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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PUBLISHER'S LETTER

TAICHUNG

十二月生活組曲
每逢歲末年終，雖不免心生一年將盡，光陰似水的慨嘆，但此時周遭的氛
圍已盡是繽紛與歡樂，商家、行號早就開始進入耶誕、新春等可提昇業務指數
的裝置中了。
才過耶誕，又瘋跨年，接著又可延續到農曆春節，一連串的節慶在冬季綿
延開展，熱鬧忙碌的安排，猶如波波暖流，用以撫慰一年將盡的淡淡幽情。臺
中市政府今年所規劃的耶誕與跨年活動，期許以活潑歡樂的心情和大家一起除
舊布新，屆時歡迎民眾與我們在市府廣場一起high翻天。
年底，也是採買的旺季，Let's go shopping，本期「封面故事」提供臺中
境內遍布的二十四個商圈，無論生活、美食、休閒均特色各異，建議讀友們可
跟著我們一起逛逛臺中的商圈。
寒冬吃些滋補食物最溫暖，麻油料理是民間公認最受歡迎的食材，若是使
用古早味的手工麻油調理，那香氣、滋味更是迷人。在冬季麻油需求量最大的
季節，我們來到后里的正安麻油行，一探少見的古早麻油製作，和讀者分享香
醇麻油的故事。不過在此提醒，麻油料理熱量極高，民眾在品賞美食的同時也
要注意健康，不可攝取過量。
溫泉是許多人冬季最愛的休閒之一，天寒時節讓肌膚浸潤在絲滑的泉水
中，熱流運行全身，那股通體舒暢的快感，真是難以言喻。本期的「四季輕旅
行」就要來到鼎鼎大名的谷關溫泉，此地不但景色怡人，更擁有悠久歷史、品
質優良的泉水，浸泡其間無色無嗅又有養生功能，是臺中人心目中最佳的溫
泉。趁著假日來谷關走走，泡湯、賞景一兼二顧，堪稱超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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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買玩 High 翻天
文 明智 攝影 羅友辰 劉威震 圖片提供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圈，是一種經濟生活的圖像，也是城市風格的印記，為每個市民營造出一種無可替代的歸

商

屬感。多元富庶的臺中，遍布特色各異的二十四個大商圈，集體編織繁榮的市容與夢想，

市府團隊也因勢利導，結合商圈業者分區推出一波接一波的購物節活動，讓特色突顯，在好康放
送的利多刺激下，買氣大增。年底了，採買的旺季到了，Let's go shopping，一起逛逛臺中的
二十四個大商圈，大肆購買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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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商圈特色大不同
食衣住行各商圈，亮點巧妙大不同。
臺中人有句順口溜：「吃在北平、穿在天津、行在昌平。」
顧名思義，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特色商圈，
北平路小吃一條街、天津街素有「臺中五分埔」之稱、
昌平路早已是販賣鞋子的大本營……
除此之外，舉凡學生聚集的一中街、逢甲夜市、東海藝術街商圈更是遠近馳名，
而位於海線的大甲鎮瀾觀光商圈則有媽祖加持，熱鬧滾滾。

生 活
買物商圈

豐富便宜 買物好滿足
沙鹿鹿寮成衣、天津路服飾、繼光街、電子街、
自由路、昌平皮鞋、精明一街、大隆路、太平樹
孝路、臺中港舶來品

中市最為人稱道的，是分散型的商圈分布，幾乎

臺

在每一區、每個居住聚落內，都會有幾處熱鬧的

集市，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消費需求，逐漸形成特
色印記，宛如國父理想中的「均富」境界，令人羨慕
這種悠閒便利的城市特色。
談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衣，遠近馳名的沙鹿鹿寮
成衣商圈和天津路服飾商圈，絕對是會讓人驚豔的衣
之寶庫。
聚市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的沙鹿鹿寮成衣商圈，全
盛時期約有 550 家成衣加工廠，之後又出現成衣賣場，
逐步發展成現今中山路兩旁的錦華街、萊衣街為數眾
多的成衣批發商，吸引北從苗栗、南至新營的零售店
繼光街商圈源自布莊集市。

家來此批購物美價廉的各式新款全家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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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一街商圈的歐式露天咖啡座。

