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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國家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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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大雪山 
秋季限定美景

e手掌握
營養午餐菜單資訊

屋頂花園
歌劇院的私房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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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大學生
號召共組BRT志工團

稽查人員把關
守護食品安全

為了照顧臺中市立國中、小學的弱勢學生，讓他們在放假期間

不會為了午餐的問題煩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從民國98年起，率

先全國各縣市政府推動「寒暑假暨例假日安心午餐券」補助政

策，目前全市有1,220個兌餐地點，2萬多名學生受惠。

教育局體育保健科指出，103學年度9月起，臺中市安心餐券以

聯合招標的方式，結合了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

商店、OK超商及臺灣楓康超市五大通路業者，建構「用心守護、

愛無界限」臺中市安心午餐守護網絡，讓「安心餐券」領餐福利

更為完善、更便利。

臺中市安心餐券每張價值50元，業者提供的餐食包括：主食類、

牛奶、麵包，過去學童只能在學校附近的單一店家或通路領餐，現

在只要在市內任何一間貼有「安心餐券守護商店」辨識貼紙的店

家都可以兌領餐食，合作的超商也會設計配套餐組合，還有超商

加碼讓學童可以兌換到價值60元的餐點，全家甚至推出抽獎活動。

以東勢區東華國中為例，領有安心餐券的孩子住家遍及天冷、

和平、南勢，過去只能到東勢高工附近唯一的全家便利商店換

餐，須跋涉6公里，現在領餐擴大到五大通路超商，山上的孩子可

以就近在其他超商體系門市就近領餐。

目前只要就讀臺中市立國中、小學的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家庭突遭變故，或是經由導師認定者，就可向就讀的學校

提出請領安心餐券補助，非上課日的午餐使用。讓安心餐券補助

政策能照顧更多弱勢學生，幫助學生在求學階段健康快樂成長。

托育幼教津貼強棒全壘打

臺中安心餐券 5大超商祭優惠

絕 不 胡 塗

臺中，不容黑心食物流竄

〈市民最前鋒〉

臺中市安

心餐券有

五大超商

通路可以

領餐點。

0-5歲臺中寶寶 都有托育補助

50元面額 可兌換超值餐點

食用油問題讓大家擔

心，一夕之間平常大快

朵頤的小吃、美食，甚

至臺中出名的糕點，都

變成可疑的食品，買賣

的商家都是嫌疑犯，就

怕剛吃下肚，明天又變

成黑心食品的受害者。

這是個嚴重的信任危

機。臺灣小吃出名，臺

灣人溫和善良，我相信本質是沒有改變

的，但有些大企業昧著良心做了不該做的

事，因為位於食品業的上游，使得下游用

到黑心原料的產品，也變成了黑心食物。

這個食安炸彈衝擊全臺灣，有些使用到

黑心油的店家，原本是受害者，但因為對

食品的原料有所保留，甚至沒有說出實

情，也成為黑心食品的幫兇，最大受害者

還是消費者。

追查黑心廠商、管制食品原料進口，

雖是中央權責，但臺中市不容許黑心食

物流竄，絕對要查清楚問題產品，不能

讓市民吃到不良食品，更不能砸了臺中的

招牌。

市府已經在草擬食用油管理自治條

例，從上中下游做好管理，加強源頭查

緝、獎勵檢舉、追查流向，在中央規範

之下，再加入地方稽查與把關。

對於使用到問題產品的業者，市府也

透過律師公會，協助業者以簡易法律手

段，向黑心企業求償；但是食品業者遇

到食安風暴，也要誠實面對消費者，不

要心存僥倖，以為能欺瞞消費者。

更重要的，市府推動多年的「食在安

心」廠商，只有極少數沾上黑心油危

機，臺灣還是有很多堅持原則的良心業

者，市府也會積極作為，讓大家放心食

安、享受美食。

臺中市民生兒育女有好康！去年元旦開始家有未滿2歲嬰幼兒

送托，父母可獲「育兒支持方案」補助每月2,000元到3,000元不

等。臺中市政府規劃擴大補助對象向上延伸至2到4歲讀私幼的孩

子，每月最高有3,000元幼教津貼，如此一來，0到5歲的臺中寶寶

無縫接軌，都有托育補助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因學前教育並非國民義務教育階段，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5歲幼兒能及早入園、普及幼兒教育，並為幼童

