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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美地遇見電影夢鄉
週末早上，先參加完一場接待外賓的早餐會後，獨自駕車前往新社迎接另
一群來做公益的社團友人。從草悟道一路往北而行，路樹相陪，車程順暢，不
覺間提前抵達目的地，巡線往前找朋友，發現來自北方都城的朋友們，竟都沉
醉在摘採香菇的農村樂中，完全無法自拔於已大包小袋了不少戰利品的觀光菇
園中。
朋友們直嘆新社美好有趣，但也惋惜他們來早了一步，因為一年一度全臺
最盛大的新社花海節尚未登場！為免遺憾，大家相約，到時值得再來一趟。由
此也可想見，屆時各地的愛花人都將不遠千里，趕赴新社這場由姹紫嫣紅的波
斯菊、火鶴、海芋、向日葵等等花仙子們所共同彩繪的繽紛盛宴。
其實，近幾年來臺中許多山區都早已成了花朵綻放的基地，縣市合併後的
臺中市雖有都會區的繁榮，但同時也是花卉的生產重地，拜地形、地物與氣候
之賜，臺中市兼具都市、平原與山區的豐厚資源，不管是切花或盆栽，都創造
出相當亮眼的花經濟。花見新世界，小小一朵花可打造魅力無窮的花美地，並
還構築出另一塊不可忽視的花卉版圖。
在花美地築電影夢，顯然也已不是空想。國際導演李安執導的3D奇幻鉅作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甫推出預告就贏得滿堂彩，身為臺中人倍感榮焉，因為
這部影片七成都在臺中取景拍攝。李安在試片記者會中對全球媒體說，沒有臺
灣，就沒有這部電影，而李安也在臺中更實現了他的3D電影夢。去年，李安率
領數百位好萊塢團隊至臺中拍片，他帶來的不僅是最新的電影拍攝技術、硬體
科技及道具製作等，也對臺灣電影產生不少刺激，甚至觸發了成立中臺灣電影
推廣園區的契機和規劃，對中臺灣電影推廣、教育等功能及電影產業的歷史和
發展更是大有助益，影響十分深遠。李安與臺中，都因此而觸動，也讓臺中從
此落實成電影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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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世界拚經濟
城市與花草，向來密不可分。十年前，新社人
不曾想過，有一天，全臺灣的人會為了看花不
遠千里而來，當年的一個小小的改變，開創出
現在每年超過新臺幣10億元的商機；現在，臺
中人何其有幸，遠渡重洋的花博來了，百花齊
放的城市閃耀著七彩的光芒；十年後，遍地開
花的臺中將可以昂首驕傲地說：「我用一朵花
征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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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見 新 勢力

文 明智 攝影 羅友辰 楊智仁 呂可喜 圖片提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場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 英國詩人威廉姆•布萊克 William Blake《天真之歌》~
年，在新社播下的那顆小小的種子，悄悄地在

臺幣 10 億元的商機；現在，臺中人何其有幸，遠渡

大地萌芽，竄出頭窺探這個世界；經過多年孕

重洋的花博來了，百花齊放的城市閃耀著七彩的

當

育、茁壯，種子變成了一朵花，直衝天際，蔓延、再

光芒；十年後，遍地開花的臺中將可以昂首驕

蔓延，伸展、再伸展，鋪天蓋地而來，直到蒼穹也成

傲地說：「我用一朵花征服了全世界！」

了一朵瑰麗的花，整個宇宙都為花兒感動。
城市與花草，向來密不可分。十年前，新社人不
曾想過，有一天，全臺灣的人會為了看花不遠千里而
來，當年的一個小小的改變，開創出現在每年超過新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NO.20 ENJOYING TAICHUNG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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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綻放
花卉孕育生產地圖
循著山的稜線，從臺中市區行至大坑攀上新社山區，沿著山路蜿蜒而下至東勢、石岡到后里，
一路上除了風光明媚外，隱藏在好山好水中、含苞待放的花兒正悄悄地向遊客招手，
整個臺中山區地圖就是花朵綻放的基地，正等待著有心人帶「她」回家。

灣中部地區是主要的花卉生產區，全省五大花

中以文心蘭、百合、唐菖蒲（劍蘭）和火鶴為最大宗。

卉批發市場，包括臺北、臺中、彰化、臺南和

其中劍蘭的栽種面積達到 102 公頃，去年總產量

高雄，其中就有兩個批發市場位於中部地區，尤其讓

有 1,831 千打，年產值可達新臺幣 1 億多元；文心蘭

人詫異的是位於都會區的臺中市，同時也是花卉的生

的栽種面積雖然只有 64 公頃，總產量 1,596 千打，產

產重地，這是因為拜臺中的地形、地物與氣候之賜，

值卻高達新臺幣 2 億 3 千多萬，是經濟價值相當高的

讓臺中兼具都市、平原與山區的豐厚條件。

花卉品種。

臺

高經濟花卉 商機無限大

種面積將近 200 公頃，總產量將近 4,000 千打，年產

臺中地區的花卉市場分為切花與盆花，切花部分

值近逼新臺幣 10 億元。此外，火鶴的生產面積也有

的花種包括劍蘭、百合、玫瑰、天堂鳥、非洲菊、蝴

27 公頃，每年 773 千打的總產量，為花農開創出 1 億

蝶蘭、文心蘭、火鶴、彩色海芋等，而盆花則以文心

元的商機。

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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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創造出高經濟價值的花卉品種是百合，栽

新社地區因為海拔較高，以栽種文心蘭為主。而

根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臺

后里位於大甲溪與大安溪之間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中最主要的花卉生產區位於新社和后里兩大區塊，其

不但土壤肥沃，且有豐沛水源，年平均氣溫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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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事改編，男主角黃裕翔戲裡戲外的家都在臺中，
片中黃裕翔的父母是新社的文心蘭花農，與喜歡跳舞
的女主角張榕容一起回到新社老家，倘佯在一片黃色
花海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
由於文心蘭的外觀意象宛如一位跳舞的女子，所
以又稱作「跳舞蘭」，彷彿冥冥之中男主角註定要與
愛跳舞的女主角相遇，在花海的山居歲月，讓兩人的
友誼更上一層樓。
跟隨著電影《逆光飛翔》的腳步，造訪拍攝電影
的場景，位於新社安石園旁一處寧靜的文心蘭花圃，
正值文心蘭的盛產期，滿園穿著黃色舞衣的女孩，丰
姿綽約展現迷人的舞姿，花農吳忠勳正在園子裡採收
盛開豔黃的文心蘭，談起去年底拍攝團隊進駐他的花
園拍攝的情形，第一次見到李烈等大明星，很開心，
而且拍攝團隊預先前來勘景就看了好多遍，非常謹
慎，9 月 18 日還應邀參加了臺中的首映會。
本身是臺中市花卉產銷第三班班長的吳忠勳更分
享了種植文心蘭的甘苦，他表示，文心蘭因為花型外
觀討喜，具有亞熱帶花卉的特色，頗受國際市場青睞，
新社、后里地區栽種文心蘭的產量為全臺之冠，因為
品質優良，大部分外銷日本，主要以切花為主，經過
產期調節，目前維持全年供貨。

臺中文心蘭大部分外銷日本，是經濟價值很高的花卉。

不管在氣溫及相對濕度均等條件上，非常適合花卉生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長，而后里地區主要生產的花卉有百合、劍蘭、文心
蘭和火鶴等，花卉產業年產值超過新臺幣 30 億元，
根據后里區農會統計，后里目前花卉種植面積及產量
已居全國第二位。

文心蘭討喜 電影也著迷
景拍攝的電影《逆光飛翔》，繼入圍釜山影展後，還
將代表臺灣角逐 2013 年第 85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消息傳來，讓新社的文心蘭花農與有榮焉，期盼新社
的文心蘭有機會可以躍上國際舞臺，進軍好萊塢，讓
全世界都看得到。
電影《逆光飛翔》取材自盲生鋼琴家黃裕翔的真

花卉之美人人愛，開得燦爛的天使花，在豔陽下特別迷人。

NO.20 ENJOYING TAICHUNG

臺中的花卉之美，讓電影也著迷。在臺中新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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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農吳忠勳正在園子裡採收盛開豔黃的文心蘭。
2. 種苗改良繁殖場副研究員劉明宗解說彩色海芋和彩葉芋的不同。
3. 種苗改良繁殖場裡研究人員工作的情形。

除此之外，文心蘭採珠胚（無性）繁殖，一株文
心蘭最高可以維持十年年限，栽種到第二年，開花率
可達百分之百，第三年更呈現倍數成長，然後逐年下
滑。種植文心蘭最怕蟲害，每年 9、10 月易罹患「紅
斑」，11、12 月遇雨且溫度降低就容易遭受「灰黴」，
因為種植密集，只要罹病就易全軍覆沒，所以花農即
便沒有採收施肥，也必須天天到園子裡「巡邏」，非
常辛苦。
雖然照顧文心蘭相當辛苦，但相對經濟價值比其
3

他農作物要高，根據民間統計，估計民國 101 年全臺
灣種植文心蘭面積達 4,000 公頃，比去年增加一倍，

細心勤呵護 最怕蟲傷害
文心蘭的生產期約八個月為一個週期，平均一年

每年也的確有不少盈餘可以分紅，同時更造就了當地
的就業機會。

半開花兩次，各地區因氣候條件不同，採收時間也不

他指出，未來，誰能降低成本，誰就是贏家，目

同，臺中地區從 5、6 月就開始採收，9 月至 11 月進

前各產銷班以自己的集貨地分銷，臺中地區若能整合

入盛產期，但每年的 12 月至翌年的 4 月，批發價最

一處大的營運場，容納產區所有的花卉，採共同集貨、

高，主要是因應外銷國日本的民俗文化，12 月底過

共同運銷方式，將有效降低花農的運送成本。

年和聖誕節是重頭戲，2 月開學和 3 月份的春分節氣，
都是日人花卉需求量最大的時候。一年約有半年是旺
季，半年是淡季，像現在雖然是盛產期，卻是文心蘭
的淡季，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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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有不少花農轉種文心蘭。事實上，產銷班

專業種苗場 花朵的搖籃
一年一度的新社花海節已經成為許多人引頸期盼
的節日，但花海節的誕生與孕育花朵的種苗場息息相

F

關。很多人不知道，設置在新社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
苗改良繁殖場可以說是孕育花種的搖籃，不斷創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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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黃少鵬指出，花海節的開端原本只是一般的機關開
放日，當時週休二日已然成熟，休閒農業興盛，為了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的創立溯源自日

合政府機關開放日政策，種苗場施以自家倉庫裡的綠肥

治時代，當時根據新渡戶博士等多位日本專家調查後發

種子，讓前來參觀的民眾可以沉浸在整片黃澄澄的油菜

現，在新社大南莊附近一帶最適合高地蔗苗的養成，

花田中，無心插柳的動作卻大受好評，賞心悅目的花

為了發展甘蔗產業及供應優良蔗苗，大正二年（西元

海，成為民眾拍照的好去處，一時之間傳遍鄰里。

1913 年）9 月發布成立臺灣總督府蔗苗養成所，同年

在新社當地休閒產業和觀光業者的協助下，本來的

並於 11 月 11 日正式成立大苗莊蔗苗養成所，之後，

兩天機關開放日擴大變成了全臺聞名整個月的花海節。

便於馬力埔、大南、水底寮、仙唐坪（石岡）設置農場，

七年前，種苗場工作人員覺得光是油菜花田顯得單調，

為種苗場的前身。

便改灑波斯菊（景觀性綠肥）取代油菜花，另外栽種 2

苗繁殖場，除了種植甘蔗以外，逐漸趨向多樣化種苗生
年，為配合政府政策，曾提撥出 373 餘公頃的耕地作
為安置大肚山新移民定居之用，但後來又配合耕者有其
田及公地放領政策，陸續將原有的耕地放領出來，只保
留了 105 公頃作為種苗生產及改良之用。
經過多次轉型，到了五○年代，種苗場主要業務以

D

公頃的薰衣草田，那年，薰衣草大流行，新社花海打響
第一炮，從此，花海節參觀人數年年倍增，從第一年的
2、30 萬人，第二年達 6、70 萬人，到第三年突破百萬
人次，去年已經達到 150 萬人次。小小的一朵花，卻開
創了大大的觀光旅遊商機。
種苗場肩負農作物價值鏈上游的任務，當民眾在市
場上看見美麗的臺灣新品種花卉時，都可能是在新社種
苗場裡默默埋首實驗室研究人員的功勞。種苗改良繁殖
場副研究員劉明宗在彩葉芋田裡解說彩色海芋和彩葉芋

生產雜交玉米、高粱種子為主，並先後成立生產課、業

的不同，同樣是觀賞作用，彩色海芋一般是觀賞花朵，

務課及技術室，除生產玉米、高粱種子外，還發展蔬菜

但彩葉芋看的可是色彩斑斕的葉子，一個賞花，一個觀

花卉作物的育種及採種試驗工作，奠定了目前試驗研究

葉，各有千秋。

工作的基礎。

L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技術服務室

繁殖育種，幾乎都出自此處。

產，民國 41 年更名為農林廳種苗繁殖場，到了民國 45

R

休閒風興起 帶動賞花潮

發，臺中地區生產的百合、劍蘭和海芋等球根性花卉的

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後更名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蔗

O

不同於臺北陽明山以白色海芋著稱，新社的彩色海

民國 70 年再度更名為農林廳種苗改良繁殖場，配

芋發展出紅橙黃綠藍靛紫黑各種顏色，同時透過農業生

合執行政府稻田轉作、綠肥作物推廣水旱田輪作等重大

技和生物技術，輔助育種予以量產繁殖，依據性狀基因

政策，大量採種供應玉米、高粱及綠肥種子，並從事園

檢測，不受氣候變遷等環境因素影響，縮短育種年限。

藝作物種苗生產與研究工作、園藝作物品種改良等，亦

溫室裡綻放出一朵難得的新品種「桃姬」，看著辛勤的

成立品管室，專做種子品質管制工作。民國 88 年精省

努力有了成果，就足以讓像劉明宗這樣的研究人員有繼

後改為隸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續向前邁進的動力。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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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舉辦的新社花海節已經成為許多人引頸期盼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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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飛舞
從拍賣市場到個性小店
「翻滾吧，花朵！」當花朵不只是花朵，沙漠玫瑰也不是幻影；
現代人的新寵物 -- 多肉植物與仙人掌，是花也不是花，但卻陪伴了寂寞的心靈。
而這一方，滿天飛舞的花朵在輸送帶上競豔，準備待價而沽，等待今晚，花落誰家？

每

天下午 4 點，臺中花卉市場熱鬧滾滾，來自全

子看板和花卉，然後按下心目中的理想「花」選，當看板

臺各地產區的花卉集中運送到此待價而沽，工

上顯示「成交」的紅色字樣時，叮咚、叮咚，「花落誰家？」

作人員忙著將一箱箱鮮花搬上輸送帶，花朵正等著用

一切塵埃落定，花農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最嬌豔欲滴的姿態開箱展現給世人，這裡是臺中花卉
拍賣市場、全臺灣五大花卉拍賣集散地之一。

競相爭嬌豔 花兒落誰家
宛如走入「決戰伸展臺」上的模特兒，身穿七彩
霓裳在時尚的秀場上競相爭豔，中秋節的前一天，伸

10

負責花卉市場拍賣作業的臺灣區花卉運銷合作社純粹
由花農組成，早在民國 82 年 9 月就成立，第二年臺中市政
府同意租借位於惠文路上的「市 81 號地」作為臺中市花卉
批發市場辦理切花拍賣等業務，民國 84 年 1 月落成啟用，
鄰近花店林立，從此「惠文花市」名號不逕而走，成為臺
中市民的買花聖地。

展臺上展示著紅玫瑰、白百合和黃菊花……三名訓練

惠文花市所在的「市 81」用地租約到期，臺中市政府

有素的拍賣員動作迅速地輪番取出花卉展示，口中不

推動 BOT 計畫標售該筆土地，去年由國泰人壽與 IKEA 合

斷宣傳著正在拍賣的花卉「履歷」，頭頂上斗大的電

組的團隊得標，規劃為 IKEA 在臺灣最大的旗艦店，花市面

子看板上也顯示出「是什麼花？花從哪裡來？是誰種

臨搬遷，所幸市府協助在南屯區大墩 11 街與永春東七路口

的？今天起拍的拍賣價？」採購者目不轉睛地盯著電

覓得土地，興建臨時市場，今年 5 月中旬搬遷至新址。

F

L

O

W

E

R

W

O

R

L

D

許多惠文花市的忠實支持者不知道花市搬家了，前
往惠文路撲了個空，花店生意大打折扣，不過，這幾個
月人潮有回溫現象，趁著中秋節假期，不少民眾到花市
尋找心目中的「桃花源」。
臺灣區花卉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陳俊龍表示，目前
合作社社員約有 1,500 人，社員分布廣泛，甚至遠至高
屏地區的花農都有，不過還是以中部地區為主，佔整體
社員一半以上。

花拍產值大 市場價格穩
花卉市場每年創造出驚人的經濟產值，年拍賣金額
高達新臺幣 3、4 億元，平均每月交易金額約為新臺幣
2,800 萬到 3,500 萬之間，去年（民國 100 年）的總金
額就有新臺幣 4 億 2,500 百萬元，而且最值得稱頌的是，
花農所種植的花卉有九成五直接進入拍賣市場，可見得
花農對合作社的信任。
拍賣花卉是一門學問！臺灣區花卉運銷合作社拍賣
課副課長楊東賢指出，一位合格的拍賣員需要有好的操
守、反應敏捷且對花卉市場資訊靈敏，每天開拍前必須
先做功課，參考今日的到貨量、承銷人員的多寡和市場
狀況來開價，通常一位拍賣員必須培訓一至兩年才能正
式上場。以前就曾有過新手拍賣員因為沒有把所拍賣的
花卉瑕疵說清楚、講明白，承銷商更改收購價格，該名
拍賣員只得自掏腰包賠償差價損失。
有別於一般交易市場，花卉拍賣價格是「由上往下」
拍，從高價開始喊到低價，若低於底價價格就流標，拍
賣的花卉依規定必須予以銷毀。目前臺灣區花卉運銷合
作社共有八位拍賣員輪流負責每日花卉拍賣，一共分為
三條主線拍賣交易，區分為百合、玫瑰與菊花三大類別，
一箱箱從產地直送的新鮮花卉通過輸送帶等待競標。

