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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租屋補助
臺中五都最優

臺中BRT試乘 
逾2萬人報名

城市農園
租地耕作顧健康

認明農產品標章
安心購買有保障

熱血警察林志營 
助弱勢度難關

讓臺中成為臺灣紐約

整修空閒住宅
幫你出租賺錢

樂活一夏 專業導覽帶路 吃喝玩樂全包

臺中市幅員廣大，山城得天獨厚，從豐原一路到和平沿線都有

美食和好風光。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今年暑假規劃系列活動，

邀專業旅行社帶民眾玩梨山與谷關，市府還祭出多項好康，讓民

眾樂活一夏到山中避暑。

山線從豐原開始，市區有古蹟慈濟宮媽祖廟、知名廟東小吃，

還有火車站前全新啟用的「五都大飯店」，在臺中市長胡志強穿針

引線下，讓四星級飯店進駐，正式宣告山線復甦了。

山線一路到梨山、武陵，不分四季都是熱門景點，尤其暑假正

是當地農產豐收期，宜人的氣候特別適合親子同遊，吃喝玩樂

中，還可以親近原住民文化，在炙熱的夏日中真是一大享受。

觀光旅遊局今年規劃了2個主題遊程，6月13日至8月29日「觀星

採果趣梨山」是由旅行社推出「走入梨山」觀光巴士的二日遊行

程，民眾從臺中或臺北都可成行；另外「花好月圓遊谷關」系列

活動將於中秋節前夕舉行，市府也鼓勵民眾能搭乘153路線公車前

往。

「觀星採果趣梨山」活動於8月30日下午還規劃有「山野果香、

食在好吃」的水果品嚐會，現場有烤大豬、原鄉特色美食供民眾

品嚐在地食材的新鮮滋味。

在高山頗受歡迎的觀星活動也納入其中，固定每週五晚上安排

有「星事誰人知」，帶領民眾觀看夏日浩瀚星空。此次的活動，

市府也準備了限量的紀念品送給參加此次活動的民眾。

另一個主題遊程「花好月圓遊谷關」，於9月6日和7日登場。

6日有「森情蜜浴八仙山」健行活動；7日則有「花好月圓甜滋

味」創意料理比賽。多場好吃又好玩的活動行程歡迎民眾前往參

加，活動及報名資訊請至www.twleya.com.tw/2014ligu查詢。

暑假到了，喜歡游泳的學童有福了！臺中市政府教育局6月至

9月推出國中、小學生游泳優惠，鼓勵學童多到泳池游泳，不要

冒險到溪邊戲水，全市33家游泳池業者參與，祭出相關的超優惠

方案，學童到市內配合游泳池優惠方案的游泳池游泳都可享有優

惠，優惠內容可至http://anti-drowing.tc.edu.tw瀏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王銘煜表示，學生暑期喜歡相約玩

水，學校要宣導學生到安全的游泳池，避免至危險水域，希望透

過學生游泳優惠方案，宣導安全戲水，降低溺水事件發生機率。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也和教育局一起聯合稽查，針對全市12

