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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不 胡 塗

債務5都最低
臺中邁向零負債城市

跨機關協調管線挖掘 聯合施工

路平、燈亮、水溝通，是臺中市民生活最重要的基礎建設；臺

中市部分道路狀況不佳，主因是眾多公共工程的相關道路開挖，

嚴重衝擊道路平整度，臺中市長胡志強相當重視，已要求每週召

開跨局處會議，協調管線單位聯合施工，減少挖掘，同時也積極

進行共同管道及道路挖掘系統化的資訊建設，努力還給市民平整

的道路使用空間。

除此之外，臺中市政府在去（102）年底也舉辦「十大爛路」票

選活動，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吳世瑋表示，針對票選的十大爛

路，市府花費1億2千萬改善，修復長度為1萬3,745公尺，面積24

萬平方公尺，已在4月底前完成刨封，施作原則比照路平專案。

建設局指出，臺中市近3年進行約44億汙水下水道工程、約6億

的電力管線工程、480億捷運工程、約20億BRT工程及約372億鐵路

高架化工程等，如此多的公共工程於相關道路上開挖，也造成道

銀髮族都該擁有一口好牙！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關注銀髮族口腔

問題，舉辦「65歲以上銀髮族暨55歲以上原住民全口活動式假牙

裝置補助」活動，每人最高可補助4萬元，讓銀髮族輕鬆咀嚼、自

信開口。

衛生局表示，凡設籍在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或55歲以上原

住民，有裝戴全口活動式假牙者，符合條件的長者，可經由本市

牙醫院所的牙醫師，提供免費的口腔檢查。

打造友善城市，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推出「真好行」無障礙生活關懷

體驗計畫，邀請各級學校、企業團體、民

間社團一起加入體驗活動。即日起到12月

底都能提出申請，活動請洽臺中市私立真

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無障礙宣導小

組，電話：（04）24733315。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推動「以認養代

替購買」政策，提高動物之家流浪犬貓認

養率，委託臺中市47家動物醫院成為犬、

貓中途之家，民眾可就近前往動物醫院認

養「毛小孩」。

動保處表示，由動物醫院扮演流浪犬貓

的中途之家，可讓專業獸醫師照護犬貓健

康狀況及施行絕育手術外，更能提供新手

犬貓爸媽專業的飼養管理觀念與健康諮

詢，讓毛小孩都能找到一個溫暖的家。

「真好行」無障礙體驗 激發同理心

動物醫院 認養毛小孩

條條道路平 臺中好行動

路狀況及平整度的衝擊。

市府已進行跨局處整合，由吳局長每週二親自召開相關跨局

處及機關管線協調會，邀請四大管線單位及市府交通、警察、

水利等機關，整合相關管線開挖及路修工程，並依統一挖補自

治條利相關規定，協調新增用戶案件中四大管線含汙水等五個

單位，於核定期程內聯合施工，減少挖掘對民眾生活造成的影

響。而有關道路挖掘系統化，已先於其他縣市辦理；目前已可

全面進行線上申請與查詢，1999申報案件也可於該系統中查詢

資訊。

建設局表示，為整合道路相關的管線收納，市府積極進行共

同管道的建置，至目前為止共同管道建置達44公里，寬頻管道

的建置長度也為全國第一，未來更會努力解決道路平整問題，

減少道路開挖，還給民眾平整的用路環境。

銀髮族假牙補助 每人最高4萬元
檢查結果再向衛生局申請，以牙齒缺牙情形、申請者的年齡

及是否具有身心障礙資格等條件申請排序，再經計畫委員審核

後，可補助全口活動式假牙，每人最高4萬元。

衛生局補充，符合補助族群可以至本市牙醫院所接受評分、

免費口腔檢查，牙醫院所資料可上衛生局網站（www.health.

