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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爵士音樂節 致敬大師

內頁提要

2 擴大育兒補助
版

台中優於全國

雙十國慶後登場 邀15國頂尖樂團、樂手精彩演出
台中市民每年最期待的「台中爵士音樂
節」邁入第17周年，今年活動在雙十國慶
過後登場，以「Jazz You Up」為主題，
邀請美國、聖露西亞、貝里斯、荷蘭、比
利時、法國、西班牙、波蘭、泰國…等15
個國家頂尖樂團、樂手，帶來53場精彩演
出。
今年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是被尊稱
「節奏大師」爵士鼓手Art Blakey的100
歲冥誕，將由「台灣鼓王」黃瑞豐老師、
台灣樂手們組成特別企劃樂隊，重新改編
和演繹Art Blakey的幾首經典曲目，向爵
士大師致敬。
2019台中爵士音樂節10月11日起至10月
20日，一連10天，活動主場在市民廣場、
草悟道，港區藝術中心、豐原藝文館、立

法院中部辦公室霧峰園區3地也同步有精
彩演出。
文化局說，今年邀15個國家頂尖樂團和
樂手帶來53場演出，並搭配100組街頭藝
人、25攤異國美食攤位、20家手作文創攤
位，中西特色融入活動，預期可帶來超過
100萬人次以上樂迷。
今年的國際卡司有1997年葛萊美獎最佳
樂器獨奏獎、2010年葛萊美獎最佳爵士合
奏專輯獎得主薩克斯風手Antonio Hart，
他將帶著樂團來台炫技，屆時爵士樂迷
將可欣賞到一代大師「硬式咆勃（Hard
Bop）」風格的爵士樂。
另外，曾任著名爵士樂團貝西伯爵大
樂團（Count Basie）小號手的Derrick
Gardner，擁有非凡的演奏技巧、及充滿

想像、創造力的旋律，他在2009年榮獲美
國獨立音樂大獎第9屆最佳爵士專輯獎，
今年也會來台中演出。
爵士大樂團首度邀請泰國首屈一指的
爵士音樂學校「泰國蘭實大學（Rangsit
University）爵士大樂團，他們的樂風嶄
新，已成為當代爵士音樂圈不可小覷的實
力派潮流；另外多次參與演出、今年榮
獲台北市傑
出演藝團隊
殊榮的「台
北爵士大樂
團」也有全
新的節目企
劃，要與樂
迷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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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認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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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加碼補助

市民最前鋒
環保藝術節 五大必逛亮點

➡扌 台中爵士音樂節是市民每年最
期待的活動，今年邁入第17年，以
「Jazz You Up」為主題，邀請15個
國家頂尖樂團、53場精彩演出。

結
合

搖滾台中、親子音樂季 打造音樂之秋
自2007年以來，約莫秋季時分，市府都
會舉辦「搖滾台中」。今年親子音樂季
因去年辦理成效卓著，締造2天破萬人佳
績，今年續辦，將在11月登場。搖滾台
中、臺中爵士音樂節、親子音樂季三大盛
會，不僅提供直接面對聽眾的大舞台，更
是連結音樂與城市的橋樑。
前新聞局長吳皇昇指出，搖滾台中邁入
第12年，在既有基礎上，盼讓「搖滾台
中」更具國際視野，並成為人才培育的搖
籃，提供更多在地樂團發光發熱的機會。
尤其台中音樂能量無窮，本次音樂祭開
跑前，特別舉辦數位合輯徵選活動，在不
到一個月徵件期間（6月1日至25日），就
吸引來自世界不同國家超過100個樂團投
件，參選國家數量創下史上新高，獲國際
高度矚目。今年還特別打造黑膠記念唱
片，收錄具在地性的搖滾台中組曲，將成
為往後每年活動主題曲，讓在地優質音樂
繼續搖滾下去。