的青草茶；自由路走了百貨公司來了精品折扣中心，
且太陽餅還在，娟秀的臺中公園內猶有搖槳的青春少
年兄。
走異國都會風的精明一街與大隆路商圈，為臺中
市區向西拓展的進程，留下一個晶瑩如午後梧桐的見
證，坐在和煦明媚的露天咖啡座，巴黎時尚的心情自
然輕輕襲來，讓這座城市顯得益發優雅動人。
一座偉大的城市，必然要能兼容多元元素，在地
與舶來共同激盪。
位於太平的樹孝路，是典型的社區型、內需型商
天津路服飾商圈，除了貨品齊全、以批發價廉

圈，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的店家、商品，應有盡

售、店面集中等特色外，經過市府及當地店家的共同

有，儼然是一個生活機能可以完全獨立的小小國度，

打造，更增加了曬衣節、年貨大街等觀光促銷亮點，

引人入勝。

使得到天津路不再是批發商的專利，而是一種每個人

臺中港舶來品商圈走的是尋寶路線，從世界各國

都可享受的生活方式，在 bling bling 的流行服飾中，

渡海而來的珠寶精品，或是高級中藥、陳年普洱茶、

啜飲一杯檸檬綠或是阿拉比卡咖啡，與這座城市一起

南北雜貨等，種類繁多、薄利多銷，搭公車來這裡逛

都會。

逛，即能搜尋到好貨。

二十多年前就已聚集數十家鞋店，百貨公司款式、路
邊攤價格，加上精心營造的每月 11 日「皮鞋日」活

美 食

一口接一口 美味吃不完

動，讓越來越多市民決心以昌平路為起始點，走出如
履平地的適意生活。

吃喝商圈

逢甲夜市、一中街、美術園道、豐原廟東復興、
烏日啤酒

綠川、電子街、繼光街再到自由路，繁榮近百年，是
風華不復當年，深厚的根基，依然埋藏著脈脈而動的
生機，隨時要再花開豔麗。
其中，電子街的電腦周邊及 3C 產品，還是具有

個商圈幾乎都有引以為傲的美食作為畫龍點睛

每

的襯托，不過，也有一些商圈卻是以美食為主

軸，創意佳餚、傳統小吃、啤酒料理，成為吸引訪客
的焦點，其他的生活機能反而成了綠葉。

致命的吸引力，讓許多莘莘學子流連忘返；繼光街除

說起創意美食，臨近逢甲商圈的逢甲夜市絕對是

了有屹立不搖的布店外，還有繼續飄香的小吃、退火

永遠的 NO.1。在這個經過交通部觀光局認證的「臺

NO.21 ENJOYING TAICHUNG

臺中市舊市區，處處可見新意。從臺中火車站、
臺灣中部最迷人的商圈，也是城市生活的典範，即使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穿新衣，也要穿新鞋。全國首創的昌平皮鞋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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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最美味夜市」中，唯有創意才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

傳統美食則是屹立不搖的文化傳承，其中，豐原

而出，信手拈來 -- 蜂蜜檸檬蘆薈、可麗餅、胡椒餅，

廟東復興商圈歷經百年風雨，以百貨、婚紗聞名，不

以及章魚小丸子、起士洋芋、懶人蝦、炒麵麵包、醬

過仍以位居商圈中間的廟東夜市最具吸引力，依然緊

燒雞排等，無一不是源起於這個創意美食的故鄉。

緊守住蚵仔煎、蚵仔麵線、排骨酥麵、肉丸和鳳梨冰，

青少年首都一中街商圈，在主要街道上，創意小
吃可謂飄香重鎮，碳烤大雞排、胖子雞丁、多口味臭

讓小吃文化得以繼續發光發熱，滿足代代臺灣人民的
味蕾。
廟東復興商圈守住的，還有糕餅之鄉的百年信譽，

豆腐、隨意搭果汁、超級大熱狗、死命打烙餅、藍帶
咖哩豬排、現炒沙威瑪，加上各式滷味、紅茶冰、豐
仁冰，週休二日就在美食裡甜蜜地消磨。
國立臺灣美術館正對面的美術園道商圈，則以異
國風味餐廳名聞遐邇，有豪邁美式、希臘風、純正義
大利、典雅法式料理、驚豔土耳其、詭魅俄羅斯，搭
配中國風情、原住民豪情美食，最後再以高檔冰滴咖