未來進入國小做準備，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招生入園方式係採義務

教育向下延伸之概念，以5歲幼童優先入園，如果還有招生名額再

依年齡層往下招收。依此原則，多數2到4歲的幼童無法進入公立

幼兒園，家長必須選擇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兒園就托。

教育局統計，以本學年度第1學期為例，2到4歲到公立幼兒園

就讀的有7,486人，每學期收費約1萬8,000元；就讀私立幼兒園的

有2萬5,880人，平均每學期收費4萬5,000元。公幼可收托人數有

限，極大比例的幼兒須進入私幼就讀，但學前教育費用成了家長

沈重負擔，不少家長反映，盼望將孩子送到公幼就讀。

為延續市府照顧市民美意，教育局研議針對2到4歲就托私

幼的幼童發放幼教津貼，每月3,000元，有助縮短公私幼學費

的差距，減輕家長負擔。教育局初估，這項計畫需9億3,204萬

元，並已獲市長同意全力支持。

至於5歲幼童就讀幼兒園者，教育部已實施5歲幼童免學費計

畫，即公幼免學費，私幼最高可獲補助3萬元。

臺中市0歲新生兒直到5歲幼童補助無縫接軌，去年元旦上

路的「育兒支持方案」為例，2歲以下嬰幼兒有補助，這是臺

中市民獨享的育兒福利。凡設籍臺中市有未滿2歲嬰幼兒的家

庭，只要嬰兒送托領有證照的合格保母照顧，就能依家庭條件

給予補助。

除了每月有中市補助的2,000到3,000元不等的托育費補助，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王秀燕說，加上內政部原有的托育費補

助，家庭每月至少能減輕6,000至8,000元負擔，另外符合內政

部家庭托育費補助的家庭，明年起也可領取每月2,000元育兒

支持補助，減輕育兒負擔。臺中市政府召開治安公安會報，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鄧學鑫指

出，臺中市9月份全般刑案發生數為2,200

件，為五都最低，且發生件數較去年同

期減少11.33%，改善幅度優於全國平均，

而1至9月每10萬人口全般刑案發生數為

812.76件，持續蟬聯五都最低。 

鄧大隊長報告中指出，臺中市今年1至

9月每10萬人口全般刑案發生數為812.76

件，低於臺北市1,244.67件、臺南市

1,166.01件、新北市980.58件、高雄市

939.66件，持續蟬聯五都最低。臺中市9

月份全般刑案發生數與新型態詐欺案件部

分，也是全國唯一減少的縣市。

臺中治安 蟬連五都最佳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在102年底全國首創

舉辦「十大爛路票選活動」，票數最多的

前十大爛路有大雅路、健行路、雙十路、

忠明南路等十條，為洗刷這些爛路的惡

名，建設局已在今年4月底前將這些「爛

路」全部改善成「好路」。

建設局今年也編列14億餘元持續執行全

市道路平整修復工程，面積約為240萬平

方公尺，共計修復1,536條。另外，民眾

對道路的滿意度從102年第4季的25%至103

年第3季已達30.9%。

今年8月6日建設局更成立「路平專案勤

務指揮中心」，民眾撥打0800-72-1688(騎

了，一路平平)，可免費通報全市不平的

道路，建設局於4小時內完成修補，所通

報的坑洞若屬於需開挖、工程技術較複雜

的情形，則3到7日內就會修補完成。

臺中道路平整修復 成果顯著 

太平農會總幹事李淑貞於日前退休，

胡市長於市政會議上頒發榮譽獎章，感

謝她長年對農民的付出。

李總幹事感性表示，她身為農家子

女，擔任總幹事九年來以提升農民收

益、生活水準、農村發展為目標，時

時警惕自己，一定要讓農民生活好轉；

她也期許臺灣人民在工商經濟發展的社

會，不要忘記農民的重要，一定要照顧

農民。

李淑貞總幹事退休 獲榮譽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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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臺灣食安事件連環爆，臺中市13日到澳門舉辦「2014臺灣臺中市農特產品