台中親子音樂季邁向第2年，今年11月
2、3日在夏綠地公園登場。
除此之外，2019搖滾台中還結合各校搖
滾樂社團舉辦「搖滾台中X青春成發」的
暖身活動，提供一個特別的舞台給熱愛搖
滾樂的年輕學子發光發熱的機會。另外活
動期間規劃了兩場「搖滾開跑講座」，第
一場「搖滾無國界」，邀請國際音樂人與
台灣樂團一起分享跨國工作的趣聞；第二
場「搖滾奶爸」，邀請已成為爸媽的音樂

人，分享如何兼顧音樂工作與家庭生活，
讓這場活動不只是年輕人的活動，展現更
具有教育意義的一面，並且能將活動經驗
轉換成影響力持續推動台中音樂產業。
台中親子音樂季邁向第2年，除了臺中
爵士音樂節、搖滾台中，親子音樂季提供
適合闔家大小參與的音樂盛宴，滿足各年
齡層的聽眾。今年親子音樂季11月2、3日
在夏綠地公園登場，現場有音樂演出、魔
術表演、文創市集、有趣的親子遊樂設
施、闖關遊戲以及神祕嘉賓，豐富精采的
活動，保證大人小孩都能看得開心，共創
歡樂的童年回憶！
台中市政府為打造台中為流行音樂之
都，新聞局擔綱重任，不僅辦理音樂盛會
「搖滾台中」、「親子音樂季」等等，也
持續編列經費提供音樂活動補助，例如：
硬地音樂補助，協助音樂團體在台中市演
出、行銷，期待更多音樂人願意在台中扎
根。

臺中市政府舉辦的「環保藝術節」
已邁入第九屆，今年首度擴大結合環
保、藝術、流行音樂元素，設計豐富
有趣的系列活動，9月28、29日舉辦
一場截然不同的「#免廢收聽」城市
饗宴，除了滿足視覺、聽覺上雙重享
受，讓民眾在好吃、好玩的市集，
體驗永續生活。五大必逛亮點：精彩
流行音樂展演、Good
Moment 好時光市集、
親子擁抱樂園、環境教
育、大型戶外藝術創作
及不廢物生活體驗區。

市長有話說
台中是座充滿活力的城市，一系列
精彩的音樂活動輪番上陣，要讓市民
朋友感受多元豐富的音樂饗宴。搖滾
台中、台中爵士音樂節、親子音樂季分
別在9、10、11月接連登場，陪伴市民度
過音樂之秋。搖滾台中採公私協力的模
式舉辦，期望透過此模式，推動台中
音樂產業往前邁進。雙十國慶後，緊
接著是台中爵士音樂節，今年邀請15
個頂尖樂團、樂手為市民帶來精彩的表
演，以Jazz You Up為主題，在為期20
天的活動裡，讓樂迷一飽耳福。11月則
舉辦親子音樂季，今年除了現場音樂表
演、魔術表演、文創市集等，還有神秘
嘉賓迎接大小朋友的到來。精彩的活
動安排，秀燕邀請各位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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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育兒補助新制 台中加碼優於全國
2至4歲、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 就讀幼兒園每學期多給1.5萬元 送托保母或私托再加500元