其中又以百合數量為最大宗。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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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卉拍賣場上的競標者競價的情景。
2. 臺中花卉拍賣場上競相爭豔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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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草悟道上的另類花店「綠色寵物屋」。
2. 美村路 117 巷內的「小巷」花草店。

金會所開設的花店，充滿綠意和陽光，卻看不見太多花
朵，裡頭有著一小盆一小盆可愛的多肉植物盆栽，是店
裡的人氣商品。由於多肉植物莖葉肥大，飽滿肥厚的葉
子能儲存大量水分，耐旱性佳，可以不用天天澆水，所
以又稱為懶人植物，成為上班族踏入園藝世界的入門。
花店的名字也很特殊，不直呼花店，卻叫「綠色寵
2

物屋」（Green Pet House），中華花藝研究推廣基金
會會長吳善媛表示，那是因為草悟道是許多家中飼養寵
物的民眾前來休憩的地方，基金會希望民眾可以把花卉

特色個性店 推廣綠色寵物
一朵沙漠玫瑰在草悟道上綻放著！多肉植物因
為種類繁多、造型特殊且容易照顧，坊間傳言可預
防小人與隔絕電腦輻射，雖無科學根據，但這幾年
已興起一股種植多肉植物的風氣，坊間花店也開始
販售起各種造型小巧可愛的多肉植物，成為花卉市

也當作家中「寵物」飼養、細心呵護，透過與花草的對話，
推廣花藝文化和生活美學到一般家庭，而多肉植物正好
符合「養寵物」的特質。更由於花店地處勤美術館旁，
是年輕人聚集之處，不佔空間且價格不高的小盆栽多肉
植物，易成為年輕人相互送禮的選項之一。基金會同時
也開闢 DIY 簡易花藝與多肉植物組合課程，每週二、四、
六、日定期開課。

場的另類顯學。
草悟道上的「勤美術館」旁有間另類花店，與

12

專賣獨特感 滿足不一樣

這座以「有機體」著稱的無疆界美術館異曲同工，

拐個彎進入草悟道旁的美村路 117 巷內，就叫「小

透明玻璃屋花店充滿了生機。有別於一般花店裡擺

巷」的小店內人聲鼎沸，相隔不到 500 公尺又有一間多

滿各式切花，這間由財團法人中華花藝研究推廣基

肉植物專賣店，小店裡聚集了許多年輕人，到這裡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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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切磋種植心得，店裡提供「量身訂作」，從多樣化

需要太強光線的品種，但龍舌蘭科、大戟科和仙人掌

組合的多肉植物到各類花盆的選擇，都可以依隨顧客

科就需要強光。

喜好打造，充分滿足年輕人就是要和別人不一樣的獨
特感。
另一方面，一群熱愛多肉植物的同好成立了臺灣
仙人掌與多肉植物協會，現任會長何陽修是一名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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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植物的變化多端，有時突然迸出一朵黃色小
花，有時發現葉面上變化出的紋路，讓人「讀它千遍
也不厭倦」。秋高氣爽的季節非常適合種植多肉植物，
尤其臺中天候宜人，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入門。

植物的愛好者，靠著興趣支撐，二十多年來蒐集培養
了超過 1,500 種以上的多肉植物。
與妻子同念園藝科系的何陽修，因緣際會愛上多
肉植物，一開始只是想要利用門廊下的空間種一些和
別人不一樣的植物，而多肉植物的稀有性和多樣化讓

賞花秘境報你知

人容易有成就感，沒想到竟讓他一頭鑽進多肉植物的
世界後便一發不可收拾。他笑說，就像女孩子喜歡名
牌包一樣，看上的東西，朝思暮想，即便要排隊擠破
頭，也非要到手不可，真的有點走火入魔。
「愛到卡慘死！」何陽修這麼形容自己對多肉植
物的執著。曾經，為了一棵稀有的「稻妻萬象」（蘆
薈科），著迷於它白色的閃電斑紋，他花了一個月薪
水遠赴日本蒐集，只為了滿足曾經擁有的感覺。
在他的多肉植物園內，可以看見包括景天科、龍
舌蘭科、大戟科、夾竹桃科、百合科等各式各樣平常
難得一見的種類，常見的多肉植物包括石蓮、月兔耳、

大坑地區滿山滿谷的櫻花盛開。

蘆薈、玉露等，而仙人掌則以外型來辨認，像是團扇
型、球型、柱型、手指型等，各有千秋。
一般人以為多肉植物就是在沙漠的熱帶植物，其
實，並不是所有多肉植物越熱越適合生長，有時太熱
反而會無法適應，像是蘆薈科的沃牛和鷹爪草屬就不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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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已興起一股種植多肉植物的風氣。

除了七彩繽紛的新社花海節年度盛會外，臺中還開創了
薰衣草與紫藤花的紫色奇蹟，以及滿山櫻花的火紅盛宴花海
奇蹟，壯麗的花海景觀，每年花季吸引人山人海的遊客前來
賞花。
炙熱火紅盛開的櫻花一直是臺灣人的最愛，臺中的後花
園大坑地區有多處秘境可供賞櫻，包括濁水巷近連坑巷附
近、東山樂園後方、橫坑巷武廟育化堂後方，及竹坑巷、大
湖巷一帶，每處都有數千株櫻花盛開，但其中最受矚目的莫
過於濁水巷接近善本巖的櫻花林，從事建築業的王姓主人，
多年前在這塊私人土地沿著谷地大量植栽了五千棵櫻花樹，
去年櫻花盛開，地主毫不藏私地免費提供遊客入園參觀，透
過媒體報導後，大量遊客湧入，成為新興熱門賞花景點。
緊跟在櫻花季之後的薰衣草與紫藤花，在春陽下開始綻
放花顏，新社薰衣草森林兩個女孩開創的紫色奇蹟，已然成
為遊客到新社必朝聖的景點，整片植栽的薰衣草田，每年 1、
2 月盛開，讓國人不用遠赴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可以就近觀
賞到整片紫色花海。
除了新社的紫色花海，到了 3、4 月春天花季，和平區
武陵農場山莊裡的迴廊和走道浪漫的紫藤花全數盛開，彷彿
走進特別為新人布置的婚禮會場，向下垂懸的藍紫色花朵攀
附在咖啡色木製的迴廊牆柱上，浪漫得令人有想婚的念頭。
由於臺灣人愛賞櫻花和梅花，全臺可以賞櫻花的地點眾
多，但紫藤在臺灣並不常見，所以倍顯珍貴。紫藤屬於溫帶
攀緣花木，美麗的紫藤花只開在臺灣中海拔山區，武陵山莊
裡紫藤花海圍繞著山莊中庭，成串的紫色花瓣宛如葡萄，又
宛如飛舞的紫色蝴蝶，煞是好看。其實，武陵的賞花季依序
從 1 至 4 月有梅花、山櫻和吉野櫻、紫藤、桃花和梨花可以
觀賞，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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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盛宴
花博、花海、花毯與農博繽紛登場
Little Prince 是一位幸福使者，他旅行於太空中所有的星球，所到之處皆留下幸福與愛。
有天，他來到了地球，看到了臺中這塊美麗的淨土，在這一大片土地上，竟然有一朵美麗的小花盛開，
小王子覺得這裡非常有潛力，於是，決定改造這裡，申辦國際花卉博覽會。

臺

中市政府以「小王子夢想中的花博」向「國際

在申辦花博的簡報中，臺中市長胡志強化身「幸

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成功申請「2018 年國

福使者小王子（Little Prince Hu）」，告訴世人臺

際花卉博覽會」主辦權，有別於臺北花博一次性使用，

中有什麼條件可以舉辦花博。小王子說，因為，臺

未來臺中花博的舉辦地點將設在花卉生產區后里，花

中是全國票選最適宜居住的城市；因為，臺中有著

博結束後，所有的設施至少保留三分之二作為永久花

山海花都的絕妙體驗；因為，臺中是文化創意之城、

博紀念公園，對花農和在地產業有長遠助益。

是亞洲建築新都，更擁有未來的城市地標；因為，

花博在臺中 2018 后里見
為爭取西元 2018 年的花博主辦權，臺中市政府
透過臺灣的 AIPH 會員「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提出

14

臺中是薩克斯風的故鄉、臺中媽祖文化的信仰圈歷
史悠久；更因為，臺中人享有低碳、綠能和樂活的
生活。
當然，臺中更是花卉的故鄉。根據資料顯示，

申請，由副市長徐中雄率隊前往荷蘭參加 AIPH 秋季

臺灣花卉外銷總值達 1 億 7,592 萬美元（約新臺幣

會議，順利獲得委員會同意，「2018 國際花卉博覽會」

50 億元），而臺中佔全臺灣花卉總產量約 13%，且

舉辦時間暫定為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至 民國 108 年

緊鄰彰化、南投等臺灣園藝重要生產基地，可產生

4 月 30 日止，展期半年。

群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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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后里區規劃花博的基地面積共為 81 公頃，
其中包括 43 公頃閒置的軍營保留地、原為垃圾掩埋
場的 22 公頃環保公園，以及后里馬場的 16 公頃土地。
展覽的主題為「花與花園、當東方遇上西方」，分為
「人與自然」、「人與文化」、「人與環境」三大主軸。
此外，臺中花博所使用的花卉及景觀植物九成以
上將採國內花卉，估計可提升國內花卉產值一成五，
而花博帶入的觀光人潮將可望增加兩萬個工作機會，
同時促進當地餐飲、住宿及交通等商業繁榮。未來以
后里花博基地創造出的永久性花博紀念公園，將有可
能使后里地區因花博變更都市計畫成為商業與綠色住
宅區，甚至進一步成為大臺中全新的副都心。

數大便是美 全民瘋花海
臺中新社花海節全臺聞名，去年慶祝臺中縣市合
併且欣逢建國一百年，首度將花海節與花毯節結合，
創造出空前人潮，今年臺中市更展開雙臂迎接彰化、
南投等中部縣市，聯合舉辦「中部農業博覽會」，成
為花海、花毯與農博三合一的大盛會。
堂堂邁入第七年的新社花海節，今年訂於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6 日舉行，將以「新社花海行 ，新花
讚 FUN 好農情」為主題，新社農委會第二種苗場提
供 50 公頃土地，其中花海區約佔 35 公頃、花毯區 1.9
公頃，中臺灣農業博覽會和大臺中美食區及農特產品
展售區約 3.7 公頃，此外，還劃設了廣達 8 公頃的停
車區，以抒解大批車輛湧入一位難求的困擾。

新社花海展現數大便是美的氣魄。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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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海節的景觀布置充滿童趣。
2. 利用花卉、植物設計出來的農村造景，生動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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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大便是美！」為了不辜負每年期待與花海
競豔、拍照取景的民眾，新社種苗場今年同樣會

花博開講

植栽大面積的花海供遊客觀賞，包括向日葵、波
斯菊、太陽麻等大片花海景觀，而文心蘭、百合、
彩色海芋等臺中當地盛產的花卉也一定不會缺席。
此外，各單位還設置了「花現西番蓮」、「梅
蘭竹菊」、「世紀繁華」、「森活低碳」、「農
村溜起來」、「生活美學」等主題館。種苗場表示，
去年是建國一百年，而今年則是種苗場建館一百
年，在「世紀繁華」館內將展出種苗場的百年回

花農的看法：

后里百合花農 陳俊龍
本身也是花農的陳俊龍對於臺中申辦花博樂
觀其成，他表示一直以來，后里沒有指標性建
設，肇因於台糖和國防部的土地阻礙了發展，
因為花博讓后里有了「再造新市政」的曙光，
尤其辦在花卉產區，對地方花農幫助十分大。

顧，其中有許多珍貴的老照片。而因為加入農博，

新社文心蘭花農 吳忠勳

今年的農特產品展售區將擴大攤位，讓民眾有更

在臺中辦花博，當然支持啦！但希望可以多多
照顧當地花農，對於臺中的主要花卉一定要設
立專區，最好設立大型的文心蘭花卉專區。

多選擇。
以「城市行銷」為主的花毯節，今年以民間信
仰「媽祖」為入口意象，兩旁搭配 Q 版千里眼、
順風耳以及花仙子，同時以雙花毯呈現，一張「生
命樹花毯」和一張「陽光花毯」，兩張美麗的花
毯將迆灑在新社大地，生命樹花毯搭配七彩線條，
象徵臺中是一個藝文、低碳、友善、觀光、智慧、
美食和農業等七種元素兼具的都市，在進入生命
樹花毯前，先穿越「心想事成」隧道，將所有煩
惱拋在腦後，享受繁花似錦的心情；而陽光花毯
則以向日葵造型及市徽象徵臺中是個充滿陽光的
城市。整個會場以臺中之美呈現出「藍帶海洋」、
「花花森林」、「藝文饗宴」、「低碳好風光」和「全
民綠生活」。

今年新社花海節將結合彰化、南投等縣市，成為花海、
花毯與農博三合一的大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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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藝老師的看法：

花藝老師 吳善媛
臺灣是花卉大國，花的種類繁多，絕對不輸荷
蘭，尤其蘭花的育種國際聞名，而臺中氣候溫
和，舉辦世界性的花卉博覽會可以讓更多人看
見臺灣。

花藝老師 許秀麗
希望臺中花博不會曇花一現，可以永續經營，
產生遞延效應，這樣對花卉產業才有實質幫
助，且千萬要記得花博的主角是「花」哦！

F

L

O

W

E

R

W

O

R

L

D

花之撫慰
園藝抒緩心靈大地
七、八年前，「園藝治療」（Horticulrural therapy）從西方引進臺灣，
治療對象與植物培養出親密關係，進而產生幸福感，對於撫慰心靈平和有很大幫助。
然而，早在園藝治療出現在臺灣前，臺中的花藝老師許秀麗就大力提倡「全民拈花惹草」，
倡導臺灣人以園藝愛地球，同時淨化身心靈。

許秀麗利用車庫空間打造了一座獨一無二的樹屋。

「大隱於市」這句話形容荷鋤夫人許秀麗的家

景」，而她這一輩子最得意的就是「我家有花園，我

再適合不過了，位居菜市場旁的巷弄內卻別有

的花園不要變成停車場」。於是，她號召了一萬個「花

洞天，犧牲了門庭前的車庫打造了一座獨一無二的樹

痴家族」，每個家族撥出家裡的一坪地栽種植物或盆

用

屋，兩棵廢棄再利用的百年荔枝樹幹撐起一片天，屋

栽，如此，就可以幫助大地找回一座小雨林。美麗的

裡花草樹木流泉游魚怡然自在，女主人倚著樹幹躺在

花園不但安頓身心靈，更療癒了逐漸暖化的地球。
許秀麗二十多年前造訪花卉大國荷蘭，看見家家

吊床上「悅讀」，一派輕鬆自得。

戶戶都能打造出獨一無二的花園，心裡不免省思，其
多年來，花藝老師許秀麗不斷推動森林「寓」

實臺灣的條件不輸荷蘭，難道不能將自己的家鄉變得

（浴）的概念，她說，其實每個人只要花很少的錢，

更漂亮嗎？於是，回國後，民國 83 年 11 月她成立了

每天撥出一點點時間，家家戶戶都可以「坐擁花林美

中華盆花發展委員會，致力於推動花卉產業和花藝文
化。根據統計，國人的花卉消費金額已從二十年前的
西方國家仍舊偏低，但已跨出一大步，這點從園藝治
療的盛行便可以看出，但她希望預防勝於治療，如果
大家本來就熱愛花草，根本無須治療。
「德不孤，必有鄰」，許秀麗的拈花惹草運動也
公司之後推出的「綠建築」和「生態住宅」，也是因
為和璞真董娘吳淑娟因「花」結緣後，倡導「會呼吸
的房子」下的產物。
「如果有一天，人人都可以動手拈花惹草，那麼

1
1. 花藝老師許秀麗推動森林「寓」（浴）概念。
2. 樹屋隱居在菜市場旁的巷弄內。

2

臺灣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國家。」從事園藝事
業二十多年的許秀麗在她出版的《一個賣氧氣的女人》
一書中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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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觸動了其他人，配合森林「寓」概念，璞真建設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每年 200 元至民國 100 年提升為 800 元，雖然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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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國際發光
李安在臺中實現 3D 電影夢
文 楊文琳 圖片提供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由金獎導演李安執導的 3D 奇幻鉅作《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一推出就引起全球矚目，臺中人也與有榮焉，因為這部片百分之七十都在臺中取景。
李安對全球媒體說：「沒有臺灣，就沒有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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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級導演李安和臺中結緣是從成功嶺當兵開始的，

國

他從在成功嶺當兵的時候就有個感覺，覺得臺中

是全臺灣氣候最好的地方，他心想，有一天要拍片的話，
臺中是最好的地方，所以當他有這個機會把片子帶回臺
灣拍攝的時候，第一個選擇就是臺中市。
而臺中市長胡志強在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時，即
已大力支持臺灣電影，當時李安拍的《囍宴》在德國柏
林影展獲得金熊獎，胡志強正是李安在電影之路的「推
手」之一。而在得知李安要籌拍新片時，胡志強市長主
動募得了一筆勘景費用，邀請李安及其團隊到臺中勘
景，新聞局局長石靜文表示，雖然美國、澳洲、印度、
中國大陸都提出免費造好場景等優渥條件，邀請李安過
去拍攝，但是李安非常愛臺灣，在市長胡志強力邀之下，
他選擇臺灣，在臺中拍攝。

來臺中取景 完成 3D 電影夢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是李安率領數百名好萊塢、
臺灣的電影專業人員共同打造的 3D 電影鉅作，自從七
月底進行全球同步發布前導預告後，便引起各國影迷熱
烈的討論，不但被美國媒體盛讚是從未見過的 3D 電影，
更被視為是奧斯卡獎的有力競爭者，這部片子所有的海

李安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還未推出就贏得滿堂彩。

景，包括船難及男主角海上漂流等畫面，幾乎都是在臺
中水湳機場人工造浪池的虛擬棚及舊機棚中搭景拍攝，
再經過特效加工完成。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並獲選為紐約影展開幕片，
本片不但是紐約影展成立五十年以來的第一部 3D 電影，
更讓李安成為紐約影展上首位擁有播放三部開 / 閉幕片
電影的導演。談到拍攝這部電影最辛苦的地方，李安說，