taichung.gov.tw）或來電查詢：04-25265394轉3232、3240或

3243。

臺中BRT 解塞車之苦

臺中市府全力推動路平專案，針對十
大爛路進行整平工作。

白海豚館
打造復育基地

十大街區巡迴展
特色小屋說文創

1公頃彩繪稻田
外埔新景點

美神父范賦理
奉獻臺灣一甲子

世界中學排球賽
臺中揚威世界

臺灣大道塞車，市民在

路上都能感受到，我也常

在車陣中，思索塞車原

因；從交通局的分析發

現，新光三越前的路段在

周末傍晚經常最塞，不是

因為道路施工，而是因為

經濟活動快速成長，造成

交通瓶頸；即將上路的快

捷巴士BRT，將是解決問

題的答案。交通局分析，10年前，臺灣

大道新光三越前每小時車流3,500輛，平

均每秒1輛，現在增加到5,300輛，預估明

年會成長到6,000輛，政府如果什麼都不

做，明年臺灣大道就會「心肌梗塞」，交

通腫瘤會傷害經濟，百貨公司、餐館生意

都會受到影響。

 市府興建BRT藍線，臺灣大道沿線設立

白海豚造型的車站，白色流線造型重塑道

路景觀，7月就可以上路，每輛雙節巴士

等於是30部小客車的運量，可改善惡化的

交通。

 蓋BRT不是終極方案，市府也在規劃捷

運(MRT)，將送中央核定；打造MRT，經費

達數百億，但工期得花7、8年，趕不上

市民對大眾運輸的渴望，市府因此規劃

BRT。

 BRT等於是馬路上的捷運，進入車站

刷卡收費，車輛到站直接上車，都跟捷

運相同，BRT巴士享有專用道與優先號

誌，不必塞在車陣中，工期短造價又

低，完工後將是臺灣首創。

 市府也在BRT沿線，加強接駁公車，

還設臺中公用自行車租賃系統iBike，

下半年都會陸續上路，未來不開車、不

騎機車，沿著臺灣大道搭乘各種大眾運

輸，甚至從BRT轉iBike，都是體驗臺中

城市新脈動的好方法。

為落實交通安全宣導教育，臺中市政府

新聞局舉辦「交通安全創意動漫徵件活

動」，即日起進行全國徵件，收件截止日

期至8月15日。分成漫畫組及動畫組兩大

類組徵集，獎品總額高達13萬元！

徵件活動以「年長者用路安全」及「機

車騎乘安全」為主軸，相關資訊可至活動

網站www.2014tctraffic.url.tw查詢，或
洽電話：(02)55690866分機15郭先生。

為回應本市閒置住宅比率過高以及弱勢

家戶之租屋需求，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辦理103年度臺中市空閒住宅修繕補助，

受理期間為5月1日至6月30日。

每戶最高補助30萬元修繕費用。詳細

訊息請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www.

ud.taichung.gov.tw，或洽住宅管理科電

話：(02)22289111分機64601-64605。

交通安全創意動漫徵件

空閒住宅修繕補助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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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嵙溪休閒園區位於石岡，園區內有多樣水生植物生長，溪中也有魚蝦

