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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毯節、新社花海、農博合體

內頁提要

2 中火放流水7度超標
版

罰6000萬限期改善

「小王子」故事貫穿園區「地表巨型玫瑰花」挑戰200米圖騰
2019台中國際花毯節睽違3年後，重返
新社舉辦，將與新社花海、中台灣農業博
覽會再度「合體」，活動自11月9日起至
12月1日，為期23天。另2020台灣燈會在
台中，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於12月21日提前
點燈，加上跨年活動，從今年底耶誕節到
明年元宵節，整個台中都相當熱鬧。
台中國際花毯節今年邁入第9年，過去
都與新社花海合併舉辦，3年前移師后里
環保公園，並在后里連辦2年，為2018台
中花博暖身，花毯節與新社花海分家舉辦
後，少了加乘效果，為帶動新社地區觀光
經濟，今年再度重回新社舉行。
花毯節今年獲法國聖修伯里協會正式授
權，以法國文學經典名著「小王子」為主
題，藉由小王子的「愛與希望」星球之
旅，用巨型立體草花裝置藝術設計，打造
故事中的「權力國王」、「虛榮男爵」及
「慾望商人」等經典角色，小王子的忠實
夥伴狐狸也將現蹤展區。
而邁入第14年的新社花海，今年主題

「幸福花海 慢活山城 悠遊臺三線」，以
漸層色彩變化的大面積花海傳遞熱情與浪
漫，展區內容精彩可期，有繽紛富有食農
寓意的「可食地景區」、推動大糧倉計畫
供應我國高粱種子生產的「高粱採種區」
等。此外，以「種苗成果」、「青農特
區」、「金門特產」及「產業連結」4大
主題的展示區，也都是不容錯過的。
活動現場還有中台灣農業博覽會，由臺
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4縣市政
府共同辦理，除展現中部四縣市農特產特
色外，並藉由「幸福悠遊臺中」、「品味
南投館」、「彰化優鮮館」、「幸福苗栗」
等四大主體展區，展示未來農業發展。

活動，整個台中都在節慶的歡樂氛圍中。
2020台中跨年晚會，主場於后里麗寶樂
園第二停車場、第二現場於太平運動場舉
行，兩地同步狂歡，預計邀請超過20組人
氣歌手藝人演出。后里場邀請到茄子蛋、
畢書盡、徐佳瑩等藝人；太平場則有金曲
獎最佳台語女歌手江惠儀、周興哲、龍千
玉、詹雅雯等，陪大家一起跨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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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綠美圖正式動工

台灣燈會 從耶誕玩到元宵
2020台灣燈會在台中，主展區在台中花
博后里森林及馬場園區，展期從明年2月8
日至2月23日共16天；副展區文心森林公
園則配合耶誕節，從今年12月21日起搶先
開燈至2月23日，展期65天，從今年底耶
誕節橫跨到明年初元宵節，加上精彩跨年

3 台中市集名攤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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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後完成開幕啟用

2019台中國際花毯節獲授權，以法國文學
經典名著「小王子」為主題。

市民最前鋒
秋冬防一氧化碳中毒

2019台中國際花毯節暌違3年，今年重返新社舉辦，花毯節、新
社花海與中台灣農業博覽會再度「合體」。

花毯節也挑戰「地表巨型玫瑰花」，以花卉排出總長200公尺的
玫瑰圖騰，成花毯節一大亮點。

台灣燈會 文心森林公園提前點燈
繼2015台灣燈會在台中後，2020台灣燈
會再度到台中舉辦，以「璀璨台中」為主
軸，根據展場特色，規劃「森林秘境」、
「藝想世界」、「童趣樂園」三大主題；
主展區位於花博后里森林園區及馬場園
區，副展區則規劃於文心森林公園。
「2020台灣燈會」主展區在花博后里森
林及馬場園區，占地約35公頃，自明年2
月8日至2月23日，為期16天；副展區文心
森林公園占地約8.8公頃，自今年12月21
日至明年2月23日止，共65天。
2020台灣燈會以場域特色策展，規劃
「森林秘境」、「藝想世界」、「童趣樂園」
三大主題。主展區后里森林園區為「森
林秘境」，規劃有倡議社區與環境共存的
「里山大地燈區」、展現台中各區特色的
「29花燈車燈區」，因園區原為軍營，也
特別規劃「軍事燈區」。
馬場園區主題「藝想世界」，依園區特

