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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有話說

原訂於去年舉辦

的 2 0 2 0年東京奧

運，因為疫情，延至今年8月舉行。

各國運動好手不畏病毒，發揮運動

家精神，爭取體育最高榮譽。我國

代表隊更在本屆奧運中拿下有史以

來最好的成績，許多守在電視機前

的民眾不僅感到歡欣鼓舞，更因這

些運動員的奮鬥故事深受感動！

秀燕了解培育運動員奪牌並非一

蹴可幾，因此特別關心運動員的訓

練過程，以及運動風氣的培養。本

市提供績優運動選手培育獎助金，

並提高奧運、帕運的激勵金，讓本

市的運動員在訓練時無後顧之憂。

市府更規劃全國獨有的國民暨兒童

運動中心，除了近期已開始營運的

大里國運中心，潭子國運中心也預

計於11月底開幕，期盼運動從小扎

根，推動全民運動風氣。 

台中市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10月2

日正式營運，規劃大人、小孩的運動空

間，有溫水游泳池、綜合球場、韻律教

室、重訓區、飛輪教室，還有超夯的TRX

教室、壁球室等，開放後預約爆滿，受在

地鄉親歡迎。

台中市政府運動局長李昱叡說，大里國

民暨兒童運動中心座落大里運動公園內，

室內戶外運動一應俱全，不但可發展地方

特色運動、支援地區賽事，配合公園內田

徑場、網球場、籃球場以及纖維工藝博物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啟用，為兒

童打造遊戲中體適能的園地。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
動中心位於4樓的
體適能中心，設有
齊全的有氧與重訓
器材，並有專業教
練駐場諮詢。

館，可結合多樣化設施，動靜皆宜。

台中市推動全民運動，打造國民運動中

心，除目前已有的朝馬、南屯、北區、長春與

大里中心，還有台中港區運動公園。台中市

更推動獨特的兒童運動中心在國運中心

內融入兒童場地與設施，未來在烏日的全

民運動館內，也規劃設置兒童專屬運動場

館。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為7層樓挑高

建築，總經費4億3,031萬元，是台中市第

五處國運中心。全區占地達1.78公頃，除

健身房、游泳池、綜合球場等設施，還有

25公尺標準水道溫水游泳池，以及目前台

中國運中心唯一的室內排球場、室內跑

道。

館內有最夯的TRX及空中瑜伽教室，

引進歐美最流行的TRX懸吊式阻抗訓練

（Total Body Resistance Exercise），

屬於全身性肌力訓練，適用於各種體能程

度的使用者，利用自己的體重作為阻力，

調整傾斜角度或姿勢來控制運動強度，結

合多種屈伸動作達到全方位訓練，現場有

專業老師指導，進行此訓練可增加全身肌

群的平衡、協調及穩定，對於強化肌力、

核心肌群、燃燒脂肪、雕塑曲線有極佳的

效果。

該中心規劃兒童游泳池、兒童遊戲室，

由專業幼兒體能教練團隊推廣幼兒體適

能，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成長；館內另

設置專為兒童設計的器材，提供安全的遊

戲環境，鍛鍊兒童反應神經與體能。

下一座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位於潭子，

預計11月27日開幕，打造綠建築場館，有

室內幼兒泳池與兒童遊戲室等專屬空間，

北屯、太平、豐原、清水中心也都在規劃

中。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 啟用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內設置幼兒

體適能工作室及兒童遊戲區，並為兒童規
劃多種運動課程，讓兒童學習體育技能，
發展對運動的興趣。

室內戶外運動一應俱全 大人、小孩同樂 預約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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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男神楊勇緯
東京奧運場上獲銀
牌，台中市政府警察
局與柔道男神合作
「霹靂台中伯仔×楊
勇緯� 反毒抽獎活
動」，拍攝系列
宣傳照片。