等資源，生態相當豐富。園中的情人木橋，號稱是遠東地區最長的木橋，遊

客到此一定會到橋上拍照留念，順著標示指引至五福臨門的生態步道走走，

再繞到百年神木區膜拜，將會是個令人放鬆的好行程。

與他處不同是園區採開放式經營，不收門票或清潔費，一進入就可以看到

木橋橫跨在食水嵙溪的河床上，風景秀麗。

佇立在橋邊的石農餐廳，為天藍色建築物，具地中海風格，吸引許多即將

結婚的新人到此拍下美美的婚紗照；由石岡區農會經營的餐廳也有濃濃的藝

術氣息，牆上不定期有名畫家及學生的油畫作品展出。

「拍全家福照一定要來這，景色一級棒!」遊客王中義和白又仁異口同聲

說，人工造景與天然風景合為一體。順道走到五福臨門生態步道，沿途設有

生態解說牌，路面維護的很好，親子可規劃來趟生態旅行。

閱讀是一種能力、一種習慣，更是一種風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家庭

閱讀計畫，鼓勵親子「關掉電視、打開書本，全家閱讀、享受幸福！」希

望家長們每日固定撥出20分鐘，關掉家裡的電視、放下手中的3C產品，加入

「愛閱家庭」，陪孩子專注地回到書本與文字的懷抱，累積「智慧存款」。

教育局表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學校，國、內外相關研究皆證明，

家庭閱讀環境對孩子閱讀行為的表現，具有關鍵性影響；家長本身對閱讀的

看法、對家庭閱讀資源的重視、親子間的閱讀互動等，都會影響孩子閱讀能

力的發展。

臺中市希望招募1,000個「愛閱家庭」，各國小學童的家庭只要向學校報名

登記，教育局就發送1本「智慧存款簿」，讓家庭成員在親子共讀後，登錄智

慧存量，每天只要閱讀20分鐘，每月完成25日以上閱讀紀錄，由家長認證簽

名，每個月累積1點，累積8點可獲頒愛閱家庭證書，活動將持續到年底。

〈精彩活動速報〉

鼓勵閱讀 招募「愛閱家庭」

〈休閒最好玩〉

石岡食水嵙溪園區 實踐生態旅行

▲

▲

債務5都最低 臺中邁向零負債城市
建設5都最多 重大建設帶來盈餘 開源、節流雙管齊下 財政穩健度堪稱全國第一

針對臺中市沙鹿區每逢大雨，都會

發生淹水情形，臺中市政府規劃執行

南山截水溝計畫，總經費為70億元，

預定民國109年前完成，屆時可澈底

改善沙鹿區淹水的問題。

在市府「臺中港特定區整體排水改

善工程（含興建南山截水溝）」計畫

中，內容包括有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工

程、排水路改善工程、臺灣大道銜接

箱涵工程、防潮閘門改善工程、雨水

下水道及抽水站改善工程、南山截水

溝新建工程，以及跨渠構造物改建工

程等。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

國101年3月完成「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臺中港特定區（中棲路以

南）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

告，縮小截水溝規模，截流後分流排

入梧棲、安良港、山腳大排排水，新

建截水溝水路長度4.7公里，徵收土

地約22公頃，總經費約49.4億元。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指出，有關用地

費及工程費依區域排水補助比例上

限計算，水利署約39億元，水保局約

1.9億元，內政部約1.45億元，交通

部約3億元，市府分擔25億元。市府

水利局表示，在其上游部分已加強水

土保持工作，待完成之後，沙鹿區淹

水情形將可獲得大幅改善。

新建截水溝 
沙鹿淹水將改善

臺中市的財政評比，被列

全國第二，這是近期商業周

刊（1379期），以4個企業財

務經營指標對全國20個縣市

財政評比大調查結果。臺中

市長胡志強表示，其實臺中

市各項建設非常多，若考慮

收入與各項建設支出均衡，

臺中市的財務穩健度應可為

全國第一。

商業周刊研究調查，以現金

償付能力、預算支應能力、長

期償債能力及永續服務能力4

大指標，測量地方財政的良

窳，臺中市名列第二名。

臺中縣市合併後雖承接原中

縣債務，但財政表現卻能一枝

獨秀，胡市長說：「臺中市財政

穩健關鍵，是不斷推出可以為

市府增加收入的建設！」光是

水湳的大宅門特區，估算就可

為市庫帶進600至800億元的收

入，此外，2018於后里區舉辦

的花博，也可以為市庫帶進不

少收入，他預計因此可將原中

縣欠下的債務全數還清。

目前臺中市的財政堪稱穩

健，公共債務492億元，低於

臺北市的1,631億元、新北市

879億元、臺南市651億元、

