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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市民相助 臺中治安讓人放心

希爾頓、艾美、五都大飯店 蓄勢待發2版

豐原高商排球隊
 進軍世界錦標賽

3版

4版

守護兒童
招募寄養家庭

東勢 
賞螢火蟲、油桐花

絕 不 胡 塗

大完工 經濟起飛
臺中與國際接軌

解決海線淹水
6年計畫動工

圖書巡迴車 

為孩童傳遞書香

國中小學晨光不考試 快樂沒壓力臺中市後備軍人通訊資檢基本資料調

查開始，即日起至5月15日為郵遞校對階

段，收到相關函件的後備軍人，請配合校

正填寫後寄回。相關資訊請洽臺中市後備

指揮部，電話：(04)23134700。

文心南路橋拆除 交通改道
文心南路橋4月起拆除，臺中市政府規

劃替代道路，南北穿越車流請配合改道，

周邊的大慶街、建國北路請留給當地居民

使用，請市民配合。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文心路由北往

南車流，請提早在永春東路、文心南三、

五路右轉，改道環中路、復興路，繞過施

工地點。由南往北的民眾，可改走復興

路、南平路，再轉美村路或忠明南路；若

在中投公路附近，可改走五權南路、五權

西路，再回到文心路。

國軍通訊資料調查

「晨光時間，不上課，不考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支持彈性

上學，鼓勵國中、國小，不要強制規定上學時間。臺中市副市長

蔡炳坤表示，「一日之計在於晨！」這段時間不應該用來考試，

也不必打掃環境，可鼓勵閱讀、做和緩運動，或一起吃早餐，讓

孩子快樂上學、健康成長。

現在各國小上學時間介於7點20分到7點50分，國中更早，多要

求7點至7點30分之間要到學校。教育局贊成上學時間可以延後，

不要考試，希望徵求更多「試辦」的學校。

蔡副市長表示，十二年國教實施之後，學校也要改變教育現

場，彈性上學可以當作鬆綁的第一步，進而宣導「晨光不考

試」。但是，推動彈性上學要有技巧，也不能強制，孩子上學時

間多是配合家長的上班時間，因此，要配合社會大環境作息，考

量家長接送時間，未來會採取區域試辦。

例如，相同學區的國中、小學，統整出相同的上學時間，學

生受惠，家長也不必來回接送；但校方不能限制到校時間，若

有學生需要提早到校，校方要接受，並安排有意義的活動。

教育局表示，目前清水區清海國中，就是落實「快樂晨光」

的指標學校之一；週一到週五每天都不考試，週一宣導十二年

國教、菸害防治、適性輔導；週二、週五各班根據教學進度，

全班練習英語聽力；週三「人手一冊」閱讀，可以攜帶自己喜歡

的圖書，或到圖書館借書；週四導師時間，進行品格教育宣導。

另外，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小每天8點到8點35分的晨光時

間，活動也多采多姿；校方鼓勵這段時間，每天先閱讀10分

鐘、望遠凝視護眼5分鐘，週一、週五安排愛心媽媽和志工爸爸

說故事；週二全校升旗；週三是臺灣母語教學日；週四安排英

語短片學習或英語單字認證。

臺中市的豐原區、中區及梧棲區，昔日都是商業繁榮區，經歲

月磨蝕，市況逐漸沒落。最近知名的世界飯店集團紛紛看上這些

頗具交通優勢的區域，巨資為重振商圈注入強心針。

看好兩岸直航與中臺灣發展商機，離開臺灣十餘年的希爾頓酒

店集團，決定重返臺灣市場，以臺中作為首站。海灣國際宣布將

和希爾頓合作在臺中港推出全臺第一家「希爾頓花園酒店」，預

計2016年底營運。

世界知名的希爾頓集團曾在臺北火車站前推出臺北市第一家五

星級飯店─「希爾頓大飯店」。1988年，宏國集團旗下國裕開發以

20億元買下希爾頓大飯店，2002年底結束與希爾頓合作關係，隔

年改名為「臺北凱撒大飯店」。

目前希爾頓為黑石集團的附屬公司，今年二月間與海灣國際簽