「2020台灣燈會」在台中，主展區位於花
博后里森林及馬場園區。
色規劃具動物園歡樂氛圍的「動物狂歡燈
區」，還有3D數位投影結合視覺與聽覺的
「數位藝術中心」及展現台中產業能量的
「產業讚聲燈區」等。
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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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提前於12月21日開燈，期間跨越耶
誕節、元旦、春節、情人節等四大節慶，
讓更多童趣的歡樂氛圍感染整個台中。
交通局長葉昭甫表示，目前主、副展區
共規劃10條接駁路線供免費搭乘，其中后
里主展區有8條接駁路線，因展區鄰近台
鐵后里站，鼓勵民眾多搭乘台鐵前來逛燈
會，一出台鐵后里站就抵達展區。
葉局長說，外縣市民眾可選擇搭乘高鐵
逛燈會，台中以北民眾可在高鐵苗栗站
下車，從台鐵豐富站轉乘火車至后里前
往展區；台中以南民眾在高鐵台中站下
車，再從台鐵新烏日站搭到后里站，省時
又省錢。副展區文心森林公園假日提供2
條停車場接駁服務，另800號公車滿足高
鐵轉乘需求。副展區周邊有8條公車路線
經過，包括5、53、73、89、157、356、
359、800 路公車，交通方便。

秋冬季節門窗緊閉，容易發生一氧
化碳中毒意外，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呼
籲，熱水器安裝位置不適當，容易造
成一氧化碳中毒，市民對於居家熱水
器安裝位置有疑慮，可撥打119找「反
碳風水師」協助。
消防局強調，一旦疑似一氧化碳中
毒，要立即開窗戶通風或到室外，再
撥打119求救；熱水器若仍在使用，應
先關閉；居家要注意熱水器「五要」，
環境要通風，標示要合格，型式要正
確，安裝要安全，檢修要定時。

市長有話說
一年將到尾聲，豐富活動讓台中持續
充滿活力！今年台中國際花毯節重返新
社，與新社花海合體，更結合了中台灣
農業博覽會，為台中的年節盛典揭幕。
接著，絢爛燈光將接續照亮台中，由台
中火車站的耶誕點燈開始，再到「2020
台灣燈會在台中」，以「璀璨台中」為
主題，12月21日於文心森林公園、2月8
日在后里花博園區相繼開展，結合科技
及傳統花燈技藝，展現台中的美好與創
新。年底至元宵台中滿溢節慶氛圍，秀
燕誠摯歡迎您一同來逗熱鬧、過好年。

2

西元2019年11月18日

中火放流水7度超標 罰6000萬限期改善
全台最大的固定汙染源台中火力電
廠，已多次被稽查出放流水超標，
今年9至10月3處放流水口都被查到
「硼」濃度超標20多倍，市府依法針
對3處放流口分別重罰2000萬元，總
共開罰6000萬元，並要求限期改善。
中火強調，新的廢水廠12月試運轉，
改善前機組會減產降低汙染，尊重市
府裁罰決定。
環保局長吳志超說，中火放流水已
多次超標，今年9月先查獲5至8號機
組放流水硼超標24倍，市府10月稽
查，竟又發現1至4號機組、9至10號
機組放流水分別超標26倍、28倍。
市府表示，今年3月，中火1至4號

機組放流水硝酸鹽氮超標，首次遭重
罰最高罰金2000萬元，這次中火3組
放流水硼都超標，市府決定各開罰最
高罰金，要求在12月底前改善完成。
市長盧秀燕提出反空汙政見，上任
後積極整治空汙，多次與中火、中央
大打空汙大戰。環保署最近環評小組
審查中火擴建2部燃氣機組，盧市長
公開表示反對，要求承諾減煤4成、
機組汰舊換新，不過最後並未列入環
評承諾事項。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今年已7度查獲
中火放流水超標，前4次分別為1-3月
查獲5至8號機組硝酸鹽氮2度超標，1
至4號機組放流水硝酸鹽氮超標2倍，