高雄市2,357億元，是五都最

低。

市府強調，縣市合併後，百

業待興，各項建設都要財源挹

注，此外社會福利擇優辦理，

所需經費很龐大，但市府仍採

開源與節流雙管齊下，管控財

政。

「要讓財政好，不是光一味

省錢，最重要是建設！」胡市

長說，臺中市建設案，五都第

一名；依行政院工程會標案管

理100萬元以上工程，臺中市

已完工的有3,867件，金額高

達320億元，尚在進行中的工

程有536件，金額約668億元，

都是五都中最多的縣市，能量

十足。

另各項重大建設陸續完工，

如BRT（快捷巴士）、MRT（捷

運）、公路大中環、鐵路山海

線、治山防洪等各項基礎工程

及辦理2018花博，將打造臺中

市為超高趕北的大都會；尤其

目前正在開發的大宅門特區，

開發完成後預估約有600億元

以上的盈餘，可全部清償合併

時承擔的原臺中縣債務500多

億元，讓臺中市朝零負債的城

市邁進。

胡市長表示，臺中市財政穩

健度雖為全國第一，但市府仍

會推出新的「生財計畫」，所

有建設都是為了地方政治與經

濟發展考量，相信臺中市未來

財政一定會越來越好。

財政表現一枝獨秀

建設案五都第一多

續推更多生財計畫

大宅門特區包括臺灣塔等重大建設，都可為臺中帶來收益。▲

▲臺中港區規劃白海豚館，有外海生態轉播，還將打造救援、復育基地。

投資熱 創下國內開發加工區最快紀錄

臺中軟體園區歷經3年開發，目前

已完成基礎建設及土地出租，不僅創

下國內開發加工區最快紀錄，開發商

看好前景，還主動提高投資金額。臺

中市長胡志強信心滿滿地指出：「臺

中市的投資熱還沒停！」。

中軟區內4大坵塊分別出租給鼎新

集團、大買家、佑順開發及網銀國際

等4家開發商。據了解，大買家和佑

順的店面和辦公室的潛銷情形極佳，

將可提供超過5,000人就業機會，創

造150億元以上年產值。

胡市長指出，中科、精密機械科技

創新園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加上

大里臺中軟體園區，4個園區都是新

的，「只要廠商來，就不怕沒有顧客

上門」。

胡市長表示，從這些經驗看來，

只要經濟部、國會與地方政府一

起配合，「我們沒有不成功的個

案！」以中軟為例，他在民國100年

剛上任直轄市長時就提出企劃案，

中央年底核定，隔年5月就動工，接

著1年內完工分配，創下全國工業區

開發紀錄。

胡市長表示，公園街、泉水巷兩條

預定的聯外道路路寬規劃僅12公尺，

大概3至5年內夠用，至於5年後的道

路使用需要，已請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交通局進行研究。另外，臺74線

快速道路聯絡匝道問題，也會與中央

研議。

目前有意願進駐的知名廠商包括

天下數位、正航資訊、海量數位等36

家，另還有霹靂布袋戲、誠品都在接

洽中。

臺中市打造地標建築，日本建築師

藤本壯介的臺灣塔，已完成細部設

計，塔身變得更修長，還有直上青天

的天空步道；臺中港區規劃白海豚

館，有外海生態轉播，還將打造救

援、復育基地。

臺灣塔最大特色為天空步道，從

地面到313.9公尺空中觀景臺，有長

達2.5 公里的斜坡步道，可徒步往上

走，邊走邊欣賞風景。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局長沐桂新表

示，臺灣塔為鋼骨結構，直立鋼骨間

以斜撐鋼骨支撐，與傳統結構不同，

市府也將打造20公尺高的試作模組，

9月完成後，將開放參觀；臺灣塔預

計明年初動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將部分西部沿海

劃定為白海豚重要棲地，市府搶先規

劃白海豚館，位於梧棲旁臺中港遊憩

用地，預計今年10月動工。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張大

春表示，主體建築以白海豚為造

型，1樓設置展示館與復育設施，3

至5樓為主題場館，結合觀光漁船與

潛水攝影，可將海中生態實況在館

內播放，還有穹頂劇場、3D劇場與

觀海餐廳。

臺中軟體園區 廠商搶著進駐

白海豚館 打造救援復育基地

▲臺中軟體園區開發快，未來商機無限。

護生態 中央劃定白海豚棲息環境範圍 

臺中市有十大街區，你知道嗎？「臺中文創二十三」是重要的文化政策，

「二」是歌劇院藝文特區、大宅門特區，「十」大街區，以及媽祖文化節、

爵士音樂節、創意臺中「三」個文化慶典。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去年在勤美術館廣場介紹十大街區，廣受好評。今年乘