展」，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團推銷臺中673項產品，33家糕餅業者、農會代

表隨行，他保證全經過嚴格安檢。

澳門閩臺總商會及臺中市政府共同主辦「2014臺灣臺中市農特產品展」，

日前在澳門友誼廣場舉行特賣，展出臺中市2014年十大伴手禮、梨山高茶與

新鮮蔬果等673項產品，蔡副市長等人與閩臺總商會會長吳是芳一同品嚐太陽

餅，優質農特產品及食品行銷到澳門頗受歡迎。

團員包括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副總幹事張素梅、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運銷加工科科長陳柏宏與豐原、東勢、石岡、太平等區農會、33家糕餅業

者，一起前進澳門。

蔡副市長強調，參展的產品不但是歷年最優，食安檢驗也最嚴格；他語重

心長說，近日發生食用油問題，嚴重影響臺灣業者多年來建立的優質口碑，

臺中市長胡志強要求嚴格的標準稽查，參展的7家糕餅業者絕沒有使用問題油

品。眾人共同品嚐臺中太陽餅及當季水果，成功行銷，轟動澳門。

臺灣食品安全風暴不斷，臺中市政府再增加20名食安稽查人力，人力名列

五都第三，今年食安經費更為五都第二。稽查人員第一線把關，揪出松青超

市4家分店使用過期食材再製便當、炸物販售，對業者開罰，為市民守護食品

安全。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食安稽查人力91人，平均每百萬人就有33.6人，名列

五都第三，僅次於臺北市38.3人和高雄市34.3人，優於臺南市33人和新北

市17.7人。此外，臺中市103年食安稽查經費5,887萬元，平均每人分配21.7

元，僅次於臺北市39.2元，優於新北市16.1元、臺南市12元和高雄市8.7元，

排名五都第二。

衛生局派人稽查發現頂新集團旗下臺中市松青超市光復店等4家分店，以過

期食品再製便當、炸物販賣，連過期4個月香腸都當食材。稽查員臨場反應迅

速，摸摸包裝袋的溫度、比對便當與垃圾桶空盒的品項，逮到業者的「小辮

子」，勒令業者下架。

為維護消費者權利，臺中市提供1999專線及衛生局局長信箱，並於衛生局

全球資訊網設立食安專區，讓消費者即時反應食安問題。

海拔2千到3千公尺的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座落在臺中市和平區，以美麗生

態景致聞名。隨時序進入秋天，大雪山出現許多「秋季限定」的美景，虎杖

花、雲海、晚霞、楓紅、星空…等，都是必看景點，錯過就要再等一年。

東勢林區管理處表示，秋天的大雪山，氣溫適中、視野良好。一進大雪山

園區，沿途能看到高山最美野花─紅色虎杖，在全園區步道兩旁生長。11月

開始，大雪山除豐富高山樹種，讓人驚豔的是葉色轉成紅、金黃二色的楓

樹，尤其是楓樹眾多的遊客服務中心和收費站，儼然已成賞楓景點。此外，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內還有成群密布的原始檜木林、闊葉林柑，歡迎遊客前來