暑假獻好康 帶你暢遊梨山、谷關

國中小學生 暑期游泳享優惠    
游泳教學 補助約1,700名小5升小6弱勢生 免費參加10堂課

33家泳池業者參與
處危險水域都加強宣導，並勸導、照相舉發；教育局強調，不

聽勸告至危險水域游泳的民眾，將處新臺幣5,000元至25,000

元罰鍰，民眾一定要小心，避免受罰。

除學生游泳優惠方案外，教育局更推出「國小弱勢學生游泳

補救教學計畫」，全額補助市內約1,700名5年級升6年級的弱

勢學生，7、8月間可免費參加至少10堂游泳教學課程。

教育局進一步解釋，參與的弱勢學童必須出示家長同意書，

學校也要事先建立學習登錄卡，讓學童帶至泳池登錄，每人補

助以2,000元為上限，至少安排10次、每次1小時以上。

空軍臺中清泉崗基地7月19日開放參

觀，活動安排雷虎小組、軍機戰技操演、

空軍儀隊與遙控飛機等表演。

當天上午7點開放進場，請攜帶身分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外籍人士需事先申請。

相關資訊請洽電話：(04)25619578。

「看見」身心障礙者攝影比賽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舉辦「看見」身心障

礙者攝影比賽，即日起至8月22日受理報

名，首獎獎金1萬元；7月底前投件，前50

名參賽者，加送100元超商禮券。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局長賴淑惠表示，身

障者的就業能力不輸人，但在職場上得付

出加倍辛勞，透過鏡頭捕捉身障者敬業身

影，讓民眾了解他們在職場上的能力。

參賽資訊請至活動官網：http://

www.seeing-power.net查詢，電話：

(04)2228-9111轉35417。

清泉崗基地 19日開放參觀

▲臺中梨山風光明媚，是親子同遊的避暑好去處。

臺中市調解績效名列前茅，排名全國第

一。市長胡志強呼籲民眾若發生爭議時，

多採用調解方式，不僅免費，還可省下曠

日廢時的訴訟過程。

胡市長也表示，臺中縣市合併之初調解

成立率平均約85%，現在仍持續進步，已

逼近90%，他非常感謝調解委員，也鼓勵

民眾發生爭議時多採用調解方式，不用花

錢就可以達成兩造共識。

臺中調解績效全國第一 

過去臺灣的經濟起

飛與民主成果，讓大

家常提起「臺灣經

驗」，但提到臺灣，

卻很少有人想到臺

中；臺中近年表現卓

越，尤其升格為直轄

市後，財政健全、交

通便捷，最重要的是

經濟不悶，雖然未來

首都仍是臺北，但臺中有潛力成為「臺灣

紐約」。

學術界常將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分開，

認為兩者間最大差異是「錢」，公部門著

重在「運作」，後者圍繞著「獲利」；我

不太認同，當市長如果不懂得賺錢，這個

城市就不會成功。

臺中市升格後，幅員變遼闊，面積是香

港的兩倍、新加坡的三倍，為了避免區域

被邊緣化，交通建設很重要，市府推動8

公里免費公車，BRT快捷巴士即將上路，

還有興建中的MRT捷運綠線，透過交通可

以縮短距離造成的差異。

臺中市在3年內，成功打造公路環線，

只要35分鐘，就可以開車繞臺中核心地

區一圈，這條「臺中環線」(中環)斥資

600億元，若沒有財政當後盾，就無法

完成這項建設。

市府已規劃了山海線鐵路，推動海線

鐵路雙軌、高架化，再新建大甲到后里

的鐵路，串成環城鐵路；初估經費要

800億元，至少需要花10年來完成，臺

中市有能力建構出完整的環鐵系統。

便捷的交通能繁榮經濟，仔細觀察週

末假日臺中的街頭，餐館客滿、飯店一

房難求，交通川流不息，臺中市是個安

居樂業的好城市，看到大小朋友臉上的

笑容，就是臺中最美麗的風景。

2014臺灣大道BRT路跑，將於7月27日

上午6點舉行，為了使路跑活動可以順利

進行，將實施路段交通管制，於7月27日

上午4時至10時30分依路跑路線於不同時

段封閉臺灣大道五權路至沙鹿區正英路

附近臺灣大道926巷路段西向東快車道、

臺灣大道文心路至惠中路段西向東慢車

道路段，詳細交通管制訊息及活動內容

可上「臺灣大道萬人路跑」官方網站

www.臺灣大道.tw查詢。

臺灣大道BRT路跑 交通管制



2 中華民國103年7月16日大臺中新聞 中臺焦點 3

讓所有家庭都能夠居住在合宜的住宅 〈精彩速報〉

臺中市民期待已久的BRT，在臺灣大道沿線的站體已陸續完工，開放給市

民試乘的藍線BRT首發車於6月28日上路；BRT公司表示，預約試乘的市民很踴

躍，開放報名第2天就爆滿，再增加的名額也在3天內預約完畢，超過2萬人報

名試乘，可看出市民對BRT的期待。

今年6月28日，臺中BRT藍線首發試乘車，從臺中火車站出發，由社團「中

臺灣大眾運輸驛」搶得「頭香」；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和臺鐵臺中

站長葉仁和也都到場見證歷史性的一幕。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東西向的BRT享有號誌優先，透過行控中心調節紅