激勵台中運動員 國際賽獎金加碼

台中市推動區域治理，9月23日首

辦「共創新時代、擘劃中台灣」2021

區域治理線上論壇，邀中部7縣市地

方首長及多位專家學者探討區域共同

議題。

中台灣7縣市首長，包括台中市長

盧秀燕、南投縣長林明溱、彰化縣長

王惠美、苗栗縣長徐耀昌、新竹縣長

楊文科、雲林縣長張麗善、嘉義市長

黃敏惠，皆親自出席與會。

相關議題領域的專家學者也共襄盛

舉，包括氣象專家彭啟明教授、中山

醫大校長黃建寧、中興大學國際長張

嘉玲、台北醫大教授李崇僖、逢甲大

學教授林良泰、暨南大學校長武東星

等專家學者皆與會交流。

論壇討論六大議題包括「空汙環

保」「衛生醫療」「經濟行銷」防疫

照護」「交通建設」「觀光旅遊」，

7位縣市長出席發表合作宣言，市長

盧秀燕舉防疫為例，中部若有疫情即

互相通報，甚至分享醫療資源，提供

檢疫所容納須隔離檢疫民眾。

盧市長表示，2年前中台灣區域治

理平台從4縣市增加到7縣市，成效良

好，一個縣市好是不夠的，要7縣市

共好，才能為民眾創造最大幸福；這

是中台灣最重要的區域論壇，邀集產

官學界對話，從了解趨勢到制定策

略，攜手擘劃中台灣願景。

此外，9月27日，市長盧秀燕發表

「2021台中市自願檢視報告」，做好

2021國家卓越建設獎9月23日舉

行頒獎典禮，台中市公共工程再獲

肯定，一舉橫掃17個獎項，包含建

設局、交通局、水利局、地政局、

教育局、文化局、都發局、住宅處

等摘下2項卓越獎、7項金質獎、6

項優質獎，以及2項特別獎。

台中市政府獲2項卓越獎，包括

都發局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

第一期工程，以舊鐵道立體駁坎打

造為友善景觀步道奪最佳環境文化

類卓越獎；住宅處大里區光正段二

期社會住宅以三合院「埕」的概

念，利用錯層陽台搭配垂直牆版及

斜面串聯成綠帶，獲最佳社會住宅

類卓越獎。

獲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的有：

交通局沙鹿區沙田路立體停車場工

程，將延伸綠意至屋頂花園；建設

局大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打

造社區運動空間；教育局清水國小

透過金屬版斜屋頂與老校舍呼應，

以及西苑高中校園工程保有舊校舍

軸線增外部空間。

建設局南區長春國民運動中心興

建工程，活化整體景觀，獲最佳施

工品質類金質獎。文化局帝國製糖

廠台中營業所修復暨再利用工程，

結合湧泉公園生態成為民眾休閒去

處；台中纖維工藝博物館整修工

程，打造500公尺纖維綠帶，雙雙

奪下最佳環境文化類金質獎。

獲最佳規劃設計類優質獎的有：

交通局豐原轉運中心新建工程、南

屯區正心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建

設局市立仁愛之家興建多功能大樓

工程、地政局第13期市地重劃區內

滯洪池工程，及烏日前竹地區區段

徵收工程；水利局大里區大峰路防

災公園獲最佳文化類優質獎。

交通局中區興中立體停車場新建

工程，以垂直綠地公園化，奪最佳

規劃設計類特別獎；住宅處太平區

育賢段二期社會住宅，採用多孔隙

建築概念，拿下社會住宅類特別

獎。

牌有200萬元、銅牌100萬元、第四名

50萬元、第五名40萬元、第六名30萬

元、第七名20萬元、第八名10萬元，

八名以外的參賽選手可領取5萬元激

勵金。