行政院擴大育兒補助新制8月上
路，對2至4歲未就學或送托的幼兒，
發放育兒津貼每胎每月2500元；台中
市針對2至4歲就讀幼兒園、家戶年所
得70萬元以下者，每學期再加碼最高
1.5萬元補助；送托準公共化保母或
私托每月也加碼500元。
市長盧秀燕說，「公托公幼倍增、
補助升級、兒安守護」是台中學前教
育政策3大主軸。
公幼部分，108-111學年度要達到
180班以上，以今年為例增加了41
班、1151名額，是近年招生名額最多
的1年；109年還要增88班、110年增25
班、111年增加26班，並採「滾動式調
整」盤點閒置校舍，只會增不會少。
幼兒園收費也是家長關心的重點之
一，8月起念公幼免學費，念非營利
幼兒園每月最高收費3500元、準公幼
每月最高收費4500元；中低及低收入
戶家庭均免費。
中央新制並未針對家戶年所得70萬
以下之家庭加碼4歲讀幼兒園1年最高
3萬元的補助，教育局長楊振昇說，
台中仍編列預算維持這項福利，原來
台中市幼兒學前教育的補助都還在。
台中未來4年要增加180班公幼，教
育局強調會考量區域平衡，兼顧不同
行政區的需求設置。目前統計，108
學年度讀公幼全市1.8萬人，公幼241
園、非營利全市有11家。
另家長關注的托育問題，台中市社
會局108至111年預計增設14家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4間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提供0-2歲托育空間。
目前太平、沙鹿、豐原、清水、坪林
等5家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每間因空
間大小不同，收托30-50人不等，目

前收托163人。北區、東區及梧棲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是採「類家庭式托育」，
中央規定每間收托12人，兩種類型師
生比都是1：4。
社會局解釋，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屬於「大公托」、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是
「小公托」，依人數區分類型。
台中的「大公托」一律收費7000
元，若有托育3000元補助，等於只
要繳4000元；「小公托」因人數少
比較精緻，收費1萬元，扣除補助後
每月繳7000元。
「大公托」、「小公托」都以抽籤方
式入托，大公托會保留弱勢家庭孩
童優先入托；小公托則保留2名弱勢
家庭名額；收托對象以所在地0-2歲
嬰幼兒為主，只要合法立案後，社會
局會公告在官網或以新聞形式發布，
讓家長登記抽籤。

排輪溜冰場，且兒童遊戲場設備皆
符合國家安全標準。除此之外，廁
所加強通風設計，增設坐式馬桶，
女性廁間也增加，讓廁所更友善。
台中市建設局表示，東區東峰、
大智公園面積達1公頃，公園設施
老舊不敷使用，市府增設磨石子溜
滑梯，還打造地景遊戲場；南區民
興、文林及永和公園的塑膠遊具老
舊，將翻新增設鳥巢式鞦韆、蹺蹺
板等，提供多元的戶外遊戲機會。
建設局表示，施工中的西屯區三

信公園增設無障礙坡道溜滑梯，讓乘
坐輪椅的小朋友直接推上溜滑梯，享
受遊戲的樂趣；神岡區豐洲公園把老

舊的公園空間改造為共融遊戲區，有
溜滑梯、草皮槌球場等，不分年齡都
能使用。

台中市推動「美樂地」公園大改造計畫，改善包括無障礙坡道、友善廁所，
還有共融遊具；圖為三信公園的無障礙溜滑梯示意圖。

願景館3D體驗 看見城市之美

台中市推動「美樂地」公園大改造，
打造更好玩的共融遊具，也改善廁所
通風、馬桶蹲坐比、廁間男女比。

照顧長輩 無障礙就醫公車上路

中油在秋紅谷公廁入口處
設置綠化植生牆，豐富公
廁視覺景觀。
美學設計的公廁環境。
環保局指出，已有10多家企業參
與公廁認養計畫，其中中油油品行
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在秋紅谷公廁
入口處設置綠化植生牆，讓原本以
磨石子工法建造的單調牆面，變換

扌台電在公廁牆壁上進行彩繪佈置，美化又兼顧環保
政策宣導。

為繽紛色彩的花卉植栽，豐富公廁
視覺景觀。
另台電台中供電區營運處認養霧
峰以文圖書館，提供公廁衛生耗材
及清掃用具，協助館方營造舒適的
如廁空間，並在牆壁上進行彩繪佈

置，美化又兼顧環保政策宣導。
洪姓民眾表示，圖書館廁所免費
提供衛生紙給民眾使用十分便利；
楊姓民眾說，如廁時可看到生動活
潑的海報，進而吸收節能減碳相關
知識，收穫良多。