綠燈秒數，確保車輛能暢通無阻。南北向的文心路，紅燈時頂多只增加3到5

秒，不致影響車流。

交通局表示，BRT從6月28日起開放試乘。全線通車後，預計前一年可免費

搭乘；正式收費後，票價在20元至45元間，市民持悠遊卡、一卡通、臺灣

通、ETC卡，都可刷卡進站。

交通局提醒，一輛BRT車體可搭載120名旅客，車內比照捷運規定，不可吸

菸、飲食、喝水、吃口香糖、攜帶寵物，違規者依法最高開罰1,800元；另外

用路人誤駛BRT專用車道，可處900至1,800元罰鍰。

根據交通局估算，臺中火車站至靜宜大學前，市民若是開車或騎機車，需

要花費60分鐘，但搭乘BRT僅需40分鐘，可大大節省時間。

草悟道已是臺中市兼具低碳環保及休閒遊憩的知名景點，也是推動低碳城

市的示範區域；草悟道周邊紅色鋪面臨時停車格已廢止停車收費管理，並於2

月5日起禁止停車，希望因而能鼓勵民眾及旅客使用綠色運具。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表示，草悟道綠色運具優先道除電動車、自行車等

綠色運具外，一般車輛也可通行，為兼具低碳環保及一般車輛行駛的示範路

線，市府推動建置草悟道低碳休憩環境，這在海內、外先進城市或國家已相

當盛行，也是國際型城市重點推動的項目及趨勢。

觀光旅遊局指出，草悟道及綠色運具優先道是屬於社會大眾及愛好綠色環

保運具民眾的休憩空間，市府鼓勵民眾多加利用外，也希望藉由各項活動如

草悟道自行車嘉年華活動的舉辦，鼓勵民眾親近草悟道綠色運具空間。

草悟公司也新推出「平日自行車半價優惠」及「暑期學生自行車3人同行1

人免費」等優惠方案。

觀光旅遊局呼籲，民眾可多加利用草悟道綠色運具優先道，讓草悟道成為

大臺中之綠色廊帶示範點，到訪遊客更可漫步於草悟道，欣賞臺中之美。

「爸爸來種田後，不但身體變健康，還有朋友可以說話、聊天！」市民張

紋華怕老父寂寞，3年前臺中市政府開辦城市體驗農園後，她租地給父親耕

作，張父因而變得更健康，在田間又有伴可聊天，生活變得豐富又充實。

張小姐帶著弟妹們到田間收成，看到父親種出的芭蕉碩大又肥美，直說：

「收獲好豐富！」

農園的另1位農夫是退休老師何光臨，他雖然住在南屯，但每天仍老遠騎機

車到北屯和太平交界的農園下田，全都是有機栽培，感覺身體健康且踏實。

城市農園原本只有1、2期的4公頃多面積，因為回響實在太好，市府最近再

增加至3期約3公頃面積，又讓500多人實現了當農夫的願望，對於仍有千人排

隊等候，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還會再繼續找地擴大辦理！

稱號「臺灣十大民宅之首」的臺中市摘星山莊，經10多年修復，已開放參

觀，135年歷史的四合院建築再現風華；臺中市府拿出行動搶救青年低薪，在

此處推出青年創業「摘星計畫」，吸引青年在臺中築夢。

在古宅環境中，臺中市府推出青年創業「摘星計畫」，整修公有閒置空間

包括潭子摘星山莊、霧峰光復新村與西區審計新村等，免費提供當作創業基

地（市價月租約8千元），鼓勵青年在臺中築夢。

市府同時成立「摘星計畫」辦公室，將補助108件電子商務與文創事業，每