灣會為我做任何事，還會延伸、延伸、再延伸」。李安說：
「這次回臺灣感覺很高興，大家都很熱情，也沒有太多
行政規矩。」他認為，臺灣充滿各種可能性，什麼都找
得到，如印度替身、度假中心裡的白人都是臺灣找的，
墨西哥海岸也是在臺灣拍的。
「從不知 3D 是什麼的我，第一次拍 3D 片，因為
經費太貴，無法在洛杉磯拍攝，只好冒險帶回臺灣拍，

兩千名工作人員，陪著他在臺灣及世界各地工作四年，

幸好臺灣方面全力支持，才能拍得出來。」李安表示，

真的很感動。

很謝謝胡市長提供水湳機場這麼好的拍攝地方，「我在
臺灣一方面是冒險，一方面是回家，尤其是這麼冒險的

臺灣充滿各種可能 適合電影拍攝
說，敘述一位少年遭遇船難，在海上漂流 227 天，如何
面對困境獲得重生的故事，如真似幻的海上歷險、少年
與孟加拉虎亦敵亦友的情誼，透過鏡頭觸動人心。全片

費，用這樣的方法，把這麼困難的片子拍出來，我覺得
身為臺灣人是非常驕傲的。」石靜文也說，李安不只一
次跟她提到，臺中太適合拍電影了，不但氣候好，人也
好，生活所需價廉物美，政府的合作度相當高。

拍攝橫跨三大洲，並以臺灣為主要拍攝地點，透過 3D

電影推出之際，忙於宣傳的李安特別拍了一支 VCR

視效的電影鏡頭，導演李安引領大家共同見證少年 Pi 這

向臺中市民說謝謝，他特別感謝臺中市民照顧他帶來的

段最不凡的奇幻旅程。9 月 28 日於美國舉行全球首映

所有工作人員。此趟拍攝工作，李安帶了約四百人次的

時，李安向滿場媒體表示，決定回臺灣拍片是「因為臺

電影工作者來臺中，其中很多是全家一起來的，有就學

NO.20 ENJOYING TAICHUNG

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改編自全球暢銷同名小

一部片子，我覺得除了臺灣，沒有地方能夠以這樣的經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就好像飄過太平洋，真的很艱難，而最難的是，片子看
起來很輕鬆，但水很難拍、3D 很難拍。不過，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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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小孩因此在臺中上了一個學期、甚至兩個學期的

造價上億的造浪池，是目前全世界最好，也是亞洲首座

課，都對臺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除了人情味濃厚和

的造浪池，利用氣壓原理及十二道閘門，可獨立控制吸

物資上面的支持，大家相當稱讚臺中的生活機能很好。

水、吐水量，製造上千種浪型，並模擬海浪、暴雨等河

石靜文說，李安帶領了國際級的一流團隊進駐臺中，而

海變化，連國外知名造浪軟體公司都想來商借。值得一

劇組成員攜家帶眷搬來臺中吃、住及工作，對臺中的經

提的是，這座造浪池是由臺灣一流的技術團隊所打造，

濟活絡是有幫助的。

操作技術全都可以由國人完成。

國際級團隊 帶來電影新技術

其他包括好萊塢團隊最新的電影拍攝技術、硬體科
技及道具製作等，都已對臺中未來的電影文化創意及產

李安說，《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到臺中取景，他

業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具國際性

等於把好萊塢整個團隊帶到臺灣，跟臺灣的工作同仁們

規模的電影來到臺灣拍片，這次透過李安在臺拍攝《少

一起在這裡創造夢想，他希望大家看了這部片子會有一

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影響，讓全世界都知道了臺中是

種很驕傲的感覺，因為這是大家一起參與，共同拍攝出

一個絕佳的電影拍攝地點。

來的。石靜文指出，李安對電影製作的要求非常高，《少
年 Pi 的奇幻漂流》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拍攝、製作，光
在臺中就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每個鏡頭、每個細節都
經過仔細的琢磨，而大部分的觀眾恐怕很難想像，整部
片子的主場景都是在水湳機場舊址內建置的人工造浪池
與舊機棚拍攝，再透過科技特效於虛擬棚中完成的。
此行取景，李安所帶來的最新電影攝影技術，包括

凝聚豐富資源 推動中臺灣電影發展
石靜文認為，胡市長與中央極力爭取李安導演回臺
拍片，除了帶來了難得一見的好萊塢正規軍拍片模式，
也藉此讓很多臺灣參與的工作人員見識並學習到許多專
業知識。在拍片前，李安毫不藏私地親自到一些學校做
技術教導，並邀請許多臺灣電影工作者共同參與。更因

軟體及硬體，都對臺中電影產業帶來深遠的影響。例如

為李安到臺中拍攝《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而促發了成

拍攝《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一片時耗資數億元所建置

立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的契機，規劃中的中臺灣電影推

的硬體設施都會留在臺中，尤其是在水湳機場所留下

廣園區，除了希望成立協拍中心，園區內也將有影像資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是李安在臺中拍的第一部 3D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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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拍攝《少年Pi的奇幻漂流》時，胡志強市長（右2）與李安（右3）的電影團隊，一起品嘗臺中小吃。

料中心、電影博物館，提供典藏、保存、互動、教育文

石靜文不諱言的表示，拍片期間的全面保密，是為

化等功能，讓大家知道電影的拍攝過程，以及臺中電影

了維護電影上映前的神秘感，電影上映後，觀眾藉著相

產業的歷史和未來發展。

關展覽，更能見識電影的神奇。她強調，誠如李安所說，

臺中縣市在合併之後擁有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可
以說山城、都會、機場、海港等各種景色都有，對於拍

希望這部片子能給大家帶來驚喜，一起和少年 Pi 踏上
這趟屬於臺中、屬於臺灣、屬於電影的奇幻旅程。

片者而言，絕對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拍片地點。在李安起
了頭、同時在水湳機場留下全球最好的人工造浪池後，
臺中市政府即著手規劃興建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希望
未來不僅能成為中臺灣的影視中心，也將以此為基地走
向全世界，並希望藉由李安來臺灣拍片的合作模式，吸
引更多的國際級的影片來臺灣拍片取景。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走進電影院 感受奇幻旅程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預計於 11 月 21 日在臺上
映，臺中市政府與美商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24 日至 102 年 2 月 24 日在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共同主辦《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特展》，展出內
容除獨家電影花絮片段外，為增加展覽內容的豐富性及
上漂流時經歷的相關影片，以及原著小說《少年 Pi 的
奇幻漂流》獨家插畫，透過簡單易懂的方式，帶領觀眾
進入電影當中的奇幻世界。此外，秋紅谷景觀生態園區
也會舉辦歡迎會，屆時秋紅谷的餐廳、停車場等都將布
置成電影拍片的氛圍，並邀請電影界、演藝界人士一起
共襄盛舉。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上演後，臺中將展出相關特展。

NO.20 ENJOYING TAICHUNG

教育性，更與國家地理頻道、皇冠出版社合作，展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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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臺中都是
電影產業的後盾
新聞局長石靜文談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
文 劉智淵

圖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電影推廣園區不但能為國內外電影產業提供優質服務，促進臺灣電影產業發展；
還能創造臺中特色，推動城市行銷。
長遠來看，更期望讓市民熟悉影像語言，培養電影觀眾和未來的電影從業者。

李安導演的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即將於 11
月 21 日全球上映，在此之前的試映會一片好評。9 月
28 日紐約影展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為開幕影片，
這是紐約影展首次以 3D 電影作為開幕影片，影展選拔
委員會主席潘尼亞（Richard Pena）表示，《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完美結合了科技創新與藝術視覺，李安讓
所有人深深感動，他全神貫注的作品將讓觀眾感到興奮。

1

少年 Pi 引發電影園區靈感
影片還未上映，人們已經為預告片奇幻瑰麗的場面
所吸引，尤其難以想像的是，貨輪在海上遭遇暴風雨、
少年夜航見巨鯨騰越，以及海面浪平如鏡，天光雲影映
照其上，這些讓人目炫神馳的畫面，全都是在臺中水湳
機場一個人工打造的造浪池營造出來的。
「電影就是這麼奇幻，那麼一個大池子，就能拍出
那麼棒的電影，說出那麼動人的故事，這就是電影迷人
的地方啊！」在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辦公室裡，石靜
文局長說話抑揚頓挫、雙目閃動光芒，彷彿置身電影的

2
1. 《球來就打》在臺中拍攝時，獲得臺中市政府全力的支持。
2. 《逆光飛翔》中可以看到許多臺中美景，男主角黃裕翔 ( 左 2)

也是臺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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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離幻境之中。事實上，李安帶來的世界級造夢團隊，
不但讓觀眾大開眼界，也讓臺灣相關從業者見習了好萊
塢式的細膩分工和製作技術，更讓臺中市政府獲得靈感

大 膽 築 夢。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參
訪、諮詢、評估，「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構想逐漸成

面貌，期許觀眾有機會欣賞各種類型的影

形，石靜文則是充滿信心，她認為，電影推廣園區不但

片，開展視野，觀看世界的方式也將有所不

能為國內外電影產業提供優質服務，促進臺灣電影產業

同。電影製作體驗區則以親切、具有互動性

發展；還能創造臺中特色，推動城市行銷。長遠來看，

的展示，讓參觀者親身操作，了解電影如何

更期望讓市民熟悉影像語言，培養電影觀眾和未來的電

將天馬行空的想像，化為生動具體的畫面。

影從業者。
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位在臺中水湳「公 139」公園
用地北側，佔地約 4.5 公頃，石靜文表示，4.5 公頃的

如果這樣還不過癮，專業的後製中心、攝
影棚，每年也將以教學、公益性的目標
定期開放，屆時，那些大師級的造夢團

電影園區大體上可分兩部分，一為專業人士使用的攝製

隊，都將現身說法，透露打造電影迷離幻

中心，以及供一般民眾參觀使用的影像資料推廣中心。

境的神秘方程式。

電影工作者已展現高度興趣

臺中全力支持電影產業

專業空間部分，將以李安導演無償贈予的造浪池為

事實上，臺中市政府這幾年已經大力為影視產業

基礎，設置電影後製中心、大型攝影棚、拍攝團隊辦公

提供友善環境，《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陣頭》、

室、工作室、看片間、庫房等等。這些空間在影片拍攝

《球來就打》、《逆光飛翔》、《BBS 鄉民的正義》等

時除非經電影團隊同意，原則不開放參觀，如此電影工

10 餘部影片、9 部電視劇、13 部廣告片都選在臺中取
景。石靜文認為，除了市政府全力支持，臺中氣候好、
市民友善、地理位置適中、專業從業者量多質佳、生活

始執行協拍工作，協助所有來到臺中的電影團隊，包括

消費相對便宜，更有山、海、都會、富有人情味的老房

申請路權、租借場地、安排膳宿等等。未來，協拍中心

子、造型前衛的新建築可供取景，若推及中、彰、投等

的工作也將蒐集中、彰、投各縣市各類型場景，以及服

縣市，則臺灣最高的山、最長的河、最大的湖泊、鹿港

裝、布景、美術指導各類專業人員資訊，建立資料庫，

老鎮、清境農場都在這裡，這些都是發展電影產業的豐

供拍攝團隊參酌採用。如此從硬體設備、行政支援到貼

美土壤，也是「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成功的基石。就

心服務一應俱全，每一支來到臺中的電影團隊應該都能

像導演李安談到《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時說的：「我

感受中部地區友善的拍攝環境。「整個臺中都是電影工

覺得沒有臺灣拍不出來的，臺灣其實什麼東西都有。」

作者的後盾。」石靜文這麼說。她表示，雖然中臺灣電
影推廣園區仍在籌劃階段，但國內的電影工作者如魏德
聖、朱延平等多位導演都已表達高度興趣，甚至還有好
萊塢奧斯卡級的大導演，以及香港、法國、義大利等地

珍珠奶茶、植生圍籬、汽車旅館許多有創意的東西就是
臺中發展出來或者發揚光大的，這裡的生活環境、步調
節奏，似乎特別能夠刺激創作潛能。相信，未來會有更
多像《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這樣的電影在臺中拍攝。

供一般民眾參觀及使用的影像資料中心，將包括電

原本就文藝氣息濃厚的臺中咖啡館，未來會坐進更多電

影資料館、多功能電影放映廳、電影製作體驗區等。電

影工作者，在這裡激盪創意的火花。而臺中人則一年到

影資料館收藏、展示、借閱影視出版品，同時與各國電

頭有好電影可看，長期濡染浸潤在電影的氛圍裡，坐在

影圖書館交流，或者以雲端分享典藏。電影放映廳將密

臺中咖啡館裡的國際級大導演，說不定還有幾位是從小

集舉辦主題影展，以競賽及觀摩形式，展現電影的多樣

在電影推廣園區裡摸摸看看的臺中孩子呢！

NO.20 ENJOYING TAICHUNG

的電影工作者頻頻探詢。

此外，石靜文特別提及，臺中是個有創意的地方，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作者才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形下，利用中心提供的完善
攝製空間專心創作。此外，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實際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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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林家》紀錄歷史脈絡
美術指導李寶琳還原時代場景
文 然靈 攝影 羅友辰

拍攝歷史電影不能完全以戲劇角度去考量，必須尊重史實，因此劇中的任何細節都必須琢磨、考證，而擁有
對歷史、藝術、工藝等的深厚底子，才可成就一部好的歷史電影。

有

電影國寶級美術設計師之稱的李寶琳，日前擔任

美術設計的李寶琳，曾在知名導演楊德昌《海灘的一

由導演李岡監製的紀錄片《霧峰林家》的美術指

天》、蔡明亮《愛情萬歲》、《洞》、《河流》和李

導，擔負完整重現劇中歷史場景的重任。

安導演獲金獅獎的《色戒》中擔任美術指導，更曾因

霧峰林家是臺中霧峰的望族，與基隆顏家、板橋林

電影《香蕉天堂》入圍金馬獎服裝設計。

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並列為臺灣五大家族。《霧峰

李寶琳祖籍河北高陽，民國37年12月生於澎湖，

林家》紀錄片欲透過戲劇演出重現林家始祖來臺至西元

十五歲後因父親工作與就學關係來到臺北，因為從小

1895年間的故事，劇組已費時兩年籌備及考證當年諸

喜歡畫畫，所以選擇了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美術

多歷史事件的真實脈絡，甚至跨海到對岸取景。此紀錄
片為臺灣多年來首見、規模宏大的古裝大戲，建築外
觀、家具陳設皆考據史實，原汁原味呈現。

系就讀，為了畢業後較易就職，因此大三分組時選擇
平面設計，但發現自己還是最喜歡繪畫，尤以國畫為
最，從此畫筆不輟。入行後有時因道具布景需要，李
寶琳便親自繪圖，所學與愛好正好都派上用場。

學美術卻踏入電影圈
以陸小芬主演的《晚春情事》一片奪得金馬獎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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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電影圈，李寶琳說在當時對一般人而言是非
常神秘的，民國63年，大學畢業後他本來要去學校當

美術老師，一個轉念參加了中央電影公司的實習生招考，
受訓後進入了這個神祕圈，跟著工筆巨擘大師翁文煒老師
學習。不久，李寶琳從設計組被調到美術組，現今知名導
演王童即是他的啟蒙老師。民國78年，李寶琳與王童導
演合作電影《香蕉天堂》，並入圍第26屆電影金馬獎最
佳服裝設計。
在七、八O年代的臺灣電影圈，李寶琳因為擅長書法
與繪畫，加上當時許多港片皆在臺灣拍攝，如成龍的《蛇
形刁手》和《醉拳》，此外狄龍、姜大衛、爾冬陞等導演
的戲，他皆參與美術設計，有時為了古裝戲所需的布景，
他一個晚上就把窗花畫出來。由於具有繪畫天賦加上埋頭
苦幹的個性，李寶琳進入中影後從第一部電影《戰地英
豪》擔任道具助理起，與同期進入的實習生相比，他只花

1

了三、四年的時間，便從助理升格成師傅。回顧擔任美術
助理的工作歷程，李寶琳說時時刻刻都必須戰戰兢兢的，
師傅交代下來的工作必須迅速完成，稍有差錯或偷懶就會
挨罵，但他因求好心切、凡事務必盡善盡美，所以總是嚴
以待己，而今帶領助理也嚴格要求必須敬業。

穿越時空呈現歷史場景
李寶琳從進入中央電影公司製片廠，參與拍攝中港臺
等地多部知名電影的美術、服裝設計的工作已逾35年。
民國96年，李寶琳受到李安導演器重，到上海參與《色
戒》拍攝，他說拍攝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如何還原時代的
場景，包括必須重現三、四O年代舊上海的繁榮、國民黨
在廣州撤退的場面，其他細節如梁朝偉所飾演的易先生的

2

1. 李岡監製的紀錄片《霧峰林家》拍攝嚴謹，場景考究。
2. 李寶琳憑著專業與用心，曾獲得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獎。

房間、掛畫布景等，他還得仿造汪精衛字體寫信。李寶琳
說，李安導演非常注重細節，而他則注重整體空間，強調

匹戰馬、二十五輛春秋戰國時期的戰車，拍戰爭場面時演員

畫面協調性，如搭景時家具避免靠牆，注重鏡頭拍出來的

穿著沉重又不透氣的盔甲，天氣熱到馬兒都不聽使喚，這些

透視感，這些都是經驗的累積。

都是辛苦所在。不論是精緻細膩的小場景或千軍萬馬的大場

以拍攝歷史劇而言，必須秉持「大史不虛、小史不
拘」的原則，意即大歷史不要虛構、小歷史則不受拘束。

面，從熟悉劇本、考據歷史至人力統籌，都是一個美術指導
必須做好的工作。

拍攝時唐代大歷史便不能隨意修改，宮廷浮華的展現、民
間風俗等主體不能變更，但若是唐玄宗的生活樣貌，則以

美術指導的工作，雖然他曾得過很多獎，但是得獎對他的意

多樣化為主。還有《西施祕史》一劇，春秋戰國時期通用

義並不大。李寶琳表示「電影環境弄好最重要」，而人生就

的書寫體為篆體字，使用油燈與竹簡，當時蠟燭和紙還沒

像他喜愛的清朝文人張士元的＜自立說＞：「方其生時，勞

有發明，也沒有高桌子，這些都是重要的歷史背景考據。

之以所為，淫之以所好，汩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復

再如《霧峰林家》紀錄片，該片背景從清朝跨越日治時

有盡期者。」意即沒有一件東西是不會死的，人也是這樣。

代，不能完全以戲劇角度去考量，必須尊重史實與林家的

在生的時候為了作為，受著許多勞苦；為了嗜好，受著許多

家族史。此外，在拍攝林家人渡海抗太平天國之亂時，應

煩惱；為了思慮，受著許多焦勞。盡量做下去，好像沒有死

景所需在淡水和基隆海邊搭帳篷，但清朝早期和中期的軍

期一樣，所以必須把握現在。

帳就不太一樣，必須加以考據，不得隨意修改。
李寶琳憶及有次在中國黃河灘拍攝外景，氣溫高達
42℃，需要六百多名臨時演員、一百位馬師、一百五十

李寶琳也希望政府能重視電影的發展，不只是輔導金的
補助，必須長遠投入並重視人才的培養，期待國片在未來能
在國際上有一片傲人的天空。

NO.20 ENJOYING TAICHUNG

今年九月拍攝完《霧峰林家》，李寶琳接著到中國參與
討論《紅樓秘史》的拍攝工作。回顧入電影圈至今一直擔任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例如民國97年於北京拍攝的電視劇《楊貴妃秘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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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熱門話題

