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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不 胡 塗

〈市民最前鋒〉

臺中捷運綠線首棟與捷運共構的土地開發大樓，將誕生在文心

路、河南路口的G8站，市府已完成土地整合，並且與單一土地所有

權人世義貿易公司、投資合作人冠德建設簽訂投資契約書，其餘

5站6處的開發基地，也全部完成用地取得，為捷運綠線邁出一大

步。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林良泰表示，捷運綠線G8站位於文心

路、河南路口，緊鄰文華高中及大宅門特區，此處為交通與經濟

重要節點，未來完成開發後，將帶動周邊發展；G8站聯開案投資

額達新臺幣18億元，預定明年動工，3年內完工。

臺中捷運綠線 邁出一大步
6站7處土地全數取得 首宗共構敲定

市府強調，G8站是捷運綠線聯合開發案中，整合最快速的案

例，從土地取得階段起，獲得地主認同，原本4名所有權人都加

入，整合成為單一地主，再請來績效良好的冠德建設合作，市

府已與單一地主、建設公司完成簽約。

臺中捷運綠線的場站聯合開發推動不易，原本取得土地後，

因故徵收失效，得全部重新再來一次，市府與地主積極協調、

整合，全數6站7處已全部取得土地開發基地，剩下的G5、G6、

G8a、G9-1、G9-2 與G11將於104年徵求投資廠商。臺中捷運綠

線全長16.7公里，全線設有18個站，目前進度達57%。

2019東亞青運 奧運五環旗將在臺中升起

臺中，永遠會往前走

臺中捷運綠線工程進度已近6成，積極進行趕工，以早日提供便捷交通服務，圖為實體電聯車。▲

選舉結束，太陽依舊

升起，臺中市發生驚天

動地的變化，市長即將

換人，選舉結果雖不如

我意，但這是偉大城市

的決定，我全心全意接

受，我相信在新市長的

帶領下，臺中依舊會充

滿魅力，成為國際亮眼

的城市。

我看著臺中國家歌劇院，灰色外牆襯著

藍天，或者夜幕低垂時，歌劇院燈火璀

璨，也靜靜的看著市民臉上的笑容，市民

的笑容讓我幾乎忘了蓋歌劇院的辛苦。

或者看到齊柏林導演拍攝的「臺中心

動」影片，從空中看高美濕地的美，海與

濕地藍成一片，木棧道上遊人如織，大家

玩得開心，濕地的螃蟹也能安居自在，這

是可以親近賞玩，又能永續保存的大自

然。

大宅門特區有座最新概念的清翠園，

目前正在興建中，總面積67公頃，相當於

2.59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未來完工後，

公園裡有天然的電扇，由地底送出涼空

氣，在夏天也能覺得清爽。

大導演李安拍完「少年Pi的奇幻漂

流」後，另一位大導演馬丁‧史柯西

斯，也要帶著歐美大明星來臺中拍片，

或許下次奧斯卡頒獎典禮，我們又能聽

見得獎人，拿著小金人獎座感謝臺中的

美好。

這些只是信手拈來的臺中夢，有過去

實現的，也有未來期待的，更重要的是

臺中市，已經成為一個孕育夢想的城

市，270多萬市民的生命與家園都在此，

市長會換人，但臺中，永遠會往前走。

天佑我們的家！天佑臺中！

年底換工作民眾越來越多，臺中市分區

設置就業服務中心，提供民眾多元工作訊

息。詳細的就業服務站(臺)聯絡方式請至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網站查詢。

印鑑證明 全市都可申辦
設籍在臺中市的市民，在戶籍地戶政事

務所已登記印鑑者，日後如需「印鑑證

明」，可由本人帶身分證及原登記的印鑑

章，親至全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相關

申辦資訊請洽各區戶政事務所。

原住民學生 課後扶植計畫申請
為幫助原住民學生加強課後輔導，激發

潛在多元智能，104年度原住民學生課後

扶植計畫申請起跑，凡經政府核准立案之

人民團體即有申請資格。申請單位應製作

年度執行計畫1式5份，12月25日前依規定

格式，函文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文教福利組。

分區就業服務中心 幫你找工作

第二屆泰迪熊臺中樂活嘉年華今年以

「愛」為主題，活動自今日起至明年1月

