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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台中拚經濟！」購物節七月登場，秀

燕在此邀請各位朋友一起參加台中購物

節，消費集點抽大獎。台中購物節力拚

成為世界第四大購物節，除了透過活動

帶來經濟效益，更要打造「台中」這個

城市品牌形象。此外，秀燕也有「社會

福利」的重要成績向市民朋友報告，台

中「七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保障長

輩就醫權益，也減輕年輕人負擔，兌現

秀燕給市民朋友的承諾。老的好，小的

也要好，秀燕還落實「公幼公托倍增計

畫」，至今已有7處新建幼兒園園舍開

工。好，還可以更好！「富市台中，新

好生活」秀燕與市府團隊會繼續努力！

市長有話說台中市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7月1日上

路，超過22萬名的65歲以上市民，每月最

高可獲749元的健保補助(依健保第六類對

象自付額為準)。

台中市長盧秀燕向鄉親報告這項好消

息，市議會這次定期大會已通過追加減預

算，其中重大項目包括老人健保自付額

補助的7億2,882萬6,000元，今年7月1日

起，就可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盧市長表示，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是她競

選市長時提出的主要政見之一，希望能讓

65歲以上的長輩能享有健保福利，醫療有

保障，讓老人安心。

老人每月健保自付費約750元，家有兩

老，1個月就要繳1,500元，多數是子女幫

雙親繳納，有政府補助，可大大減輕家庭

負擔。台中市的老人健保補助雖有排富條

款，但社會局統計，台中市六丶七成的老

人可望受惠，減輕負擔。

台中市政府將舉辦第一屆「台中購物

節」，自7月10日至8月18日登場，活動期

間只要到台中觀光消費購物，滿500元即

可抽獎，除了有汽車、總統套房住宿等多

項大獎，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價值千萬元的

精品豪宅，連稅金都幫得獎人支付，引發

各界高度矚目。

台中市長盧秀燕指出，目前世界有三大

購物節，包括香港、新加坡及義大利購物

節，未來全世界將有第四大購物節，就是

「台中購物節」，由市府舉辦來促銷城市

經濟。

首獎的千萬豪宅由營建商籌組的公會來

募集捐贈，另名車、總統套房住宿券與電

動機車等大獎，多數都向民間業者募集。

市府負責行銷吸引大家來台中，民間提供

獎品促進消費與商機，希望以最少經費，

與民間攜手拚經濟。

盧市長說，為了公平，沒發票的攤商也

可以參與，只要登記加入購物節店家，市

府會提供QR Code認證，消費者只要刷一

下，登入資料，就能參加抽獎。

經發局指出，連續六周的購物節活動，

周周抽好獎，最後一周將抽出首獎豪宅。

台中購物節APP已正式上線，民眾只需下

載「臺中購物節APP」並輸入相關基本資

料成為會員後，即可取得抽獎資格，活動

期間只要在台中有開立發票或加入優惠商

家的免開統一發票商家消費，皆可在APP

上登錄：統一發票請登錄發票號碼與消費

金額，免用統一發票者則需於消費現場

掃描店家QR Code後輸入消費金額；累積

消費滿500元，

即可獲得一個抽

獎序號。也提醒

民眾務必要保留

每一筆發票與收

據，以做為日後

領獎的依據。

老人健保補助上路 每月最高749元

台中購物節 抽千萬豪宅
消費滿500元即可參加 還有汽車、總統套房住宿等大獎

⬆➡台中市政府第一屆「台中購物節」，自7月10日至8月18日登場，凡購物節期間在
台中消費，滿500元就能抽獎，大獎包括千萬豪宅、名車、總統套房住宿、電動機車等。

台中市長盧秀燕（右）向基層鄉親宣布，7月1日起市府恢復老人健保自付額的補助。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統計，台中市65歲以