共創世界紀錄
文、圖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愛臺灣不分你我，英籍教師尚恩今年四月在臉書上發起「我愛臺灣」照片募集活動，
國慶日當天上午，臺中市政府與尚恩攜手率先於中港市政大樓前廣場，
共同號召了 2,012 位熱血朋友，
一起舉牌拼出「我愛臺灣」的人體馬賽克拼圖，成功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熱愛臺灣的英國籍老師尚恩 (Shaun Bettinson) 熱

原本尚恩希望能在雙十節前募集到 201,210 張照片，並

情號召下，十月十日國慶日當天，2,012 位熱血朋

掛上 101 大樓外牆，經詢問後卻得知需花費一千萬元權

在

友集結在臺中市政府廣場前，尚恩與大夥兒高舉雙手，

利金，龐大的經費籌措起來格外艱難，臺中市政府新聞

一起拼出「I LOVE TAIWAN」的紅人標誌拼圖，並振臂

局局長石靜文得知後，主動聯絡尚恩，最後敲定將活動

大喊「我愛臺灣！」，創下金氏世界紀錄的剎那，現場

移師臺中。

響起如雷歡呼聲，愛臺灣的熱力感染現場所有的人。
「要大聲告訴全世界心裡的感覺，愛臺灣不為賺
錢、不為自己，更無關政治！」尚恩對臺灣之愛純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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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臺灣最特別的生日禮物
市長胡志強表示，這項活動高舉雙手的姿勢，源自

令人感動，來臺八年的尚恩，今年四月在臉書上發起

於臺中七期一座象徵「天佑臺灣」的公共藝術雕像，而

「我愛臺灣」照片募集活動，發起全臺各地民眾與最愛

國慶日當天「舉手愛臺灣 共創世界紀錄」的活動，原

的臺灣景點合影並上傳，吸引超過四萬五千人次支持。

本金氏世界紀錄是 1,458 人，臺中用 2,012 人拼出「最

1

2
1.2. 尚恩發起「我愛臺灣」活動，獲得民眾熱烈迴響。

夫妻說，這裡的人很友善，在臺灣兩年的日子裡，讓他
們有許多的感動。

民眾熱情更甚豔陽
國慶日當天豔陽高照，接近中午的天氣熱到令人直
冒汗，但大家仍是默默坐在熱呼呼的地上，耐心地等著
金氏世界紀錄單位驗證入場的人數；等待驗證的十分

大的人體馬賽克拼圖」，不但打破了紀錄，更是中華民
國過生日以來首次登入金氏世界紀錄的活動，民眾用實
際行動展現對臺灣的愛，並送給臺灣 2012 年雙十國慶
一個最特別的生日禮物。

應，來自臺中護專一群白衣天使們現場活力四射，號

天也在現唱和大家合唱《當我們同在一起》，氣氛感人。
時間在一分一秒中進入倒數，當主持人大喊破了金
氏世界紀錄瞬間，現場響起如雷的歡呼聲，眾人同喊
「中華民國，Happy Birthday ！」在場的每張臉龐，
無不充滿喜悅的笑容和感人的悸動。

召此次活動的黃美靜說，她在學校揪團，多達五十多

尚恩說，活動能得到這麼大的迴響，真的令他很感

人熱情響應，就是要愛臺灣創世界紀錄！北屯區 85 歲

動！媒體問 101 辦活動要付一千萬元，那臺中市政府

「阿祖」柯接美說，知道這個活動時，報名早已額滿，

跟你「要」了什麼？胡市長連忙笑答：「我只要一個笑

當天透早就搭公車來，候補到 32 號，就算等再久也沒

容。」尚恩感謝地說，可以「付」市長一個擁抱。兩人

關係。來自南非的 Robyn Knox、MoVan Der Nerwe

相視而笑，給了彼此一個最熱情的擁抱。

NO.20 ENJOYING TAICHUNG

這次活動吸引了來自全臺各地愛臺灣的朋友熱情響

市議會發起高舉雙手喊「我愛臺灣」的黃馨慧議員，當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鐘，議員劉士州帶頭高唱《中華民國頌》，而第一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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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 + 專業 = 安心

就業有問題 請找勞工局
文、圖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快樂工作、豐富生活」是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永續追求的目標，
但社會脈動「瞬息萬變」，失業問題複雜化，
勞政單位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嚴苛，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如何運用各項方案提昇勞動力素質，愈顯重要。

年接近暑假，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經常接到學子及

小賴說：「平常路上遇不到幾個外國人，在高鐵站卻

家長詢問，關切是否提供暑期工讀，經審慎評

稀鬆平常，雖非英文科班出身，在環境逼使下，不得

往

估，今年首度開辦「弱勢家庭大專青年暑期工讀計

不卯足全力說英文，開口後，才發現英文會話並不

畫」，由臺中市政府各單位提出用人需求，釋出200個

難，且盡心幫遊客解決問題，即使一個感激的眼神或

工讀機會，讓青年學子在安全環境下，除賺取工資、

謝忱，更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減輕經濟負擔，並獲得職場見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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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除了提供工讀機會，讓弱勢家庭學子獲

「初次遇到外國人問路，真的『皮皮挫』，但基

得經濟收入外，更重要的是，工讀期間並非「放牛吃

於職責，只好硬著頭皮，用『臺式英語』加『比手畫

草」，而是採取「個案管理」方式，由勞工局派專人

腳』上了！第一次總是很困難，隨著處理次數增加，

至用人單位訪視，了解工作情形，深入訪談，針對個

愈來愈得心應手，膽識及語文能力也有長足進步！」

別問題及需求，及時做出因應。雖然服務單位用抽籤

就讀生命科學系大一的小賴，是200名工讀生的其中

的方式分發，但大部分參加計畫的學子覺得，除了減

一位，過去最多的打工經驗是種巴西蘑菇，雀屏中選

輕經濟壓力，重要的是不同的職場體驗，為他們的職

後，分發在觀光旅遊局臺中高鐵旅遊服務中心工讀。

涯規劃帶來更多元的思維！

照顧弱勢

從心出發

勞工局深知，民眾失業所可能衍生出的家庭、甚至
整個社會的問題，其中尤以弱勢家庭的就業需求更需重
視。服務的個案中，半工半讀念大學的小竹，父親早
逝，母親罹病，住院療養。身為長女的她，一肩挑起家
計重擔，初至勞工局就業服務臺，臉上帶著徬徨，千
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經「弱勢勞工就業平臺計畫」
服務員徐姐深入諮商，發現最讓小竹牽掛的，是弟弟阿
文！小竹平時在外地半工半讀，無暇看顧家裡，就讀高
中的阿文遭遇家庭變故的打擊，心生退縮，輟學在家。

1

徐姐當下判斷，要解開小竹心裡的結，必須從阿文著
手，於是安排心理諮商師協談。
剛開始徐姐透過電話聯繫，阿文根本懶得回應，經
一次又一次鍥而不捨的關懷，漸漸敲開他的心扉，終於
答應和心理諮商師見上一面。徐姐說：「阿文稚氣未
脫，遭逢變故，要他從小孩突然轉大人，實在是難以承
受之重，也因此產生逃避心理。與他溝通，要有同理
心，必須如朋友般對待，以及無條件包容。」成功踏出
第一步，讓徐姐振奮不已，興沖沖拉著心理諮商師和勞
工局同仁，利用假日到東勢看阿文，但觸眼所及，不禁
令人鼻酸。不到二十坪的空間裡塞滿雜物，卻連個衣櫥
都沒有，衣服四處散落。徐姐除了幫阿文解決民生問
題，還想辦法募集收納櫃，希望給他一個比較像樣的

2
1.2.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除了就業服務，還辦理許多學習活動，輔導有需求

的勞工。

家。經大夥兒關懷協助，阿文決定重返校園，也卸下了
姊姊的心頭重擔。

服務街友

熱誠不滅

握街友動向，更重要的是當個案和雇主間的溝通橋樑，
老雷常因個案出狀況而遭雇主責難，但他還是秉持「救
一個算一個」的熱誠，繼續往前衝！

「遊民」是大都市高度發展下衍生的問題，許多遭
遇劇變的「失意人」往物資豐富的地區移動，過著自我

「遊民就業服務計畫」應運而生。

不只是就業服務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賴淑惠局長表示，遇到失業問
題，大家通常想到的是趕快找個工作不就得了，卻未深
入探討失業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問題，難免落入「頭痛醫

「個案現在在哪裡？等我一下，馬上到！」就業服

頭、腳痛醫腳」的思維。就業服務處在協助民眾找工作

務員老雷接到電話，急匆匆騎上摩托車往外衝。老雷的

的過程中發現，造成失業的原因，除景氣問題外，也有
可能來自求職者本身。從前述幾個案例可知，勞工局的
服務，不僅僅是幫民眾找工作，更運用心理諮商、經濟

所蹤。遇到全身家當只剩一套衣服的街友，老雷還得設

協助等「內外兼顧」的方式，消弭民眾求職障礙，不但

法張羅換洗衣物，打點得光鮮體面，才載去跟雇主面

要找到工作，更求穩定就業，挽救一個家庭。另外，針

試。街友就業最大的障礙，常見為就業意願低落、身無

對第一線同仁服務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提出計畫

分文、背負鉅債、居無定所等。雖然經常被放鴿子，但

以為因應，希望建構「靈活而彈性」的就業服務策略，

在老雷的字典裡，沒有「放棄」兩字，只要個案回心轉

並結合個案式服務，讓民眾能真正感受到臺中市政府勞

意，他依然積極提供協助。除了和社會局緊密合作，掌

工局的用心。

NO.20 ENJOYING TAICHUNG

工作是負責幫街友找工作，常接到社會局通報就必須會
同前往處理，深怕晚了，這些飄泊不定的朋友又會不知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放逐的生活，通常他們對人生充滿不確定感，以致缺乏
求職動力，無法穩定工作，為解決這類問題，勞工局

我們能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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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式食物銀行
關懷弱勢最貼心
文 葉佳慧 攝影 朱克明

全臺首創超商式「食物銀行」，日前於臺中市第一廣場正式揭牌營運。
未來弱勢民眾可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發放的點數卡，在食物銀行自由選購，
不但時間彈性、選擇彈性，作法更人性。

臺中第一家，同時也是全國第一家的超商式「食

臺中就有例如「大墩愛心食物銀行」、「希望包裹」等

物銀行」，於今年 8 月 23 日正式開幕，一改過

團體或關懷行動，以區域點的劃分協助支援食物發放，

去統一發放物資的方式，食物銀行以「超商式」的經營

三年下來，食物銀行更擴充達到全臺中市有 27 個據點，

全

方式，讓經由臺中市政府核定的弱勢戶，能憑著社會局

固定在每月第四周發放物資，嘉惠近三千戶約上萬名弱

發給的點數卡，就可以像逛超市一樣，選擇自己真正所

勢的民眾。但由於領取時間受限，因此還是有不少家庭

需要的生活物品，讓食物銀行「不讓有人挨餓」的宗旨，

無法受到更周全的照料；而實體食物銀行的成立，就是

可以徹底落實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希望能突破過去定點、定時發放的局限，讓弱勢族群得
到更多的照護。

福利制度

人性考量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王秀燕表示，民國 98 年受
到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許多民眾突然失業或者面臨無

智慧表姊弟所提供，免費借給市府使用，而承辦單位紅

薪假，日常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甚至連三餐都無法溫

十字會挪用 80 多坪作為賣場空間，50 多坪作為倉庫，

飽，因此，經胡志強市長指示成立愛心「食物銀行」，

其他為辦公用地。賣場的運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30

希望能幫助尚未達到法定救助的邊緣戶，能夠維持三餐

∼ 17:30，要領取物資的民眾，只要持身分證由工作人

溫飽的基本需求，讓每個人都能擁有足夠的吃食，才有

員核對名單後，就可以在賣場內挑選產品，經過櫃檯刷

機會脫離困境，面對未來就能持續保有希望。

條碼並扣掉點數後，就完成領取的手續，過程和在超商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張婉貞股長說，過去

30

臺中第一家食物銀行綠川店的場地，就設在第一廣
場 C1 區 7 樓，佔地達 270 坪，是由企業家邱進發、王

消費一樣，簡單又有自主性。

愛心企業

熱心捐輸

給站以幫助弱勢家庭。此外，食物銀行除了提供弱勢者
生活物資的供應，也具有災害救助的功能，就像今年 6

食物銀行裡所供應的生活物資目前已多達將近 300

月的泰利風災、7 月的蘇拉風災時，食物銀行就立即啟

項，且持續增加中，而這些物資除了部分副食品由相關

動物資調動，前往受災地發放物資，解決受災居民的燃

單位進行採購外，還有更多是由民間愛心企業定期熱心

眉之急。

捐助，包括白米、油鹽、罐頭、泡麵、乾糧、民生用品
等，所有商品價格都比市價低，甚至是成本價，而且同

協力弱勢

大家一起來

一種物資有不同品牌，可以讓弱勢戶挑選最適合自己的
品牌。食物銀行裡的每一項商品都會標明點數，當天沒

張婉貞表示，未來地球糧食將面臨嚴重短缺，這是

有使用完的下一次可以再用。由愛心企業捐助的物資雖

每個國家都無法忽視的議題，因此臺中第一家「食物銀

然多樣，但還有一些特殊的民生用品，像是婦幼及老人

行」的推動，也是一種示範作用；在政府沒有編列預算

家需用的尿布、奶粉等物品十分缺乏，需要更多愛心人

下，結合眾多民間資源，讓食物銀行的設立從無到有，

士捐助，由於這些產品相對價格較貴，因此紅十字會臺

並透過食物銀行的功能，將多餘物資送到需要幫助的人

中市支會總幹事陳玠甫表示， 6 歲以下、65 歲以上老

手中，充分實踐不製造物資浪費、資源充分運用的功

人可以另外增加點數，如有需要特殊產品的可以先「下

能。因此臺中市政府呼籲民間企業或倉儲、超市業者，

訂單」，食物銀行會想辦法募集，再用額外的點數扣除。

如有促銷商品、即期品，甚至家中有多餘物資者，都能
踴躍提供給實體食物銀行充實庫存，讓食物銀行更是愛

至於弱勢者的身分認定，張婉貞表示，以失業家庭
且家中有高中以下小孩為第一優先對象，此外民間團體

心銀行，讓人人都能吃得飽、過得好。

提供的名單、學校單位、里長通報的對象，都會由各區
公所前往了解情況，經由行政中心認可為發放專區名單
後，就是食物銀行所要資助的對象。目前食物銀行的制
度訂為每戶 1 ∼ 3 人每月發放 1,000 點，就等同於現金
1,000 元，4 ∼ 6 人發放 1,500 點， 7 人以上 2,000 點。
食物銀行綠川店營運後，設籍中西區的受助戶首先受
惠，市府預計，未來山、海、屯三地共要建置三個食物
銀行，而未設置實體食物銀行的行政區仍會設立物資補

1.2. 在食物銀行選物品就像在便利超商一樣方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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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
烏日

文 林如鈴 攝影 呂可喜

山海花都大臺中，區區有特色，處處有玩頭，
不用旅遊手冊、無須網路推薦，
請隨著二十九區區長的腳步，玩遍大臺中。

大里

地
1. 文昌公廟已有兩百多年歷史，建築風格人文典雅。
2. 南屯區文昌公廟香火鼎盛，民眾常至此祈求金榜
題名，考試順利。

11

32

2

的開發史可遠溯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間，

南屯區

當時渡海來臺移民拓荒的風氣鼎盛，因

而帶動農具製造與販售，在現今南屯老街上群聚多家打製
農具的店鋪，形成了農作生產用具的交易中心，當時稱為
「犁頭店」，由轄區境內的古蹟、廟宇林立看來，可以想
見當年移民湧入，香火鼎盛的景況。
如今的南屯隨著都市計畫的推展，在新舊氛圍中有了
更多元的風貌。現任區長程泰源表示，近年來因七、八期
市地重劃，住宅區、工業區的開發，高速公路、東西向快
速道路及南屯交流道、高鐵臺中站等串連成為交通動脈。
轄區內各項公共建設，如圓滿戶外劇場、豐樂雕塑公園、
1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還有南屯老街、萬和宮、
文昌公廟、水安宮等極具歷史價值的古蹟建築，正是南屯
現代與傳統兼具的魅力所在。
南屯區文昌公廟創建於嘉慶二年（西元 1797 年 )，至
今已二百餘年歷史，原名犁頭店文昌祠，廟址位於今南屯
派出所後的南屯市場、文昌街 100 號。其建築為兩層宮殿
式廟宇，裝飾優美，顯現儒家文人特有的樸實、典雅與莊
重的風格。主祀五文昌帝君，另供奉天聾、地啞兩位侍將
門神，分捧官印與書卷，以裝聾作啞傳達公正廉明，所謂
「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是其他廟宇所罕見，創廟
時期遺留下來的古匾、石柱聯文等古物，亦極具參訪價值。
水安宮也是南屯區的古廟之一，現為溝墘里民眾的信