11日止，在草悟道、秋紅谷等場地展開大

型戶外裝置藝術展。

泰迪熊今年也與在地業者結合，主辦

單位特別授權各產業製作一系列周邊產

品，品項多元，從泰迪熊便當到泰迪熊

茶飲、郵票等，於活動主場地草悟廣場

設置紀念品專賣店。詳細資訊請至2014泰

迪熊臺中樂活嘉年華官網：http://www.
teddycarnival.com.tw/查詢。
另外配合泰迪熊樂活嘉年華，「熊愛臺

中三寶小市集試品會」12月20、21日及明

年1月10、11日在草悟道舉行，活動期間

民眾現場只要穿戴跟熊元素有關的衣物配

件，就有機會免費品嚐茶、咖啡及糕餅

(每日限量100名)。

泰迪熊戶外裝置藝術展
 

展望2015年，臺中市明年舉辦羊年全國燈會，將吸引全國目

光，緊接著2018國際花博，后里與周邊地區將蛻變成花園城市，

2019更將主辦東亞青年運動會，這是臺灣首度舉辦的奧運體系運

動會，奧運五環旗將在臺中天空升起。

臺中近年發展全國矚目，市長胡志強打造的優質財政，讓臺中

市擁有申辦全國與國際活動的動能；臺中市12年前舉辦全國羊年

燈會，明年再度申辦成功，闊別12年，新舊羊年主燈將同時在大

臺中點亮。

臺中市長胡志強說，臺中市位居中臺灣，擁有地理優勢，讓

全國民眾來臺中賞燈慶元宵；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張大

春說，羊年燈會將於明年2月27日到3月15日舉行，規劃3個燈

區，分別在烏日、豐原與北區，主燈設於烏日高鐵特定區，燈

區場地近20公頃。緊接著2018國際花博，帶動后里與周邊區域

的都市計畫與更新，打造成為花園城市。

臺中市今年更爭取到2019東亞青運主辦權，這將是全臺首度

舉辦奧運體系的運動賽事，奧運五環旗將正式在臺中升起。

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說，東亞青運由東亞運轉型而成，市府

將投入大量建設，包含中正國民運動中心、網球中心等，目

前有15個國際標準運動設施，未來五年內將陸續完工。市府強

調，東亞青運將主打低碳特色，打造青年與環保的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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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最好玩〉

公共藝術可美化空間，臺中市就有很多這樣的美麗角落！臺灣大道市政大

樓惠中、文心樓側門，日前有4件公共藝術品揭幕，包括紅色英文字母拼接成

半蛋型的「塔之語」，和「從過去到未來之間」等，臺中市副市長黃國榮期

盼民眾經過時能放慢腳步，將發現臺中市是個美麗的城市。

黃副市長說，所有公共工程或建設，都需提列1%的經費施作公共藝術品，

較小型的工程會將經費提列到公共藝術基金，經費積少成多再擇地裝置，要

讓臺中市的街道充滿文化氣息。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的公共藝術品，接受民眾意見，並吸引國外設計師投

稿；鄰近市府的商業、住宅大樓，也都響應市府政策，設置許多藝術品，讓

整條街道充滿藝術氣息。

這4件公共藝術作品在十一月中旬揭幕，各公共藝術品的創作者艾瑞爾．穆

索維奇、胡棟民、陳麗杏、林建榮、邱泰洋、鐘俊雄等人也到場一同剪綵。

最受矚目是在府前廣場右側鄰臺灣大道的作品「從過去到未來之間」

(Between Past and Furture)，及惠中樓及文心樓側門入口處的「塔之語」 

(Tower of Words)，由英文字母拼接呈半蛋型，影射民眾與政府間的親密關係。

水是滋養大地的守護者，也可能是洪水猛獸，臺中市境內有上百條河川、

排水渠道密佈著，施作相當多防治建設，民眾可能走過、路過，卻沒有好好

欣賞水流的溫柔，臺中市政府甫推出「臺中好水」順遊專書，詳細介紹10大

水利亮點，並找主播朱芳君擔任引言人。

朱芳君說，從書中，市民可了解原本艱澀的水利工程在梅雨或颱風豪雨期

間，能讓雨水快速流入排水道、充分發揮防洪治水功效，平時還能提供市民

進行各項休閒活動、享受自然綠意水岸新景點。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臺中有高達72%的山坡地，天然環境就是坡陡水流