寶泉、聯翔、老雪花齋、義華的小月餅、肉餅、鳳梨酥、
綠豆椪、蛋黃酥、手捲蛋糕、鹹蛋糕早已成名，美式
的薔薇派、波士頓派則是導入新奇的好滋味，讓人忍
不住一口接一口，過年過節、娶妻生子，非它不可。
圍繞著啤酒構築的烏日啤酒商圈，在「喝酒不開
車」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下，也創造了一種獨具特色的
啤酒美食料理，成為豪邁的新去處。

啡，鎖住無窮回味。

來到烏日啤酒廠，各種新舊、濃淡口味的啤酒自
然喝免驚、喝通海，加上商圈內的啤酒大道上，大肆
進駐了日式料理、臺菜、海鮮熱炒等餐廳級的下酒菜，
三五好友、全家老少同歡，整個氣氛 high 到不行。
不喝酒，或是喝了酒意猶未盡，想帶一些特色「等
路」回家也都 OK，這裡販售各種酒類加工品，包括
酒香紅麴香腸、酒香冰棒、紹興酒蛋、水果酒醋等，
絕對是送禮自用兩相宜的人氣禮物。

閒

休

玩耍商圈

山海遊玩 千遍也不厭
大坑、新社、東勢、和平谷關、后里泰安、東海
藝術街、大甲鎮瀾觀光、大里中興、霧峰樹仁

1

中素以文風鼎盛、生活精緻著稱，仔細解析這

臺

座迷人都會的構成元素，除了城市型的休閒態

樣外，山、海、屯三區豐富多彩的容貌，可遠觀、可
近玩的觀光資源，添增了驚豔指數，讓人讀她千遍也
不厭倦。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之後，山線豐厚的人文及自然
資源，立刻成為這座城市邁向國際都會的重要「靠
山」，從大坑連結到新社、東勢、谷關商圈，映襯著
連綿的青山、美麗的風光，成為強力觀光新動線。
首站前進大坑商圈。以大坑圓環，更具體地說，
以芋圓為中心，佐以當地著名的竹筍、柑橘、柚子、
枇杷、荔枝、龍眼，然後攀登步道、膚潤溫泉，生活
2
1. 一中街商圈各色商店與小吃林立，每到假日逛街血拼的人潮洶湧而至。
2. 美術園道商圈裡的裝置藝術。

的煩憂自裡而外，滌蕩一淨。
第二站到新社商圈。這裡肯定是天堂的候選地之
一，香菇已經讓人怦然心動，薰衣草領軍的花海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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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新社商圈美景天成，觀光資源豐富。
2. 東勢商圈是客家聚落，有小吃又有優美景致。

更醉人心扉，山谷裡還有東一處、西一處的夢幻民宿，

至於臺中的海，可以遠眺，也可以濯足奔浪。

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加寫新篇章，可以就著螢火蟲來個

海線龍井，轄區從大肚山綿延而至臺灣海峽，在

輕閱讀。
第三站推薦東勢商圈。辛勤的客家子民在這處山區
栽種高接梨、甜柿、水果小黃瓜、高山蔬菜，田園裡、

由充滿藝術氣息的東海藝術街商圈，走逛東海大學、
東海別墅，凝望向世界敞開大門的海，路思義教堂的
鐘聲伴著夢想，飄向天際。
海線大甲，則是媽祖庇護的寶地。在這個宗教味
十足的傳統商圈，可以盡情享用香酥可口的芋頭酥、