上老人達34萬人，推估7月起，65歲以上設

籍本市滿一年且綜合所得稅率5%以下長者

約22萬人受惠，經費約需7億2千餘萬元。

預防熱傷害 老幼要當心
天氣越來越熱，大人小孩都要預防

熱傷害。多喝白開水，戶外活動時，

盡量待在有樹蔭下或陰涼處，不要

將小孩單獨留在密閉或車內空間。高

溫、高濕或戶外環境工作的人，老人

小孩與有心肺疾病患者、行動不便或

生活無法自理者，都應該要多注意。

發現秋行軍蟲 速報防檢局
秋行軍蟲入侵，台灣常見的水稻、

玉米、甘蔗等作物都會受害，幼蟲每

段體節有4個斑點，成梯形分布，一旦

發現要儘速通報防檢局，電話：0800-

03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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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要打造幸福花園城市，

都發局今年3月根據「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發佈「臺中市鼓

勵宜居建築及回饋辦法」，放寬建築

法規，未來建案只要有規劃垂直綠化

設施，合併陽台可突出外牆達4米，

並可免計其容積樓地板面積達總容積

量之10％。

都發局長黃文彬指出，鼓勵建築開

發商、建築師將綠化植栽引入市民居

家空間，透過宜居建築、都市景觀、

生態保育的「點、線、面」方式逐步

打造台中成為綠色宜居的幸福花園城

市。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說，「要讓都市

叢林變花園」，未來4年會加強城市

綠化，引導建築業一起建構宜居城市

可讓城市有韻味又漂亮，先前建設局

僅花費20萬元幫東區舊橋「東昇橋」

重新燈光設計，打上粉紫色燈光，就

變成晚間打卡亮點。

若依照原本的法規，建案的突出外

牆限制，陽台超過2米要納入建築面

積、樓地板面積、整體容積；放寬辦

法實施後，突出外牆可達3米，若與

陽台合計可達4米，可增加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10％。

都發局長黃文彬表示，「臺中市

鼓勵宜居建築及回饋辦法」3月底發

佈以來，已有2案位於南屯區的建築

開發案審議通過，第一建案從原本光

禿的水平直立造型，新增許多垂直綠

化設施及複層式露台，增加了78棵喬

木；另一建案則在建築物的每個樓

層設置更多綠樹，共增加了131棵喬

木。

都發局統計，平均每年高樓類都

審案件約有130件案，倘約有一半案

件約(65件)申請宜居設施(垂直綠化

設施、複層式露台)，以每案平均每

案約新增60至80棵小喬木計算，一年

約為本市可增加4,550棵樹；而依內

政部公佈之「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

規範」，一棵小喬木固碳量約600KG/

㎡，計算一個建案約增加4.2噸固碳

量，故一年約可增加273噸固碳量，

而一座文心森林公園約有1,500棵大

喬木，約可創造約2座文心森林公

園，小型社區以平均約20棵大喬木計

算固碳量，亦約等於100多個小型社

區鄰里公園之固碳量，能降低空氣汙

染、熱島效應、又兼顧都市景觀。

	