勝追擊從5月13日起推出「Fun Ten–臺中文創十大街區巡迴展」，以「特色

小屋」形式介紹臺中市的文創，從豐原葫蘆墩文化中心、太平屯區藝文中

心、大里兒童藝術館、清水港區藝術中心、霧峰光復新村陸續巡迴展覽，讓

更多民眾認識「十大街區」。

十大街區是由臺中市政府都發局、農業局、新聞局、觀旅局…等局處認養

規劃，有豐原漆藝糕餅、新社花卉、草悟道文創生活及霧峰影視文化，和產

業緊密結合，例如后里主打「鐵馬、馬場」兩馬觀光，霧峰則是影視文化產

業街區，介紹霧峰歷史特色。

文化局表示，這次巡迴到大里、太平、清水將會各自規劃一個「地主館」，

包含有「憶風華」的大里懷舊文創生活街區、「農家樂」的太平生活街區和

「浪潮聲」清水海濱休閒街區。

十大街區巡迴展 特色小屋說文創

▲「臺中文創十大街區巡迴展」將

以「特色小屋」形式介紹文創。

教育局推動「愛閱家庭」計畫，鼓

勵親子共讀。

食水嵙溪休閒園區內的情人木橋

是遠東區最長的木橋。

臺中市政府為宣傳2018年國際花博在臺中，今年首度在外埔區永豐里設計1

公頃的彩繪稻田；近日稻穗逐漸抽長，稻田黑黃相映，色彩分明，浮現清晰

字體，配合鄰近的永眉路觀景臺與桐花步道，成為外埔區新景點。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指出，臺中花博主場地落腳於后里，市府為了推廣外埔

區的觀光產業，耗資60多萬元，在后里與外埔交界的永豐桐花步道觀景臺下

方規劃1公頃的稻田彩繪，黑黃相映的字體色塊分明，呈現斗大的「2018國際

花博in臺中」的稻穗圖樣，搭配臺中公園湖心亭徽章，美不勝收。

外埔區農會指出，近日不少地方民眾前往觀景臺眺望，並爭相拍照，遠山

近樹與稻田彩繪相互輝映，永豐地區農村風光一覽無遺。配合農民稻作，稻

田彩繪展期至6月20日，民眾可把握時間前往觀賞。

1公頃彩繪稻田 外埔新景點

▲外埔區新景點—稻田彩繪超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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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園地