訂合作意向書，希爾頓由全球大中華區項目發展高級副總裁李威

豪代表簽約，承諾將與海灣擴大合作。

國際連鎖的艾美酒店也將與皇家四季酒店合作，進駐臺中市中

區的「金沙百貨大樓」，艾美選址一向熱衷熱門景點及黃金地段，

相中舊市區的閒置大樓，讓中區在地人很興奮。艾美將循台北寒舍

艾美酒店模式經營，進度順利的話，最快可在2016年底啟用營運。

艾美酒店即眾所周知的美麗殿酒店，是跨國酒店知名品牌，在

全球50多個國家中超過120個分店，主要設在歐洲、非洲、中亞、

亞太地區和美國等地的熱門旅遊景點附近，相中臺中火車站前的

閒置大樓，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將樂觀其成。

另外，豐原火車站前的「肯尼士飯店」歇業13年，最近由翰詮

集團接手，將定位為4星級的「五都大飯店」，熄燈已久的火車站

區可望翻轉活化。

 國際級飯店集團 進駐臺中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自3月20日起開

放棧道設施供遊客通行，棧道設施僅供人

員通行使用，禁止自行車、機踏車等車輛

進入。

棧道以外區域屬保護區之核心區與緩衝

區，禁止人員及車輛通行，請遊客確實遵

守保護區管制事項，如違反管制事項者，

將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促進全球華人互

動與交流，自2009年起連續五年舉辦「華

人金僑獎」徵選活動，在華人世界獲得熱

烈迴響。2014華人金僑獎以「記憶青春，

典藏感動~僑界故事大募集」為主題，廣

邀海內外華人，藉由照片或短片記錄其在

世界各地求學、工作、旅遊或移民僑居的

故事。

本屆金僑獎首度以「照片組」及「短片

組」兩組別進行徵件，自5月1日起開放全

球同步徵件，本屆金僑獎多達18個獎項，

總獎金、獎品逾30萬元。詳情請至活動網

站：video.ocacmactv.net查詢。

2014華人金僑獎起跑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管制

艾美集團相中火車站前的舊金沙百貨大樓，將帶動中區發展。▲

以前，經常有人說，

連神仙也救不了臺中治

安。我常把這句話記在

心裡，因為城市的治安

不好，市民就會整天擔

心安全問題，臉上不會

有笑容，更不能安居樂

業。幸好，在各界的努

力之下，臺中治安已經

變好。

臺中治安改善，從客觀數據來看，表現

很亮眼；儘管如此，印象卻很難改變。但

仔細回想，最近上市場買菜、晚上出門散

步，心裡還會擔心受怕嗎？近九成市民對

居家治安都很滿意，這是個可以放心出門

的城市，也是臺中治安已變好的證明。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改變治安，不能

只靠警察，如果街頭巷尾的民眾，都能為

治安盡一份心力，那臺中肯定是最安全的

地方。

市府編列預算，獎勵協助治安有功的市

民，每個月由我親自頒獎，這是我最開心

的時刻，發出去的獎金越多，代表熱心

的市民越多，臺中治安也越讓人放心。

我記得有個擺攤賣麵的媽媽，嗓門特

別大，有次隔壁鄰居被搶，她發揮「獅

吼功」，大喊：「抓賊啦！」，樓上的

住戶聽見了，從陽台把花盆往下砸，成

功攔住歹徒的去路，協助警方逮到壞

人。

 砸花盆的、喊抓賊的都被我請來市政

府，並親自把紅包頒給他們；看著他們

的笑容，讓我對臺中的未來更有信心，

只要人人有心，臺中肯定會成為最安居

樂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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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全力推動34項重大建