➡➡都發局今年發
佈「臺中市鼓勵宜居
建築及回饋辦法」放
寬建築法規，若建案
規劃垂直綠化設施，
可增加總樓地板面積
10％容積。

台中推宜居建築 打造綠城市

宜居建築助漲房價？
「手工具
研發檢測
中心」日
前在台中
工業區揭
牌營運。

由中鋼公司、台灣手工具公會、

金屬中心與中衛發展中心共同成立

的「手工具研發檢測中心」日前在

台中工業區揭牌營運，未來將協助

台灣手工具再成長，落實產業鏈在

地服務；市長盧秀燕也表示市府會

做手工具機產業的後盾。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工業局長呂

正華、技術處長羅達生、金屬中心

董事長林仁益、台中市長盧秀燕及

台灣手工具公會理事長游祥鎮等人

都到場見證，期盼藉此發展產業鏈

共通技術，帶領台灣手工具邁向產

業新高峰。

「手工具研發檢測中心」是全台

第一個以公協會名義，共同設立的

專業研發檢測機構。提供的服務包

含金屬材料化學性分析、金屬破壞

物性測試、光學金相組織、精密量

測測試、EMC電磁相容性測試，以

及電器安全與能校測試等。

盧秀燕指出，台中市手工具上下

游相關產業約有2,000家，從業人

員近4萬人，不僅是台中市六大產

業之一，更是全台最大的手工具產

業聚落，主要集中在太平、大里、

霧峰等地區，形成上、中、下游完

整的產業鏈，展現彈性細膩的層層

分工機制。

盧市長說，手工具企業界龍頭們

拚經濟比政府更厲害，市府雖重

視，但不下指導棋，會永遠做大家

的後盾，一起攜手前進、拚經濟、

努力發展，讓手工具有好的前景。

手工具研發檢測中心揭牌

兒虐零容忍 盧秀燕：強化預防機制

公托、公幼倍增計畫 7處新幼兒園開工 台中市豐原區都市計畫11-11號

道路歷經5年籌備，今年６月終於

通車，全長約680公尺、路寬12公

尺，拓寬連通豐勢路2段484巷與富

陽路235巷，並改善側溝排水功能。

由於這條道路位於翁子里，鄰近富

陽路，未來命名為「富翁街」，盼

通車後平安順暢、大家發財。

豐原區都市計畫11-11道路，由

立委江啟臣及當時擔任豐原區長的

市議員張瀞分奔走下，前台中市長

胡志強103年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

經費，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

設計畫，獲核定總經費3億6,645萬

元，中央補助4成、地方自籌6成，

工程幾經波折總算完工。

建設局指出，該道路工程原為內

政部營建署辦理，因涉及現有道路

既有公共設施須遷移重新整合埋設

及兩側建物銜接路面工程，協調溝

通事項甚為困難，因此市府向中央

申請自行辦理。施工過程中，因需

中華電信、自來水、台電及瓦斯等

管線單位協助共同遷移及改管，水

利單位為維持農民用水需求，工程

無法大幅進展，經市府與各單位多

次溝通協調，逐一克服障礙。

該道路完工後拓寬連通豐勢路2

段484巷與富陽路235巷，配合國道

4號延伸豐勢交流道將與東勢支線

共構，可作為紓解國道4號豐原交

流道往市區的聯絡道路，對豐原發

展有極大助益。

台中市長盧秀燕說，這條道路歷

經5年，她上任後加速推動，終於

順利開通，感謝大家齊心協力，讓

這條已拖了5年的道路順利完工，

也讓地方擁有更好的道路品質。

豐原「11-11號道路」通車

台中市豐原區都市計畫11-11號道路歷經5年籌備，今年６月終於通車。

➡➡市長盧秀
燕提出「公幼
公托倍增計
畫」。

兒虐事件頻傳，台中市長盧秀燕

說，要成為友善優質的托育城市，

必須強化預防機制，「兒虐零容忍」

是唯一目標，會將幼兒安全、教育視

為最重要任務，結合各相關局處一

起建構完善的兒少安全防護網。

「自己也是媽媽，最重視的市政

之一就是公幼公托！」盧秀燕說，

她在競選期間曾多次參訪新北市積

極取經，要求市府團隊目標不僅只

是放在倍增，而是多倍發展。

盧秀燕進一步指出要建立公托規

範，參與幼兒教育及照護人員相當

辛苦，有他們的辛勞，才能讓市民

安心工作並提高生活品質，希望研

擬更具體的獎勵辦法，讓照顧者獲

得肯定，也是積極預防方式。

社會局長李允傑指出，「兒虐零

容忍」除強化預防機制，落實24小

時內通報，讓社會局能及早介入，

並加強托育服務管理，若查獲兒虐

或不當照顧的狀況，將依法嚴懲究

辦絕不寬貸。

在托育防護機制，建立「三級預

防」概念，建構周密的兒少安全防

護網，預防兒少事故發生、密集訪

視輔導及依法裁處、杜絕不法，期

盼有效提升托育品質，打造優質、

平價、近便的友善托育城市。

教育局長楊振昇說，要積極將教

育元素融入幼兒照顧中，藉由「托

育」及「教育」兩套系統轉化整

合，營造幼兒安全及富含教育思維

的優質教保環境。

教育局已有多項方案，包括改善

公立幼兒園教保環境、落實基礎評

鑑，為學前教保品質把關，另辦理