大雪山體驗紅葉楓情。

不只身邊植物，大雪山的「天空」也很有看頭。一到傍晚，可登上48公里

的啞口觀景臺，看夕陽光線，照射層層雲海及晚霞，把浪漫情景，盡收眼

底。而因海拔高、光害少，大雪山晚上只要抬頭，便能見到許多星星，也歡

迎遊客夜宿觀星。

臺中市酒駕執法成效顯著！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1至9月取締酒駕

件數比去年同期增加41.38%；酒駕肇事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45%。

警察局表示，102年1至9月取締酒駕件數9,190件，103年同期取締12,993

件，增加3,803件，增加比例為41.38%；因酒駕肇事死亡人數則從102年1至9

月的20件20人，降為103年同期11件11人，減少9人，減少比例45%，顯示在

市府持續強力宣導，以及實施全國首創「斷源專案」、「酒駕累犯之勸導專

案」等措施下，成效十分顯著。警局強調，取締酒駕一定會持續，以霹靂手

段嚴格執行。

警局強調，取締酒駕會秉持臺中市長胡志強宣示「臺中市為酒駕者地獄」

及「酒駕零容忍」之兩大目標，加強取締酒後駕車，以減少酒駕肇事，還市

民行的安全環境。

臺中國家歌劇院11月23日落成，臺

中市政府文化局規劃從11月至12月在

歌劇院周圍舉辦「歌劇院光影藝術

節」，落成邀請國內三大藝文團體共

襄盛舉，開幕首演由明華園公益演出

「貓神」；紙風車劇團11月27、28日

演出「唐吉訶德」；朱宗慶打擊樂團

12月13日演出。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樹姍說，

明華園「貓神」首演由獅子會、扶輪

社、青商會、同濟會會員贊助，當晚

由公益團體社員以一對一方式，陪伴

70歲以上長者欣賞，讓長輩置身藝術

殿堂，見證歷史的一刻。

紙風車劇團11月27、28日演出「唐

吉軻德冒險故事─銀河天馬」將和大

小朋友一起走進劇院「天馬行空」；

朱宗慶打擊樂團12月13日演出「2014

年冬季音樂會－擊樂蒙太奇」賦予電

影經典樂曲全新的靈魂；12月7日是

臺灣大哥大音樂會，邀請胡乃元及

TC室內樂團演出舒伯特《偉大》交響

曲，並開放戶外轉播，讓樂迷體驗視

覺與聽覺的震撼饗宴。

小劇場11月14日至18日安排「迎接

歌劇院：市民音樂會」，規劃歌劇

之夜、和諧之夜、民歌之夜、薪傳

之夜、動感之夜等不同主題。分別

邀請國際知名聲樂家Simona Mihai、

Robert Murray、演奏家胡瀞云、以

色列鋼琴家Uriel Herman、歌手齊

豫、潘越雲、南方二重唱、王海玲、

殷正洋、臺灣銅管五重奏團；也安排

就是木笛室內樂團、古典室內樂集，

帶來中彰投三縣市傑出演藝團隊匯

演；另有泰雅原舞工坊、韓國知名音

樂舞蹈作品幻多奇秀，舞動繽紛的動

感之夜。

11月1日起至12月底舉辦「歌劇院

光影藝術節」，歌劇院周圍設置「無

限波」、「光影蘆葦」、「無中聲有

之聽覺光景」、「光合場域」4項互

動裝置，各有特色。

光影藝術節由國際團隊「薩巴卡

瑪」品牌總監James Soames、設計

總監Tony Soames策展，他們來自英

國，已在臺中定居21年。

其中「光影蘆葦」最吸睛，藝術

家在400根碳纖棒頂端，裝置ＬＥＤ

燈，風一吹過就會變化藍、紅、綠、

黃、紫，五彩繽紛；「無限波」、

「光合場域」都是聲光互動裝置，觀

眾可以置身在光波之中，利用聲音感

應光的變化，彷彿置身科幻電影；這

4項互動裝置，觀眾都可以近距離互

動，光影藝術節至12月底，每晚5時

到10時展出。

11月21、22日「3D光雕之夜」將把

歌劇院牆面當成畫布，並以光影為顏

料，揮灑富含臺中特色多彩的面貌風

采，展現極致光雕魅力。

文化局表示，11月23日在正門廣場

還有一場盛大的「臺中國家歌劇院落

成迎賓典禮」，臺中代表性音樂團隊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及臺中在地合

唱團隊將帶來膾炙人口的經典曲目，

也歡迎市民一起用《快樂頌》見證落

成。

臺中國家歌劇院是日籍建築大師

伊東豊雄的代表作品，他構思已久

的曲牆結構，成為這座歌劇院最重

要的特色；曲牆不僅成為沒有梁柱

的歌劇院最重要的支撐結構，也是

美學、音響效果最重要的元素。亞

洲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謝宗哲

說，這是前所未見的歌劇院建築。

從興建到落成，謝宗哲多次進出

歌劇院，細細品味從無到有的曲牆

構造。謝宗哲說，歌劇院沒有一根