設，今年陸續完工的指標性計畫

包括BRT藍線、大都會歌劇院新建

工程、建國市場遷建等5項，另臺

灣塔、豐富專案、亞太花卉拍賣中

心、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等

7項計畫，也將於今年邁入動工階

段。重大建設帶動發展，臺中市已

進入與國際接軌的新紀元。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大臺中這

10多年蓬勃成長、繁榮茁壯，已獲

「宜居城市」的美名；更值得一

提的是5年內臺中市生產毛額從2兆

多，成長到3兆多，成長率達45%，

堪稱全臺第一，在不景氣之際，更

屬難得。

胡市長努力推動的34項重大建

設，分為59個列管子計畫，今年底

就可完成22項，達成率37.29%；包

括BRT藍線、太平坪林營區生態園

區、高美溼地聯外道路、美人魚碼

頭、大安濱海樂園、濱海地區自行

車道遊憩路網、大都會歌劇院、臺

中軟體園區、建國市場遷建、精密

機械園區二期，以及33個多年未能

開闢的公園綠地。

另外，備受肯定的「8公里幸福公

車」，讓臺中市的公共運輸市佔率

與滿意度全國第一；「臺中環線」

更是全臺第一條都市環線；「草悟

道」被譽為「綠色奧斯卡」的國際

宜居城市大賽評鑑為自然類金質獎

第1名；「秋紅谷生態公園」如今已

成為全臺最新熱門亮點，並獲國家

卓越建設獎的肯定。

胡市長承諾，未來將再完成28項

子計畫，累積完成重大建設至少達

84.75%，包括防洪治水計畫（其中

南山截水溝至少6成以上）、臺灣

塔、豐富專案、清翠園、亞太花卉

拍賣中心、山線纜車、大安媽祖主

題園區、小巨蛋、泊嵐匯國際會展

中心等。

「尤其是大臺中環線和山海線路

網串連計畫，至少再投入773億元建

設經費！」胡市長表示，交通便捷

可帶動都市發展與經濟起飛，兩者

密不可分。另將於2018年開幕的花

博，不但可使后里鄰近的山城地區

脫胎換骨，也會讓臺中在國際舞臺

上發光發熱。

完成多項重大建設的臺中現正要

進入起飛的階段；胡市長指出，大

臺中的未來會越來越好，建設絕不

能打折，將努力推動這34項重大建

設，讓大臺中可以閃亮崛起，成為

國際間的主流城市與亮點城市，透

過建設帶動發展，與國際接軌，未

臺中市發展迅速，未來亮點在大宅

門特區；這塊面積254公頃的土地，

早期為水湳機場，機場遷建後，留下

難能可貴的城市空地，帶給臺中發展

新動能；胡市長表示，除了各項建

設，全區打造為低碳園區，將成為臺

中發展的金雞母，估計可為臺中賺進

600億。

大宅門特區位於西屯、北屯交界，

周邊有逢甲大學、漢翔公司與中山科

學研究院等；早期原本是機場，保

留大片土地，但開發受限，機場遷建

後，還得克服萬難，才能打造新都

心。

胡市長表示，當年機場遷走後，土

地分屬軍方、國有財產局與民間等，

中央除要求軍營等拆遷補償費外，還

要求開發後分得土地，但他力主整體

開發，百般協調才達成任務。

他強調，這塊土地如果分割賣掉，

或者各有其主，整體價值就降低，當

初他主張保留一大片公園，搭配會展

中心、大學城與文化設施，才能創造

價值。

市府強調，當時請來美國普林斯頓

建築學院院長Stan Allen所領導的團

