲牆結

構贏得世界矚目，不過建築難度高，工程幾度流標後，2009年

正式動工，預計今年11月完工。

伊東豊雄在臺灣有不少建築，但他對臺中的大都會歌劇院格

國軍營區開放民眾參觀，今年有4梯

次，可欣賞國軍戰技，宣揚國軍力量。

開放時間、地點如下：3月29日在湖口

國家閱兵場，舉行青年節慶祝活動；5月

31日在陸軍官校，配合陸軍官校90周年校

慶與畢業典禮系列活動。

8月9日在空軍清泉崗基地，慶祝空軍節

活動；8月30日在海軍左營軍區，紀念92

臺海戰役56周年活動。

警政署服務熱線 請打1996

辦護照、證件 勿戴有色隱形眼鏡

 今年4梯次 國軍營區開放參觀

內政部警政署服務中心「0800018111」

專線，今年起整併至「1996內政服務熱

線」，提供民眾單一窗口服務。

國人申辦護照、證件時，請勿配戴有色

隱形眼鏡或瞳孔放大片拍攝證件照，以免

造成通關困擾。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強調，曾有民眾戴有

色隱形眼鏡照片的護照，申請國外簽證時

遭退件，或者入境時通關不順暢，提醒民

眾注意。

絕 不 胡 塗

11月完工 大都會歌劇院 世界最獨特
外關注，內部裝潢建材都親自挑選。

伊東豊雄說，未來正式開放，歌劇院內部雄偉，一定會讓大家

驚豔。他感謝臺灣，畢竟是採用獨特結構，可能在競圖階段被評

審質疑可行性，被選中的機會低，但臺中給了他機會，如今歌劇

院接近完工，內部展現雄偉的結構，未來值得期待。

臺中市長胡志強說，歌劇院落成後，要爭取第五十一屆金馬獎

來臺中舉行，讓亞太地區的影壇人士不僅為電影展驚豔，也為這

棟偉大建築驚豔。未來除了雪梨歌劇院，臺中大都會歌劇院也會

聞名世界。

中臺灣電影產業平臺

推廣城市閱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在

中山堂、臺鐵新烏日站、草悟道、金典

綠園道1F前廣場、臺中航空站5處設置

「Reading Bar」簡稱「讀冊吧」，未來

要推廣普及全市。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樹姍說，燈泡

造型的「讀冊吧」，象徵閱讀照亮城市，

也跳脫傳統借、還書模式，以好書交換的

概念，推廣免費、自由的閱讀，每座讀冊

吧至少有50本好書。 

「讀冊吧」採開放形式，不擔心圖書被

偷走、或是遺失，文化局說，信任讀者會

主動歸還。文化局規劃「讀冊吧」陳列的

圖書，每半年規劃一次主題，上半年中山

堂主題為「藝術與文學」、金典綠園道主

題為「旅行」；勤美誠品草悟道涼亭吧檯

區、臺中航空站、臺鐵新烏日站主題為

「生活」，切合休閒需求。

元宵節剛過，我向市

民拜個晚年，祝福新年

更美好。

 放眼臺灣，臺中真的

是一個幸福城市。中臺

灣元宵燈會年年舉行，

今年馬年主燈的設計特

別不同，除了飛馬奔

騰，我們也請來女高音

黃絢雯小姐，現場演唱

花腔聲，歌聲從溫柔到華麗激昂，飛馬彷

彿也甦醒過來，是場夠水準的表演藝術。

 大都會歌劇院即將落成，臺中非常高

興能擁有伊東豊雄的作品；他得過的普立

茲克獎，就是建築界的諾貝爾獎，大都會

歌劇院是他突破技術的創新作品，把歌劇

院內外的界線打破，讓院內像個洞穴，因

此聲音的傳導特別好，這是個會超越雪梨

歌劇院的建築。

 臺中市公車締造的不只是8公里的幸

福，102年搭乘人次超過1億人次，這是

難得的成就；今年6月，市府打造的快捷

巴士BRT將通車，這不是普通的公車專用

道，而是國外風行的公車捷運系統，行

走其間的是時尚的兩節公車。

 臺中的美好在於獨特與創意，接下

來還有幾項重大建設，海線有高美濕地

體驗館，大宅門特區有臺灣塔、清翠

園、電影館與文化二館，屯區有坪林生

態森林公園將落成，這些市政建設都會

讓臺中脫胎換骨，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從我當上市長的那天，我就喜歡看