4月9至10號機組放流水的懸浮固體超
標，包含9-10月3次硼超標，累計已
開罰8500萬元。
衛生局長曾梓展說，硼在自然界存
在量很少，放流水超標24倍很嚴重，
會影響生態鏈；動物實驗中，硼會影
響男性生殖器官健康，懷孕動物若接
觸到過量的硼，也會造成胎兒缺陷、
生長遲緩，對呼吸道也會有影響。
新聞局長黃國瑋說，中火規劃新增
2部燃氣機組，市府要求減煤4成、機
組汰舊換新；中火機組放流水今年已
7度超標，要求中火應正視水汙染、
空氣汙染問題。

➡扌台中火力電廠放流水多次超標，市府9至10月稽查發現3處放流水口的硼



中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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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公車再升級 雙十公車明年上路
台中市免費公車聞名，台中市長
盧市長提出「公車雙十吃到飽」政
策，把超過10公里車資上限60元降
為10元。盧秀燕宣布，公車雙十政
策明年元月上路，這是全台灣最優
惠的公車政策，鼓勵大家多搭乘。
盧秀燕的「公車雙十吃到飽」政
策，維持公車10公里免費，原本超
過10公里民眾自付額最高得收60
元，新政策降為10元。盧秀燕說，
對住在市區的人，免費公車很好
用，但偏遠地區的市民，住得越遠
付的錢越多，公車雙十明年元月上
路後，對偏遠民眾有幫助。
台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說，台中
公車年運量近年來維持在1.3億人
次以上，每年市府編列23億餘元補
貼預算辦理免費公車政策，但以往

10公里免費政策採取「里程為主」
的補貼機制，依據客運業者營運路
線里程數計算補貼額度，導致客運
業者在班次運能方面採取較保守的
經營策略，容易衍生路線營運效率
降低等狀況；為提高市區公車路線
營運績效，改善公車營運環境及調
整補貼方式勢在必行，市府明年將
編列30億餘元，辦理公車雙十政
策。
葉昭甫說，今年7月市府把公車
補貼改以人次計算為主，近期與業
者協調，10月起進行班次運能調整
與推動公車動態稽核，降低公車誤
點、脫班次數，提高市民搭乘意
願；市府也編足預算，改善公車營
運環境，加強公車服務品質，提高
民眾行的便利性。

都超標，各開罰2000萬元，並限期在12月底改善。

微型檢測器全市布點 空汙無所遁形

台中市環保局鎖定各大工業區布建511組「微型感測器」，感測器24小時
全年無休，監測數據皆已上網公開。

台中市環保局鎖定各大工業區布
建511組「微型感測器」，天羅地網
瞄準空汙熱點，數據一有異常就立即
派員到場查緝，感測器24小時全年無
休，監測數據皆已上網公開，每3至
5分鐘更新一次，後續將再增置350
組，逐步導入營建工地，讓空氣汙染
無所遁形！
微型感測器是「空氣的監視器」，
監測範圍涵蓋周邊300公尺，可24小
時檢測空汙變化，猶如稽查人員無時
無刻在場。
中市環保局表示，目前已布建的
511組，統一由環保署中央設置，2年
前已全面公開資訊，一發現數值異常
飆升，經大數據分析汙染濃度、風
向、時間，就可鎖定可疑汙染熱點，

立即派員到場深度稽查。
中市今年就靠「微型感測器」順利
查獲4件違法工廠空汙，其中1件位
於工業區，因夜間排放廢氣，被處分
2000萬元。
環保局明年中旬再增設350座，從
目前21區拓展至全市29區，第二階
段由中華電信得標，將與環團、社區
座談決定如何布點，公民團體希望導
入廟宇周邊，減少焚香、燒金紙產生
PM2.5，喚起健康意識。
「微型感測器」每台3萬元，價格
不高，可布建於路燈桿等處，主要監
測細懸浮微粒（PM2.5）、溫濕度等
感測數據，由環保署建置「環境物聯
網視覺化平台」，透過濃度風頻分布
圖、時間區間圖表等高密度的感測資