就會愛上美麗的阿妹。

奶油酥餅，買一頂藺草編織的帽蓆，上一束祈求國泰

東勢區為典型的客家山城，商圈內保有相當的客家

民安的香，閩南文化的古早味，會讓旅客迷醉。

風俗民情及文化，客家美食自然也成為地方的特色之

古老的屯區，記錄著臺灣近代史的榮光。
林爽文的大里杙，河港淤塞後，歷經變遷，如今
是機能完備的現代生活商圈，在中興路兩旁，好吃的、

紅龜粄祭祀神明，現在則演變為全臺客家十二大節慶活

好玩的、好看的，任君享用，或者到國光花市買一束

動之一。

花，送給心愛的阿娜答，老街新生，照樣魅力無窮。

第四站可以有兩個選擇。往上，前進充滿泰雅族文

林獻堂的阿罩霧，雖然文化協會已解散於史頁、

化特色、風華再現的和平谷關商圈，可以泡泡著名的弱

省議會也淡出民主政治的舞臺，但霧峰的百年風華很

鹼性碳酸溫泉，可以吃鱒魚、吸收芬多精，期待延年益

難被遺忘，樹仁商圈裡的肉羹、香米和香菇，國立臺

壽；向左，則是以鐵路舊山線重新打造出發的后里泰安

灣交響樂團附設的音樂旅店與重建的林家花園，依舊

商圈，騎單車、穿隧道、遨翔於花樑鋼橋之間，重現青

勾引著饕客、遊人流連駐足，低吟緬懷往昔的夢。

春活力。

NO.21 ENJOYING TAICHUNG

一。新丁粄節也是東勢獨特的活動，其起源於過去農業
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家中若添丁，次年元宵便會製作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汗水中，還積累了醇厚的客家文化，千年傳承，依舊豐
饒誘人，騎著單車穿梭在這個多采多姿的客家商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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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商圈的故事
商圈刻劃著城市生活的軌跡，宛如一個有機體，會長大、會移動，也會隨著天災或潮流消失萎縮。
如今人氣買氣暢旺的商圈，有的由聚落演變為市集，商機天成；有的走過谷底，再次重生。
無論何者，都有各自的精彩故事，且聽聽商圈達人娓娓道來。
1

逢 甲

眷村聚落衍生熱鬧市集

逢甲夜市已成為到臺中必遊的景點，與臺北士
林夜市和高雄六合夜市並列為臺灣三大夜市，更在

老一輩的臺中人都知道，逢甲夜市的形成與眷村
文化密不可分，將近五十年前，在文華路和西安街周

交通部觀光局於「2010 年特色夜市選拔活動」中，
取得「臺灣最美味夜市」的頭銜。

遭，距離當時都會區較遠的市郊，因為華夏新村、大
鵬三村和台電宿舍等軍公教眷舍的聚落成形，逐漸衍
生出熱鬧的市集。直到逢甲大學於民國 52 年搬遷到
西屯現址，開創出不同的商機，校園周遭的文華路發
展成為「文華夜市」，並不斷擴展形成「逢甲夜市」，
聲勢逐漸超過附近逢甲路上以服飾、眼鏡銷售為主的

以創意攻占小吃龍頭
逢甲夜市的創意與流行有臺灣的新宿、澀谷之
美譽，讓逢甲夜市之所以迷人的原因，除了「便宜
又大碗以外」，還有一項功夫是別的夜市所沒有的，

逢甲商圈，消費者已將兩個區塊合一統稱為逢甲夜市

那就是「創意無限」，許多夜市創新小吃的發源地

商圈。
近年來，隨著交通建設與鄰近七期的發展，西屯

合調製的逢甲四合一、蜂蜜檸檬蘆薈、可麗餅、胡

區藉著地利，吸引了大量的外來觀光客，甚至成為政

椒餅及懶人蝦等，以及這幾年新近崛起的巧蕉包、

府官員接待外賓的造訪地點，而為因應越來越多的遊

熊掌包等。

皆源自於此，譬如將愛玉、山粉圓、金桔與檸檬混

客，逢甲夜市攤販集中區自治會於民國 97 年底委託

臺中市逢甲商店街管理委員會主委王朝藝指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製作《來去逢甲品夜市》導覽手

出，由於夜市就在大學旁邊，使得「逢甲人」畢業

冊，讓遊客得以一飽逢甲夜市美食。

後留在此處創業的也不少，像他自己就是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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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逢甲夜市商圈的小吃遠近馳名。
2. 逢甲美食創意十足，起司馬鈴薯是由西式料理變身為夜市小吃的成功案例。
3. 章魚小丸子從逢甲夜市商圈發跡。

章魚丸子從逢甲征服全臺
說到逢甲必點的朝聖美食，就不能不提到在全臺
灣夜市都看得到的「日船章魚小丸子」總店，這家在
逢甲夜市發跡的特色小吃攤，去年遭遇祝融後卻越燒
越旺，從原本的碧根旗艦夜市廣場搬遷到文華路與福
星路口重新開業，每晚依舊大排長龍。
2