帕運激勵金部分，金牌100萬元、

銀牌60萬元，銅牌40萬元，第四名30

萬元、第五名20萬元、第六名10萬

元；未獲得前六名的參賽選手，可領

取5萬元激勵金。

運動局長李昱叡指出，奧運是競技

運動的最高殿堂，集結了世界的運動

菁英，奧運參賽意味著選手達到了頂

尖運動選手的門檻，市府推動運動獎

勵措施革新已見成效，2019、2021年

度全國運動會台中皆名列全國第三、

2020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台中全國

第二、全民運動會台中市連續三屆全

國第一，202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台中市更奪下全國總冠軍。

盧市長說，每個家庭培育運動選手

都不容易，要參加4年一次的奧運，

更是無上光榮，選手的精彩表現，都

是平時不為人知紮實的努力，在最高

運動殿堂表現精彩，激勵國人，讓運

動的價值被彰顯。

她表示，在重新檢視台中市運動激

勵金額度後，決議「再加碼」，不只

是倍增，更是「數倍增」，只要參與

奧運及帕運的台中好手，都確保有參

賽獎金，藉此激勵優秀選手，為台中

爭光。

除了一次性體育獎金外，市府已於

2019年增訂「台中市績優運動選手培

訓獎助金」，從2019年全國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開始施行，獲

金、銀、銅牌選手每月都可領培訓獎

助金，以金牌為例，每月可獲1.2萬

元培訓獎助金，自行運用。

奧運激勵金大手筆加碼，以今年東

京奧運拿下奧運柔道銀牌的楊勇緯、

柔道獲得第七名的林真豪為例，分別

可獲200萬元及20萬元，最大漲幅達

20倍。

市府指出，原本來獲得金牌，獎金

從15萬元一口氣提升至300萬元，銀

台中推動區域合作 致力永續發展

奧運金牌15萬→300萬�銀牌9萬→200萬�銅牌6萬→100萬

台中市長盧秀燕針對台中運動選手加碼奧運、帕運激勵金，以東京奧運柔道銀牌的楊勇緯、柔道第七名的林真
豪為例，分別可獲200萬元及20萬元，獎金數倍增。�

台中市長盧秀燕（前排中）推動區域治理，結合中台灣7縣市首長與專家，推
動空污改善、垃圾處理、捷運交通等區域議題。

2021年第三屆台中購物節10月10日

起熱鬧登場！為了搭配中央振興券

發放，今年台中購物節推出超過3億

元現金獎項、超過6萬個紅包，加上

1戶千萬好宅。市長盧秀燕表示，今

年碰到中央發放振興五倍券，加乘效

果更大，歡迎民眾下載「台中購物節

APP」，消費登錄抽大獎！

經發局說明，今年台中購物節優惠

店家結合了實體店家與線上及電視、

電商購物平台，提供多元性的消費

方式。民眾於12月9日以前，在台中

市內店家消費並下載「台中購物節

APP」登錄發票，消費金額每累計滿

500元即獲1個抽獎序號，若於購物節

合作優惠店家，消費登錄發票金額以

3倍計算。

此次購物節獎項除了「天天抽

國家卓越建設獎

台中市府 勇奪17項大獎

台中市運動健兒今年在東京奧運

奪牌創佳績，市長盧秀燕9月正式宣

布，針對台中運動選手加碼奧運、帕

運激勵金，幅度「六都最多」，奧運

金牌15萬變300萬元、銀牌9萬變200

萬元、銅牌6萬變100萬元，例如拿下

銀牌的柔道好手楊勇緯，除了可領國

光獎金700萬元，台中市還額外頒發

銀牌獎金200萬元。

住宅處大里區光正段二期社會住宅以三合院「埕」的概念，利用錯層
陽台搭配垂直牆版及斜面串聯成綠帶，獲最佳社會住宅類卓越獎。