料，追蹤高汙染傳輸路徑與熱區，提
升稽查效率。
目前在水湳會展中心新建工地旁就
建置7組微型感測器，環保局副局長
陳宏益上月現場解說並實測，以燒香
代替逸散汙染靠近感測器，電腦螢幕
中的數據立即從良好的「綠色」，轉
為空品不良的「深咖啡色」，PM2.5
平均值從9微克飆升至252微克。
目前511組微型感測器分
佈在西屯工業區、大甲幼
獅工業區、后里工業區、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即時監
測數據，民眾可隨時透
過手機或電腦，至「空
氣網」查詢：https://
wot.epa.gov.tw/。

市長盧秀燕的「雙十公車吃到飽」政策，明年元月上路，搭公車10公里
免費，超過免費里程最多只收10元。

扌 環保局在水湳會展中心新建工地旁建

置7組微型感測器，精確掌握污染源。

➡環保局鎖定各大工業區布建511組「微
型感測器」，以燒香代替逸散汙染靠近
感測器，電腦螢幕中立即從良好的綠
色，轉為空品不良的灰色，PM2.5平均值
從9飆升至252微克。

市府積極開發多處產業園區 提供廠商申請進駐
因應台商回流與輔導未登記工廠合
法化，台中市政府除了積極進行產業
園區開發，並在南屯區精密機械園區
二期興建標準廠房，近期辦理潭子聚
興產業園區及精密園區標準廠房之預
登記作業，並已分別於10月9日及21
日截止受理申請，目前市府辦理廠商

資格審查作業中。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共14.76公頃，
由市府與台糖公司採改良式區段徵收
協議價購方式辦理，並全數提供給未
登記工廠使用，市府持有的12坵塊，
自9月初起已辦理標售登記作業，有
39家廠商申請，正辦資格審查作業；

台糖地待內部完成行政作業，也會對
外標租。
而精密園區二期的標準廠房規劃39
個單元，採租售並行方式辦理，其中
24個單元出售，另15個單元出租；本
案預售公告已於108年9月20日辦理，
至108年10月21日受理申請截止，共9

家廠商登記，刻正辦理初審作業；出
租部分，預計於108年底前取得使用
執照後啟動。
另外，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有55.86公頃，已完成環評並通過開
發計畫，預計12月由經濟部同意核定
設置，市府即可進行地籍和範圍公

告，並著手與國有財產署洽談區內土
地讓售，預計明年6月可進行預售。
原則上此區配合中央，將作為智慧機
械示範園區，但30%用地提供未登記
工廠進駐設廠。
至於大里夏田產業園區設置案面積
188.01公頃，預計110年12月底完成

設置公告；另面積169.87公頃的擴大
神岡都市計畫產業園區申請設置案，
也預計112年12月底完成設置公告。
各項產業園區的開發面積，合計約
428.50公頃。
市府強調，依「台中市區域計畫」
規劃中的烏日溪南53.7公頃士地，及

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產業型，
35.81公頃），已委託規劃單位辦理
都市計畫整體規劃案，110年12月底
前可完成都市計畫審定。
此外，依據國土計畫法與相關指導
作業原則，經濟局於轄內未登記工廠
分布密集度高的行政區，匡選出烏日
區溪南地區、清水區海風里周邊區域及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等區位，
面積合計約950公頃，擬納入「台中
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為城鄉發
展區，作為二級產業用地儲備用地。

生廚餘發電 分類回收盡份心力
為減輕台中市焚化爐負荷，市
府率全國之先推動綠能發電，今
年7月1日起採分區分階段收運家
戶生廚餘;近日再配合外埔綠能生
態園區進料規模，10月17日起台
中市全面收運家戶生廚餘，環保
局呼籲民眾配合將生廚餘分類排
出，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為提升廚餘再利用成效，外埔
綠能生態園區利用生廚餘發電，
自今年10月17日起已啟動沿街收
運生廚餘作業，達成全市收運，
每日進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生廚餘
量約44公噸。
環保局清潔隊沿街收運的垃圾
車，會懸掛生熟廚餘標示牌與置
放生熟廚餘回收桶，方便市民辨