體為園區整體規劃時，該團體取名

「Gateway Project」，市長以「大

宅門特區」為水湳經貿生態園區重新

命名。並陸續推動國際競圖，興建臺

灣塔、文化館等，都是國際知名建築

大師作品，園區內也規劃泊嵐匯會展

中心、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電影館

等。

臺中市政府低碳辦公室表示，整

個園區走低碳概念，一般燃油汽、

機車禁止進入，園區內有電動接駁

巴士，加上法國園藝建築師設計的

中央公園，將成為全臺最環保的示

範區域。

臺中市臺灣大道和沙鹿一帶，

遇大雨則淹，影響居民生命、財

產安全，臺中市政府擬定6年改

善計畫，近日已經動工，先完成

100公頃溝渠用地解編，進行上

游野溪水土保持及排水路改善工

程。

臺中市政府提出的「臺中港

特定區南山截水溝整體治理工

程」，可解決海線多年來的淹水

困境，但經費非常龐大，即使分6

臺中市外埔區與后里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葡萄是該區特產，也都

有優質酒莊，生產高品質的葡萄酒，如果有空閒，不如拋下城市世俗的煩

慮，帶著一份「好酒地圖」走一趟酒莊之旅，帶著輕鬆的心情，品嚐葡萄美

酒，享受山林間的悠閒，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外埔區種植葡萄的是紅土臺地，地理條件優越，所生產的葡萄品質良好，

衛生又安全，尤其是該區的樹生休閒酒莊所生產的葡萄酒，今年榮獲「巴黎

世界酒類競賽」金牌獎，葡萄酒品質獲得世界肯定。在樹生休閒酒莊前種有

一排風鈴木，黃澄澄的花朵很吸睛，值得民眾到此一遊。

后里區的農特產品包括有花卉、蔬菜、巨峰葡萄及釀酒葡萄等，尤其釀酒

葡萄可以加工製造成高品質的葡萄酒。松鶴酒莊就位於月眉糖廠附近，融合

教學、休閒、農特產品。其中最具特色的「葡萄光廊」，可以讓民眾悠閒坐

在葡萄棚架下，喝著葡萄美酒、葡萄汁，放鬆心情，是適合全家一起出遊踏

青的好地方。 

           提醒您：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酒後代駕，安全回家」。

東勢林場的仲夏賞螢夜登場了！近年來用自然工法復育螢火蟲有成，年年

舉辦的螢火蟲活動，總是吸引許多遊客前往。這裡的螢火蟲以「黑翅螢」為

主，即日起至4月底為最佳觀賞期，幸運的話，還能觀賞到數萬隻螢火蟲飛舞

的場景。

服務中心大樓下方山谷的「杏花村茶花園」，是最佳賞螢地點，沿谷地的

木棧步道行走，就可看到林道旁螢火蟲閃爍飛舞。

遊客侯思嫻說：「數大就是美！ 」第一次看到滿坑滿谷的螢火蟲，非常開

心；她平常在市區工作，根本沒機會親近大自然，專程請假到林場近距離觀

賞，此趟旅程讓她身心舒暢。

另外，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也舉辦「臺中市2014客家桐花祭」系列

活動，4月26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2時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舉辦開幕式，活