獲頒榮譽市民 助小學生學英文 募款建教堂 撫慰外勞生活

 豐原高商男排 東山高中女排 分別奪冠亞軍 

「2104ISF世界中學生排球錦標賽」冠

軍今年落在臺中，國立豐原高商排球隊一

路過關斬將，在冠亞軍賽時對上波蘭隊，

一開始不熟悉敵手球路先連敗兩場，但後

面卻逆轉贏了3場，奪下冠軍；至於女排

方面，中市的東山高中也拿下亞軍，讓臺

灣的體育又向前邁進一步。

豐商教練莊世賢指出，「ISF世界中學生

排球錦標賽」有來自南美洲與歐洲選手，

各隊選手身高都在190公分以上，臺灣選

手平均僅有182公分，既然身材不如人，

那只好靠著球技與速度取勝；先前在培訓

時，學校還在活動中心設置音響，在練

球時播放加油聲的音效，模擬國際賽的氛

圍。

「參加這次冠軍賽，我的人生已沒有遺

憾！」三年級的豐商排球隊隊長陳昭銘

說，即將從高中畢業，當時連輸2場，大

家心情都非常緊張，他握著隊員的手勉勵

「拼過去就是我們的了! 」，讓隊員們咬

著牙根，對上身高都差快10公分的對手，

完全沒有懼怕，反而沉住氣連贏3場。

有球員第一次出國比賽，怕水土不服會

破壞隊上士氣，自行帶白米、泡麵、罐頭

及借來的電鍋，就為了要拿下好成績。

豐商校長李述藺指出，沒有高額獎學

金吸引學生，只好用硬體設備來爭取，

3年前增建了國際水準的練習場地，因而

吸引許多好手來就讀，才能有如此的好

成績。

來臺奉獻一甲子的天主教范賦理神父，

27歲遠離家鄉，到臺灣中部服務牧靈傳

教，協助小學生學習英文，募款建立教

堂、出錢出力撫慰外籍勞工生活、心靈，

爭取后豐大橋取消收費措施。他今年87

歲，在臺服務滿60年，上月底離開臺灣返

回美國紐約，住進當地安養院。

范賦理神父退休返美前夕，天主教會臺

中教區主教蘇耀文，與300多名天主教兄

弟姐妹見證，由臺中市長胡志強親自頒予

范神父榮譽市民獎章與獎狀。內政部移民

署也帶來馬英九總統祝福卡片和禮物，代

表政府以及全國人民，對范神父的敬意與

誠摯感謝之意。

范神父致詞時，用臺語表示「聽到很多

人讚許」，讓他「不敢當」。教會的發展

要靠所有人一同努力，幫助人其實是一件

非常好的工作，每個人都需要知道人生的

意義，人活在世間的原因，這才是最重要

的事情。

離臺前范神父仍關心教會慈善事業，向

胡市長提及希望保留完整的「南屯區聖維

雅內教堂」。胡市長表示，當聽聞南屯天

主堂，可能因道路開闢而被迫拆除時，他

及時阻止2條道路穿越該教堂，並指示臺

中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協調會。

廣亮慈善會為讓弱勢邊緣家庭未來有機

會得到生鮮冷藏、冷凍食品等更多元的物

資援助，捐贈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1部市

價超過百萬的3.5噸冷藏運輸車「廣亮八

號」；臺中市長胡志強親自受贈，他說，

「透過該車把愛散播出去，讓弱勢族群不

再飢餓！」

胡市長表示，臺中市是全國第1個做食

物銀行的縣市，目前已有2間實體食物銀

行，分別在市區的「綠川店」及山線的「豐

原店」，未來大里也將設置1間，冷藏運

輸車「廣亮八號」更是全國創舉。

廣亮慈善會表示，愛心不能等，聽說食

物銀行缺少冷藏車，馬上捐助市價超過

150萬的3.5噸冷藏運輸車，「不會讓經濟

弱勢沒有東西吃，只要有需要，一定會送

到。」

臺中市政府推動愛心食物銀行至今，常

受限於沒有適當運載工具，確保食物在運

輸過程保有新鮮品質，如今有了「廣亮八

號」，問題將迎刃而解。

除了廣亮慈善會捐車，國際獅子會

300-C2區美豐獅子會和臺中市寰宇成長協

會也分別捐助2萬元及1萬元現金，作為車

輛油資；民眾紀燕謀捐助脆梅罐頭100罐

義賣，並將義賣所得作為「廣亮八號」

油費；日紳食品有限公司也捐助生鮮食品

1,500CC豆漿1,000瓶給食物銀行，做為食

物銀行每月發放物資時加碼用。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廖素玲表示，

「廣亮八號」替生命教育、物資輸送及災

害救助提供了一個平臺，讓弱勢族群有更

多元選擇所需物資的機會，避免浪費。

A：市府規劃的「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

建工程-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是依

據大甲、大安、外埔地區近300年媽

祖信仰文化歷史，及海線地區民眾建

議，經多次地方說明會，並彙整專家

學者意見規劃。早期海線地區民眾從

事漁業為主，媽祖信眾也很多，例如

大甲鎮瀾宮即為18世紀中葉興建，歷

經近300年，香火鼎盛，是大甲、大

安、外埔和海線地區的信仰中心。民

國98年10月，媽祖信仰入選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名錄；另外，Discovery頻道於99年更

將「大甲媽祖繞境進香活動」列為世

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與梵蒂岡的耶

誕彌撒、麥加的朝聖之行並列。市府

僅希望藉由媽祖信仰文化，推廣地方

特色觀光。

Q：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大安
港媽祖主題園區的規劃包含哪些內容?

美國神父范賦理 奉獻臺灣一甲子
87歲范賦理 盼保留完整的「南屯區聖維雅內教堂」胡市長：繼續爭取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為求保留教堂完整性，市府研擬將教堂

用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也免收回饋金，

但卻被內政部駁回。胡市長表示，這項重

劃為自辦市地重劃，並非市府主辦，因此

市府與重劃會協調時也費了一番功夫。

胡市長承諾，市府很有誠意，一定會繼

續堅持，再向內政部爭取宗教專用區，他

要大家放心。「這是神的地方，我不能讓

金錢利益傷害它」，一定會想辦法幫忙解

決，不讓范神父失望。

世界中學生排球賽 臺中揚威世界

豐商男排勇奪2014年ISF冠軍。�

� 圖／國立豐原高商提供

廣亮慈善會捐贈「廣亮八號」  讓弱勢不再飢餓

愛心食物銀行 有冷藏運輸車了

▲

▲廣亮慈善會董事長賴水銀（左）、理

事長李明堂（右）一同捐贈「廣亮八

號」。

87歲美籍神父范賦理（右），獲臺中市長頒發榮譽市民獎章與獎狀。▲

Q：臺中市政府為什麼規劃在大安區打
造媽祖主題園區？

A：本規劃案全區分為8大主題，主體

為基座建築與媽祖雕像，由市府興

建，其他主題規劃則由未來OT廠商投

資興建，包括防風迴廊兼媽祖故事展

示牆、農特產品區、海上劇場（水幕

電影席）、生態旅館、VILLA區及觀光

漁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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