識與傾倒。一般家戶可多加利用
回收桶蒐集生廚餘，交給沿街垃
圾車收運;60戶以上社區大樓，可
向各區清潔隊申請設置生廚餘回
收桶，並配合區隊清運量能予以
收運;機關、學校、團體或飲料店
業則可交由沿街垃圾車處理。
環保局指出，生廚餘指未經烹
煮前所挑剩的菜葉、菜心、水
果、果皮、咖啡渣、茶葉渣等。
另外如蛋殼、硬果核(芒果籽、酪
梨籽等)、硬果殼(椰子殼、榴槤
殼等)、長纖維(筍殼、甘蔗皮、
玉米殼等) 、玉米芯、花材，以
及塑膠繩袋、橡皮筋、稻稈等，
皆非外埔廠所能允收之生廚餘，
勿混入其中。

台中市集名攤評核共獲1702顆星 全國第1

精密園區二期標準廠房空拍圖，共計有39單元採租售併行。

台中市的市集與攤商（販）參與經
濟部舉辦的「品牌/優良市集及樂活
名攤評核」活動，因獲得的總星數達
1702顆星（市集63顆星、名攤1639顆
星），是全國15個縣市中星數最多，
評核為全國各縣市第1名，市府經發
局也因為輔導有功，同時榮獲「管理
業務創新獎」。
這項評核活動素有「菜市場金馬
獎」之稱，獲獎市集自治會及攤商
（販）都踴躍出席頒獎典禮，見證專

屬市集及攤鋪榮耀的時刻，在台南市
的頒獎場面，不輸金馬獎。
市長盧秀燕指出，台中市能獲得第
1名是因為近年市府輔導攤商（販）
加入市集名攤評核，成績屢創新高，
締造「最多星星在台中」的殊榮，印
證市府積極投入台中市傳統市集軟硬
體設施改善，協助市場提升整體環境
與營運品質的成果。
而市集與攤商逐步升星等的過程，
都展現出自治會、管委會及攤商

（販）自我精進努力，樹立了市集標
竿模範，進而激發整體攤商（販）共
同進步的動力，帶動台中市傳統市集
環境提升。
此次台中市有3處市集獲中央評核
為「優良市集」，分別是4星的逢甲
觀光夜市攤販集中區、3星的大甲蔣
公路觀光夜市攤販集中區，與2星的
旱溪夜市攤販集中區。至於樂活名攤
則有39攤，5星有4攤、4星19攤、3星
14攤、2星2攤。

台中市的市
集與攤商
（販）參與
經濟部舉辦
的「品牌/
優良市集及
樂活名攤評
核」活動，
獲評核為全
國各縣市第
1名。

為減輕台中市焚化爐負荷，市府率全國之先力推綠能發電，之前已採分
區分階段收運家戶生廚餘，為了配合外埔綠能生態園區進料規模，10月
17日起台中市全面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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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綠美圖 動工
打造全球第一座美術館與圖書館共存建築物

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西澤立衛聯手打
造的台中綠美圖，正式開工動土，預計
111年建築主體完工、114年正式開幕。台
中綠美圖由8棟建築物構成，外罩金屬擴
張網，位於中央公園北側。妹島和世表
示，這是世界第一座美術館、圖書館共同
存在的建築。
台中市打造美術館、圖書館，早在102
年前市長胡志強任內，透過國際競圖評
選出日本SANAA建築師事務所，由妹島和
世、西澤立衛設計的作品，前市長林佳龍
任內命名為「綠美圖」，現任市長盧秀燕
完成工程發包。
綠美圖開工典禮盛大舉行，妹島和世、
西澤立衛親自出席，盧市長也率市府團隊
換穿黑色的綠美圖POLO衫，由聲樂家演
唱，展現文化之美；參與開工動土貴賓多
達88人，設計多棟知名建築的妹島和世
說，這是她參加過最盛大的開工典禮。
妹島和世、西澤立衛獲得建築界最高榮
譽普立茲克獎，妹島和世與台中也有淵

源，她表示母親在台北出生、台中長大，
當年SANAA事務所開幕後，陪伴母親到台
灣旅行，希望有機會在台灣做案子；當時
她在台灣刻了方印章，到現在還在使用。
妹島強調，這是全世界第一座圖書館、
美術館共存的建築物，也是SANAA在台灣
第一座公共建築。西澤立衛說，經過6年
設計，綠美圖終於正式動工，工期約3-4