見市民臉上有笑容，覺得住在臺中有幸

福感，以身為臺中人為榮，建設或許會

有陣痛、有挑戰，但我覺得大臺中已經

改變，我相信未來會更加美好！

推廣閱讀「讀冊吧 」好書免費看

汰換校園燈管
環保又護眼

共聘師資
偏鄉學童救星

網友「揪拍踩風」 
 帶你認識清水眷村 

攜手
打造

國內首例以電影為主題進行的促參招商案件，即將在臺中市

成功誕生！

臺中市政府積極打造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並規劃於大宅門

經貿園區設置電影館，由市府出資12億元，以OT（營運移轉）

方式公開招商後，引起國內外業者高度注目，經激烈競爭後，

中影八德公司以投資6億元、每年提撥2,850萬元經費回饋市府

進行教育、典藏等影視推廣相關作業、同時每年提供300場免費

放映場次的優渥條件出線，雙方並於2月14日正式簽訂合約，為

中臺灣影視產業的推升邁出一大步！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表示，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是

新聞局非常重要的一項計畫，也是市府的重大政策方向之一，

經先期規劃評估指出以OT方式進行是最適合的方案，經激烈競

爭後由中影八德公司勝出。

中影公司承諾，初期將投資新臺幣6億元，進行電影館之設備

與空間裝修，15年的營運期限繳交臺中市政府新臺幣3.5億元的

權利金及3,800萬元的土地租金，同時承諾於營運期間每年提撥

新臺幣2,850萬元贈予臺中市政府，作為獎勵拍攝新電影、鼓勵

臺中電影人拍片計畫、電影扎根計畫演講與教學、相關影視活

動、版權購買等之用，每年並有300場免費放映場次提供臺中市

使用，如此優惠的投標條件，就是看好中臺灣地區影視發展的潛

力商機。石局長說，電影館為國內首例以電影為主題所完成的促

參招商案件，新聞局日前與中影八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議約作業

後，2月14日由臺中市長胡志強與中影八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

台強正式簽署「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電影館營運移轉契約」，未

來電影館將以「優質電影展演空間」、「雲端影像圖書館」及「電

影主題互動遊憩觀光設施」為三大發展核心，她相信，臺中市政

府結合中影公司的專業，勢必讓臺中成為全臺影視產業最重要的

平臺！

胡市長表示，中影郭董事長對影視產業的投入與用心有目共

睹，他很高興經過激烈的競爭後，中影公司能夠脫穎而出，相信

在郭董與中影公司的專業帶領下，電影城一定能夠大放異彩。這

棟建築規劃為地下2樓、地上6樓、總樓地板面積達31,650平方公

尺，完工後將會是全臺最先進、最有特色的影視中心。

中影公司董事長郭台強說，中影公司擁有60年的電影業界資

歷，除具有豐富的電影產業經營管理經驗，未來也將結合學術資

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家電影資料館）及電影相關產業（FBI 

Lab,臺灣科技藝術聯盟），與臺中市一同合作、一起努力，他有

信心將「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電影館」推向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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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學童 為小一生做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暖教師 市府送偏鄉教職員外套禦寒