動內容包括桐花客家藝文饗宴、桐花猜謎活動、桐花藝術及客家工藝特色商

品展示及桐花風鈴彩繪DIY活動等；4月27日(星期日)上午8時至10時於臺中市

外埔區永豐里桐花步道舉辦漫遊桐花步道健行及國樂饗宴活動，歡迎民眾前

往參加。

臺中市協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聲名大噪，事實上半世紀前，臺中

曾是臺灣電影基地；影像工作者李佳懷拍攝紀錄片「目靡‧臺中(Movie, 

Taichung)」，爬梳1950年迄今電影的起落；本片邀來視障鋼琴師黃裕翔配

樂，還有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林美秀旁白。

李佳懷導演參與導演李安「少年PI」拍攝，興起記錄臺中電影史的念頭，

他訪問電影人，同時參考史料完成本片。

本片由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補助拍攝，創作完成後，免費授權臺中市政府不

限次數進行公播；李佳懷導演更推出免費校園巡演，有興趣的學校或團體可

與齊堉影像有限公司聯繫。電話：(04)23303216。

「守護兒童的幸福，我願意！」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邀請熱心民眾一起加入

寄養家庭服務行列，給需要被暫時照顧的兒童一個溫暖的家。

社會局今年招募宣傳活動上，邀請現任的寄養家庭許銘憲、朱美秀夫婦，

與張伯忠、朱美滿夫婦，分享照顧兒童的心路歷程與感動。

許銘憲、朱美秀夫婦從民國88年12月成為寄養家庭；許先生在運動器材公

司服務，許太太是全職的家庭主婦，14年來照顧過23個寄養兒童，他們說每

個孩子都是寶貝，都是天使，都應該被細心呵護。

社會局每年都委託臺中市北區、南區家扶中心、兒童福利聯盟辦理寄養家

庭招募活動，今年更增加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只要是居住在臺中市，結婚

2年以上、年齡30~65歲之間，具有國中以上的教育程度，並有固定收入、居

住空間尚可的已婚夫婦或單親家庭，都可加入寄養家庭服務的行列。有意加

入的家庭，請洽：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04-22289111分機

38859王社工員。

守護兒童 招募寄養家庭 

紀錄片「目靡‧臺中」校園巡演

東勢 賞螢火蟲、油桐花

外埔、后里 嚐美酒觀山林

臺中市公開招募寄養家庭。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補助拍攝的紀

錄片「目靡‧臺中」，爬梳臺中

電影起落。

▲

▲

▲

每年4月的螢火蟲季，總讓人忘

卻城市塵囂。�圖／東勢林場提供

樹生休閒酒莊前的風鈴木，黃澄

澄的花朵十分吸睛。

大完工 經濟起飛  臺中與國際接軌

大宅門特區 低碳金雞母

來臺中將從宜居經濟、智慧經濟、創

意經濟、養生經濟、自由經濟五路並

進，成就大臺中亮麗的未來。

胡市長提出「大中環、山海線」，

希望藉由公路與鐵路串連，讓臺中

各區往返更便捷，帶動經濟發展，

已向中央爭取列入國家重大建設計

畫，力促爭取經費挹助，建構臺中

完整的大眾運輸路網。

臺中環線（中環），是去年底已

全線通車的臺灣首條環線快速公路

臺74線，環繞西屯、潭子、北屯、

太平、大里、烏日和南屯等區，長

度40公里，全線行駛只要30分鐘，

縮短各區來往時間，並增加行車安

全性。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表

示，國道3號、4號與臺74線串連，

大中環、山海線 交通大躍進

帶來更便利的城際運輸，但這3條路

線只剩豐原到潭子段還未能接通，目

前交通部已完成可行性評估，爭取列

入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可加速在104

年辦理用地取得、106年發包施工，

工期約48個月，完工後「大臺中大

環」可全線串連。

另外一條是鐵路的「山海線」，目

前海線與山線都有鐵路直通南北，但

橫向卻無連繫，胡市長希望能建構全

國第一個都會區環狀鐵路路網，可讓

臺鐵運務調度更有彈性，還可配合觀

光旅遊，創造休閒遊憩產業附加價

值。

胡市長指出，國外先進國家都有環

城公路，有些大都市還有3、4條，透

過公路銜接，不僅運輸交通更方便，

還可帶動旅遊和產業，讓大臺中市發

展大躍進。

市府也希望透過大、中環、山海

線，搭配BRT、捷運及公路運輸無縫

銜接，再串連臺中市的國際海港與空

港，積極推動中部區域國際化。

解決海線淹水困境 6年計畫動工
年，對市庫負荷仍是考驗，市府爭取

中央經費挹助。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局長劉振宇表

示，此攸關大肚山治水成效，必須

儘快進行，在中央補助未到位之

前，縮小南山截水溝整體治理工程

規模後，總經費從原來的170億元，

減少為70億元，由市府與中央共同分

攤。

「南山截水溝案」早在民國64年由

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規劃，原設計截

流沙鹿與龍井間臺一線東側大肚山高

地雨水，排入烏溪下游出海口，徵

收面積約147公頃，總工程經費170億

元，但因徵收面積與建設經費過於龐

大，40年來一直未執行。

劉局長表示，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

報告，可縮小截水溝規模，將截水溝

截流後，分流排入梧棲、安良港及山

腳排水，並採上、中、下游整體流域

治理策略。

因截水溝用地寬度由之前的42至

160公尺，縮小為35至50公尺，使

用地經費減少，依市價補償重新

估算總經費（工程費及用地費）

約70億元，由中央和市府共同分

攤，可以加速進行。

南山截水溝整體治理工程計畫

完成後，可有效保護臺中港特

定區自由經濟示範區，並減少沙

鹿、梧棲、龍井區淹水面積達367

公頃，區內投資廠商、居民也免

受生命財產損失。

市府全力推動34項重大建設 大都會歌劇院、BRT藍線、大宅門特區…

臺中創全國之先的快捷巴士BRT，今年可望上路。▲

▲ 日本建築師藤本壯介設計臺灣塔的示意圖。34項重大建設之一的大都會歌劇院，今年底也可望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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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園地
全國高中甲級聯賽奪冠 本月遠征葡萄牙