急，原本水患問題難以解決，縣市合併後增加了原本7倍預算、10倍人力後，

陸續建置秋紅谷公園、坪林森林公園、大里東湖公園、十三寮排水上游、南

屯93公園等滯洪池；乾溪河畔自行車道、清水大排、梧棲大排、坪林排水、

大里溪等區域排水整治，民眾才逐漸露出愈來愈「水」的笑容。

2年來，水利局協助在各地成立36個自主防災社區，其中去年有7個獲經濟

部水利署評鑑特優，是五都中特優及優等社區獲獎總數最多；風災時后里區

曾飽受水淹及膝之苦，現已陸續更換設施，讓居民享有更好生活品質。

「唯美．巴黎－羅蘭珊畫展」移師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百幅柔美的畫

作，宛如夢境般朦朧，獨樹一幟的風格讓羅蘭珊成為20世紀巴黎藝壇重要的

女性藝術家，目前中部地區已有超過4萬人預約導覽，要一睹這位大師的作品

風采。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黃才郎說，羅蘭珊是20世紀初的現代藝術畫派藝術

家，與畢卡索、布拉克等大師平起平坐，她的畫風影響了巴黎的流行時尚設

計，這次展覽將羅蘭珊一生分為「美好年代」、「流亡時期」、「瘋狂年

代」、「璀璨晚年」4個時期。

這次展出100件畫作都來自日本「東京瑪莉羅蘭珊美術館」，包括70幅油

畫、10件版畫、20件紙上作品，最有名的作品「吻」運用許多藍色，表現女

性之間親密的情感。

市政大樓 公共藝術超吸睛

「臺中好水」專書 主播引言

羅蘭珊畫展 國美館展出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側門公共藝術

品-雲河戀。

主播朱芳君騎著iBike，順遊在南

屯溪旁的自行車道。

「唯美．巴黎－羅蘭珊畫展」正在

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出。

▲

▲

▲

全國最大、最舒適的傳統公有市場

「新建國市場」接近完工，預計明年

5月啟用營運；臺中市長胡志強日前

勘查施工狀況時說，市府以8億元打

造這個市場，處處用心，有創意也有

景觀還兼具環保，它將是全國最大、

具指標性的傳統市場。

位於建成路與忠孝路口的新建國市

場，占地約2.23公頃。胡市長表示，

很多古老的市場因為使用太久，衛生

和動線等都不是很方便，而新建國市

場是一個很用心的市場，採復古式建

築，興建過程包含相當多的創意，將

環保、景觀、空氣流通、經營者與消

費者的需要等都納入考量。

他指出，這個市場可能是目前全臺

灣預算最高的市場，但沒關係，只要

能進步，市府就努力。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指出，現有

的建國市場是臺中市攤位配置最多、

營業情況佳的傳統市場，為配合都市

更新及鐵路高架化政策，市府將建國

市場遷建至臺糖專用區「市116」市

場用地，已於今年3月開工，完工後

的新建國市場將是4層樓建築物，工

程造價約新臺幣8億餘元，可提供超

過700個攤位及800個停車位，並引進

新的管理方式，招攬民間管理公司

進駐。

經發局進一步指出，新建國市場1

至2樓將全面完工，3至4樓作為停車

場使用，接著進行驗收、取得使用執

照，連同周邊聯外道路，預計明年5

月啟用營運。市場門口有一條20米計

畫道路，還有30米的綠園道，每個地

方都有留出入口，未來也會協調相關

單位，廣設公車站以及計程車進出的

地方。

相關垃圾處理及資源回收設置，經

發局表示，市場內部有四條通路，後

面一條，卸貨區都在此，未來也會成

立資源回收室讓市場既乾淨又環保。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已正式揭牌，

開幕時邀空軍及陸軍退役軍人及街

坊鄰居，熱鬧參與老眷舍活化新生，

「飛. 行. 家」開幕展，展現大臺中

空軍、陸軍眷村眷舍生活情境。

臺中市共有134處眷村，臺中市

眷村文物館前身為「北屯新村」眷

舍，政府民國97年開始推動眷村文

化保存，在市府團隊、原住戶、北

屯新村發展協會及地方人士奔走下，

與國防部協商土地取得、進行建物

修繕，是臺中市第一個眷村文物

館。

原北屯新村住戶王小萍先生，開

幕時回到昔日的家，感到非常的窩

心，感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的努

力，原汁原貌保存他的家(眷舍)，

現場也展示很多復古的東西，讓民

眾好像回到童年。

臨天祥街南側2戶眷舍將以原貌

重現，透過情境式佈展，讓市民感