臺中市教育界1月份動土、入厝喜

事頻傳，臺中市政府花費近4億元

規劃多校校舍、活動中心。梧南國

小、旭光國小、順天國小的校舍超

過半世紀後重建，新光國小則規劃

成生活優質大社區。

位在臺中市梧棲區30米文化路與

關連工業區入口的梧南國小新校舍

動土，將有兩隻可愛海豚為主體，

表現海洋意象，成為梧棲的新地

標。

臺中市長胡志強說，去年4月26

日獲知梧南國小的面積小、活動空

間被分割，嚴重影響學生學習活動

及社區發展，市府請學校提報遷校

計畫，在各方努力下，終於如願動

土，預計104學年度完成遷校，花費

8,300萬元，許梧南國小一個美麗新

希望。

胡市長也主持「烏日區旭光國

民小學遷校新建校舍工程動土典

禮」，期許旭光國小遷校，提供學

生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校長吳桂芬

說，旭光國小還可成為社區學習中

心，成為高鐵重劃區內文教拼圖的

新亮點。

胡市長指出，旭光國小創校57

年，是小而美的學校，原址位在成

功嶺旁，但校地產權關係遲未解

決，去年市府編列1億1千8百萬元，

新建校舍工程，一勞永逸。

大甲區順天國小舉行「多功能活

動中心興建工程」動土典禮，創校

逾67年，5年前老舊教室改建，設

備新穎，但用了57年的學生活動中

心在歲月侵蝕下不堪使用，美中不

足。

市府去年起編列總經費4,500萬元

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歷經約1年的

規劃及工程招標，終於動土。規劃1

樓設置圖書館、綜合教室，配合學

校多方位教學發展，二樓有羽球、

排球館及大型會議場所。

太平區新光國小遷建校舍也完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今年有多項新措

施，全面汰換全市國中小教室的燈

管，環保又護眼。另也為小一新生做

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找出2.7%的異

常率，照顧學童安全。近日寒流一波

接一波，市府送山地偏鄉教職員外套

禦寒，溫暖老師的心。

臺中市政府新年度大手筆，全面將

各國中小學的傳統燈管汰換為「T5」

燈管，內行人可能十分艷羨中市的學

生有「眼福」，因為T5燈管價格貴，

一般縣市想換也得逐年逐校慢慢換，

臺中市則編預算逾7,000萬，一次到

位。

T5燈管一般而言，因不閃爍有護眼

功能，無毒、環保且省電，但唯一的

缺點是價格高。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吳榕峰說，

臺中市是低碳示範縣市，自100年度

起就積極推動各項低碳措施，教育局

103年度規劃加速補助學校班級教室

傳統燈具汰換為T5節能燈具，學生的

眼睛、環保問題不能等，既然要做，

就一次編足經費實施。

未來臺中市學校教室改用T5節能燈

具，除較傳統T8燈具節省30%-40%的

用電，使用壽命較長，廢棄後的燈管

能大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同時達到

節能又環保的目標。

臺中市率先全國，推動學校普設

AED及實施小一心臟彩色超音波篩

檢。臺中市長胡志強說，不少學童的

家長根本不曉得孩子罹患先天性心臟

病，有鑑於心臟病可能是造成學童在

校猝死的隱形殺手，為防止悲劇發

生，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2年度全面

執行用心護好「心」工作。

在硬體方面，提撥經費補助臺中市

各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全面設置

AED，因應緊急事故發生時，及時搶

救生命。

在軟體方面，針對國小一年級新生

全面進行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以往

篩檢結果，先天性心臟病平均發生率

為2.7％，藉由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可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目的。103