台灣柔道男神楊勇緯東京奧運場上

勇奪牌，台中市警察局與柔道男神合

作「霹靂台中伯仔×楊勇緯 反毒活

動」，並與霹靂泰迪熊留下最萌反毒

宣傳照，發布於台中市警察局臉書

粉絲團「TCPB局長室」。

台中市警局指出，楊勇緯以公

益性質拍攝反毒打詐平面宣傳

照，8月拍攝期間，團隊全程

落實防疫，楊勇緯在楊媽媽陪

同下到場拍攝。

TCPB局長室小編透露，楊勇

緯是位陽光大男孩，相當認同

反毒宣導，第一次穿上霹靂制服

難掩興奮，楊媽媽在旁也誇「好

帥、好帥」，透過引導，楊勇緯放

輕鬆與伯仔玩開了，才會有伯仔塞

進男神柔道服胸口的淘氣作品。

台中市警察局根據全國藥物濫用

調查發現，K他命已取代搖頭丸，成

為最常被使用的毒品，事實上，濫

用K他命恐罹患慢性間質性膀胱炎，

導致嚴重頻尿、小便疼痛、膀胱纖

維化等症狀，最後切除膀胱，包尿

布、掛尿袋度過餘生，大量吸食K他

命嚴重恐致命。

台中市警察局局長蔡蒼柏呼籲，民

眾務必建立「犯罪預防由我作起」（I 

Prevent Crime）觀念，學會拒絕毒品

預防六招，保障自身健康及安全：

一、絕對不好奇試用毒品。二、保

持正當生活作息。三、建立正確情緒

紓解方法。四、不靠藥物提神減肥。

五、遠離是非場所。六、不接受陌生

人香菸或飲料。

若發現家人、朋友有下列身體及行

為異常跡象，就要深入關懷、儘早發

現才能及早輔導：

一、黑眼圈。二、常昏睡、很難叫

醒。三、未感冒但經常流鼻水、吸鼻

水。四、精神恍惚。五、體重異常減

輕。六、金錢花費異常。七、常跑廁

所。

搶振興券商機 台中購物節加碼3億現金抽
APP登錄台中消費發票�可獲抽獎機會 

城市永續管理，打造台中邁向宜居城

市之路。

聯合國2015年訂定17項永續發展目

標，內容涵蓋環境、社會及經濟三大

面向。

盧市長表示，每個目標都是永續城

市不可或缺的，市府訂定103項指標

及106項計畫，今年9月27日推出第1

版台中市自願檢視報告。

台中市政府今年1月簽署氣候緊急

宣言，提出「永續168目標策略」，

設定六項亮點政策目標，致力打造

台中成為無煤城市的決心。接下來

發表台中市永續發展的「自願檢視

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呈現台中永續發展現況、成

果、目標及未來願景。

「人照顧好了，才能拚經濟！」盧

市長呼應聯合國「不遺漏任何人」措

施，上任後推動公幼公托倍增，為年

輕家庭提供後盾，恢復65歲以上長者

健保津貼、社會住宅等等政策，減輕

老、中、青負擔，設定2030年內增

130班公幼、60家公托，健全托育環

境，希望讓台中的孩子快樂成長，家

長也安心，老幼無憂。

疫情衝擊全球的永續發展，台中市

提出防疫專章，以超前部署、跨域合

作為防疫基本方針，透過「疫情監

測，即時應變」、「社區防疫，醫療

整備」、「挹注資源、多元紓困」、

「運用科技、生活無礙」、「關懷服

務、齊力抗疫」、「交通運輸、全面

防疫」等防疫6大方針，減低衝擊，

透過各項紓困方案協助市民度過疫情

危機。

5000元」(每天1000組)、「週週抽

10萬」(每週10組)、「月月抽百萬

現金」(每月2組)，更提供壓軸大獎

「千萬好宅」1戶，加碼獎金超過3

億元。

今年購物節更增加「市民專屬抽」

與「地區限定抽」獎項。「市民專屬

抽」額外為台中市民提供週週抽2組

10萬元現金，月月抽1組百萬元現

金，歡迎全國民眾到台中消費，台

中市民更要拿振興券換現金 !