水安宮是溝墘里民眾的信仰中心。

仰中心，坐落於水安公園廣場後方，建築古色古香、雕樑
畫棟，與綠意盎然的庭園相映，美不勝收。
清康熙年間（西元 1701 年）唐
山人移民來臺，多由鹿港上岸，
少部分來到南屯溝仔墘墾植，為
求神靈庇佑，恭請三府王爺謢駕，
平安登陸後遂造屋拜堂奉祀，此為
水安宮的創建由來，自建廟以來，

的特色，
屯
南
是
士
、歷史、雅
人文、藝術
逛，
活情調。
值得走走逛
生
的
具
兼
現代
品味古早與

南 屯區

區長 程

泰源

翻修了數次才有現今的規模。

還保有部分農村風光。楓樹社區是早年中部開發古道上
的重要聚落，迄今仍保留著五○年代的臺灣農村風貌，
人文、藝術的社區特色。附近的「田寮農莊」是座小巧、
恬靜的古樸莊園，莊主以自己在農家長大的經驗，打造
出一處自然天地。偌大的莊園裡有樸拙親切的小木屋、
蓮池、水塘，還有一畦畦的菜園，是自家栽種，供應
著農莊裡所有的菜餚來源。喜歡自然的旅客值得到此一
遊，與莊主悠閒品嘗家常小菜，更歡迎學校機關預約戶
田寮農莊特意營造農村田園景觀，幽靜恬適。

外教學，帶學子親近田園生態。

NO.20 ENJOYING TAICHUNG

有不少文人雅士、藝術工作者進駐，共同在此營造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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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鮮紅色拱狀的烏日大橋是烏日區的知名地標之一。
2. 內行人才知道的水煎包小攤，價格便宜、用料實在。
3. 善光寺為佛門淨地，環境清雅，坐落於山腰，可遠眺市景。

)
陳芳隆 ( 圖右

烏日區 區長

噪，
烏日因高鐵聲名大
發達，
南來北往交通格外
烏日大橋位於臺中生活圈四號道
，
此地名勝景點不少
！
路
上
上，民國
93 年 1 月 16 日通車，對於改
輕鬆遊玩再
，
下
一
停
妨
不
此
到
善烏日與大里、霧峰的對外交通有很大的助益，全長 6.159
公尺，路寬 40 公尺，橋高 60 公尺，為一紅色拱狀斜張橋，
橫跨大里溪畔，造型鮮明獨特，配合周邊景觀呈現林園式的
道路設計，呈拋物線型鋼拱橋塔，經區民共識而命名為「烏

八卦山脈與彰化毗鄰，東接大里區與霧

日大橋」，成為烏日新地標。

烏日區

位於臺中盆地南端，北鄰南屯，南面以

峰區，西以大肚山嶺與大肚區為界。綜觀臺中的發展歷史
及烏日的地理位置，本區地屬臺中盆地的缺口處，盆地內
的河川都匯聚在此而出，在船運興盛時期，控制著臺中盆
地的出入口及交通要道，即使物換星移，如今中部重要的
3

鐵公路運輸仍取道於此，高鐵即是其中一例。

師創建於民國 40 年，位於成功火車站後側山坡地，可經永
豐餘造紙廠旁的登寺巷進入蜿蜒上山。寺內供奉觀世音菩
薩、釋迦牟尼佛，採二層樓唐式建築，內有大雄寶殿、禪堂
及七寶塔，也設有圖書館。寺院全區建築典雅，庭園內綠草

烏日區長陳芳隆在本區服務已久，對於臺中縣市合併

如茵，環境幽雅，鎮日梵音繚繞。尤其位置坐落於山腰處，

升格後，烏日在大臺中未來發展中的角色，更有深入參

伴隨著徐徐清風，可眺望遼闊市景，園區還有石雕造景，饒

與。由於中山高與二高在烏日交會，高鐵臺中站在烏日集

富禪意，值得前往參訪、禮佛，存著自在心輕鬆遊賞。

泉橋北側又有兩百多公頃的高鐵特定區，大臺中捷運綠線
烏日是重要場站，接著有紅線、黃線，再加上地理位置的
特殊，本區是臺中市的中心點，未來配合市府建設，以發
展美化景觀、交通運輸便利及觀光遊憩為目標。

34

善光寺是烏日區內的知名佛教聖地，由開山住持德照禪

舉凡南來北往的車站旁，總有些巷仔內的美味隱藏其
間，等著人們去發掘。在烏日火車站旁的巷弄內，有一家沒
有招牌、外觀平凡的水煎包小攤，在網路、部落格上都能搜
尋到網友讚不絕口的推薦文章。這小攤只賣上午早餐時段，

在觀光休閒景點部分，大專兵軍事訓練基地成功嶺、

營業時間一到，總會看到門前大排長龍，稍稍去晚了，就要

三級古蹟聚奎居、知名古剎善光寺、高鐵臺中站、烏日新

等隔天了。這裡的水煎包餡料實在又飽滿，主要有高麗菜、

地標烏日大橋等均為人所熟知。此外，在農林田園景觀方

韭菜兩味，餡料拌入冬粉，口感適中、清爽，外皮煎得香脆。

面，像是溪尾里的芬園花卉生產休憩園區、國立中興大學

一顆賣 13 塊、兩顆 25 元，來上兩顆就能飽足一餐，難怪

試驗場等都是本區著名的觀光勝地。

總是一出爐就搶翻天。

分為溪北、溪南兩大區塊，兩區以臺

河清」等匾額，牆壁陶塑雕飾，精巧細膩。頗具歷史的新

三號省道及大衛路為主要聯絡道路。

興軒北管樂團，是廟會慶典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

大里區

臺 63 號省道（中投快速道路）則沿著市中心外圍通往
臺中市及霧峰區，可紓解大里的通過性車流。東西向則
有中 129 號縣道往東通往太平區，往西則依賴次級道
路，如東興路、樹王一路、大里路等通往烏日區及臺中
市區。
區長詹文富表示，大里除了交通便利之外，近年甫

與大里特有的老街氛圍相呼應，來到位於成功路上的
「小君黑輪」，令人彷彿回到童年時光，店內沒有華麗的
裝潢，只有幾張素色的桌椅，牆上是懷舊的電影海報，默
默訴說著五、六○年代的時代故事。重點是店內的黑輪滋
味令人難忘，湯頭是由大骨熬煮三小時以上，不添加味
精，喝得到原味與香醇；食材都是店長親自嚴選採買；

規劃完成的大里溪畔自行車道，視野相當廣闊，未來車

醬汁則是傳承自媽媽的手藝，後勁

道若能延伸至烏日大肚溪口，往上銜接至旱溪自行車

十足的辣椒醬、甜而不

道，一路通達大坑風景區，串連成為山海線自行車道，

膩的蒜泥醬，皆是店內

兼可帶動地方觀光、農特產品的行銷。過去的大里，曾

的獨家配方。黑輪的美

經是臺中盆地船運的終點，因而造就了「大里杙」的商

味就在醬汁與食材同時入

機，如今老街褪盡風華，但隨著新建設的帶動，又是另

口的剎那，達到畫龍點睛

一番榮景再現。

之效，再環顧復古的用餐

就在大里老街區的大新社區活動中心，因使用率不
高而改規劃作為大里杙產業文化館，位於福興宮左側，
地址是新興路 2 號。據了解這座建物於西元 1929 年建

環境，可以體會出店家的
巧思，美食往往就在這一刻
深入你心。

造，其構造為清水磚造，木構架的日式斜屋頂，室內採
光良好。主要的大空間展出常態性「大里杙老街今昔」
等史料，如傳統建築工法展及現今所展的古文物及老照
片展。側面的小空間不定期規劃特展，如林爽文事蹟展、
老街藝術家展等，作為傳達地方人文史蹟的空間，可說
是恰如其份。

華，
市熱鬧繁
街
，
點
年榮景，
船運的終
當
地
見
盆
可
中
稀
臺
曾是
在老街上依 重回舊時光。
，
去
褪
華
雖然風
風采，彷彿
街
老
尋
尋
閒暇時，
大里區

區長 詹

文富

大里區有三大媽祖廟，位於內新國小附近的大里新
興宮，創建於清嘉慶 20 年，建築最具古樸風味。正門
兩旁是磐柱青龍、張嘴石獅，顯得威武莊嚴，正殿供奉
著天上聖母，配祀八媽及六媽，是全省罕見供
奉八媽的廟堂，因此被稱為「八媽廟」。
在大堂上端高懸「天后撫我」、「海晏

1

1. 老建築再利用，大里杙文化館本身就是一座日式古屋。
2. 小君黑輪食材嚴選，湯頭熬得香醇，來此用餐可享古
樸的空間情調。
3. 新興宮是全臺罕見供奉八媽的媽祖廟。

NO.20 ENJOYING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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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藝術與人文氣息的大肚山，
宛如臺中市的後花園，
隨時歡迎忙碌的各路人馬，
來這裡小歇片刻，充電一下。

遊公園•賞夜景•逛藝術街
文 吳秀雲 攝影 楊智仁

風送爽，秋涼如水，正是出遊的好時節。以臺中市

金

後花園美譽著稱的大肚山，有都會公園可以騎車、

散步、觀察生態，也有充滿藝術氣息的藝術街商圈，許多
獨具風格的特色店家等你拜訪。傍晚時分不妨到望高寮欣
賞夕陽或燈火輝煌的市區夜景，再去東海夜市吃碗仙草芋
圓或是香雞排漢堡，度過充實的假日。

臺中都會公園生態豐富
一大清早踏進都會公園，就看到許多運動的民眾，有
的騎腳踏車，有人慢跑，或是做體操、練外丹功，還有校
賞月廊道的牆面上有著昆蟲圖騰和身高量尺，很受小朋友歡迎。

36

外教學的小朋友們，每個人都是滿臉笑容、神采奕奕的模

2

1

3

1. 臺中都會公園位於大肚山臺地稜線上，佔地 88 公頃，是國內第二座都會區的大
型綠地公園。
2. 生態湖種有多種水生植物，還有烏龜會爬上石頭曬太陽。
3. 臺中都會公園為民眾提供了遊戲和活動的廣闊空間。

這座位於大肚山臺地稜線上的廣闊公園，佔
地88公頃，是國內第二座都會區的大型綠地公
園，歷經六年的規劃與建設，擁有許多完善的設
施，像是戶外表演廣場、觀星廣場、賞月廊道、
可以讓民眾活動、孩子奔跑，也有單車道供車友
騎乘運動，兼具休閒遊憩、保護自然環境以及改
善生活品質等多重功能，是臺中市民生活裡極為
重要的一塊綠地。
一入園，映入眼簾的種子日晷，是公園的

子在貧瘠的荒野中散播強韌的生命，人與自然開
始對話，彼此尊重，太陽則指引了方向，並記錄
下一切過程。再往裡走就是有著立體天球模型的
觀星廣場，每個星座都清楚地標示出來，是夜間
超實用的星象儀。還有如新月般彎彎造型的賞月
廊道，可以休息、遮蔭，牆邊還有昆蟲圖騰和身
高量尺，是小朋友的遊戲場所。生態湖裡種著臺
灣萍蓬草和印度蓮，還有烏龜會爬到石頭上曬太
陽，植物觀賞區則是認識低海拔植物和花草的生
態教室，更有多達230種的昆蟲以及73種鳥類棲息
在園區裡，豐富的生態令人驚奇。

NO.20 ENJOYING TAICHUNG

生態湖區、植物觀賞區等，當然還有廣大的草坪

地標，象徵在大肚山上的丘陵地，一顆原生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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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街區個性商店林立
成立超過二十年的理想國藝術街，原本因為藝術
家進駐而聞名，近年來因為臺中市區繁華商圈林立而
逐漸沒落，長約兩百公尺的街道，卻仍然保留著悠閒
的氛圍，還有充滿異國風情的藝品店、咖啡館、二手
古物和服飾店，是個遠離市區、自成一格的商店街。
這裡的店家步調很慢，大多下午才開門營業，像
是喜歡歐洲家居飾品的朋友，不妨到「尋寶的地方」
逛逛，店裡從燈具、木櫃、杯盤到小飾品，都是老闆
從國外親自採購回來的，還有印度進口的純棉衣物，
充滿溫馨高雅的風格，很吸引女性的目光，尤其是種
滿綠色植物的外觀，更成為藝術街上的一大特色。而
位於科比意廣場旁的「熱蘭遮城柑仔店」，分為兩個
1

店面，一個是收藏臺灣老物品的二手店，有碗盤、神
像、招牌、玩具的柑仔店，從日治時期到現代，包羅
萬象；另一個則是專賣懷舊零食、玩具，讓人彷彿走
進時光隧道，是四、五年級生懷念童年的好地方。
藝術南街的「昭和茶屋」收藏的是日本老東西，
整間店內外的裝潢都是清水市役所日式宿舍拆下來
的，包含格子門窗、木頭樑柱、欄杆等，店主將搶救
下來的老建材重新利用，也將自己多年來收藏的日本
鑄鐵茶壺、茶具、茶碗等古物展示販賣，營造出古典
日式氛圍，在這裡喝茶聊天，讓人有置身於京都茶店
的錯覺。而愛書的人可以到藝術北街的「午後書房」
尋寶，這家二手書店以文學、社會科學、歷史和哲學
書籍為主，還有一些音樂藝術、繪本和CD，店內面

2

積雖然不大，卻有種溫馨的感覺，可以靜下心來看看
書，享受片刻寧靜。

夜遊望高寮與東海商圈
傍晚沿著遊園南路往望高寮去看夜景，途中會經
過以挪亞方舟為藍圖而建的磐頂教會，如船一般的外
觀十分特別，因而成為網路上知名的景點。位於大
肚、烏日和市區交會處的望高寮，是大肚山臺地上的
一處斷崖，因為地勢高、視野廣，從日治時期就建立
了許多碉堡，為軍事重地，充滿神祕色彩，如今卻成
為臺中最著名欣賞夕陽和夜景的地點之一，神祕氣氛
轉而變為浪漫氛圍。先到道路右邊的觀景平臺看夕
陽，只見昏黃的太陽映照在大肚溪上，有種迷濛的美
3

1. 「尋寶的地方」是藝術街上的老店，以歐洲家飾雜貨為主要商品。
2. 收藏臺灣老東西是「熱蘭遮城柑仔店」的特色。
3. 充滿日本味的「昭和茶屋」，店內裝潢木材全來自清水的日式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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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到天色逐漸轉暗，再往景觀公園去，坐在階梯

1

3

2

4

2

5

1. 從望高寮遠眺的市區夜景，燦爛繽紛。
2. 盤頂教會外觀有如挪亞方舟，十分有特色。
3. 現炸的雞排堡最受男學生的喜愛。
4. 「豆子」的芋圓仙草凍，名氣響亮。
5. 熱呼呼的瘦肉刈包，讓人超想咬一口。

上看著山下市區的燈火逐漸點亮，形成一片璀璨，微
涼夜風迎面吹拂，則是另一種黃昏的浪漫。
看完夜景，肚子也餓了，正好到山下的東海商圈
吃飯去。東海商圈指的是位於東海大學旁東園巷和新
興路一帶的商圈，不算寬闊的道路與巷弄裡，餐廳與

旅遊看板

小吃攤販林立，只是擁塞的汽機車使交通稍嫌混亂，

◆ 臺中都會公園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30之3號

民眾行走時要多加留意。商圈裡除了遠近馳名的蓮心

電話：04-24612483
http://taichungmp.cpami.gov.tw/
◆ 尋寶的地方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18號

凍，以及口感不軟爛的紅豆，吃得出老店的火侯與功
力。而7-11旁多種口味的刈包，是用熱騰騰的鬆軟麵
皮，夾著牛肉、五花肉、火腿或培根等肉類，再加上
荷包蛋、花生粉和酸菜，傳統口味中帶著創新，吃巧
不吃飽的分量，很受歡迎。隔壁的雞排堡則以厚實取
內多汁的口感，教人難以抵抗。
美麗的大肚山區，有公園可以親近自然，有藝術
街能感受人文氣息，有制高點可以賞風景，還有商圈
能 品味美食，果然是臺中人不可多得的後花園。

電話：04-26325478
◆ 昭和茶屋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南街3巷2號

電話：0912-366798
◆ 午後書房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北街46巷2號

電話：04-26529927
◆ 磐頂教會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361巷15號

電話：04-26312522
http://www.churches.org.tw/panding/
◆ 東海商圈 臺中市龍井區東園巷與新興路一帶

NO.20 ENJOYING TAICHUNG

勝，剛炸好的香酥雞排與生菜一同包進漢堡裡，外酥

電話：04-26337011
◆ 熱蘭遮城柑仔店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62號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冰和雞腳凍，還有「豆子」的芋圓和仙草凍是在地人
最推薦的甜點冰品，QQ的芋圓、濃純不甜膩的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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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為了賺錢把事情做好，
現在是喜歡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認真做好，錢自然會來
這種事實驗幾次，真的滿成功的！

勤美董事長何明憲在故鄉圓夢
文、攝影 劉智淵 圖片提供 何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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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憲對故鄉臺中的經營有目共睹，「勤美術館」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們去過東京？那一定看過六本木之丘、表

確實頗引人矚目，從臺灣大道一段（臺中港路）的

「你

參道、東京midtown吧？」男子稍稍停頓

金典綠園道，往東南方向走幾十公尺到國立自然科

後補充：「我在臺中就是要做這樣的商場，而且一

學博物館前右轉，沿草悟道經全國大飯店、勤美術

定會比這些地方更好。」

館到勤美 誠品綠園道，這一路已經是臺中人散步

「我常常買杯咖啡，坐在那裡，有一次，看見
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小孩玩得髒兮兮，到了勤美
誠品門口，媽媽要孩子把釦子扣好，整理儀容再進
門。」他接著說：「有個畫面你們一定要去看，假
日的時候，小朋友在童書區或坐或臥，爸爸媽媽陪

遊晃、逛街購物的首選之地。如果有外地朋友到臺
中，一向謙抑溫和的臺中人，也會懷著一點自豪的
情緒，帶著外地朋友逛逛那座外牆密布植生的美麗
建築，坐在林蔭大道旁喝杯咖啡，看看這裡出入的
文藝青年、時髦人物。