台中市盤點經過主要醫院的公車路
線，推出以無障礙巴士行駛的健康就
診公車，目標2年內提高到9成，方便
長輩搭車就診；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長
葉昭甫說，低地板公車或有油壓升降
設備的巴士，對於長輩或輪椅族較友
善，市府長期目標為經過大小醫院的
公車路線都要改以無障礙巴士來行
駛。
台中市推動長照，盤點各項長照資
源，除了照顧失能、失智長輩，也針
對健康或亞健康的長輩推出友善就醫
的健康公車，讓看病與復健更方便；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表示，針對失能長
輩就醫、復健，目前有100輛長照專
車，經評估有需求者，可預約搭乘就
醫。

葉昭甫說，目前台中市公車總數有
1600輛，低地板公車已有1153輛，另
有14輛加裝油壓升降機的無障礙大客
車，預估「健康就診公車」2年內讓
無障礙巴士比例提高到9成，要以低
地板公車或有油壓升降設備的巴士為
主，方便長輩、輪椅族群就醫。

是攜手同心把餅作大；今年第一次
舉辦購物節就創下25億元的實質消
費金額，還伴隨許多經濟的衍生效
益，她要感謝商家、民眾熱情參
與，同時也宣示明年再辦，要向
「富市台中‧新好生活」邁進。
她感謝台中市不動產公會全體會
員捐贈千萬豪宅，抽中後豪宅稅金
由公會負擔；另豐原太平洋百貨也
贊助10萬元入厝金禮券，讓得獎者
入住後還可以購買家電等用品，等
於一次中獎有雙重好運。
千萬豪宅得主是豐原區的王小
姐，當盧市長現場call out連絡上
她時，她無法相信自己中獎，直呼
「真的中獎了嗎」？

台中市長盧
秀燕（左
二）18日在
律師見證
下，抽出台
中購物節的
最大獎千萬
豪宅，同時
call out連
絡上得主。

共化保母或私托每月也加碼500元。

翻轉老舊公廁 市府推動認養計畫
台中市環保局今年向中央爭取公廁
改善補助經費，規劃新建8座公廁，
也針對既有的85座公廁管線與硬體設
施修繕補強，並改善通風，提供更舒
適的如廁環境。市府也推動公廁認養
計畫，獲10多家企業團體共襄盛舉，
在公園、圖書館等公廁進行綠美化，
並提供衛生耗材及清掃用具，翻轉老
舊公廁。
環保局長吳志超表示，新建的8座
公廁將依行政院內政部相關建築法規
推動，朝「男女廁間設置比例標準
1：3」及「坐蹲式廁間比例2：3」規
劃設計，兼顧性別平等、長輩及親子
友善，同時維護身障及行動不便者權
利。
另外，公廁空間設計也考量美學、
節電省水及融入在地文化元素，並改
善老舊公廁的管線及通風問題，盡可
能達到不濕、不髒、不臭；要將原本
破舊髒臭的公廁，翻轉成兼具潔淨與

台中市長盧秀燕8月18日在律師
見證下，抽出台中購物節的最大獎
「千萬豪宅」，這也是購物節活動
自7月10日開跑以來，活動的最高
潮。這段期間，購物節為台中市創
造了超過25億元消費金額，包括飯
店、伴手禮、交通旅遊、商圈等經
濟效益都獲得提升。
包括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前理事長邱崇喆、理事長林正
雄、台中市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前理事長紀吉川、理事長
王至亮等人，及市議員李中、劉士
州、冉齡軒和各局處長首長都到場
共襄盛舉。
盧秀燕說，拚經濟不是口號，而