公共安全聯合稽查，保障幼生學習

安全，教保研習，強化教保服務人

員幼教知能。

台中市過去公托、公幼不足，市長

盧秀燕提出「公幼公托倍增計畫」，

從上任至今已有北屯、南屯、中興、

東區、南區、烏日及大肚等7處新建

幼兒園園舍開工。

教育局表示，為提供幼兒平價、優

質與近便之教保服務，積極擴大幼兒

就讀公共化幼兒園機會，並以減輕家

長育兒經濟負擔為學前教育政策之重

要目標。108學年度已核定增設公立

幼兒園(班)共28班，並同時於至善國

中、安和國中、文昌國小及大里幼兒

園管理的不動產等處所新設4園非營

利幼兒園合計增加13班。108學年度

本市公共化幼兒園合計增設41班，擴

增1,151個招生名額，相較歷年為增

加招生名額最多的一年。

為提升本市幼兒就近入園機會，滿

足幼生家長托育需求，已規劃未來4

學年度(108-111學年度) 擴增本市平

價公共化幼兒園達180班以上，再增

加5,400名公共化收托量。

教育局將持續積極盤點各行政區公

共化教保服務供需情形及學校餘裕教

室釋放情形，優先於公共化教保服務

比率較低之區域設置公共化幼兒園，

以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據點數並提高

招收人數，以達至4成幼兒進入公共

化幼兒園就讀機會，逐步落實「國小

校校有幼兒園」之目標，讓幼兒就近

托育，滿足家長托育需求。

社會局的公托部分，目前台中市親

子館共有7處，108年增設石岡親子

館，陸續有大雅、烏日、北屯、東區

4處親子館，合計12處。

中市府社會局表示，全市目前有5

家公設民營托嬰中心、1處社區公共

托育家園，108年預計在大里等增設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每處約可收托

50人；另在北區、梧棲等設置小規

模的社區公共家園，每間可收托12

名嬰幼兒。

109年新增中興南屯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東勢社區公共家園，110年新

增大雅、烏日等2家公設民營托嬰

中心；社會住宅大里光正、豐原安

康、太平育賢、西屯也會分別設置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盧秀燕說，未

來108至111年預計增設14家公設民

營中心及4間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

供台中市未滿2歲兒童托育服務。

兒虐事件頻傳，台中市長盧秀燕稱要給兒童安全的環境。

台中市人口移入越來越多，變成台

灣第二大城，都市綠地空間漸少，

都發局認為，打造花園城市必須建商

一起攜手，透過打造綠建築，增加植

栽。但市民會擔心，這個用意雖然良

善，但也恐助漲房價，陽台坪數增

加、又有植栽提高居住品質，成本還

是消費者買單。

都發局表示，訂定「臺中市鼓勵宜

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係依據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第50條內規定，以不計入容積樓地板

面積、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方式，

鼓勵起造人設置宜居建築設施，其

中垂直綠化設施(即景觀陽台)部分，

以種植橋木與灌木等綠化為其設置之

重點，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上限為

10%，非為容積獎勵。

而且，該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部

分，亦不得計入建築物第1次測量及

建築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面積，以避

免墊高建築物售價。

此外，垂直綠化設施免計容積樓地

板面積上限10%，為了公平原則，針

對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部分有收取回

饋金，起造人需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

納回饋金，其中60％提供後續建築社

區宜居建築設施的管理維護使用，

40％做為宜居建築研究發展、特色景

觀綠能發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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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北屯區是第一大行政區，人口達