人每月補助3萬3千元，明年1月起徵件，申請年齡上限40歲。

臺中BRT試乘 逾2萬人報名

草悟道使用綠色運具 夏日優惠

城市農園 租地耕作顧健康

〈休閒最好玩〉

摘星山莊 推出青年創業計畫
臺中市推出空閒住宅修繕補助後，

已有多間閒置老屋整修完成，也有找

到房客進住；位於南區的12樓華廈，

原本屋況老舊，地板都掀起來，經過

整理後煥然一新，已經有單親媽媽帶

著孩子搬進去，每月租金7,000元，

更低於周邊行情。

「夢想中的房子，居然不到1萬元

就能租到。」這名單親媽媽與孩子

相依為命，為了生活從早忙到晚，

過去租了許多房子，月租至少1萬起

跳，否則就得找套房，經濟壓力很

大。

單親媽媽說，除了租金貴，不少房

東看到單親媽媽去看房子，怕付不起

房子，押金也收得高，想找個環境不

錯的住宅都很困難；透過都發局的幫

助，她跟孩子有了幸福的家。

這棟位於南區的華廈，屋主強調，

原本是個暗暗的老房子，屋子漏水，

室內霉味較重，從沒想過可以出租，

經過市府整修後，房屋煥然一新，浴

室、廚房彷彿變成新的，整個空間變

明亮了。

屋主說，房子彷彿新的，自己不花

一毛錢，還找到房客，可以定期收租

金，背後還有市政府當靠山，就算房

租少收點，還是賺到了。

40多歲住在北區的張小姐育有3

子，她的先生4年多前病逝，生前

經商留下一筆債務，房子被法拍，

帶著3個兒女住在8坪大的套房，全

家擠在一張雙人床，孩子寫功課、

睡覺都在這張床上，張小姐一直想

換大一點的房子，讓兒女「睡好一

點」，但是經濟完全不許可。

張小姐說，她原本在餐廳當服務

生，先生病逝房子被拍賣後，只要

有所得收入，都會被法院追討三分

之一，因而到處兼職打工，後來在

社會局幫助下，張小姐申請每月

6,000元的單親租屋補助，後來租了

9,000元3房1廳的房子，才逐漸改善

居住品質，並在社工人員轉介下，

接受居家服務員的訓練，現在從事

居家服務。

另名 5 0 多歲的單親爸爸「阿

正」，多年前和妻子離婚，女兒

當時讀國小，父女一起租屋在1間

4,000元的小套房。

阿正平時在工地兼職，女兒現在

讀國中了，他睡在地上，女兒睡床

上，貼心的女兒知道爸爸工作辛

苦，總是跟他說：「爸爸你睡床

上，我睡地板比較不會賴床！」

阿正說，臨時工收入不穩定，他

想租2房1廳的房子，月租要8,000

元，首月押金和房租要支出2萬4千

元，透過市府申請1萬5千元的「租

屋押金代墊」，才有辦法搬家。

向晴家庭福利中心的王姓督導

說，社會局補助的「租屋押金代

墊」不收利息，阿正有正常工作，

還款沒有問題，因此評估後馬上撥

款。

向晴家庭福利中心指出，單親爸

爸、媽媽在剛離婚時，因忽遭變故

最需要幫助，這時候心理最脆弱，

也需要經濟支柱，臺中市有五都唯

一的「單親家庭、弱勢婦女房屋津

貼」和「單親家庭租屋押金代墊服

務」方案，有了這二項補助，解決

了臺中市不少單親爸爸、媽媽的燃

眉之急。

臺中弱勢租屋補助 五都最優
五都唯一「單親家庭、弱勢婦女房屋津貼」單親家庭租屋押金代墊／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 五都額度最高