扌➡➡行政院擴大育兒補助新制8月上路，台中市針對2至4歲就讀幼兒園、家戶年所得70萬元以下者，每學期再加碼1.5萬元補助；送托準公

目的是讓長者及小孩都能自由的進
出公園，安全的遊玩共融遊樂設
施，以提供市民友善、舒適的休憩
空間，創造富市台中，新好建設。
建設局長陳大田說，市府原本規
劃改善33座老舊公園，著重在更新
遊戲器材，「美樂地」計畫擴大改善
41座公園，施作內容對準地方需求，
也與在地里長討論過，友善共融公
園內步道皆重新整平、加寬並設置
無障礙斜坡道，公園增設鳥巢式盪
鞦韆、磨石子溜滑梯、翹翹板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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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節抽豪宅 創造25億商機

改造老舊設施 打造美樂地共融公園
台中市府推出「美樂地」計畫，針
對全市41座老舊公園加入共融遊具，
改善廁所通風、增加坐式馬桶數量，
預計今年底全部完工；台中市長盧
秀燕強調，要打造友善的公園環
境，讓更多人有優質的休閒空間。
盧市長近日接連在各地主持「美
樂地」公園開工祈福典禮，包含
東南區、北區、北屯、大里、太
平、神岡、大雅與海線等地；建設
局陳大田局長表示，台中美樂地
（Taichung Melody）」計畫推動，

中臺焦點

交通局盤點經過教學型、區域型醫
院的公車路線，推動以無障礙巴士為
主；葉昭甫說，這些醫院多位於交
通要道，每間都有10-32條公車路線經
過，目前台中市的無障礙巴士比例超過
7成，經過台中榮總的路線最高達9成，
但經過豐原醫院的公車路線受限於山
城道路坡度問題，只有53%最低。
市府強調，後續會盤點經過地區型
醫院的公車路線，長期目標是所有經
過各級醫院的公車路線，無障礙巴士
比例都要達到9成，讓市民就醫、復
健更友善便利。
台中市推動健康就診公車，把經過
主要醫院的公車路線都改成以無障
礙巴士行駛，預計2年內要提高到9
成以上。

「台中願景館」是台中市府團
隊的精心傑作，透過3D立體空拍
視角與5D動態懸吊座椅，還有
AR、VR體驗及光雕展示，運用智
慧敘事，呈現城市之美，看見豐
富多元的美麗台中。
台中願景館位在市政中心惠中
樓一樓，目前僅開放團體預約，
且限上班時段參觀。
願景館外牆已重新設計，新牆
面從海、陸、空三個角度呈現市
府施政計畫藍圖，並融合在地特
色、生活文化和重要建築等，展
現台中生活的精彩縮影；來往民
眾洽公之餘駐足觀賞，創新鮮活
頗獲肯定。
台中市政府新聞局表示，願景
館新的外牆設計集合了許多志工
和民眾意見，外牆以Pixel ART
（像素藝術）風格呈現台中樣
貌，凸顯市府未來建設及願景政
策，入口處打造成「登機門」，

踏進館內有如看到大城起飛。
外牆設計增加許多台中元素，
整體畫面以台74線、高鐵、鐵路
高架化、捷運綠線等主要交通幹
線串聯，穿插台中國家歌劇院、
台中巨蛋、水湳國際會展中心等
現在與未來重要地標，另融入社
會住宅、台中托育服務的意象，
傳遞市長盧秀燕「富市台中‧新
好生活」的美好願景。
另還有台中港進出的貨輪、高
美濕地木棧道與風車，市區有老
台中地標湖心亭，珍珠奶茶、太
陽餅和大麵羹，處處台中，匠心
獨具。
願景館以外牆換新裝，呈現公
部門清新活潑面貌；內部展示則
配合市府重要施政措施微調，108
年8月底完成，預約團體導覽解
說，可至台中市政府網站服務e櫃
台(https://is.gd/8VEomJ )線上
預約。

台中願景館外牆
換新裝，呈現在
地景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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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職災保險 市府 補助
加
碼