28萬人，近年大坑、東山地區發展快速，

周邊尚無一座標準的室內溫水游泳池，市

府投入2億元在東山高中興建「台中市游

泳訓練中心場館」，規劃溫水泳池、排球

場、重量訓練室、學生宿舍，預計明年底

完工。

市長盧秀燕說，北屯近年發展快速，人

口數各區之最，學校、生活機能、社區需

求均增加，會大力建設，刻不容緩，完工

後的「台中市游泳訓練中心場館」會開放

場館給社區民眾使用。

台中市游泳訓練中心場館規劃地下1

樓、地上4樓建築，包含室內溫水游泳

池、重量訓練室、排球場、學生宿舍、辦

公室，是多樣化訓練效能的運動場域，工

程由謝舒惠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監造，

巨合營造興建。

東山高中校長郭鴻耀指出，這座游泳訓

練中心場館設計，建築融入學校運動特

色、社區互動共享意象，外觀有層次曲

面，現代感的量體，建築設計是一座引用

自然光源、氣流通透的綠建築。

「台中市游泳訓練中心場館」動土當

天，市議員陳成添、沈佑蓮、曾朝榮、黃

健豪、謝明源、張玉嬿…等都出席，相當

重視。北屯區市議員黃健豪說，北屯有28

萬人口，目前還缺一座國民運動中心，大

市府砸2億 興建台中游泳訓練中心

「台中市游泳訓練中心場館新建工程」動
土典禮，市長盧秀燕（左二）親自主持，
明年底完工後將提供北屯區28萬人口多一
個運動空間。

市府投入2億元興建「台中市游泳訓練中
心場館」在東山高中，預計明年底完工，
此為模擬圖。

巨蛋也選址在北屯。另還有網球園區，各

項運動場館的興建，希望能盡快完工。

運動局長李昱叡表示，目前正在籌編

109年的預算，預計將北屯國民運動中心

興建計劃納入預算編列規劃。巨蛋體育場

館目前選址在北屯區第14期重劃區，規劃

可容納約15,000人之多功能室內場館 ，

包括主場館及副場館 ，啟用後除可提供

多種球類、體操、跆拳道、柔道等多項運

動項目之國際比賽與練習使用外，場地亦

台中榮總從病患入院即啟動出院準備評
估，並設置24小時健康諮詢服務中心，讓
病患住院安心、出院放心。
� 圖／台中榮總提供

很多民眾擔心家中長輩住院後，出院返

回家庭要申辦居家醫療、護理或長照服務

事項，填表格、跑流程，會花很多時間等

候；台中市府衛生局長曾梓展說，市府針

對長者需求，共有26家醫院提供「出院準

備服務」，其中有18家醫院提供復能多元

服務，長者等候時間縮短一半以上，從出

院兩周內縮短為出院一周後可獲得服務。

台中市府衛生局長曾梓展說明，統計到

今年5月底止，共計2,200名個案接受出院

準備服務評估，並銜接長照服務使用；其

中復能收案服務對象計約100案，服務輸

送時效由出院後兩周。縮短至出院後一周

提供服務，等候時間至少縮短一半以上。

衛生局指出，失能長者出院後要怎麼照

顧？常讓家屬感到無所適從，台中市衛生

局今年除了延續出院準備服務，提供居

家醫療、居家護理等，全台中市共26家醫

院出院準備服務人員協助有長照需求的長

者，在出院前3天完成評估，協助擬定照

顧計畫。其中18家醫院配合衛生福利部推

動的「復能多元服務試辦計畫」，讓長輩

在住院期間完成評估及照顧計畫，出院返

家後連結復能服務。

台中榮總表示，在病患入院即啟動出院

準備評估，透過家庭會議及跨專業團隊合

作，提供出院準備服務，並因應病患各種

出院需要發展連結相對應資源，設置24小

時健康諮詢服務中心，讓病患住院安心、

出院放心。

詳情可上台中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http://ltcc2.health.taichung.gov.tw/