年度更要求臺中市309所市立學校所

有教職員工都要接受CPR+AED操作教

育訓練，讓學校人員都能因應危險事

件發生。

今年冬天寒流遠比往年來的早，而

且一波接一波，新年之初，臺中市政

府體恤偏遠地區學校第一線教職員工

的辛勞，採購345件禦寒外套，給12 

所偏遠地區國中小的教職員，讓大家

暖暖過年。

冬衣發送對象包括和平區9所國民

中小學、烏日區溪尾國小、新社區的

福民和中和國小等12所學校345名教

職員工，趕在寒假結束前送到學校，

在1月下旬的幾波寒流中果真發揮效

共聘師資是偏鄉學童的救星！兩校

學生總數不到300人的和平與東華國

中，全仰賴共聘制度，5年來美術老

師陳怡倩來回奔波，但甘之如飴，她

表示「讓學生學習專業課程不只是工

作，和平就像我第二個家」。

和平與東華國中美術課程時數少，

不足聘請美術教師，2校5年前實施共

聘制度，招考到美術專業老師陳怡倩

任教。

5年下來，她有感而發表示，沒接

觸過專業美術課的學生對素描、顏色

的敏銳度低，長期教導下來，學生漸

漸能畫出抽象物品，這應該是國小階

段就應該要會的「塗鴉時期」能力。

「這不只是工作，12年國教就是要

讓孩子適性學習，專業教學有它存在

的意義。」陳怡倩說，偏鄉孩子不見

得對國、英、數感興趣，但音樂、美

術、體育卻能替他們開啟另一扇窗。

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說，新學期

起，將協助同區學校進行「共聘

制」，即2至3所學校共聘1個藝能科

老師，另聘請有藝能專長老師代課，

同時加強培育老師第2專長，相信多

管齊下可讓臺中市國中教學正常化，

解決這個全國都存在的教育問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吳榕峰認

為，像和平國中、東華國中和東新國

中三所國中地理位置近，又是小型學

校，採共聘解決師資不足就頗合適，

目前已具雛型，他將邀請各校研議，

最快下學年度實施。他也建議各校，

若師源不足可運用各專業館室補充教

學，例如科博館、國美館等，只要學

校設計課程，教育局一定協助配合。

遊客想找尋傳統打鐵舖、榻榻米店蹤跡，可循著大埔腔口音，來到山城─

東勢。喜歡祈福求壽的人到了文化街巷弄，會發現7座不同的廟宇環繞，民眾

可到此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

東勢有間歷史已超過百年的打鐵舖，云利鐵店已傳到了第3個世代，就位在

東勢本街，業者努力堅守手工鍛造精神，只為了把祖先技藝延續。還有製作

榻榻米的東彬疊工廠，讓老一輩的人回味日據時代。

東勢巧聖仙師祖廟是全臺最早的魯班開基祖廟，廟方請三義木雕老師傅雕

出2米高的木雕，讓遊客走進門口就可看到，讓遊客感受濃濃的客家味。

東彬疊工廠地址: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本街68號；云利鐵店:臺中市東勢區

延平里本街63號。

臺中市豐原區東陽里好山好水，里內種植的柑橘聞名國內，其中「情人谷

休閒農場」常吸引遊客到此採果、旅遊。東陽路的沿途好景，也讓許多單車

族到此一遊。

豐原區盛產柑橘水果，「情人谷休閒農場」位於豐原境內，免費入園，是

中部知名旅遊勝地，農場屬低海拔林地，自然生態豐富，有五色鳥、樹蛙、

蝴蝶、螢火蟲等。

在「情人谷休閒農場」可現場採果，享受健康步道，還有親子遊憩區，主

題式旅遊讓民眾有吃有玩，收獲豐富。

情人谷休閒農場指出，園區約5,600坪，由14個班園栽培出的觀光果園，品

質深受肯定，特色渡假民宿是休閒渡假、散心好地方。

園區也設有烤肉區，提供多人預約烤肉活動，除了住宿，另有戶外活動的

動線與場地，動靜皆宜。

情人谷休閒農場團體導覽預約專線，請洽：04－25260650、0910494906陳

先生，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東陽里東陽路清谷巷1號。

〈休閒最好玩〉

情人谷農場 騎單車賞美景

〈精彩一條街〉

到東勢 訪打鐵舖、榻榻米老店

▲

▲

全面汰換國中小燈管 環保又護眼
為午餐把關 營養師進駐校園
臺中市政府進用50位專業營養師，