著看書，沒有打電動的聲音，臺灣的希望就在那裡

何明憲表示，他打造勤美 誠品綠園道，買下全

啊！」「你們還沒去過勤美術館？怎麼會這樣？我

國大飯店、金典酒店並賦予它們新生命，這一切都

找人安排一下，一定要去看看！」

有感情的因素。「這裡是我的家鄉，我希望做一些
對臺中有貢獻的事。」

要做對臺中有貢獻的事
採訪勤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明憲的經驗很

個性低調不談與市長同窗
何明憲出身臺中何厝的地主家庭，年幼時就在
父祖輩早年辛勤耕作的鄉野田園裡玩耍，抓泥鰍、

聞我們來自臺中，有兩個小時的訪問時間，他便

電魚、挖番薯什麼都來。小小年紀的他，不是特別

先擱置記者的提問，從自己的經營理念、事業理想

愛念書，倒是很喜歡農事雜務，經常自己找塊地種

導入話題，最後讓記者提問、拍照，堪堪用完兩個

東種西，初中就開始賣農藥，還賣得頗有成績，

小時。尤其談起「勤美 誠品綠園道」、「勤美術

小小年紀就嶄露經營頭腦。他的初中同學，有一位
特別調皮反骨，常常糾合同學反抗學校不合理的制
度。他和這位胡姓同學雖然彼此欣賞，但兩人個性

些建築對臺中地貌和人文風景的影響。而未來他準

不同，並不常玩在一塊兒，日後也發展殊異。即使

備開發的「勤美天地」，就以超越東京表參道、六

多年後胡同學當上臺中市長，何明憲也在臺中多方

本木之丘為目標，除了建案本身，他還期望與市民

經營，但何明憲還是謹守官商分際，連受訪時被問

廣場和草悟道連結，影響大約三萬坪土地，為臺中

起和胡志強市長的同窗之誼，他也避而不談。

創造具有商業機能、生活情趣和人文氣息的都市空
間。
事實上，近十餘年來，勤美集團在臺中的經營

高中畢業後，何明憲北上求學，民國58年三專
畢業，何明憲隨即結婚，何家依傳統僅給予五千元
生活費即要求他獨力生活養家。他年輕樂觀，初時

NO.20 ENJOYING TAICHUNG

館」這些位在臺中市的得意作品，更是充滿情感，
往往用生動的故事，以非常有畫面的方式，表達這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特別，這位事業橫跨金屬鑄造、飯店、商場、建
築，身繫兩岸三地多家上市公司的忙碌企業家，聽

41

我是臺中人

PEOPLE PROFILE

1

1

2

3

1.2. 勤美 誠品綠園道一帶是臺中人休閒、散步的好去處。
3. 何明憲是個敢於做夢的企業家。

不覺有壓力，夫婦倆在臺北租屋，四十五天內，寄

市，經營頗為吃力，但何明憲設計折疊式烤肉爐獲得

出一百二十多封履歷卻都未獲回應，他頓時恐慌起

專利，靠這項產品，勤美金屬第一年就賺了一百七十

來。幸而透過姐夫介紹，到一家金屬翻砂廠兼報關

萬元，遠超過資本額。此外，何明憲仍積極拓展業

行任業務人員。他記得，當時是10月中旬，公司要

務，當時他思索，他們冬天生產烤肉爐，夏天銷售，

他11月1日上班，他馬上表明，願意立即上班，薪水

夏天的產能似有浪費。他發現冬天用的壁爐應該是個

同樣從11月1日起算。「就怕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沒

可以嘗試的新產品。當時同行和技術人員都告訴他，

啦，要趕快卡位。」何明憲笑著說。

他們的鑄造技術未達水準，但他執意嘗試，發信向美

由於工作勤奮，業績出眾，三、四個月後，何

國貿易商表明有意承製，對方很快的寄了座樣品來，

明憲已是公司的業務經理，也存得人生第一桶金，

何明憲立即拆解分析，報價給對方。不久，何明憲位

沒想到，民國61年，老闆遭業外旁騖拖累，金屬

在臺北市巷弄中的小辦公室來了一位衣著體面的銀行

翻砂工廠倒閉，生產停頓，無法出貨給何明憲的客

經理，銀行經理表明，有一封國外來的信用狀，郵差

戶，於是他找了兩位專科同學，集資一百萬元頂下

找不到地址幾次投遞不成，因為金額不小，他只好親

倒閉的翻砂工廠，投入全然陌生的金屬鑄造領域。

自跑一趟。沒想到對方拿出的信用狀，上頭的金額竟

從勤美集團出版的《勤美四十》紀念特刊的創
業者回憶中，可以看到三位合夥人和工作同仁如何
在近乎「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刻苦工作。當時，何
明憲負責業務，另外兩位同學主管技術和廠務，何

是一千萬美元。原來，能源危機之際，美國政府立法
規定，凡是獨棟屋舍皆須自備壁爐，以免停電時無暖
氣可用，導致受凍死亡。新法一頒布，市場上壁爐頓
時奇缺。

明憲求好心切、脾氣火爆，三人不時爭論，往往是

對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

合 夥 人 忍 讓 ， 何 明 憲太 太 事 後 滷 個 雞 腿 到 工 廠 加

公司而言，這完全是天價訂單。拿到這張訂單，勤美

菜，平復眾人情緒，然後大家繼續埋首工作。

上下除了興奮莫名、積極趕工之外，何明憲還發現，
當初由於原物料價格不穩，報價略高，他還致函美國

獲得千萬美元的訂單
創業初期，正逢石油危機，原物料價格一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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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動降價一成五。對方因此對勤美更加信賴，
此後十年，即使競爭者日眾，勤美也未曾失掉訂單。
由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何明憲的膽識和行事風格。

此後，由於眼光精準、敢於投資，勤美率先採用

眾生的事情，認真做好，錢自然會來，這種事實驗幾

自動化鑄造設備、自行進口銑鐵壓低成本、勇敢西進

次，還滿成功的！」而在臺中，他直接感受到鄉親的

中國大陸，種種突破性作為，讓勤美的金屬鑄造本業

友善回饋，讓何明憲做起事來更加來勁。

領先業界，成為兩岸三地無可取代的領導品牌。

何明憲表示，他多次在勤美 誠品綠園道被人認
出來，向他豎起拇指，說聲感謝。「有次警察先生把

五十歲以後想法改變

我叫住，我以為又要抓我去關，他卻說：『謝謝何先

在《勤美四十》紀念特刊中，有一張民國61年拍
攝的黑白照片，兩位穿著西褲襯衫的漢子面對鏡頭，

生，以前這一帶治安不好，現在工作輕鬆多了。』」
何明憲自我解嘲地笑著說。

身前是一只名為「HIBACHI」的折疊式烤肉爐，這就
是勤美公司的創業之作。照片中的何明憲，西裝頭、
戴著黑色粗膠框眼鏡，廣額方頤、雙唇緊抿，臉上每
一處線條都像快刀削刻出來似的，和現在笑容滿面，
雙頰豐潤、下巴厚實的模樣，判若兩人。
「二十四歲就當董事長，愛裝老成，個性又兇，
現在想法改變了。」何明憲表示，年過五十，對人生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體悟，覺得生命中最快樂的事不是
賺多少錢，而是過著孩提時代無憂無慮的生活。於是
他涉足建築事業，成立璞真建設，期望能營造適宜人
居、讓人反璞歸真的好宅。何明憲說：「以前是為了
賺錢把事情做好，現在想法改變，要找喜歡做，利益

敢於做夢、追夢的臺中人
他認為，氣候溫和、居民年輕熱情、大學密度
高，這些都是臺中的優勢，何明憲也發現，臺中的年
輕人還沒被現實摧折拖磨，比較不勢利，也更有做夢
的勇氣。「只要給他機會，臺中年輕人會表現得比想
像的還好。」何明憲說。
說起來，何明憲正是這樣敢於做夢、勇敢追夢的
臺中青年。期望這位敢於做夢的企業家，繼續在故鄉
圓夢，相信臺中將會出現更勝表參道、六本木之丘的
城市空間。

1. 去年何明憲（前排右3）率領勤美同仁共同參與公益健
康的草悟道聖誕趣味路跑活動。
2. 民國61年於迴龍場內，勤美的第一項產品HIBACHI折
疊式烤肉爐問世，何明憲（右1）驕傲地與產品合影。
3. 勤美術館是全臺首創無疆界美術館。
4. 何明憲與夫人休閒時愛爬山。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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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好味道

GOOD TASTE

外埔
藍色天空下的火紅夢想
文 鍾文萍 攝影 楊智仁 協助 佛家庄紅龍果園

鮮紅欲滴的火龍果，討喜又吉祥，
除了適合拜神祭祀，
經過農技改良的火龍果風味大增，
低卡又營養，廣受養生人士的喜愛，
是盛夏到金秋買氣最火紅的水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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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子網路盛傳某電視名嘴靠火龍果減重有成

前

的消息，這種對國人來說不算十分熟悉的熱

帶水果，身價瞬間爆紅，人人都想試試看是否真
的那麼有效。外埔區紅龍果第一產銷班班長、也
是火龍果達人的農友范振清笑笑說，其實外埔的
火龍果「紅很久了」，有多紅呢？外埔火龍果在
果菜市場的拍賣價是全臺火龍果最高的；外銷新
加坡時，第一次貿易商訂了120公斤試賣，口碑大
好，第二次立即追加五倍到600公斤，連以挑剔著
稱的日本人也搶著下單。這天下午，班員們陸續
送來早上剛摘下的鮮果到集貨場，看著一顆顆碩
大肥美的火龍果出門「為國爭光」，范振清與班
員的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1

原為吉祥祭祀聖果
火龍果即外埔果農口中的「紅龍果」，又稱
仙蜜果，為三角柱狀的仙人掌果實，原產於墨西
哥、加勒比海等中美洲沙漠地區，亞洲的越南也
是盛產地。火龍果在這些地區被視為具有神聖吉
祥寓意的聖果，美洲瑪雅、印加金字塔附近及越
南人的寺廟旁都種有仙人掌樹，以便每逢祭祀及
重要的宗教活動時，信徒能就近摘下火龍果供奉
在祭壇上。二十年前，臺灣的火龍果都是越南進
口的，一斤要價將近200元，可能是受到發源地文
化的影響，也可能因為紅色的外觀討喜又耐放，
一般家庭買來都會放在神桌上代替鮮花作為供品
之用，很受歡迎。但越南進口的火龍果非但不
甜，還有股草腥味，臺灣民眾其實並不愛吃。
范振清的父親范良欽是外埔區第一個試種火
龍果的果農。六年前，范振清從屏東教職員退
休，以五十三歲「高齡」回到外埔永豐村，接下
父親的火龍果果園，卻一心想突破父親的傳統農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法。范振清指出，火龍果是仙人掌科植物，有露
水就可以存活，一旦水分養分充足，生長速度更
是直飆，但產量多，產質卻不優，連拿來打果汁
都不甜不香，還好盛產的七月正值全國中元普
渡，許多人都拿火龍果來祭拜好兄弟，「那時賣
得出去，還真要感謝神。」他說。

火龍果是很好種但很難照顧的水果，為了提
升火龍果風味，范振清開始拒用農藥並改採有機

1 火龍果原產於中美洲一帶的沙漠地區，是三角柱狀的仙人掌果實。
2. 紅通通的火龍果外型討喜、營養豐富，再加上熱量低，深受現代人
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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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技改良風味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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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從土壤改革、施肥、技術改良到果園管理都自己
來，除了要以手工清除蝸牛、螞蟻等蟲害，每顆果實
從小果時期，花瓣一剔除就套上不織布套袋，阻絕果
實蠅並減低遮光率，靠著調節日照時間的長短來控制
果實生長的速度、果肉的甜度與飽水度。夏天不但要
預防紫外線曬傷，冬天還要防霜害，非常費工。
然而一開始並不順利，種出來的果實竟然又酸又
鹹，在村里間傳為笑柄；范良欽看著兒子「胡搞」，
氣得兩年都不跟他說話。接著長達三年的時間，范振
清一個人在果園裡埋頭摸索，立志要把火龍果「從供
桌搬到餐桌」。到了第四年終於成功，他種出來的無
毒火龍果甜度高達16度，細膩的肉質和淡淡的蜂蜜
香，完全顛覆一般人對火龍果「淡而無味」的刻板印
象，當拍賣市場拍出1公斤100元的空前高價時，興奮
激動的他一時手足無措，從市場出來一路邊走邊哭，
最後走到自家果園，對著火龍果放聲嚎哭起來。
如今來到他的果園，仙人掌長得比人還高，一顆
顆火龍果從仙人掌葉間冒出頭來，就像沙漠綠洲中的
1

點點桃紅。每顆甜度達18度以上，重量1斤半以上；以
前一斤30元，現在一斤賣到180元，創下果菜拍賣市場
天價，而原本叫不出任何特產名號的外埔區，從此有
了「火龍果之鄉」的封號。

從供桌火紅到餐桌
外埔火龍果有越南白肉及改良紅肉兩種，體積雖
碩大，其實近九成都是水分，白肉口感爽脆，紅肉較
軟Q，黑色種子內富含不飽和脂肪酸、抗氧化物質及
各種營養素，植物化合物甜菜含量比白肉高一些。不
過不要因此誤以為紅肉較「補」，因為所有火龍果都
2

含花青素、類黃酮素、維生素C、植物性白蛋白、花青
素、水溶性膳食纖維、胡蘿蔔素等，都具有抗氧化、
降血壓、退火、改善便秘等功效；特別是所含的水溶
性膳食纖維容易讓胃有飽足感，進而減少食物攝取，
達到體重控制的效果。
火龍果自然產期為7∼11月，紅肉種比白肉種開花
早，結果期也比較長，因此在產期初始和末期產量較
多。這幾年外埔果農率先採用電照法調節產期，即在
夜間以燈泡映照仙人掌樹，讓它誤以為還是白天而繼
續行光合作用，如此可以延長產期到翌年2月，這個時
期的果實量少價昂，比自然期的產果價格至少貴了兩

3

1. 火龍果從小果期就要套上不織布套袋，冬季要防霜害，夏日怕
紫外線曬傷，照顧起來很費工。
2. 利用電燈延長日照時間，可以栽培出品質與風味俱佳的火龍果。
3. 火龍果生長期最怕小蝸牛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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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卻因為正值春節送禮與祭拜雙重旺季，經常
供不應求。

1

2

3

4

1. 外埔永豐里的火龍果產銷班的吉祥物。
2. 范振清結合了同好組織火龍果產銷班，一起打天下。
3. 外埔的火龍果採無毒種植，生長的果肉口感細，帶有淡淡蜂蜜香，在市場上很搶手。
4. 火龍果當水果、打果汁都很合適，因纖維素含量高，可以達到控制體重的效果。

范振清表示，火龍果越重表示多汁、果肉豐滿，綠
色葉片尖端如開始變得枯黃，則表示鮮度已經不佳。
「夏季的火龍果酸中帶甜，隨著熟度越高果肉會越甜，
因此10、11月的果實紅中帶青，是最成熟最甜的階段。
中間是最甜的部分，所以要切片吃，甜度口感才會均

去年范振清獲得全國模範農民殊榮，並號召數十位
永豐里的農民自組火龍果產銷班一起打天下，班員們響
應他的理念，整個庄頭沒有一般農村化學農藥、除草
劑難聞的氣味，山風吹來，只有清新的泥土草香沁人心

尋味跟我來
▲ 佛家庄紅龍果園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六分路43號
電話：0933-378219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勻。」

脾。范振清說：「無毒種植，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們自

部貴婦們大為驚豔。他沒忘記當年立定的志向，時時
對自己、對班員、也對在果園幫忙的兒子說：「要繼續
學，要成功，就不能忘記在果園裡流下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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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外埔火龍果除了外銷，還進軍全國最大超商及中
部頂級超市最顯眼的櫃位，鮮紅欲滴的火龍果實，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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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圖像

PRESSIONAL CRAFTSMANSHIP

「木屐不是日本人的東西喔！」
陳仁程拿起一雙鞋跟高達十公分的「棕屐」，
展示在我們面前。
原來，我們臺灣本來就有
屬於自己的木屐文化……

陳仁程聚精會神地刨光木屐表面的平整度。

48

陳仁程推動木屐時尚革命
文 葉佳慧 攝影 游家桓 翻譯 卜安婕

總是妙語如珠，很會帶動與客人間的互動氣氛，而看不出來的是，今年五十歲

的他，竟然是個擁有三十多年木屐製作經驗的老師傅。「剛開始我也沒興趣，沒辦
法啊！爸爸做，我們三個兄弟就跟著一起做囉！」陳仁程瞇起眼睛開懷地笑著，而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豐原區東豐自行車綠廊旁經營「綠之戀木屐彩繪教室」的陳仁程， 說起話來

在

這瞇眼的動作，其實是因為從事木屐製作這三十多年來，為了躲開刨起飛揚的木

源自中華 日本發揚光大
由於曾為日本的殖民地，加上東洋文化早已融入了臺灣人的生活，因此多數
人只要提起木屐，就不約而同地想起日劇《阿信》女主角腳底下那雙會發出「踢踢
踏、踢踢踏」聲的陽春版木屐，或者是現代偶像劇裡，日本女性穿著浴衣去看煙火
的精緻版木屐等相關的影像場景。但對於十四歲開始，就因為父親陳江河的關係而

NO.20 ENJOYING TAICHUNG

屑，而早已改不過來的習慣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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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圖像

PRESSIONAL CRAFTSMANSHIP

1
1. 現在的木屐大多使用進口松木作為材料。
2. 過去在刨製木屐時必須使用特製的刨刀。
3. 在木屐表面噴灑亮光漆可常保清潔不產生

足印。

2

3

日日與木屐為伍的陳仁程來說，穿木屐可不是日本才

然而，由於編織棕櫚屐帶的手藝逐漸失傳，加

有的文化，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木屐，談起木屐的由

上造型、功能不受日本人青睞，因此柴屐逐漸在市場

來，絕對與中華文化脫離不了關係。

上消失，到後來才發展出所謂的「男子漢」木屐，其

陳仁程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春秋時代就已
經有了穿著木屐的記載，一直到了漢朝、唐朝乃至清
朝，木屐都曾在民間流行過。而臺灣早期由於民生物
資缺乏，穿鞋是件奢侈的事，一直到了日治時期，常
民才以木屐作為主要且具有社交禮儀的穿著用鞋，雖
然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但臺式木屐與日式木屐卻在
外形上有著明顯的差異。