臺中客運傅國綱 自掏腰包發獎學金給學生 

Q：國道四號延伸線提了好多年，到
底有沒有實際進度？
A：國道四號目前東側終點在豐原，

延伸段有兩條，往東延伸到東勢，以

橋跨越東勢大橋，可銜接臺8線，第

一期工程預計今年8月動工；往南延

伸到潭子，與臺74線相接，明年辦理

用地取得，預計106年動工。

Q：東勢延伸段的重要性為何？
A：東勢─豐原的延伸線全長9.3公

里，總經費91.2億元，去年已委託設

計監造，第一期工程「東勢─石岡

段」8月動工，可改善臺3線交通瓶

頸，可縮短山城到市區的通勤時間。

Q：豐原到潭子段的重要性為何？
A：臺中市已打造完成中環線，以臺

74線與交通路網，串聯山海屯區；目

前東側生活圈道路只到潭子，潭子到

豐原 (國道四號)還沒銜接起來，這段

完成後，大臺中交通可暢行無阻；目

前由交通部國工局綜合規劃。

「不能只想贏，要想不能輸！」豐原高

商參加全國高中排球甲級聯賽，排球隊

中有10位隊員已升高三，學員全心想著奮

力一搏，如同電影「KANO」，就算腰痠背

痛，擊球也要求動作精準，在高職最後1

年如願奪下冠軍，取得代表臺灣遠征葡萄

牙，參加2014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的機

會。

豐原高商參加103年全國高中排球甲級

聯賽，睽違5年再度獲得男子組冠軍，球

員相當興奮，因為半數以上的隊員已經是

高三生，在高職最後1年抱回冠軍，意義

格外不同。「這場冠軍賽讓我高中生涯沒

有遺憾！」擔任排球隊長的陳昭銘，是今

年的準畢業生，練球3年來最大心願就是

抱回冠軍，隊員中有10位是三年級，大家

抱著「現在不打拚就沒機會」的決心，苦

練擊球、發球與體能。

陳昭銘透露，參賽前夕隊員們壓力都很

大，經常為了戰術、球路發生爭吵，「但

吵歸吵，我們還是自己人，賽後集合聊天

就沒事了」，因為隊友互相信任，每吵一

次，革命情感就更加濃厚。

臺中市圖書巡迴車再增添2部生力軍，

其中1部由臺中銀行捐贈，另1部由董淑貞

女士加上臺中市胡市長歷年累積的環保獎

勵金購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表示，新啟用的巡迴

車由和平區圖書館及大里區圖書館營運，

服務和平、東勢、大里、霧峰、烏日、大

肚、龍井等區的民眾。

胡市長表示，市府沒有辦法在各區蓋圖

書館，文化局因此在無法蓋圖書館的地方

推出圖書巡迴車服務，讓喜歡閱讀的民眾

也能得到滿足，圖書巡迴車開到偏鄉，讓

原住民小朋友可以站在更好的起跑點上，

這是他在政府機關工作主要的責任。

捐贈巡迴車的董淑貞女士是中華民國僑

務諮詢委員，她原本要捐救護車、復康巴

士，但胡市長告訴她，現在臺中市的復康

巴士數量，以人口比例來講是全國冠軍，

董淑貞女士了解後二話不說，改捐圖書巡

迴車。

文化局表示，2部圖書巡迴車是由3.5噸

小貨車重新改裝，歐翼開放式空間設計，

約可容納2,000餘冊的書籍，擁有彩繪的

車身和可愛的外型，深受小朋友喜愛。

圖書巡迴車設計開架式的書架，提供繪

本、童書等，並利用中華電信3.5G行動網

卡，連結圖書館自動化資料庫，就像一座