年，工程團隊會努力投入完成。
盧市長強調，綠美圖工程經過3度流標，
主辦的建設局修改招標文件後，6月順利
發包，主體工程總經費37.8億元，預計
111年完工、114年啟用。她上任以來，
今年3月投入58億元興建水湳國際會展中
心，加上37.8億元綠美圖，市府團隊會持
續動工建設台中。

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左
二）、西澤立衛（左一）親自
台中綠美圖正式動工，由日本SANAA建築師事務所設 出席，強調這是世界首座圖
計，由8棟建築物外罩金屬擴張網組成。
書館、美術館共存的建築。

台中長照2.0「居家照顧」率近8成
台中市沙鹿區86歲陳阿公罹患大腸癌臥
床，兒子阿詮全天候照顧，但阿詮不懂照
顧技巧，無法帶陳阿公到浴室洗個舒服的
澡，只能擦澡，又沒人替手，體力耗竭、
壓力大，直到得知政府有長照服務提出申
請，照顧管理專員到府評估後，陳阿公獲
居家照顧服務，又可洗舒服的熱水澡，阿
詮得以獲喘息，還可打零工，減輕負擔。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表示，長照法106年
實施，進入長照2.0時代，長照照顧服務
可分為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機構服務4大項。衛生局統計，今年截至
9月底止，中市共有1萬5324人申請使用長
照2.0服務，其中以居家照顧服務使用率
最高，共1萬1995人使用，約占78%；日間照
顧占6.4%，家庭托顧0.3%，機構服務約占
15%。

陳阿公（右）接受居家照顧服務，由居家
服務人員（左）到宅，協助從床上挪到便
盆椅，方便推到浴室洗熱水澡。
什麼是「居家服務」？衛生局指出，包
括協助床上擦澡或洗澡、如廁或更換尿
布、翻身拍背、加熱飯菜或備餐、餵食或

灌食、陪同外出、陪同就醫、家務協助
（針對失能者主要居家生活空間清理）、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協助依藥袋指示
將藥物置入藥盒等。
台中市衛生局長曾梓展提醒，市府積極
推動長照2.0，家中有失能、失智患者，
日常生活若需他人協助，可撥打1966長照
專線，衛生局照顧管理專員會到府評估，
協助失能、失智患者善用長照資源並提供
妥善照顧。
衛生局照顧管理專員到府評估陳阿公需
求，居家服務人員每周到陳阿公家裡，從
床上移至便盆椅，推到浴室沐浴，並按摩
關節，也會推輪椅帶阿公到戶外散步。阿
詮打零工來不及返家，居家服務人員也會
協助烹煮晚餐，陳阿公滿足地說：「餐餐
好吃！」

纖維創作大獎 林秋鴻連莊
台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舉辦「第二屆纖
維創作獎」，今年有62件作品入選，選出
藝術創作類、工藝設計類前3名，再從全
部作品中，選出傢飾設計獎、服飾設計
獎、纖維大獎3項特別獎。
去年纖維大獎得主林秋鴻，再度以「毛
地墨彩三環景瓶」連莊，作品將由纖維工
藝博物館永久典藏；她獲獎金20萬元，得
獎作品即日起至12月1日，在纖博館1樓創
纖實驗基地展出。
文化局長張大春表示，「纖維創作獎」
為纖維創作者提供平台，鼓勵各種纖維素
材開發、染編織的技藝升級、結合生活運
用與藝術創作，推動纖維工藝，也兼具環
保、文化、生活、時尚、設計，盼發掘國
內外優秀的作者與團隊。
二度連莊藝術創作類首獎的林秋鴻，作
品「毛地墨彩三環景瓶」獲評審一致肯