夾腳的款式可說是混合了日本血統所產生的「木屐混
血兒」。陳仁程說，男子漢木屐雖然和日本男性所穿
著的木屐看似雷同，其實鞋身的造型還是有所差異；
日本男性木屐的四角較方正，臺灣男子漢木屐的邊角
修飾得較為圓弧，而臺灣女性當時所穿的木屐，則是
在木頭鞋身的上方加了一塊透明或紅褐色的塑膠皮，
沒有所謂流不流行或其他選擇，清一色就只有這兩種
基本款。

木製棕屐 漁販專屬高跟鞋

談起父親陳江河投入木屐製造的過往，陳仁程
說：「一切都是為了『顧巴肚』啊！」陳江河家境不

「臺灣人的木屐叫作『柴屐』，是用質量較輕

收入微薄，無法照顧家計，又看不到前途，於是和父

樹的纖維搓繩製作鞋面與綁帶，再與下方的木製鞋身

母商量後，決定逃工到外地親戚家學做木屐。

繫在一起，這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臺灣柴屐。」陳仁程
說，這種柴屐的特徵就在於它高達十公分的鞋跟，而
之所以會把鞋跟做得這麼高，可是和愛美而穿高跟鞋
的心態不一樣，因為需要穿棕屐的人，大多是在市場
工作的魚販，當清洗漁獲時必須反覆的沖水漂洗，為
了避免腳部長期浸泡在水中導致皮膚潰爛，因此才做
出如此高的鞋跟，且棕櫚鞋面在乾燥時觸感雖然粗

50

好，原本只是一個幫農家放牛吃草的小農工，但因為

且不易腐爛的山黃麻木或梧桐木製作鞋底，並用棕櫚

在做學徒的日子裡，陳江河除了要學手藝，生
活中的空檔還要打理師父的起居雜事，如燒開水、鋪
棉被等，不可有任何懈怠，三年六個 月的學藝生涯過
得很辛苦，不過為了學習一技之長，將來可以創業讓
家人過上好日子，陳江河認為吃些苦是值得的。
出師之後，陳江河磨練了幾年，正準備大顯身

糙，然而一旦碰水之後，就會變得柔軟且服貼於腳背

手，夥同朋友在埔里山區開木屐工廠之際，卻遇到淹

的弧度，走起路來既舒適又省力。這種善用天然素材

大水，他們準備的木料統統付諸東流，本不寬裕的資

特質的巧思，正是先人所展現的生活智慧。

金更周轉不過來了，創業夢碎，陳江河只得結束木屐

2

3

1

1. 陳仁程製作了一雙重達1,380公斤、全球最大的木屐。
2. 復古木屐經巧思改良變身成高跟木屐手機座。
3. 「臺灣男子漢」的木屐造型較日本款的更為圓弧。

工廠，到舅公開的木材店「吃人頭路」。沉潛多年，陳

臺灣木材禁伐，因此現在所生產的木屐已經改用紐西

江河仍忘不了創業，利用辛苦積攢的資金，回到家鄉神

蘭進口的松木。陳仁程解釋，松木的好處在於質輕好

岡開了木屐工廠。
當年在製作木屐還未機械化的時代，陳仁程的父
親總是用著木屐專用的特製刨刀，以微突的刀面刨下一
片片的木屑，刨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木屐鞋面與鞋底的弧
度，還要把邊邊角角修得光滑細緻，且刨製時最忌無法
一刀到底，「出鎚」的結果，就是鞋面會出現一道一道
的線條，既不好穿也不美觀。
陳仁程坐上斜面工作檯，將木材放在低處，人坐
在高起處，用腳趾抵住木頭，拿起刨刀開始一片片刨塑
木屐的雛形。這個動作看似簡單，但不消幾分鐘，陳仁
要『眉角』！」陳仁程擦了擦身上如雨的汗水，要我們
親手試試，果然，一下子不是刨刀飛出，不然就是木屐
跑位，連一片完整的木片都刨不下來。「要用全身的力
量下壓，再用手腕的力量去控制刨起的弧度，而且別忘
了腳趾要緊抵住木塊，這樣木塊才不會跑掉。所以以前
作，因為赤腳才有阻力，才能把木塊抓牢在固定的位置

瓷磚或石英磚之故，陳仁程還將傳統木屐改良，在鞋
底加貼防滑鞋墊，如此不但可以減少行走時發出的叩
叩聲，還能防滑，一舉兩得。
陳仁程說，現代製鞋業突飛猛進，各種新款式、
新材質不斷推陳出新，但木屐之所以從來不曾在這個
行業裡消失，除了它確實擁有涼爽、好穿、耐用的
特性之外，其復古氣質，更是用時間累積出的不朽
價值，因此為了讓更多年輕人認識這門傳統工藝，他
不但將木屐的款式年輕化、精緻化，還研發了更符合
人體工學的的新鞋形、舒緩下背疼痛的功能木屐，並
將木屐作為吊飾、手機架、鑰匙圈等，同時在東豐自
行車綠廊旁經營木屐彩繪教室，讓遊客可以實際參觀
木屐的製作過程，親手彩繪木屐，並從參觀學習裡，
重新認識木屐、了解木屐，進而把這項工藝帶到生活
裡，感受素樸自然的木屐之美。

上啊！」

求新求變 復古兼顧時尚
由於對手作木屐的技藝再熟悉不過，因此當木屐
製作進入機械化生產後，陳氏父子也很快上手，但由於

職人小檔案

綠之戀木屐彩繪教室 陳仁程
臺中市豐原區朴子街196-1號（東豐綠色走廊豐原起點旁）
04-25120536、0936-268955
六、日及例假日 9:30∼18:30，平日須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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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屐師傅雖是做鞋子的，但其實他們根本就是赤腳在工

超過二兩，雖輕卻穩，且為了因應現代地板大多是貼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程已是滿臉汗涔涔。「做這個不容易啦！又花體力又需

走，假使木屐太重，容易得「腳風」，就是所謂的關
節炎或關節受損，而松木做成的木屐，重量一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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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ly, clogs didn't come from Japan,"
Chen Jen-cheng explains while holding a
pair of 10-centimeter-high clogs. As it turns
out, Taiwan has its very own 'clog culture'.

Walking the traditional
Taiwan way:
Chen Jen-cheng's clog fashion revolution
Words by Ye Jia-hui Translated by Angel Pu
Photography by You Jia-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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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en Jen-cheng, owner of Luzhilian Clogs Painting
Studio near the Dongfeng Bikeway, exudes wisdom

as he speaks and is a very good communicator. People
often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50-year-old man
has worked in the clog-production industry for over 30
years. "Actually, I didn't have any interest in it, but my
father was in the industry so my brothers and I had to join
in to inherit the business," he explains with a laugh. It's
not hard to notice that he often narrows his eyes when
talking. According to him, this is because when he's

With the help of machines, clog-making has become easier and quicker.

making clogs he has to squint to keep out the sawdust.
After 30 years, this mannerism has become a habit.

A Chinese tradition honored by the Japanese
As a former Japanese colony, Taiwan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ulture and most people
think of Japan when they see clogs. However, according
to Chen, who has been producing clogs since he was 14
because of his father Chen Chiang-ho, this footwear did
not originate with the Japanese but, rather, is definite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because clog-string makers began
dwindling and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of "chaiji" clogs were not favored by the Japanese, they slowly
disappeared from Taiwan. The clogs we know today-looking more like flip-flops--are actually a fus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varieties. According to Chen, this
type is similar to traditional Japanese clogs in appearance,
with some small remaining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Japanese men's clogs have squarer shapes, while
Taiwanese clogs feature more rounded edges. Moreover,

Chen explains tha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ogs can

the clogs wore by Taiwanese women at that time were more

be traced back to as early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like slippers. Thi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fashion; people

Period (approximately 771 B.C.) with clogs also worn

only had these two choices when it came to clogs.

during the Han,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aiwan,
poverty meant that shoes were considered a luxury in
earlier times. It wasn't until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at people began using footwear, in this case clogs, to
show their manners. Although clogs were brought to the
island by the Japanese, Taiwanese clogs and Japanese
clogs were different in appearance.

Brown wooden clogs: 'High heels' for fish dealers
as 'chai-ji' [firewood clogs]," Chen explains. "The soles
were made of lighter, durable wooden materials and the

The elder Chen was a farm worker who came from a poor
family. His income was so low that he was unable to care
for his family so, after consulting with his parents, he
decided to give up his farming job and learn how to make
clogs from one of his relatives.
As an apprentice, Chen's father had to care for his
master's daily needs, such as making the bed and cooking,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his trade. Thos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were rough but for Chen it was worthwhile to make
good living for his family.
After finishing his apprenticeship, Chen was then

that defined the original Taiwanese chai-ji." A feature of

ready to run his own business and decided to open a clog

this type of clog was the 10-centimeter-high heels. Unlike

factory in Puli with his friends. Unfortunately, there was

the high heels wore by ladies, chai-ji wearers were mostly

a flood that year and all the materials they bought were

dealers in fish markets. Because they spent a long time

wasted, not to mention all of the money he had spent on the

washing the fish they were going to sell, the high heels

factory. Against his will, Chen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meant their feet wouldn't be soaked in water for extended

give up the factory and become an employee in his uncle's

periods. The inner sole, made of palm fiber, had a rough

wood-material shop. After few years of this, he still wanted

texture when dry but became soft and flexible when wet,

to have his own career, so he went back to his hometown

illustrating earlier generations' practical everyday wisdom

Shenggang and opened a clog factory with money he had

in using natural materials so well.

saved for years.

NO.20 ENJOYING TAICHUNG

strings were made from palm-tree fibers, a combination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The clogs worn by the Taiwanese were known

Asked how his father Chen Chiang-ho became a
clog maker, Chen Jen-cheng says "it was all for a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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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1. These innovative clogs are modern and stylish.
2. The edges of the clogs also need to be polished.
3. Fastening the strings is the last clog-making step.

In those days, clog production hadn't become

keep up with the times. Because logging is illegal in

mechanized and Chen Chiang-ho only used a planer

Taiwan, today's clogs are all made of pine imported from

tool for his clogs. When planing the wood, it was

New Zealand. According to Chen Jen-cheng, the light

important to notice the curve of the soles and do it in

texture of pinewood makes it a perfect material for clogs

one go so there would be a smooth edge and line--

because, if they are too heavy, wearers might be injured.

something that remains true today.

And clogs made of pine usually don't weigh over 75

Sitting at the inclined working desk, Chen Jen-

grams apiece. Moreover, because modern-day flooring

cheng positions the wood at the lower side and sits by

is mostly ceramic tiles, Chen improved traditional clogs

the higher end. He uses his toes to steady the wood

by adding slip-resistant soles that also dampen loud

and begins using the planer knife to shape the sole.

sounds when one is walking.

This seemingly easy work, surprisingly, makes him
sweat profusely after few minutes. "This is really not a
easy job,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peaking," he says,
wiping the sweat off his face. When this writer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it wasn't surpris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evenly plane a complete piece of wood, even after
finally learning how to hold the planer knife and steady
the clog. "Use all your weight to push and use your wrist

Although the modern shoe industry introduces new
styles and materials every season, clogs have never
disappeared from people's life. The reason, according
to Chen Jen-cheng, is that besides being comfortable
to wear and durable, they also exude a unique, retro
style that no other footwear can compare to. 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o the younger

to control the curve; don't forget to steady the wood

generation, he not only makes the clog styles more

with your toes," said Chen, trying to provide instruction.

youthful and elaborate, but also has invented ergonomic

"It's interesting that clog makers don't even wear shoes

clogs and functional clogs that ease lower back pain.

when they are working."

There are also clog-related products, such as cell phone
chains, key chains and cell phone stands, in his studio,

Fashion innovations keep up with the times
When the clog industry became mechanized,
the Chens didn't feel left behind. Instead, they tri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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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visitors are allowed to observe production and
paint clogs themselves. Chen hopes that by doing this
mor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the beauty
of clogs and make them a daily-life accessory.

LIFE NEWS

生活快訊

愛在臺中 輕鬆成家
提升樂婚、願生、能養的意願
文、圖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現代人成家大不易，臺中市政府貼心提供各項福利服務，
幫助新人快樂成家，在臺中落地生根，做個幸福臺中人。

中市政府為傳達對市民的祝福與關懷，讓城市更友善

臺

溫馨，自民國101年8月1日起，凡由外縣市（含國

外）遷入單獨立戶，或辦妥結婚登記的民眾，隨即由戶政事
務所主管致贈「愛在臺中．幸福看得見」成家福袋，讓成家
的新人立即感受到市府的貼心與溫暖。
成家福袋內容包括提袋、市政宣導品、賀卡及成家資訊
宣導。提袋為喜氣的桃紅色系，整體設計概念以臺中市市花
「山櫻花」為主軸，取其花語「為您微笑」，由衷為對方祝
福的心意，再加上臺中公園湖心亭、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大甲鎮瀾宮等意象，同時行銷大臺中著名的觀光景點。
市政宣導品為兩雙筷子及一個圓形保鮮盒，象徵「筷樂
成家、圓滿好盒」的祝賀之意。為了讓市民在成家初期獲得
最即時而完整的關懷與提醒，市府亦提供成家福利服務、補
助及生活相關訊息，期能降低市民甫成家的焦急、減輕生活
負擔，陪伴市民度過重要的人生階段，營造「以民為尊」的

1

樂活城市。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成家福袋的發放，除了表達對市民的祝福，並具有藉由
成家及生活資訊的提供，「協助市民在成家的歷程，獲得豐
富的成長及齊心努力共創幸福大臺中」此一更深層的含義。
除了福袋的發放外，臺中市政府亦透過簡訊放送愛的力
量，傳遞「百年好合．幸福美滿」的祝福，願新人能共創幸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以來，市府一直竭盡心力，希望能打
造友善與愛的城市，並積極配合內政部人口政策宣導，辦理
未婚聯誼、聯合婚禮等活動；發放生育津貼；實施托育服
務、幼托整合及學費補助等教育、社會福利措施，盼能提升
市民「樂婚」、「願生」、「能養」的意願，讓更多的民眾
在大臺中落地生根，做個幸福又快樂的臺中人。

2

1. 成家福袋裝滿了對新人的祝福。
2. 在臺中市結婚並辦妥登記的人，都可獲得一份成家福袋。

NO.20 ENJOYING TAICHUNG

福的未來，擁有一輩子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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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象

CITY IMPRESSION

用敏銳的心，悠遊城市；以優美的文字，書寫印象。
這是個作家走逛臺中的園地，邀你穿梭字裡行間，並體驗臺中多樣風情。

战
激
创意
的
文 朱學恆

的国度

你看！是不是很多流行事物都從臺中出發然後席捲全臺灣？
也就是很多流行臺灣的事物都必須要經過臺中人的考驗和拼鬥之後，
才能夠登上全臺灣的舞臺，甚至才能夠進而登上全世界的舞臺！
朱學恆
民國 64 年生，中央大學電機系畢業。翻譯聯
經出版的年度大書《魔戒三部曲》、《魔戒前
傳：哈比人歷險記》，於民國 100 年銷售量突
破八十萬冊。為財團法人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
創辦人、董事長兼執行長。現任開放式課程計
畫義工，並於兩年內成功與麻省理工學院簽訂
正式合作協議，成為國際開放式課程聯盟成員，
引進世界各大學一流知識。著作有《打電動玩
英文》、《玩人生成大器》、《荒謬激出大創
意》、《阿宅的奇幻事務所》、《新的世界沒
有神》、《宅男子漢的戰鬥》、《站好，不要
靠我的腰！》、《一入宅門深似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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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去臺中出差或是工作，雖

我

然都只是蜻蜓點水，但我都會

盡量利用時間觀察臺中的變化。

美食群聚

競爭激烈

其實當臺中人還滿幸福的耶！因
為全臺灣競爭最激烈的逢甲夜市就在

很多時候大家其實沒有意識到，

你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一直記得第

臺灣很多的改變都是來自於臺中，這

一次朋友帶我去逢甲夜市的情景，基

可能跟臺中人追求變化、追求極大化

本上我什麼攤位都來不及靠近就在一

的挑戰個性有關。

個小時之後又被人潮給推了出來，除

了看煙火之外，我還真的不知道哪裡
有這麼人潮鼎沸的地方！
而且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臺中
春水堂自稱，當初研發泡沫紅茶的過
程，始自老闆劉漢介先生在民國 72 年
到日本遊玩時，看見日本咖啡館內服
務生用雪克杯調，喝起來口感香醇，
回臺灣後嘗試使用調酒器將熱茶、糖
漿及冰塊以經過設計的程式比例，調
泡出泡沫綿細的紅茶，並命名為「泡
沫紅茶」。而同時春水堂亦宣稱珍珠
奶茶亦為其發明。
此外，好茶泡沬紅茶（原小歇泡

這麼說，只要你的創
意能夠通過夜市激戰區
逢甲的考驗，那麼征服全
臺灣指日可待啊！

進化論最前端都會在這邊發
生！這裡堪稱是美食與享樂的加

沫紅茶），起源於臺中市，其宣稱將
一日賣剩的餘茶以雪克杯混合冰塊搖
晃而發明。

MOTEL 文化

席捲全臺

而 且 那 個 最 厲 害 的 MOTEL 文

拉巴哥群島，能夠在此擊敗所有其他
美食與享樂的鬥士，才能夠在臺灣稱
王啊！

你看！是不是很多流行事物都從

化不也是從臺中出來的嗎？沐蘭，

臺中出發然後席捲全臺灣？也就是很

我上次還利用深夜便宜價格去住了

多流行臺灣的事物都必須要經過臺中

一次，一時之間只覺得為什麼走到

人的考驗和拼鬥之後，才能夠登上全

廁所要走那麼久，而且泡水的池子

所以寫著寫著我不禁羨慕起臺中

臺灣的舞臺，甚至才能夠進而登上全

太大了要放水放好久才放滿，等到

人的好運氣了，能夠站在美食戰爭的

世界的舞臺！

我都睡著了，但總之這也是非常驚

第一線看著各種各樣創意美食的潮起

而且不只如此，很多後來到處開
連鎖店的產物也是第一次就出現在激
戰區的臺中，然後才開始站穩腳步四
處擴張的！譬如鼎王麻辣鍋（我是很
但因為我個人生性討厭排隊，所以鼎
王這輩子我只吃過一次，根本不記得

此起彼落

人的文化！甚至後來一路發展到了

潮落真的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啊！不

臺 北 啊！ 說 老 實 話 我 根 本 就 認 為

知道能夠看著美食的誕生和毀滅究竟

MOTEL 文化應該發展到全世界！應

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

該讓全世界人看看臺灣 MOTEL 奢華
充滿想像力的那一面！
所以，如果說要怎麼總結臺中
的文化呢？
我認為臺中的文化就是戰鬥，

近的內褲麻辣鍋，取其名為吃完連內

所有創新的東西都應該在這邊誕生，

褲都是麻辣鍋的味道之意！）然後還

在這邊面對撞擊和鬥爭，在這邊面

有各大夜市都可以看到的日船章魚小

對各種各樣的競爭衝擊，然後如果

丸子連鎖店總店也是源自臺中，後來

注定死亡的就會滅亡，但如果能夠

才開始到處授權！然後還有以前每次

繁榮昌盛的就會邁出臺中，往外繼

去臺中，朋友都要帶的薔薇派！

續繁殖和生長。

導吧！「臺中市逢甲商圈知名小吃
『大腸包小腸』，兩家攤位隔了一條
小巷子打對臺，搶客人各不相讓，甚
至還張貼標語互嗆；97 年底，兩家
大腸包小腸的員工，發生口角，當街
互相拉扯毆打，鬧上警察局，而雙方
都依傷害、公然侮辱罪，遭到起訴。」
哇！這可真是貨真價實的美食戰
爭啊！逢甲激戰區果然慘烈啊！
希望下一次我再來到臺中的時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以超大水

所以，臺中應該算是臺灣最激

果做成糖葫蘆著稱的牛 B 葫蘆王也是

烈的創意誕生和戰鬥的地方吧！所

多的新料理和舊料理能夠互相衝擊，

從逢甲夜市誕生的！所以基本上可以

有在享樂領域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

找出更新的出路吧！

候，能夠看到更多的新創意美食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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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味道了！我還是喜歡去吃我家附

看 看 TVBS 在 2010 年 所 做 的 報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想要解釋一下這麻辣鍋有多麼好吃，

創意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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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臺中市役所
THU.