受以往眷村文化痕跡，北側保留眷

舍，採兩棟合併為一，導入新的使

用形態，讓餐飲、講座、體驗工

坊、文創小賣店進駐。

此據點未來也將成為眷村及老臺

中故事蒐集站，累積大臺中眷村文

化資訊。

臺中市清水區槺榔里槺新公園日前

完工，總經費新臺幣1,000萬元，設

有兒童遊戲設施、遊園步道、運動器

材、涼亭、照明等設備，由臺中市長

胡志強剪綵啟用，提供居民一處休憩

運動的新場所。

槺新公園占地4,036平方公尺，自

原臺中縣政府時代即劃定為公園預定

地，但遲遲未能闢建，臺中市政府財

政局原規劃予以處分1億多元，後在

前臺中市議長張清堂、清水區長顏秋

月、及槺榔里長爭取下，市府同意闢

為公園，委託清水區公所動工，十月

底完工。

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他已要求市

府只要有公有土地或建物，處分或賣

地前一定要通知當地里長，研究是否

有公共使用需求，否則一旦賣掉，日

後如有需要，則要花更多錢才能買回

來。

顏區長也說，胡市長已交代處分任

何公有土地或建物前，一定要問地方

的意見，她感謝地方大力協助，讓這

座公園圓滿完成。

槺新公園設有兒童遊戲設施、遊園

步道、運動器材、涼亭、照明等設

備，可提供居民優質聚會場所，以及

休憩運動的空間。

豐原漆藝館 擴大增建為漆藝文化園區
豐原區漆藝館空間不足，每次容

納人數約20多人，考量臺中市豐原

區中正游泳池，因921地震後荒廢，

今年已將泳池拆除，未來規劃興建

為1,400平方公尺、地上3樓、地下

1樓的漆器藝術館，可容納200名遊

客，是舊館的10倍。臺中市副市長

蔡炳坤表示，豐原漆藝文化園區整

體經費需新臺幣2億6,000萬元，市

府將積極與中央協調經費支應。

蔡副市長與豐原區長張瀞分到場

參觀豐原漆藝文化園區模型，蔡副

市長指出，這是全國首座公立的漆

藝文化園區，未來將規劃原有溜冰

場為戶外劇場、蓄水池整建為時光

隧道展館、增建公廁、周邊停車

場。

蔡副市長補充，目前豐原漆藝文

化園區經費約2億6,000萬元，將採

分年分期辦理，由市府與中央相關

單位協助，待工程款到位，最快2年

內第一階段的豐原漆器藝術館與周

邊設施(戶外廣場、戶外停車場、綠

美化工程等)可望完工。第二階段為

戶外劇場、時光隧道展館等工程。

豐原漆藝館現行停車場只能停約

10輛小客車，將增擴停車場，並可

容納遊覽車。蔡副市長建議，未來

能將全世界各種漆樹種在園區，讓

民眾造訪時能認識漆樹。

臺中眷村文物館 正式揭牌清水槺新公園落成 休憩、運動好去處 

全國最大、最舒適的傳統公有市場「新

建國市場」，預計明年5月營運。

清水區槺榔里槺新公園日前已落成。

漆器藝術館未來規劃興建為地上3樓、地下1樓，將可容納200名遊客。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保存舊眷村房舍樣貌，除了展示古早味眷村文物也是

提供文創研習、展覽場所。

全國最大 臺中「新建國市場」明年5月啟用

▲

▲

▲

▲

8億打造 復古式建築有創意有景觀又環保

▲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發行「2014臺中好湯-溫泉觀光手冊」，即日起在臺

中火車站、高鐵臺中站、臺中航空站、石岡旅客中心及谷關旅遊（含遊客）

中心等5處，限量6千本免費供民眾索取，內容包含泡湯優惠最低5折起及住宿

優惠6.5折起，邀請全國民眾來臺中泡好湯、品美食。 

寒冷冬天泡湯最舒服！觀光旅遊局結合谷關、東勢、大坑及烏日等13家取

得溫泉標章業者及周邊特色店家，限量發行「臺中好湯－溫泉觀光手冊」，

即日起至104年5月15日止，除了讓民眾能在冬天旺季以優惠價格泡好湯之

外，明年春夏淡季也可以使用。 

觀光旅遊局局長張大春表示，溫泉觀光手冊除介紹臺中市各溫泉地區特色

外，還有各家業者優惠資訊，及溫泉瑜珈教學，憑手冊住宿6.5折起，純泡湯

更直接下殺5折優惠。 

張局長說，來臺中泡湯絕對是兩日輕旅行紓壓好去處，153副路線公車從高

鐵臺中站至谷關，除泡湯還可到捎來步道、溫泉公園。

「臺中好湯」手冊 泡好湯、品美食

市府邀請全國民眾來臺中泡好湯、

品美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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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國小 100位學生組成「清潔特攻隊」