認輔309所市立學校，人數傲視各縣

市，凸顯重視學生午餐的品質，要求

相關單位做到衛生及安全，層層把

關。

臺中市營養師每年例行到各校輔導

午餐製作及宣導營養教育，另每周預

審各校菜單，專業設計合乎學生身心

發展所需的營養，提供色香味俱全的

午餐飲食。

果。

福民國小張曉蕙老師收到外套時，

直呼好窩心，市府贈送的厚外套很合

身，讓她穿得身暖心更暖。

 斥近四億 多校校舍重建

營養師針對學校提出的菜單與搭配

學生的愛好，適切修改菜單，建議學

校調整，避免為了讓孩子愛吃，失去

應有的營養價值。

營養師與相關人員也組成午餐及營

養教育輔導考評小組，到各校訪視評

鑑，從備料到學生享用，全程瞭解午

餐情況，適時輔導及建議。

103年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除推動

各項工作外，也配合行政院科技會報

推動「食品追溯雲系統」及規劃辦理

「臺中市學校午餐食材抽驗工作計

畫」，落實午餐食材源頭把關，衛生

局稽查人員、農業局相關人員都加

入，讓臺中市學生吃的安心、家長放

心。

第1期工程動土，胡市長說，新校舍

完工之後可連結附近的番仔溝城鄉風

貌整治工程、旱溪自行車步道、便捷

的74號快速道路、抒發身心的大坑休

閒步道和屯區藝文中心，構築健康美

麗又有內涵的優質大社區。

新光國小創校近50年，現有馬路將

校區一分為二，縣市合併前立委楊瓊

瓔向教育部爭取規劃費400萬元，合

併後由地政局區段徵收作業基金補助

4億元，遷校工程得以進行。

 共聘師資 偏鄉學生救星

梧南國小、旭光國小、順天國小 校舍超過半世紀後重建 新光國小 規劃成生活優質大社區 

教育不能省

教育不能等
美術老師陳怡倩 5年來奔波和平與東華國中仍甘之如飴 臺中市政府將協助學校 解決師源不足問題

共聘師資制度的美術老師陳怡倩，
讓偏鄉學童開啟另一扇窗。
▲

臺中市各國中小教室全面更換T5燈管。▲臺中市政府請營養師，預審學校營養午餐。▲

第3屆臺中文學獎即日起開始徵件，有文學貢獻獎與文學創作獎2類，文學

創作獎包括小說、散文、新詩、少年小說及報導文學等，總獎金高達138萬

元。

今年的臺中文學獎以「書寫夢想、舞動文字」為指標，期望以文學創作，

展現臺中文化城深厚的基礎。徵件宣傳活動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邀請慕璇

舞蹈團表演，透過舞蹈肢體優美詮釋毛筆、鋼筆、電腦打字等不同世代的書

寫情景。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樹姍、作家路寒袖、康原、阮桃園一同展

開卷軸，象徵文學獎徵件的廣度與深度。

葉局長說，文學是生活的一部分，永遠不會式微，是每個人心裡的聲音，

她曾收到受刑人的來信表示，藉由筆耕心靈獲得紓發的自由，並且持續不輟

參與臺中文學獎徵選，為其尋求文字精進的寄託，讓她感動。

第3屆臺中文學獎即日起開始徵件至3月11日，參賽作品不能在報刊、雜

誌、網站、部落格發表過，自己出版過的也不能投稿。詳細報名與參賽規

定，請至文化局網站查詢：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精彩活動速報〉

臺中文學獎徵件 總獎金138萬

▲今年的臺中文學獎，總獎金高達

138萬元。

情人谷休閒農場四季風光明媚，

別有一番風味。

東勢本街上有間老店，手工製作

榻榻米。� 圖／東彬疊工廠提供

中臺灣元宵燈會已開幕，今年「飛馬獻瑞」主燈秀大受好評，飛天白馬隨

著真人美聲展翅奔騰，氣勢磅礡。今年海外燈區熱門，來自四川省自貢市的

「獨角飛馬花燈」最吸睛，還有廈門、青島、港澳花燈參加，熱鬧非凡。

元宵節剛過，中臺灣元宵燈會展期至2月23日，每晚7點至10點，主燈秀整

點上演。高達10公尺的飛馬展翅奔騰，結合歌劇女伶的現場演唱，美聲駕馭

飛馬奔騰，最後展翅升空，讓人目不轉睛。

主燈秀的美聲是國內知名女高音黃絢雯演唱，高達四個八度的寬廣音域，

還有3D立體投影，增添主燈氣勢。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張大春說，中臺灣元宵燈會今年全場共有8大主