你有閒置沒住的老房子嗎？政府

出錢幫你整修，還幫你找房客收房

租，你心動了嗎？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日前推出

「空閒住宅修繕補助」計畫，政府

出錢整修空閒住宅，屋主不花一毛

錢，只要修繕後，低價出租給弱勢

家庭至少3年，最高可補助30萬元。

臺中市長胡志強成功推動勞工住

宅、幸福好宅後，再度推出住宅補

助政策；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

長沐桂新表示，臺中市有許多老住

宅，屋況不盡理想，常閒置無人居

住，臺中市卻有許多弱勢家庭有租

屋需求，市府結合兩者，帶給市民

更多幸福。

參與計畫的市民紀坤源說，他在

南區有間老房子，3年前兒子長期派

駐越南後閒置，偶然聽到修繕補助

計畫，想說「哪有這種好康」，姑

且一試申請無障礙空間改善，最後

真的獲得補助。

工程人員說，修繕前房屋地板隆

起、毀壞，修繕後浴室、廁所的地

板、牆面都經過防水處理，房屋變

新了，更重要的居住安全也大幅提

高。

屋主紀坤源說，老房子沒想過能

出租，修繕過程花了近30萬元，他

沒出半毛錢，還變成像新蓋好的房

子，並且還可以出租房子收房租，

真是好政策。

市府強調，修繕、出租業務委託

伊甸基金會協助，未來出租時，得

以低於市價的租金，出租給中低收

入戶家庭。

免費整修空閒住宅 幫你出租賺錢
修繕後須低價出租給弱勢家庭至少3年 最高可補助30萬元

臺中市弱勢住宅租金補助一覽表

月領6千元租屋補助 單親媽獲新生

老屋煥然一新 助人低價租屋

受助個案

臺中BRT在6月底開放試乘，反應

熱烈。

▲

▲民眾在草悟道上使用綠色運具。

市民張紋華(右)和弟妹們收成父

親所種的芭蕉，收獲好豐富。

▲

摘星山莊啟用參觀，並推出青年創

業計畫。

▲
▲

原本讓人卻步的浴廁，修繕後煥然一新。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社會局針

對弱勢民眾，提供多項住宅優惠補

助；而社會局有多項補助都是五都最

優，要讓市民住得安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王秀燕表

示，許多人形容「買房子是一場冒險

的賭博」、「買房子是種痛苦的經

歷」，不管如何跑、怎麼追，也跟不

上持續上漲的房價，更別說是弱勢、

中低收入與特殊境遇家庭。

站在「讓社會上所有家庭都能夠居

住在合宜的住宅與環境」的角度，社

會局也提出「弱勢住宅租金補助」，

要滿足弱勢民眾「居住」的基本需求。

王局長表示，社會局目前除了針

對身心障礙者租金補助外，更提供

五都唯一的「單親家庭、弱勢婦女

房屋津貼」，每戶每月依人口數補

助4,000元至6,000元，單親爸爸或

媽媽都可以提出申請，離婚一年且

育有未成年子女都可補助；而遭受

家暴的婦女保護個案，必須領有保

護令、家暴通報單。

另一項五都唯一的措施是「單親家

庭租屋押金代墊服務」，監護及扶養

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庭，有租屋需

求，且有支付押金困難，都可以由社

會局代墊押金，每個家庭最高核准1

萬5千元，之後再依個人經濟能力選

擇1年內1次或分期償還，不過這項服

務限由社福機構代為申請。

「低收入戶房屋租金補助」則是五

都補助額度最高，這項針對低收入戶

家庭提供之租屋福利，直轄市僅本市

與臺北市開辦，臺中市補助金額針對

列冊低收入戶，以人口數計算，每月

補助1,000元至4,000元。

另外，補助對象最廣的是「住宅租

金補貼增額補助」，針對65歲以上老

人、重大災害災民、原住民、特殊境

遇家庭、身心障礙者及社會局列冊低

收入戶等六大族群，租金補貼每月