柱子，建築結構靠著1,700多個曲牆

單元結合而成，像是個洞窟，卻有

許多管狀空間，讓歌劇院不是密閉

的方盒子，而是與周遭合而為一。

「走進歌劇院，身體就會有感

覺。」謝宗哲說，像進入原始洞窟

的感覺，伊東透過還原的方式，把

住在抽象混凝土盒子的現代人，透

過前衛複雜的結構，打開對空間、

自然的感官。

簡單的說，從踏進歌劇院起，眼

前不是水平或垂直牆面，大廳挑高

的曲牆，彷彿置身鐘乳石洞底部，

抬頭可見自然光從空中灑落。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專委陳永欣表

示，曲牆結構也增加了音響效果，

建築團隊曾打造模型，研究曲牆曲

率的音場環境，在建造時就詳加計

算，完工後僅使用少數的反射板，

就能創造最完美的音響效果。

謝宗哲說，歌劇院外觀從大劇場

往外看，正面牆壁有許多小圓洞開

口，入夜後燈光亮起，光束從外射

入室內空間，彷彿西方教堂的玫瑰

窗，帶來神聖的氛圍。

臺中國家歌劇院之美已展示在市

民眼前，但這棟歌劇院有處秘境，

就是起伏有致的屋頂打造而成的花

園，搭配火山口般的曲牆頂端，從

空中垂直俯瞰，偌大建築彷彿消失

在花草中，與周圍綠地融為一體。

歌劇院基地位於公園中，伊東豊

雄在設計初期，要把因為建築物減

少的綠地面積，從屋頂補回來，於

是將頂樓打造成空中花園，廣植攀

爬植物、花草與綠地，創造休閒秘

境。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吳世瑋表

示，歌劇院圍籬拆除後，曲牆美感

展現在眼前，經過的市民無不驚

豔，讚嘆建築師的巧妙，開放後的

空中花園也將是必賞景點，只有親

自站在花園中，才能夠體會箇中美

妙。

這座空中花園位於大規模曲牆上

方，屋頂地板不是平坦的，彷彿起

伏有致的緩坡，除了步道外，種植

大量綠草鮮花，行走其間彷彿在鄉

間林野漫步，充滿樂趣。

吳局長表示，有些曲牆單元延伸

到屋頂，留下宛如火山口的結構，

周邊栽種攀爬性植物，隨著曲牆蜿

蜒而上，處處生機盎然。

臺中在地「麗明營造」動員上萬人

次，花5年完成臺中國家歌劇院，董

事長吳春山說，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

的設計工程難度高，牆面沒直線，照

圖施工也費勁。麗明營造熬出經典建

築，董事長吳春山說「沒讓臺中人漏

氣」。

日本當代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的臺

中國家歌劇院，工程難度之高，被

媒體譽為「世界九大新地標」，施

工過程由Discovery頻道記錄拍攝。

吳春山形容，歌劇院「除了地板是

平的，沒有一處是直線」，主體結構

由連續曲牆牆面、鑲嵌樓版、鑲崁內

外牆等，施工工法是世界建築首創，

在臺灣工程界無處可學，在麗明營造

承攬之前連續流標了5次。

麗明戰戰兢兢用半年做實驗，團隊

認為應可如期完成這項艱困挑戰，但

吳春山為了該不該標這工程，還特地

返鄉問神求籤詩。

他認為伊東豊雄的設計難度高，剛

好可以訓練員工，自我挑戰。更強烈

的念頭是「臺中人不能漏氣」，用決

心、使命和熱情，完成歷史指標建

築。臺中國家歌劇院完工，吳春山也

表示，拆掉鷹架瞬間，他感動得紅了

眼眶。

稽查人員把關 守護食品安全

臺中農特產品行銷 轟動澳門 

酒駕零容忍 霹靂手段取締

浪漫大雪山 秋季限定美景

臺中國家歌劇院11/23落成 見證歷史一刻
衛生局揪出超市業者以過期商品

再製成的便當。

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右)率團到

澳門行銷臺中農特產品。

▲

臺中市持續取締酒駕，成效顯著。▲

夕陽光線照射層層雲海，成為大

雪山浪漫風景。

▲

落成首演由明華園公益演出「貓神」 紙風車11月27、28日演出「唐吉訶德」 朱宗慶打擊樂團12月13日演出

曲牆結構 創造完美音響效果

屋頂花園 歌劇院的私房秘境

▲

  前所未見

必賞景點

世界新地標 麗明營造打造里程碑

臺中國家歌劇院「光影藝術節」，讓市民感受光影建築之美。

麗明營造打造的建築傳奇-臺中國家歌劇院。

▲

▲

歌劇院光影藝術節 互動裝置讓你彷彿置身科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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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園地