身心障礙給付、喪葬津貼保障額度 均較農保高50-100%
為提升農民職業安全，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去年11月上路，農民月繳15元即可獲4
項保障，台中市府「加碼」補助一半保
費，鼓勵農民投保，台中農民每月僅需繳
7.5元，相當划算。
農民從事農作時經常中暑，或是因操作
農機意外受傷，甚至遭受雷擊、蜂叮、蛇
咬、噴藥急性中毒、高空作業意外受傷等
職業傷害，行政院農委會規劃農民職業災
害保險制度，自去年11月起試辦。
農業局指出，只要是農保被保險人，可
不限年齡自願加保，至今年8月7日起擴大
加保對象，健保第三類主保人亦可加保，
投保後提供傷害給付、身心障礙給付、喪
葬津貼及醫療津貼等4項給付保障。其中
身心障礙給付、喪葬津貼保障額度，均較
農保高50%至100%，可給農民職業安全更
高的保障。
為減輕農民負擔，台中市府就民眾自負

台中市府加碼補助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一半保費，農民耐心臨櫃申辦。
額度加碼補助一半，原本月繳15元，台中
農民每月僅需7.5元即可享有額外保障。
已投保的黃姓農民說，每月僅15元，市府
還有補助，當然要保！
農業局表示，截至今年8月底止，台中

農民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人數為1萬
7014人，農保被保險人數為8萬8764人，
投保率為18.16％；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可提供農友在職場安全上更多、更高的保
障範圍與給付額度，鼓勵農民踴躍投保。

愛台中環保袋 89處甲借乙還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鼓勵民眾購物自備
環保袋，去年開始回收廣告旗幟布，號
召環保志工製成杯袋及購物提袋，市府
更自創品牌「愛台中袋」，在全市89處
設立二手袋循環回收站，供民眾免費借
用，二手袋可「甲借乙還」，達到循環
資源目標。
這是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回收再利
用，市府從去年7月底將廣告旗幟布列為
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累計至今年7月
底，已回收近3.8公噸廣告旗幟布，並透
過具有裁縫專業的資源回收志工，將廣告
旗幟布加工，製成杯袋與環保提袋等。

➡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自創以廣告旗幟製
成環保購物袋品牌「愛台中袋」。

環保局指出，去年起與一中商圈飲料店
及學校合作，推動「愛心飲料提袋借用回
收站」，供民眾免費借用，截至今年8月
已超過8500人次借用。
環保局也自創環保購物袋品牌「愛台中
袋」，並舉辦工作坊，教導民眾DIY製成
杯袋及購物提袋；環保局長吳志超表示，
「愛台中袋」具雙關語，包括「愛台中•
袋我自備」及「愛台中袋•我自備」的精
神。
環保局表示，循環回收站的二手袋除由
環保志工以旗幟布製成，也可由消費者或
民眾自主性提供，回收種類以紙袋、棉或
不織布提袋為主；為提升二手袋使用率，
也開放「甲地借、乙地還」，民眾可免費
索取二手袋，使用後並歸還回收。

上半年PM2.5平均值再創歷史新低
台中市政府積極改善空汙，從固定、移
動、逸散等汙染源著手，全方位推動空
汙改善對策，已陸續展現成效；依行政
院環保署監測站統計，今年1至6月台中
市PM2.5平均值18.7微克，較去年同期改
善2.2微克，創歷史新低；空氣品質不良
(AQI>100)站日數，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超過4成，台中市政府表示將持續努力，
要讓台中空氣品質越來越好。
環保署監測站最新數據顯示，台中市今
年1至6月的PM2.5平均值為每立方米18.7
微克，相較去年同期1至6月的20.9微克，
改善2.2微克。今年1至6月空氣品質不良
(AQI>100)站日數平均為20.6站日數，相
較去年同期36.8站日數，減少超過4成站
日數。
環保局指出，相較降雨日數接近的年
度，今年1至6月份降雨15天、106年為15
天、105年達17天，但與105年1至6月相
比，今年PM2.5平均值更大幅減少3.6微