最高4,000元，以年度補助12個月為

限。

原本髒亂破舊的廚房，經補助修繕後，變得明亮又乾淨。

▲

臺中市弱勢住宅租金補助

對  象 補助項目 金  額 特  色

低收入戶 租屋津貼 每月補助1,000-4,000元 五都額度最高

弱勢婦女 租屋津貼 每月補助4,000-6,000元 五都唯一

單親家庭
租屋津貼 每月補助4,000-6,000元 五都唯一

租屋押金代墊 最高額度15,000元 五都唯一



臺中鄉土情中華民國103年7月16日大臺中新聞4

市民園地

〈活動看板〉

優質、安全、衛生、健康、安心 

苦民所苦 每年平均轉介50件急難救助 

地處偏遠 消防局設自動系統 協助守護家園 

你會擔心買到不合格的農產品嗎？臺中

市政府農業局為推動農特產品行銷，提升

優質農特產品知名度，已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申請取得「臺中市優質農特產品標

章」，消費者可以認明產品上的標章，安

心購買有保障的農產品。

「臺中市優質農特產品標章」上方的綠

山與湖心亭下方的藍水，象徵臺中市擁有

的好山好水，孕育出各式各樣像茶葉、蔬

果等優質農特產品，消費者在產品包裝外

盒上即可辨認，由此可購買優質、安全、

衛生、健康、安心的臺中市農特產品。

農業局表示，授權使用標章產品須為臺

中生產，對象包括有各區農漁會、合作

社、農場，或是產銷班產品；生鮮產品為

有申請CAS、產銷履歷、吉園圃、有機農

產品等標章，或有自行送樣檢驗合格報

告；在加工產品部分，符合食品衛生管理

法相關規定者皆可。目前總共有生鮮、加

工產品等152件產品獲得授權使用註冊商

標。

「臺中市優質農特產品標章」商標權

利使用期間，從2012年9月16日起至2022

年9月15日止，民眾如果有任何標章方面

疑問，可洽詢電話：（04）22289111分機

56512。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距離最近的梨

山消防分隊車程約需30分鐘以上，一旦

發生火災，無法即時搶救，先前當地民

宅發生火警，消防隊趕到時已全毀，因

此消防局建置一套自動啟動消防栓設

備，讓當地居民於火災發生第一時間能

立即使用自救。

日前消防局派人到環山部落授課，教民

眾如何使用消防栓系統滅火的相關演練，

希望在最短時間撲滅火勢，取得最佳黃金

救援時間，連小朋友都拿水槍體驗一下水

柱噴射威力。

有民眾表示，意外往往是最難控制

的，特別是火災，因為部落地處偏遠，

有時真的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現在有了這套措施，可以自己守護自己

的家園。

家裡曾被祝融吞噬的劉朝和說，有次

工寮著火，等消防隊趕到，整間都燒光

了，所有謀生工具都燒滅殆盡，相當難

過，如果自己可以救火，那就不會有遺

憾的事情發生了。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西區派出

所警員林志營，從98年起在派出所承辦

馬上關懷業務，獲知有急難救助需求對

象，立即轉報區公所協助；林警員的熱

心投入，陸續有張榮發基金會與許多民

間慈善單位成為他轉介的單位，幫助更

多面臨突發重大變故的家庭或個人。

林警員每年平均轉介協助50件急難救

助案；他說，社會角落有很多弱勢族

群，不曉得如何申請補助度過難關，有

些人因此而想不開輕生。在他轉介的個

案中有很多令人同情者，例如有1個家庭

的經濟支柱病逝，其他家人都是老弱或

身心障礙者，成員不識字，不曉得申請

政府的中低收入戶補助的管道，經林警

員轉介後，這家人很感激，也因此有了

固定補助金度日。

林警員說，有些受助戶不曉得申請限

制，而常常無功而返。曾有受助戶在他協