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每天總有志工出沒在臺中BRT站內，他

們面帶微笑，熱心的協助民眾了解搭車資

訊、排隊、進站等服務，其實他們都來自

一個自發性的志工團，希望透過自發性的

服務，讓BRT運作能夠越來越好，提供更

優質的交通服務。

臺中市自發性交通志工團發起人張博源，

現在還是明道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因家住臺

中市文心路旁，從小就跟著父母搭公車，

家門前就有公車站，也讓他成為一名公車

迷，當市府推出BRT後，更讓他欣喜若狂。

但BRT剛上路時，因許多基礎設備尚在

測試中，各界謾罵聲不斷，讓張博源希望

透過志工團的成立，從軟體面協助BRT硬

體能夠越來越好，8月初便在社群網站臉

書成立社團，號召網友一同加入為BRT服

務，至今成員已近百人，每週至少都有30

人次投入服務。

張博源說，BRT設計之初各車站都屬無

人車站，無長駐人員，但因站內通話系

統等設備尚未完工與移交，剛上路時難

近來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從塑化劑、

美牛風暴、毒澱粉、大統油、頂新事件

逐一爆發黑心食材與黑心廠商，民眾與

家長對食品安全資訊需求也愈來愈高。

針對學童營養午餐部分，行政院整合相關

部會建置「食品追溯雲」，希望建立食

安預警，強化營養午餐的食品安全監測。

這項「食品追溯雲」由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教育局、農業局共同推動，5月1日

正式建置「臺中市學校午餐登錄團膳系

統」，全市309所學校、團膳業者每天中

午12點前都要上傳午餐資料，內容包括

午餐內容、營養分量、食材資訊、調味

料等，讓家長與民眾在系統網頁上能查

詢到正確資訊。

臺中市政府副市長蔡炳坤表示，登錄

系統建置後，每一間學校午餐資料都會

在系統裡，所有食材都可以追溯，確保

食材是否新鮮品質好。

教育局表示，希望透過「團膳系統」

的建立，為學童午餐安全衛生把關；另

外，在頂新油品事件之後，即日起至12

月底全面補助全市學校午餐使用豬油，

只要學校或團膳業者有需求可向肉品工

會登記索取，費用由教育局支付。

家長與民眾要查詢學童的營養午餐

相關資訊，可利用智慧型手機play商

店免費下載「食品資訊服務網」APP程

式瀏覽；或至教育局「團膳系統」網

頁（http://lunch.twfoodtrace.org.

tw/）查閱各校午餐資訊。

教育局表示，透明化的資訊讓家長能

一目了然、清楚掌握，確保學童「食在

安心」。

Q：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種類為
何?
A：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包括直轄市
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
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
代表、原住民區長、原住民區民代表
及村(里)長選舉等9種。

Q：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是
哪一天? 投票起、止時間如何？
A：11月29日（星期六）投票，時間

從上午8點起至下午4點止。

Q：投票當日可以用簡訊或LINE等通
訊軟體向親友拉票嗎？
A: 投票日禁止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違反者，將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5
百萬元以下罰鍰，經制止不聽者，按
次連續處罰。