定，利用黑線刺繡當作畫筆，簡約描繪居
住在都市頂樓所見不同角度的建築風景，
巧妙地將三面線條繡畫，用羊毛濕氈等技
法接合，形塑成一個白色大瓶罐的外形，
作品宛如不施脂粉的清純少女，風格清新
不落俗套。
工藝設計類首獎楊芳華的「葉影風
裳」，以簡約剪裁的長衣為底，另混合楓
葉、尤加利葉等不同葉形、植物汁素，運
用移染技法在服裝上，染色技法與圖案搭
配出色，令人驚艷。
評審們表示，「移染技法」近年在台、
韓等地頗受重視，因此脫穎而出，希望讓
更多人投入移染技法的創作。
服飾設計獎劉承祐的「流冰。歲月」，
以羊毛氈濕氈技法，搭配複合媒材應用，
共創作6件包袋系列作品，以全球暖化極
地冰融為基礎，由近到遠詮釋極地冰原受

市民信箱
購車糾紛 契約停看聽
年底是購車旺季，台中市政府法制
局提醒消費者，買新車糾紛多，但有
「眉角」可避免踩到雷！
法制局統計，去年購車爭議有176
件，位居消費爭議申訴案件第10名，
其中買新車的消費糾紛就占115件，
達65%。申訴原因以車身及零件有異
音、車輛引擎或煞車效能異常等瑕疵
最多，另維修保固期、定金返還、終
止或解除買賣契約、價金加收費用
等，都是常發生爭議的項目。
多數車商使用的購車合約是依政府頒
布的定型化契約內容，法制局指出，定
型化契約是法律給消費者保障低標，
魔鬼藏在合約細節，如有糾紛上法
院，雙方所簽合約寫了什麼很重要。
法制局長李善植說，汽車買賣定型
化契約審閱期至少3天，業者不可以
排除或載明交車時未發現瑕疵免擔保
責任。提醒消費者合約上若有「放棄
審閱期」，或直接載明「已審閱完
畢」，不要輕易簽名。
消費者可利用每週一至五上午8至12
點、下午1至5點，撥付費消費者服務
專線1950或04-22289111分機23800；
市府首創夜間電話法律諮詢專線0422177300，每週一、三晚上5至7點，
每次10分鐘，律師在線提供諮詢。

藝文看板
18個團隊 在藝文場館演出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場館營
運升級計畫」，10月起至年底，與台北
兩廳院、歌劇院、中市4大藝文中心場
館大串連，徵選18個藝文團隊演出，
盼更提高利用率。台中室內合唱團11月
15日7點30分在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演出《Dream & Desire》，以台中人文
景象為主軸，合唱團員輪流以獨白形
式唱出每個人內心的夢想。另有「台
中奇幻移動劇場」12月在屯區藝文中心
登場，演出大小朋友都喜歡的精彩體
感兒童劇；12月6日首映場放映《最棒
的種子阿甘》，以趣味角度與小朋友
們討論氣候變遷對於農產品的影響。

王定國 獲台中文學貢獻獎

台中市「第二屆纖維創作獎」藝術創作類
首獎得主林秋鴻（右二）再獲冠軍，與文
化局長張大春（左二）、立委何欣純（右
一）
、纖維館郭敏慧主任（左一）合影。
暖化崩解，讓人省思面對極端氣候的環境
災難，人類所為及所能為；技法成熟，議
題深刻，評審一致推薦為特別獎。
獲獎作品正進行網路投票，文化局將於
12月1日公布「人氣獎」，參與票選的網
友，有機會獲得「天染工坊」製作的台灣
染織小物；台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官網：
http://mofia.gov.tw/。

●第八屆台中文學獎以「文學，中途
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為主題，
總獎金達170萬元，今年收件總計
1100件，有73名得獎者脫穎而出，11
月9日在台中文學館舉辦頒獎典禮。
今年的文學貢獻獎得主王定國，出生
於鹿港，後定居於台中，創作深受文
壇肯定，榮獲諸多大獎，這是台中文
學貢獻獎首度頒發給小說家。

全國百號油畫展 94件參展
●第18屆全國百號油畫大展11月2
日至12月29日登場，「全國百號油畫
大展」是全國唯一以大尺寸為資格的
美術展覽，民國91年起舉辦至今已邁
入第18屆，全部「百號規格」創作展
出，氣勢恢宏磅礡，今年邀請參展作
品有49件，加上公開徵件脫穎而出的
45件，共計展出94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