克，顯示空氣品質改善成效相當顯著。
固定汙染源方面，市府持續督促中火降
載減排，爭取老舊4號機組優先除役，並
進行港區大型汙染源專案稽查，今年已進
行20次稽查，查獲違反環保法令案件23案
次，累計罰鍰達2806萬餘元。
移動汙染源由市府持續推行綠色交通、
減少廢氣排放，台中市從2013年僅有10輛
電動公車，經市府及客運業者努力，今年
特別強調政策推動，7月已達160輛，居全
國之冠，打造安全環保且共生共榮的永續
運輸環境。
逸散汙染源方面，台中市河川揚塵管
制展現成果，全市3大流域總裸露面積從
102年54%降低至今(108)年32%，藉由植栽
綠化，連續5年未發生大規模河川揚塵事
件，環保局也獲頒「河川揚塵管制表現卓
越獎」，空汙防制獲肯定。
環保局長吳志超表示，市府捍衛空品決
心不會改變，會持續加嚴管制固定、移動

市民信箱
台灣燈會 明年2月8日台中登場
2020年台灣燈會明年2月8日台中
登場！以「璀璨台中」為主軸，展
現童趣樂園，呈現親子歡樂、活力
宜居。
Q:燈會展區的時間與地點？
A:主展區在后里馬場及森林園
區，佔地35公頃，展期從2020年2月
8日至2月23日共16天。副展區在文
心森林公園，佔地8.8公頃，展期從
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2月23日共
65天，橫跨耶誕節、跨年、農曆新
年及元宵節等。
Q:后里燈區的主題特色是什麼？
A:后里展區分為森林秘境及藝想
世界；「森林秘境」展區，以倡議
社區與環境共存的里山大地為始，
融入生態永續、藝術美學政策規
劃，並結合象徵多元族群、信仰融
合的主題燈區。
「藝想世界」展區，以台灣燈會
「民俗文化根，傳統國際化」宗旨
為基礎，規劃傳統花燈結合機械動
態；科技與多媒體應用，再造燈藝
經典。
Q:文心森林燈會主題特色是什麼？
A: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命名為
「童趣樂園」，以親子共遊、童趣
歡樂為題，策劃多項主題燈區及表
演節目，打造市中心的兒童森林樂
園。副展區將提前於今年12月底開
燈，期間更跨過耶誕節和春節兩大
重要節慶，讓更多童趣的歡樂氛圍
感染整個臺中。

藝文看板
台中樂器節 秋夜饗樂迷
●推廣台中市
特有的在地樂器
音樂文化，文化
局「台中樂器
節」10月5、6日
在市民廣場、草
悟道登場，以「跨樂大FUN SONG」
為主題，邀請多支國際樂團參與。
還有「樂曲之王」音樂演奏比賽，
來自台灣各地的選手自由改編經典
爵士樂曲目，以薩克斯風、爵士
鼓、長笛3種樂器演奏。

創意台中 行銷城市形象
台中市今年1到6月，空氣品質持續改善。

圖／台中市環保局提供
及逸散等3大汙染源，讓市民有感，給下
一代好環境。
市府新聞局表示，為讓民眾隨時掌握台
中空品訊息，市府今年特別調整預報機
制，環保局會根據環保署資訊提前3天預
警未來空品不良情況，並通報前30大固定
污染源工廠自主降載，以降低空汙程度，
今年也新增未來48小時空品及氣象預報
頻道(http://bit.ly/2TO3muW)，歡迎查
詢。

●「2019創意
台中」是台中每
年度辦的文創設
計展演活動，提
供市民各種貼近
生活的體驗與
感官享受，今年活動9月21日至10
月6日，結合文創聚落審計新村、
范特喜綠光計畫區域，以「BETTER
TOMORROW，追求更好的明天」為主
題，舉辦主題策展、戶外裝置、講
座、市集，連結台中文創設計產業
與在地產業，行銷城市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