中 大學生號召 共組BRT志工團

臺灣在仁川亞運中榮獲10金、18銀、23

銅，合計51面獎牌，其中臺中市選手包含

蕭美玉等36位選手，在15項競賽項目中獲

得3金、11銀、6銅佳績，共20面獎牌，成

績斐然。

為表揚在仁川亞運會中表現優異的臺中

市選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舉辦「優秀教

練選手表揚大會」，臺中市長胡志強親自

頒發獎金及「臺中之光」紀念盃，共有36

位選手，獎金合計達290萬6,800元。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仁川亞運競賽，

全國共獲51面獎牌，按照平均縣市計算，

仁川亞運 臺中奪3金11銀6銅
全國共獲 51面獎牌  臺中貢獻 20面  

e手掌握 營養午餐菜單資訊

臺中市交通志工團，希望讓BRT運作越來越好。圖／張博源提供▲

臺中市學校「團膳系統」掌握各校食

材來源，讓學童食在安心。

▲

臺中市在仁川亞運共獲得20面獎牌，

市府舉辦「優秀教練選手表揚大

會」。

▲

免手忙腳亂，BRT公司便聘請工讀生，

在各站協助乘客，9月7日工讀生全面撤

出後，便由志工團接手服務。

目前BRT乘客需要於排隊、上下車等協

助，以及公車轉乘諮詢，志工團還自籌

經費印製BRT路線圖，甚至推出限量悠遊

卡，在臉書上舉辦粉絲團活動，讓更多民

眾了解BRT的好處。

志工團成員目前九成都由國中、高中與

大學生組成，成員四散各地，還有公車司

機是志工團成員，他們都希望透過志工的

力量，讓BRT發揮到最佳的效能。

臺中市獲2面金牌已經很優異；再按照五

都估算，若五都皆拿到20面獎牌，總數全

國就超過100面了，這次臺中就貢獻20面

獎牌，感謝各位選手讓臺中人很有面子！

胡市長承諾將全面改建臺中市自行車練

習場，請教育局明年開始規劃、後年編預

算，讓選手們在下雨天也能練習。

教育局體育處指出，為鼓勵績優選手及

教練，個人賽獎金分別為自由車選手蕭

美玉30萬元、跆拳道選手黃韻文30萬元，

高爾夫球王偉倫團體金牌27萬元，銀牌9

萬，銅牌6萬。

吃得安心  食品追溯雲 強化安全監測

〈活動看板〉

自然科學博物館 恐龍特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浙江自然博物館

合作策劃「恐龍蛋．誕恐龍」特展，有暴

龍、竊蛋龍、傷齒龍、鴨嘴龍的產蛋外

觀，有130多組蛋化石，其中1組竊蛋龍化

石，還可以看到恐龍胚胎，特展在科博

館，展期至明年4月15日。

科博館表示，恐龍蛋富有科學、文化、

經濟價值，考古市場有不少「冒牌蛋」，

只是把破碎的蛋殼當做「貼片」，利用地

質的砂岩、石灰水填充成蛋，特展現場都

有詳細的介紹，歡迎民眾前來觀展。

2015臺灣燈會在臺中，「2015臺灣燈

會－全國花燈競賽」自即日起受理報名，

競賽組別分為親子組（國小、幼稚園）、

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社會組及機關

團體組，其形式不拘，自由創作。報名

方式採「網路報名」，自即日起至12月

19日(五)至活動網站（網址：http://

lantern.tc.edu.tw）報名，輸入參賽作

品相關資訊，並於104年2月1日（五）前

上傳作品圖檔（成品），逾期或以其他方

式報名者，概不受理。

2015臺灣燈會 全國花燈競賽

2014聖誕活動 來看泰迪熊
2014年臺中市政府聖誕活動將於12月5

日至25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府前廣場舉

行，現場擺設聖誕吉祥物獨角獸及麋鹿，

還有泰迪熊讓民眾拍照留念，聖誕樹樹體

則採用回收的羅馬旗來作為樹體的包覆，

藉由羅馬旗的各種顏色點綴出繽紛的色

彩，歡迎民眾一同前來同樂。

新社花海節 搭接駁車免塞車
今年新社花海節設置「2014臺中國際花

毯節」、「精緻花海景觀區」、「臺中市

農特產品暨名攤名產行銷區」三大展區、

七大主題館，19座大型花卉藝術裝置，盛

開花景美不盛收。展期自即日起至12月7

日止。為紓解觀賞車潮，活動期間將進行

交通管制，建議遊客盡量搭乘花海假日免

費接駁專車，以利於輕鬆出遊安全到達。

相關交通資訊請民眾至官網：http://

flowersea.tw/查詢。

  B RT  乘 客變志工 愛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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