會動的圖書館。

文化局指出，包含這次的2部巡迴車，

目前臺中市已有5部巡迴車投入各區國小

駐點服務。其中，葫蘆墩文化中心巡迴車

以豐原為據點，服務豐原、后里、大雅、

神岡、沙鹿等區；大墩文化中心巡迴車服

務範圍為原臺中市8區；新社區圖書館巡

迴車服務範圍為新社、石岡、太平等區。

文化局計畫，今年下半年在外埔區圖書

館增設巡迴車，服務海線地區，未來臺中

市將有6部圖書巡迴車，服務範圍將遍及

29個行政區。

臺中市熱心優良的公車司機很多，有的

司機自掏腰包鼓勵學生向上，有的司機在

行車途中看到急需幫助的人，或路上有障

礙物，都主動下車協助，臺中市長胡志強

特別頒獎表揚。

臺中客運司機傅國綱自掏腰包，在公車

張貼「尋人啟事」，發獎學金給成績優異

的學生，至今已發出2萬元；胡市長得知

後頒獎表揚他，還拿出2萬元紅包，承諾

傅司機發多少獎學金，他也補貼相同金額

給他，作為鼓勵。

胡市長在臉書粉絲頁「強迷俱樂部」，

轉貼友人的照片，就是傅國鋼司機的尋人

啟事，他稱讚「好司機都在臺中」。

豐原客運司機陳居隆下班時段，一位年

輕的視障人士拿著導盲杖及寫著12的小張

白紙於站牌候車，陳居隆隨時注意候車站

牌情形，公車到站時，陳司機下車牽著這

名視障人士上車並引導他乘車刷卡，確認

他要下車的站牌，抵達時，也攙扶他慢慢

下車。

仁友客運105路司機劉新豐，開公車行

經南區復興路二段時，因慢車道上遭人棄

置2個酒瓶，且1個酒瓶已破碎，他擔心碎

片會刺破行駛車輛輪胎影響交通安全，便

於等紅燈時下車將酒瓶移置路邊。

臺中客運93路公車司機張文典，開車經

過大甲區中山路一段時，因為東南客運97

路周姓司機身體不適導致車輛堵於路口，

張司機見狀，擔心影響道路交通安全，熱

心主動幫忙移開車輛並轉送乘客。

臺中客運93路公車司機陳俊男，開車經

過善光寺站附近見前方機車騎士疑似被撞

倒，擔心後方車輛追撞，主動下車協助處

理，並對車內乘客說明，道歉耽誤乘客時

間。

豐原高商排球隊 進軍世界賽

教練莊世賢說，97學年的排球隊由現任

排球國手黃建逢主攻，但這一屆的學生

「每人都可當主打手」，實力相當堅強，

排球隊在2014年ISF世界中學生排球選拔

賽獲冠軍。

校長李述蘭指出，「2014世界中學生排

球錦標賽」有來自歐洲、南美洲的隊伍，

外國選手雖有身材優勢，但臺灣選手球

技、速度優於外國選手，會以快攻一決勝

負。為了培訓排球隊，豐原高商在活動中

心特別設置音響，在隊員練球時播放觀眾

拍手、吶喊音效，模擬正式比賽的緊張氣

氛，確定賽程後，莊教練依賽事時間調整

球員的生理時鐘，讓球員適應最佳狀態。

熱心優良公車司機 胡市長表揚

臺中銀行、董淑貞女士捐助 再添2部生力軍 

圖書巡迴車 為孩童傳遞書香

▲

▲

▲

臺中客運司機傅國綱，鼓勵學生向學

事蹟受肯定，受胡市長的表揚。

臺中市圖書巡迴車讓原住民小朋友也
能在閱讀中得到快樂與滿足。

豐原高商排球隊勇奪全國高中排球甲級聯賽男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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