助下申請急難救助，並轉介民間慈善單

位，但未核撥補助金前，受助戶主動打電

話問對方何時可撥款，還表明要拿回申請

補助資料再向其他單位申請。因此他常協

助這些受助戶，以免權利被取消。

林警員說，也有受助戶不想使用太多

社會善款，有名女子幼子重病，丈夫要求

離婚，她獨自照顧病子，後來兒子死亡，

她向娘家借錢要葬子，林警員幫她申請補

助，這位單親媽媽卻婉拒，最後仍幫她申

請急難救助金，讓她順利葬子。

Q：臺北YouBike大熱門，臺中也有建

置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嗎？
A：臺中市規劃的公共自行車系統，取

名為iBike，7月中旬起試辦，設置逢

甲大學、市政府與秋紅谷3站，年底臺

灣大道周邊將設置20處車站，每站約

有25部自行車。

Q：臺中iBike收費標準為何？為何沿

臺灣大道設置？
A：臺中iBike前30分鐘不收費，之後

每半小時10元。臺中市公共運輸發

達，臺灣大道有BRT、接駁公車，就

像大小血管，加上「微血管」般的

iBike，就能深入大街小巷。

Q：臺中公車可以多卡通，iBike也可

以嗎？
A：臺中公車是全國首先推動多卡通

的城市，iBike試辦時，僅可使用悠遊

卡，但年底正式上路後就能多卡通，

不管是悠遊卡、臺灣通、一卡通或ETC

卡，都可以使用。

逍遙音樂町 21場聽覺饗宴
「逍遙音樂町」邁入第11年，固定於

7、8月暑假期間，在臺中市各區廣場或公

園舉辦戶外音樂會，每年都吸引許多民眾

熱烈參與。今年的活動從7月4日起至8月

29日，週五或週六晚上7時30分，總共有

21場戶外音樂會在臺中市19區的戶外公共

空間舉辦。詳細活動日程請上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網站查詢：http://www.culture.

taichung.gov.tw。

認明農產品標章 購買有保障

熱血警察林志營 助弱勢度難關

火災搶救 環山部落建自動消防栓

擁有標章的優質農產品，消費者可安心購買。

臺中市優質農特產品標章。▲

▲

西區派出所警員林志營熱心助人。

消防局在環山部落設立自動啟動消防

栓系統。�圖／臺中市消防局第二救災

救護大隊提供

▲

▲

2014年首次在美術園道舉辦拼圖競

賽，就在大臺中！8月16日(六)將於美術

園道D段登場，活動時間自8:30-18:30。

參賽者以隊伍為單位，每隊限3人;報

名時間：自即日起至8月5日(二)，報名

方式採現場報名、網路報名。報名諮詢

電話請洽(04)23755482；0933-306692。

美術園道夏日拼圖大賽

臺中藍帶海洋觀光祭在大安濱海樂園登

場，7月26日至8月24日有沙雕創作展。8

月1日至3日有「大安歡暢音樂祭」，由歌

手陳勢安、樂團八三夭及旺福等知名藝人

帶來精彩的表演。

於活動期間，現場填問券還可以免費

兌換限量伴手禮乙份，詳情洽官網：www.

ocean-music.com.tw。

大安歡暢音樂祭登場

第11屆「2014絕攝臺中‧冠軍百萬」微

電影大賽即日起受理報名，最高獎金一百

萬元，所有得獎作品還有機會在電視臺播

映，歡迎各界喜好拍攝影片的民眾踴躍參

賽。 

即日起至10月13日止開始受理徵件報

名，以掛號郵寄至(40746)臺中市西屯區

大信街52號7樓之2「2014絕攝臺中‧冠軍

百萬~微電影徵件大賽」活動小組(郵戳為

憑)，徵件辦法與相關報名表文件請至活

動官網www.2014justtc.com.tw下載，或

洽詢活動專線04-23158550。

微電影徵件 最高獎金1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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