files/15-1000-1085,c87-1.php查詢，或

撥打1966長照專線提出申請。

失能長輩出
院 長照無縫接軌

霧峰中台灣影視基地已完工，預計7月

下旬正式營運，這座全台最大片場有台灣

之光李安為拍攝電影所造的造浪池，和拍

攝水景的深水池，將由專業團隊營運；市

府也與亞洲大學、朝陽科大建構產學銜接

的合作模式，下半年推動影視協拍課程。

市府斥資7.8億元打造中台灣影視基

地，有專業片場提供台灣影視產業的拍攝

場地；在水湳經貿園區也推動中台灣電影

中心，預計109年底完工，內部結合國家

漫畫博物館，擴充影視文化內容。

中台灣影視基地是台灣首座公辦民營的

專業片廠，擁有全台最大室內收音攝影

棚、國際級造浪池及專供水景拍攝的深水

池，同時可舉辦工作坊，支援辦公空間及

劇組住宿空間。

中市府新聞局長吳皇昇說，市府與亞洲

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合作，下半年啟動影

視協拍課程，培養在地的影視人才；新聞

局規劃「大台中紀事」，打算以台中本土

故事為題材，邀請在地導演拍攝紀錄片，

預計今年底可有成效。

市府強調，基地中的造浪池，當初是李

安拍攝「少年Pi」所打造，國際導演馬丁

史柯西斯拍攝「沉默」時也使用該造浪

池，市府提升周邊設施與功能，未來將成

為獨步全球的水景拍攝場地。

新聞局強調，影視基地的營運團隊與台

加入健身房 看有無履約保證
問：健身房常推銷課程，有些長期課

程算起來很划算，購買時要注意什麼？

答：購買個人教練課程時，先考量自

己的時間、體力與需要，注意使用期限，

以免買了使用不完或逾期產生糾紛。

問：加入健身房會員，如何避免消費

風險？

答：健身房會費多採預繳方式，消費

者要先付款，再分期、分次使用商品與

服務；簽約消費前，應注意有沒有履約

保證，可避免衍生糾紛；依體育署規

定，除月繳方式外，其餘都要就收取

金額預先50%，提供履約保證。如有問

題，可向各地消保官申訴。

中台灣影視基地 7月下旬營運

中的大專院校、高中職影視科系接洽，推

動產官學合作，將產業專業人才帶入課

程，讓學生熟悉第一線的影視專業實務，

也要讓台中成為影視技術人才培育的搖

籃。

霧峰的中台灣影視基地預計7月下旬正式
營運，水湳的中台灣電影中心預計109年
底完工。

台中電影fun in季 跑遍各區
「2019台中電影FUN IN季-動畫特

攻隊」開跑，從7月5日到9月14日巡

迴台中市29個行政區，免費放映動畫

影片，除大家耳熟能詳的超人特攻隊

2、無敵破壞王2、蜘蛛人－新宇宙等，

還包括犬之島、酷瓜人生、未來的未

來等影展佳片。

台中電影fun in季好康不斷，場場

抽電視及電影票，開、閉幕場加碼抽50

吋液晶電視及來回機票，還免費提供

零食及飲料，邀請市民在暑假期間多

多參與，享受親子休閒活動，讓台中

市的電影文化更加

發展。放映時間、

地點，請上活動官

網查詢。

可滿足包括展覽、集會、各式表演活動 

（如演唱會）之需求。運動局正規劃先期

設計等前置作業，並動員市府相關機關共

同推動，預定於115年完工後正式營運。

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盛夏登場
台中市政府致力於推動動漫產

業，並與文化部合建「國家漫畫博

物館」，自106年首度舉辦動漫博覽

會，今年已是第三屆，卡司越來越

強，活動越來越精彩。今年「2019臺

中國際動漫博覽會」8月9日至26日登

場，地點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台

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今年

以「冒險的入口」」為主題，結合日本、

台灣等國的經典動漫IP作品，包括火

影忍者、貝貝等，還

有情境體驗區、國

際講座、動漫音樂

會、動漫市集等，

詳情請上網查詢。

搖滾台中 音樂不散．承諾不變
搖滾台中邁入第12年，今年9月7日

至9月8日在台中圓滿戶外劇場及文心

森林公園舉辦，以「承諾」為主題，

擴大這場台中年度音樂盛會。本次活

動邀請近60組國內外樂團演出，參與

國家從日本、南韓，擴大到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徵選亞洲新銳

樂團，提供更多獨立

樂團站上國際舞台的

機會，音樂類型更多

樣，歡迎民眾一起

來享受音樂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