「地區限定抽」則從1000組「天

天抽5000元」中，專門規劃100組給

在大安、石岡、外埔、新社、和平、東

勢、大肚、神岡、霧峰、龍井等10區消

費的民眾，刺激當地買氣。

據經發局統計，截至11月10日

止，發票登錄金額已達112億元，

APP下載量也破95萬次，金額比去年

大幅成長，顯示今年民眾參預購物

節較踴躍，預期為台中市消費帶來

助益。

都發局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第一期工程，以舊鐵道立體駁坎打造
為友善景觀步道，奪最佳環境文化類卓越獎。
� （圖片由上典景觀實業有限公司提供）

➡台中購物節除了提供超
過3億元現金及1戶「千萬
好宅」大獎，更增加「市
民專屬抽」與「地區限定
抽」，增加市民與偏鄉地
區中獎機會。（下載台中
購物節APP，請掃左方�QR�
Code。）

柔道男神反毒 楊勇緯帥氣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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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影印在

白紙上，畫好

後可於12/20前

（以郵戳為憑）

寄至台中市政府

新聞局行銷企劃

科(407610台中

市西屯區台灣大

道3段99號文心

樓8樓），前50

名寄回者將可獲

得精美小禮物。

漾台中

石虎家族Love&Life

推廣閱讀，台中市立圖書館推出「家家

有個小書房」主題活動，邀請名人「開

箱」家中書房景緻。市長盧秀燕分享自己

的書房是放鬆寧靜的思考空間，作家劉克

襄有一間「我的野性書房」，詩人李長青

取名「書房碎念」，各有特色。

台中市立圖書館「家家有個小書房」目

前有16位各界名人分享自己的書房。在市

長盧秀燕心中，書房非常重要，是放鬆、

寧靜思考的空間，也是激發施政創意的平

台，她期許台灣首座美術館、圖書館共構

的「台中綠美圖」2022年完工後，成為市

民朋友的大書房。

盧市長習慣結束整天的工作後，在晚上

閱讀不同主題的書，不但加強各種知識，

也能沉澱心靈，也常在書中「靈光一閃」

找到推動市政發展的好點子，她相信閱讀

可提升思考與判斷力，透過閱讀文字，讓

腦袋和心靈沉澱下來，再來思考問題，就

容易領悟與找到處理的方式。

知名旅遊作家劉克襄「野性書房」呈

現他隨興、熱愛自由的浪漫。他習慣買

書，書架已無空間，已堆出好幾棟「101

書樓」，喜愛野外旅行又會帶回枯枝、礦

石、動物骨骸，自嘲「書房雜亂如博物學

家的工作室」，但他說，書架若過於雜

亂，閱讀和寫作都會受影響，也會找不到

書，現在會整理一個寬敞空間轉換轉心

情，繪畫也生氣勃勃。

詩人李長青「書房碎念」把每一本心愛

的書都當作寶物收藏，更透露自己晴耕雨

讀的小秘密，喜歡在有冷氣的空間寫作，

覺得人處在低溫環境時靈感較豐富，也分

享「買書千萬要節制，需要買再買，向圖

書館借書是好選擇。」

最新一位開箱書房的作家是從馬來西亞

來到台灣的新住民作家梁金群，她比喻自

己有一間「漂浮書房」。她分享自己嗜書

如命，從家鄉離開時，行李中沒有書，因

為知道「不需要」帶書，台灣有世界最大

的「中文書市場」。

梁金群生長在北馬雨林邊陲的貧窮農

村，是家中第10個小孩，父親是文盲，從

事割橡膠工作，中年時期在時代潮流下涉

入政治場域，家裡開始有讀書會的組織運

作，父親布置了一個嶄新的閱讀空間，開

啟閱讀美妙的經驗，也確認自己的志向在

遠方，要遷徙、書寫、離散是命定的功課。

台中市立圖書館長張曉玲說，名人書房

分享他們長期閱讀的習慣，怎麼造就一個

人生命的厚度與深度，才推出「家家有個

小書房」。

推廣閱讀 名人書房開箱
旅遊作家劉克襄、詩人李長青、新住民作家梁金群等�分享閱讀習慣

作家劉克襄習慣趁寒假回顧一年來的好書，若有尚未閱讀的盡量買回來，自嘲房子的
書籍已堆出好幾棟「101書樓」。�

市長盧秀燕在結束整天工作後，找時間閱
讀書籍沉澱心靈，也常在書中「靈光一
閃」找到推動市政發展的好點子。

詩人李長青的書房藏書過滿，他分享「買
書千萬要節制，需要買再買，向圖書館借
書是好選擇。」

活動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