題、17大燈區及百組的花燈，海外燈區很熱鬧，四川省自貢市燈會三度來臺

中展出。首度參加的青島市，帶來當地的特色建築花燈，讓人感受繽紛的多

元特色。

 美聲馭飛馬 元宵燈會來了

▲中臺灣元宵主燈吸睛，白馬飛天

搭配花腔美聲，氣勢磅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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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客運司機 神似臺中市長胡志強 

鰲峰人文發展協會 海線最熱血的社團之一

市民園地

「胡市長，您怎麼在開車！」豐原客運

司機陳居隆，日前因熱血幫助盲胞上下

車，過程被乘客拍下並Po上網後爆紅，由

於陳司機的身形、髮型，與臺中市長胡志

強神似，讓不少乘客封陳司機為「市長司

機」，陳司機靦腆笑說：「我沒這麼能幹

啦！」

最近網路爆紅的「12路熱血司機」陳居

隆，發現人行道上有名手持數字「12」字

牌的乘客，主動下車詢問並指引上、下

車，深受網友與公車族肯定。

41歲的陳居隆坦言，當時開的12路公車

行經文心路與崇德路口，看到有名乘客手

拿「12」的字牌，利用停紅燈秒數，下車

詢問「你是要坐12號公車嗎？」該名盲胞

點頭後，陳協助牽引到公車博愛座，車上

約15名乘客全都目睹此善舉。

「有乘客誤認我是市長胡志強，但我沒

有市長厲害，只是禿頭和胖胖身材沾光

啦！」陳司機笑言，駕駛公車12年來，幫

助乘客拿東西、搬輪椅，「都是應該做

的」，但被乘客誤認為胡市長，「我怎麼

都不習慣啦！」

臺中市公車月運量創新高，102年12月

份正式突破1億人次大關，「這是臺中市

歷史性的進步！」胡市長表示，坐公車超

過1億人次，在全國相當不容易，感謝民

眾對公車的支持。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強調，臺

中市公車102年達1億300萬人次，1個月最

臺中市愛心滿滿，各行各業行善踴躍。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救護車出勤次數頻繁，

車輛耗損與維修率也高，北屯區順湧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榮昌先生，日前主動聯

繫消防局，要捐贈救護車和救護急救器材

配備。林榮昌說，希望藉優質救護車與裝

備，提升救護品質。消防局日前舉行捐贈

儀式，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局長廖明川頒發

感謝狀，感謝林榮昌的善行義舉。

廖局長表示，林榮昌董事長在救護資源

缺乏之際，及時捐贈消防局價值188萬救

護車和救護急救器材，善行義風讓消防救

護工作如虎添翼。消防局擁有裝備完善的

救護裝備器、耗材，對傷病患急救能發揮

最大功效，挽回寶貴性命。

順湧科技在北屯區安順東9街3號，林榮

昌支持消防救護，捐贈救護車與救護設

備，消防局說，已向市政府申請慈光獎

章，頒給林榮昌以示感謝。

此外，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助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辦理企業巡迴輔導服