▲

▲

陳立吉吉 打敗過敏症  巧克力手製品獲全球冠軍

〈活動看板〉

人人爭相「掃廁所」！清水國小2年前

推動清潔學習，帶著學生從學校廁所掃

起，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大雅國中教師

周恬宇每週則準備作文題目讓學生練習，

帶出的學生會考作文成績不俗，68名學生

就有57人滿級分，受家長肯定。

清水國小設計一系列「廁所清掃學習課

程」，把國小生當作大學生教導，透過

「廁所打掃與清潔概說」、「如何正確使

用各項設備」、「廁所環境綠美化」等課

程，推翻孩子看到廁所，即聯想到「髒」

與「臭」的刻板印象。

清水國小校長黃美玲說，學校很重視勞

在挪威舉行的「2014全球甜點廚師大

賽」結果出爐，臺灣又多了一位世界甜

點王陳立吉吉。讀國中時，他被看成是流

氓學生，愛打架，但在良師激勵下，步

上廚師之途，過程中強忍雙手對巧克力

過敏的劇痛，用心練習技巧與研發新技

術，終於拿到全球冠軍，他開心拿著國

旗高喊「我愛臺灣!」。

世界廚師協會(WACS)兩年一度全球競

賽，今年在挪威史塔萬格舉辦，集結跨

七大洲的頂尖選手參賽，臺灣隊陳立吉吉

代表亞洲一舉奪冠，同時也是臺灣有史

以來首度榮獲亞洲區代表權進入總決賽，

並以臺灣的名義拿到全球比賽冠軍。

陳立吉吉是85度C研發部主廚，他在傳統

廚師群中有股桀驁不馴的性子，小時候

曾打架、偷錢，因緣際會之下接受技職

訓練，讓他找回自信與興趣，一心想把

烹飪學好，幽默的說「當廚師總不會餓

死吧」。

他特別感謝嚴師林綢，林老師對著這

群「頑石」般的學生是拿木棍加上大嗓

門，但內心卻柔軟疼惜學生，她不斷激

勵學生，「阿吉吉」因此被她收服，專心

學烹飪，立志要在廚藝界出人頭地。

他不斷練習，前後為期1年、平均每天

超過15個小時琢磨所有細節，他打敗巧

克力過敏症，手製巧克力成拿手絕活。

世界冠軍得獎作品命名為「深海藍畫

映」(The 3-D Reflection of Deep Blue 

Ocean)，透過3D概念多角度呈現，美麗

又壯觀。

模範志願服務家庭 93歲阿嬤獲獎
「只要還有力氣，就會繼續做下去 」 

良師激勵 世界甜點王在臺中 

翻轉教育 掃廁所培養服務精神

Q：網路盛傳明年臺灣大道將禁止燃
油機車行駛？是否會影響到機車族權
益？
A：市府僅規劃於大宅門低碳示範區

(水湳經貿園區)禁行燃油機車，最快

110年開始實施，並在105年前將完成

電動車補助等配套措施。主要是大宅

門特區規劃公告禁止燃油汽車及機

車，對機車沒有差別待遇。

Q：禁行燃油機車路段是依據何規
定？
A：禁行燃油機車路段僅限於大宅門低

碳示範園區，該處為水湳機場舊址，

過去為飛機行駛區域，本就沒有機車

通行，並不會影響市民使用習慣，依

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第29條規定，市府得公告指定區域內

禁止行駛燃油機車，可選擇執行、也

可選擇不執行，並非強制規定

Q：大宅門禁行燃油機車是否會強制
上路？有何配套措施？
A：大宅門特區規劃公告禁止燃油汽車

及機車，之後也會有公聽會的程序，

大宅門也將有配套措施，有低碳接駁

公車、BRT等，園區以大眾運輸為主，

並規劃建置相關充電系統。

國美館 「水生相」3D動畫
國立臺灣美術館推出「2014數位藝術創

作案」，由藝術家王世偉耗時4年，發展

「水生相」的故事，製作3D動畫，以起、

承、轉、合將動畫解構為許多片段，觀賞

者在環形影像中自由走動的動線和節奏，

透過紅外線感應裝置，啟動一幕幕以四格

漫畫構圖般的投影，每一位觀賞者所看到

的影像排序依其走位有所不同，此時「走

位」如同即時地剪輯動畫，以非線性、

隨機擷取的敘事結構上演，即日起至明

(104)年1月11日來一埸蒙太奇式的藝術探

索旅程。

拍！歌劇院之美 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展
臺中國家歌劇院由普立茲克獎得主伊東

豊雄建築師所設計，定位為國家級水準及

國際性規模之表演場館，國際媒體列為