•「珍愛大坑稅成齊步走」暨防治菸品稅捐
逃漏宣導活動（6:50~11:0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葫蘆墩文化中心

• 擎天藝術群聯展
（即日~12/9，9:00~17:00）
• 臺灣第十六屆視障藝術季
二八風華藝障才藝大展
（即日~11/13，10:00~17:00，
週二至週日）

•「尋找幸福的旅程」講座－王文華
（14:30）

港區藝術中心
• 回眸－蔡正一60回顧展（即日~11/25）

• 余天［聽歌］演唱會（19:30）

圓滿戶外劇場
• 總太音樂季（17:30）

港區藝術中心

文英館

• 三個十年，
張清淵器物展
（11/3~12/16）

• 吳淑英西畫展（11/10~11/28）
• 彩顏畫會會員創作展（11/10~11/28）

大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 光影的世界－百年老照片的故事特展
（即日~12/16）

• 鍾家瑋鋼琴獨奏會－天鵝之歌（14:30）

國立中興大學惠蓀堂

葫蘆墩文化中心

• 夏川里美醉心經典之夜（19:00）

•「愛上阿卡貝拉」講座－劉靜瑜（14:30）
•「愛上阿卡貝拉．音樂會」－愛上Sirens＆
玩聲（19:30）

（南區工學路72號4樓）

• 番仔火特展（即日~11/30，
8:30~12:00，13:00~17:00）

SUN.

TUE.

• 清水國中校慶音樂會（19:30）

屯區藝文中心
• 鄧雨賢紀念音樂
會－「四月望雨：
長笛即興演奏」
（10:30）
• 冬季表演藝術季（一）:當阿卡貝拉遇
上丟丟銅仔（19:30）

中山堂
• 屏風表演班《半里長城》起笑版（19:30）

圓滿戶外劇場
• 紙風車幻想曲（19:00）

•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11/6~102/2/24）

港區藝術中心

僑光科技大學（西屯區僑光路100號）

• 2012臺灣原住民文化
藝術圖騰創作聯展（11/2~11/25）

港區藝術中心

• 屏風表演班
《半里長城》起笑版（14:30）

06 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02 葫蘆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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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惠蓀堂

04 中山堂

南區區公所火柴故事館

SAT.

•【NTSO】2012國際音樂節－III
《克萊曼與國臺交》（19:30）

• 美哉大臺中－余如季攝影展（11/10~11/29）
• 傳統與蛻變－林信維油畫創作展
（11/10~11/29）
• 花境－張貞雯創作展（11/10~11/29）
• 日常寓言 (Everyday Fable)－
現代眼畫會2012年度展（11/10~11/22）

• 蒙恩教會長春學苑書畫師生聯展
(11/1~11/29)

03

• 綠光劇團《人間條件五》（14:30）

中興堂

• 臺中市政府101年第4場徵鮮卓越就業博
覽會（9：00~14：00）
電話：04-22289111#36103卓先生

• 陳淑嬌膠彩畫展（即日~11/18）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文心藝廊

SAT.

龍井區公所（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葫蘆墩文化中心

FRI.

10 中山堂

大坑地震公園

• 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留學
故事展（即日~102/2/24）

• 沙丁龐客劇團－
格列佛遊記
（19:30）
•「中師風華」臺中教育
大學美術系教授聯展
（11/10~12/9）

僑光館1樓國際會議廳
• 聽書饗宴~媽媽何必太正經（19：00~21：00）
電話：04-22805517 臺中市勞工大學

07 港區藝術中心
WED.

• 清水高中第9屆畢業音樂會（19:30）

0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THU.

09
FRI.

11 港區藝術中心
SUN.

昌明樓4201室
• 聽書饗宴~輕鬆駕馭意志力
（19：00~21：00）
電話：04-22805517 臺中市勞工大學

中山堂
• 綠光劇團《人間條件五》（19:30）

葫蘆墩文化中心
• 蘋果劇團－宇宙星球歷險記（14:30）

13 修平科技大學

（大里區工業路11號）

TUE.

中興堂
• 林梅菁&洪雅菁雙鋼琴之夜（19:30）

• 鋼琴大鬥法（14:30）
• 沙丁龐客劇團－
格列佛遊記（19:30）

A003室
• 聽書饗宴~未來工作在哪裡？
（19：00~21：00）
電話：04-22805517 臺中市勞工大學

14 中山堂
WED.

15
THU.

• 悅－賞「新」、悅「幕」芭蕾季節
（19:30）

中興堂
• TOUCH 布雷利鋼琴獨奏會（19:3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溫故知新－2012 第四屆臺北當代水墨
雙聯展（11/15 ~12/2，10:00~17:00）

21 屯區藝文中心
WED.

THU.

•【NTSO】2012國際音樂節－IV
《想起長平公主》（19:30）

17 屯區藝文中心
SAT.

• 冬季表演藝術季：藝氣風發、神遊東方
（19:30）

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 2012 中部各工業區廠商徵才博覽會
（9：00~14：00）
電話：04-22289111#36103 卓先生

中山堂
• 臺北民族舞團《經典綻放》（19:30）

大開戲聚場

FRI.

• 臺中市萬年書畫學會（11/23~12/16）

24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
SAT.

• 2012清水秋天音樂會－
唱•福爾摩沙×紅木屐（14:30）

大開戲聚場

20 中興堂

• 2012國際長笛藝術－艾咪．波特長笛演
奏會（19:30）

港區藝術中心
• 2012臺灣美術新貌
展－立體系列
（11/20~102/01/13）

• 奧古音樂會（19:30）

30 葫蘆墩文化中心
FRI.

• 林瑋祺2012鋼琴獨奏會（19:30）

中興堂

港區藝術中心

• 林文中舞團
《文積起舞》
（19:30）

• 彈•舒伯特×世界歌謠（19:30）

臺中市政府各區衛生所
癌症篩檢活動

大墩文化中心
• 拾勤畫會聯展
（11/24~12/6）
• 臺灣全球華人藝術創作發表協會
創作巡迴展（11/24~12/6）
•「高空獵影－瞰見大臺中」
空中攝影作品展（11/24~12/9）

展演場地訊息表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為了替國民健康把
關，只要符合資格的民眾，即可攜帶
健保I C卡至各區衛生所免費接受成
人健康檢查或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
攝影、大腸癌篩檢、口腔黏膜檢查等
篩檢，相關訊息請洽詢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04-25265394分機3371施淑芬小
姐，或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活
動報馬仔」專區查詢。

Exhibition Info

大墩文化中心
臺中市役所
文英館
中興堂
中山堂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立中興大學
北屯兒童館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文心藝廊
大開戲劇場
圓滿戶外劇場
港區藝術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葫蘆墩文化中心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

西區英才路600號
西區民權路97號
北區雙十路一段10之5號
北區精武路291之3號
北區學士路98號
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南區國光路250號
北屯區興安路一段162號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99號
西屯區臺中港路三段107號B1
南屯區文心路一段289號
清水區忠貞路21號
太平區大興路201號
豐原區圓環東路782號
霧峰區中正路738之2號
豐原區陽明街36號
梧棲區民生街15之77號

04-23727311
04-22293341
04-22217358
04-22238605
04-22303100
04-22293079
04-22334105
04-22328546
04-22585000
04-23586129
04-26274568
04-23921122
04-25260136
04-23391141
04-25263100
04 -265719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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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開開創劇《頭上長花的男孩》（14:30）

• 萱韻合唱團 星光大道~經典再現
（14:30）

27 葫蘆墩文化中心
TUE.

•「父母成長學習」系列講座：
賞識孩子增能無限－林玉珠
（14:00~16:00）

• 喜羊羊與灰太狼之記憶大盜
（14:30、19:30）

港區藝術中心

TUE.

SUN.

葫蘆墩文化中心

北屯兒童館

• 亞歷山大．維拉2012鋼琴獨奏會（14:30）

25 港區藝術中心

悅讀大臺中十一月號

SUN.

• 極至體能舞蹈團【衣起裝傻】
（19:30）

國立中興大學惠蓀堂

18 葫蘆墩文化中心

•「在旅行中發現藝術」系列講座：
我的菜市場旅行－劉克襄（15:00~17:00）
• 2012臺北國際南音大會
「台灣行腳•弦管情」
（19:30）

•【NTSO】2012國際音樂節－V《羅密歐與
茱麗葉三部曲：夢之后》（19:30）

• 大開開創劇《頭上長花的男孩》
（14:30、19:30）

• 貝登堡「彩繪童年」作品展（11/17~11/29）

港區藝術中心

23 中山堂

• 陳怡安2012鋼琴獨奏會（19:30）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 2012舞藝春秋（19:30）

• 夜雨繽紛：2012鄧雨賢紀念音樂會
（19:30）

22 中興堂

16 葫蘆墩文化中心
FRI.

葫蘆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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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辦

WHAT SHOULD I DO

噪音防治常識
■ 資訊提供 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 諮詢專線 0800-066666

Q1. 噪音管制標準的管制對象
有哪些 ?

場 所， 本 府 民 國 100 年 3 月 14
日府授環空字第 100015728 號公
告管制規定。公告事項如下：

A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9 條規定，
噪音管制區內的下列場所、工程
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
噪音管制標準，如工廠（場）、
營建場所、娛樂及營業場所、擴
音設施及其他經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的使用（前項各款噪音
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Q2. 工廠、營業場所、娛樂場所、
營建工程及擴音設施等噪
音過大時，應如何檢舉 ?
A：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提
高國民生活品質及即時解決環境
公 害 陳 情 案 件， 如 發 現 上 述 情
形， 可 直 接 撥 打 環 保 署 或 臺 中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的公害陳情
專 線 0800-066666 免 費 申 訴 電
話，環保局於受理後將儘速派員
前 往 處 理； 亦 可 撥 打 臺 中 市 政
府環境保護局公害陳情專線 04-

一、於本市各級學校、衛生醫療
機構（診所除外）周圍五十
公尺範圍內，全日不得使用
擴音設施或敲鑼、打鼓、吹
號從事神壇、廟會、婚喪、
殯葬等民俗活動。
二、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自晚
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時，不
得從事使用擴音設施或敲
鑼、打鼓、吹號從事神壇、
廟會、婚喪、殯喪等民俗活
動，或使用動力機械操作從
事住宅、公寓大廈裝修工程
及非營業用卡拉 OK 之使用。
三、營建工程於本市各類噪音管
制區自十九時至翌日八時，
限制使用動力機械操作從事
施工致妨礙安寧之行為。

系統受理後，主管機關將依法辦
理通知車主檢驗。

Q5. 隔壁鄰居人聲嘈雜，影響居
家安寧，應向哪個單位反應 ?
A ︰由鄰居間的居家生活或非營業行
為所產生的噪音通稱為「近鄰噪
音」，近鄰噪音發生時間不固定，
具有不易量測及不具持續之特
性，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目前尚
無訂定管制標準進行管制，因此
《噪音管制法》第 6 條規定：「製

Q4.發現使 用中的機 動車輛 噪
音過大，民眾應如何處理 ?

造不具持續性或不易量測而足以

A ︰如發現使用中的機動車輛噪音有

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之。」

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者，由

22291747、04-22291748，將有

妨害安寧情形者，得以書面、電

專人接聽受理。

話、傳真、網路或電子郵件敘明

公寓大樓，可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車號、車種、發現時間、地點及

例規定，住戶違反規定時，管理

妨害安寧事實或違規證據資料向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

各級主管機關檢舉。檢舉人應於

按規約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

三十日內提出檢舉，並留下真實

A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 條規定

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或可直

處理。如近鄰噪音發生場所為透

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接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噪音車

天式住宅，則可依據《社會秩序

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不得從

檢 舉 網 站 」（http://noisecar.

維護法規定》，報請警察機關取

事妨礙安寧行為之時間、地區或

epa.gov.tw/）登打檢舉資料。

締。

Q3. 民俗活動、裝修工程及非營
業 用卡拉 OK 的 噪 音 有 管
制嗎 ?

註：有關噪音管制的分貝上限，請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環保法規

1999 服務專線

發生近鄰噪音的場所如為集合式

環境保護法令檢索系統」查詢。

臺中市：1999

外縣市：04-22203585

※ 24 小時全年無休，服務窗口一元化。
※ 舉凡市政諮詢、市府活動查詢、陳情申訴、通報派工或是路燈故障、馬路不平、檢舉違規等，都可透過 1999 尋獲解決管道。
※ 月租型手機及市話免付費，0 元月租型、易付卡手機、公共電話或外縣市撥打則須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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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撥訂閱「悅讀大臺中」
◎ 請填妥劃撥單至郵局劃撥訂閱。
◎ 通訊欄請註明訂閱起迄期間，並填
妥姓名、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當月15日前(含當日)劃撥者，將收
到次月發行的月刊；當月15日後劃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 歐、美、非洲－新臺幣1,100元(航空平寄)

經辦局收款戳

■ 亞洲－新臺幣970元(航空平寄)

電腦記錄

■ 香港∕澳門－新臺幣820元(航空平寄)

存款金額

■ 國內－新臺幣400元(平寄)

收款帳戶名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收 據

「悅讀大臺中」訂閱辦法：1年(12期)

收款帳號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經辦局收款戮

主管：

□本戶存款
□他人存款
人
款

□□□－□□

收據 抬頭：

→免費索閱地點」查詢。

電 話

開立 收據 □是 □否

全球資訊網→出版品→悅讀大臺中

址

聯絡電 話：
郵寄 地址： □□□ □□

■ 詳細免費索閱地點請至「臺中市政府

98-04-43-04

與區域

寄

款
存
金

http://tw.zinio.com→旅遊→當地

訂戶姓 名：

◎ 月刊下載

地

年。

http://taichung.freemags.tw

姓 名

大臺 中》

◎ 當期月刊線上瀏覽

月起 訂閱 《悅 讀

出版品→悅讀大臺中

22570434

http://www.taichung.gov.tw→

金 額
新臺幣
(小寫)

◎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儲

■ 線上電子書

撥

傳真號碼：04-2224-3347

劃

■ 讀者專線：04-2228-9111分機15219

政

聯絡電話」傳真至本局。

郵

知，或將「姓名、原地址、新地址與

單

變更地址時請於出刊前1週來電告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 變更地址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出版品專戶

佰

收到3月發行的月刊。

■ 訂戶資 料
我 想自
年

拾

發行的月刊；1月16日劃撥者，將

收款
戶名

例如：1月15日劃撥者，將收到2月

通 訊欄( 限與 本次存 款有 關事項 )
□ 新訂 □ 續訂

元

撥者，將收到下下月發行的月刊。

◆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雙人住宿券1份
陳建均

◆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雙人晚餐券1份
洪季英

劃撥者，將收到3月發行的月刊。

撥者，將收到2月發行的月刊；1月16日

到下下月發行的月刊。例如：1月15日劃

發行的月刊；當月15日後劃撥者，將收

當月15日前(含當日)劃撥者，將收到次月

如下：

未特別說明，將依本局規定寄送，規定

六、續訂戶的訂閱期數將自動銜接，新訂戶如

五、贈品將與月刊分別寄送。

替。

四、贈品數量有限，若送罄將以等值贈品代

者無效。

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

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理。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

查考。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保管，以便日後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悅讀大臺中》
101年讀者問卷調查得獎名單

◆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雙人午餐券1份

◆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雙人下午茶券1份

李雅湘

◆ 電動牙刷組24份

陳金本

林月雲

張辰歆

陳明欣

蔡文祺

郭淑娟

賴玉雪

李美芳

吳玉萍

王

晴

林燕玉

許文怡

林佩慧

呂幸樺

張惠鈴

楊順智

童秋東

游雅琳

戴帠分

張碧姬

劉家妤

賴淑琴

黃小姐

請寄款人注意

林汶亭

◆ 精美馬克杯22份

林香蜜

曾冠允

陳玉珊

洪嘉鍾

蔡燕華

吳冰瑩

黃燕臻

黃民賢

莊正居

劉姿君

陳晉銘

劉家甫

張惠瑜

張國政

謝昌賢

陳奕維

洪瑋亭

黃永寧

廖玲英

陳振雲

謝碧妃

趙敬民
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八、帳號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折疊。帳戶如需

五、本存款單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

倪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