務、職災勞工服務、外勞安置、勞工福利

等業務，也捐贈一輛勞動巡迴服務車，希

望能拋磚引玉，讓勞工都能被照顧。

勞工局特別舉辦感恩受贈儀式，臺中市

長胡志強代表受贈，並頒發感謝狀給矽品

公司。胡市長說，臺中市事業單位近20萬

家，中小企業占9成以上，這次有了矽品

的愛心「勞動巡迴服務車」，勞工局以後

能夠「登門踏戶」，巡迴服務各地勞工。

臺中海線地區最熱血的社團之一「臺

中市鰲峰人文發展協會」，揪拍攝、用

「踩」的方式認識清水的民情風俗的「揪

拍踩風」，帶領網友一起認識家鄉清水

區。

協會表示，為讓市民認同清水眷村文

化，並支持臺中藝術村設置，由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與清水區公所指導，臺中市鰲

峰人文發展協會主辦民俗節慶「2014樂印

清水眷村活動」，系列活動包含「樂iN眷

春」文創品索取、眷村揪拍踩風、眷揪拍

攝影展、WISH臺中國際藝術村燈籠彩繪、

鐵馬人蚊電影院、屏東勝利新村揪拍參

訪。其中還可以到清水眷村揪拍踩風，探

訪信義新村、國貿陽明新城、和平新城，

邀請眷村長者解說導覽，將時光回溯眷村

小巷穿梭情景。

眷村美食也是重點，循著地圖尋找眷村

美味，全程由參與民眾影像記錄，日後將

於市定古蹟清水國小講堂做影像展。

Q：未來BRT營運後，臺灣大道塞車問

題如何解決？
A：為解決臺灣大道交通負荷過大，臺

中市政府交通局除了檢討號誌連鎖、

實施禁止左轉及警員疏導外，正推動

設置快捷巴士系統，藉由新型快捷巴

士系統引入，吸引小客車、機車族改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才能有效降低車

流，徹底解決塞車問題。

交通局初步規劃，臺灣大道最外側

快車道為BRT專用道，慢車道取消路邊

停車格，改為2個車道，所以原本小客

車行駛的車道數（雙向8個車道）仍

然維持不變，僅由3個快車道+1個慢車

道，調整為2個快車道+2個慢車道。

Q：BRT完成後，對未來高速公路、光

明陸橋到河南路段，交通壅塞如何解

決?
A：交通局將依照各方反映意見，以及

現地道路幾何條件、交通狀況，審慎

規劃各項交通工程與管理策略，並視

設計進度，在BRT後續說明會中說明。

未來將檢討全線各路口車流模式，還

有站臺位置及車道配置、車輛管制措

施，都要審慎評估。

Q：BRT如果在中正路雙向進出，車道
數是否將不足?

熱心助盲胞 運將陳居隆爆紅 

高運量曾達到968萬人次，臺中市運量從

胡市長就任以來，從1個月40萬人次，現

在成長將近1千萬，運量成長25倍。

交通局表示，100年6月起實施愛上巴士

i384悠遊山海屯公車，刷卡8公里免費政

策以來，受到各方好評，搭乘人數愈來愈

多，截至今年為止，臺中市公車路線從縣

市合併初期71條，已增加到190條，公車

班次從每月13萬增加到24萬班次，公車運

量人次一路提升。

網友「揪拍踩風」 帶你認識清水眷村 

順湧科技捐救護車、矽品捐勞動服務車

另外，文創品也結合中港高中國中部

美術班學生藝術創作，呈現清水眷村故

事與臺中國際藝術村的規劃主題。臺中

港區70家商店優惠的「樂印清水眷村樂

iN卡」，也是國中生創作延伸，展現對

眷村文化與臺中國際藝術村的期待。

歡迎民眾至「樂iN官網」查詢索取店

家，鼓勵在地消費並能享優惠。臺中市

鰲峰人文發展協會參考網址：http://

goma.dyns.cx/。

▲乘客認為陳居隆的身形與髮型酷似胡市長，因而給了「市長司機」的封號。

網友揪拍眷村曬臘肉的情形。

▲

▲

民間企業樂善好施 市府頒感謝狀 

矽品公司資深副總簡坤義（右）代表
捐贈勞動巡迴服務車給臺中市府，市
長胡志強代表接受。

A：中正路設置BRT車道及站位後，兩

側仍有4米車道，可供一車輛及機車行

駛，必要時，或可將該路段設置行人

徒步區，營造都市慢活意象（如臺北

西門町、臺中PUB一條街等），吸引人

潮聚集，創造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