「世界九大新地標」之一，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從11月起舉辦歌劇院之美攝影比賽。

評選結果出爐，12月17日起至12月25日在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一樓推出「拍！

歌劇院之美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展」，歡迎

民眾前來觀展。

動教育，2年前從全校海選出100位學生，

組成「清潔特攻隊」，不僅掃學校廁所，

也至校外公廁清掃。

學生王佑宸表示，打掃半年後，自己把

髒臭的廁所，掃得無味又乾淨，相當有成

就感，也藉由打掃，增進朋友間情誼。

大雅國中教師周恬宇，已教國文10多

年，每週都會準備題目讓學生練習，並親

自改學生作文，了解問題，並逐一教導。

常寫錯字的學生黃大維，外號叫「錯字

大王」，對於字形字義經常搞不清楚，周

老師針對學生作文程度做調整教學，今年

讓他拿到6分的滿級分，跌破大家眼鏡。

▲

清水國小推動清潔學習，帶學童從掃廁

所做起，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

陳立吉吉（左）得獎作品「深海藍畫

映」。� 照片／美食達人公司提供

臺中市公共自行車iBike日前啟用臺中

教育大學站。包括之前已啟用的市政府、

秋紅谷、逢甲大學、重慶公園、福星公

園、BRT頂何厝、BRT科博館/金典酒店、

公益大英街口、BRT新光/遠百、臺中孔

廟、英士公園、BRT中正國小、BRT茄苳

腳、中山地政事務所及萬壽棒球場等，

iBike總站數已增至16站，騎乘次數已突

破16萬人次。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iBike預計目

標明年底前全市設60站。隨著iBike站數

的增加，民眾租借還車將更方便，提升

通勤、通學及觀光的便利性。iBike最

新訊息，歡迎上iBike臺中市公共自行

車網站http://i.youbike.com.tw/cht/

index.php 查詢，或iBike服務中心電

話:04-23692255。

臺中市iBike  新增站數為16站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日前於市府臺灣大道

市政大樓表揚第17屆模範志願服務家庭，

共24個家庭獲獎，其中年齡最長的是93歲

朱李玉鳳阿嬤，服務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長達18年，協助手術器材消毒供應工

作，她堅定地說「只要還有力氣，就會繼

續做下去！」 

臺中市長胡志強認為愛就是「看到別人

受傷，自己心中會痛」，而志工服務就像

種樹，每位志工朋友用愛一點一滴澆灌樹

苗，未來長成大樹後，將會把這份溫暖分

享給更多人。 

胡市長指出，臺中市有7萬多名志工，

組成1,701個團隊，平均每年服務超過

3,600萬人次、755萬小時，希望臺中能成

為全臺最受肯定的愛心城市。 

胡市長也笑說，他從早上一路趕行程到

下午，都沒時間吃飯，但只要他的付出能

對社會有所幫助，不吃飯也不要緊；而社

會上有許多獨居老人，如果沒有志工協

助，就無法按時用餐，因此他滿懷敬意與

謝意，感謝所有模範志工的付出。

今年獲獎志工年齡最長的是93歲朱李玉

鳳阿嬤，她和63歲的兒子朱茂裕一起服務

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朱李玉鳳每週

一至六均到北醫供應室，協助手術器材消

毒供應工作，18年來從不間斷，她說「只

要還有力氣，就會繼續做下去！」 

模範志願服務家庭，今年獲獎年齡最長的是93歲朱李玉鳳阿嬤(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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