據說，章魚燒是張姓創業者一次到日本大阪旅行
時跟日本師傅請益學習後引進臺灣的，但日本口味的
章魚燒到了臺灣似乎水土不服，乏人問津，章魚攤從
烏日、太平，一路開到嶺東科技大學旁都不成功，直
到後來改良成適合臺灣人口味的新配方轉戰逢甲才一

畢業的學生，夜市提供試水溫的平臺，讓這些新世代
初入社會的新鮮人，利用創新思維在逢甲小額創業、
實現夢想，這也是為什麼逢甲的攤商總是處處令人驚
豔的原因。
好，夜市是學生步入社會前最好的實習點，商業科系

看見日船章魚小丸子的招牌，甚至遠至香港、美國都
有加盟店。
逢甲美食說也說不完，舉凡逢甲夜市第一人氣小
吃大腸包小腸、麻辣臭豆腐、起司馬鈴薯、冰鎮糖葫
蘆、炒麵麵包、金門炒泡麵、廣東粥、一口煎餃和黃
金烏賊等特色小吃，全都等著美食饕客親臨大啖！

學生經常可以運用夜市資源做報告。也因為接近學府，
逢甲夜市高科技的腳步也比別人快，應該是最早使用
「資訊化」行銷的夜市。
不過，他也強調，夜市的發展要跟著政府政策走
管理委員會及逢甲夜市攤販集中區自治會的配合下，
逐漸營造出大學城商圈的獨有特色，不管是維持環境
的「環保特搜隊」，讓逢甲「垃圾不落地」，或是配
合交通動線重新規劃停車區域，還是商家配合政府節
能減碳政策裝置 LED 燈等，都讓逢甲夜市在熱鬧之餘
更有環保特色。

樹仁

走過 921 商機再起

霧峰樹仁商圈在縣市合併前被臺中縣政府列為臺
中縣三大美食商圈之一，商圈由樹仁路 1 號到 88 號，
範圍包含樹仁路、樹仁路與四德路交叉口、育群路、
育智街，在 921 大地震前，這裡就是當地人的美食商
圈，混合店家及攤商，每週五還有封街型的霧峰樹仁
夜市，夜市範圍包括周遭巷弄總長度超過 600 公尺，
是當時南臺中的主要夜市之一。

NO.21 ENJOYING TAICHUNG

才有長遠利基，這幾年逢甲夜市在臺中市政府與商圈

霧峰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另一方面，也因為鄰近學府，商圈與學校互動良

戰成名，目前已是家喻戶曉的夜市美食，到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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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土生土長的霧峰樹仁商圈再造推動小組總幹

所幸，經濟部商業司在地震後輔導樹仁路推動商

事林泳澐表示，二十多年前樹仁商圈剛剛成形時只有不

圈再造計畫，讓霧峰樹仁商圈在災後重新站穩腳步，

到十戶商家，一直到 921 大地震前幾年才逐見規模，在

陸陸續續舉辦一系列商圈觀摩參訪、組織訓練、服務

霧峰，只要說去逛夜市，大家就知道到樹仁路，不會跑

品質提昇、經營管理等課程，更結合商圈店家全體的

錯，夜市人潮自然聚集，後來夜市搬遷又遇天災，震垮

力量，成為臺中縣災後重建商圈的新典範。
再造後的樹仁路夜市轉型為商圈，不只招牌整齊

了好不容易建立的商機。

劃一，連屋簷下的吊飾和街燈都經過統一設計，街道

天災重創商家慘澹經營

景觀清新，經過樹仁商圈再造推動小組不斷地努力之

921 大地震造成霧峰地區共有六千多戶全倒或半
倒，約占當時全臺中縣受災戶數的三分之一，樹仁路夜
市也無法倖免，約有百分之五十受損，樹仁路前半部的
房子被認定「半倒」，後半部集合住宅「全倒」，荒廢

下，人潮逐漸回流，許多人慕名前來找尋牛肉麵和羊
肉羹老店。

結合周邊景點人氣回籠

了三、四年後，緊接著當地工廠外移，消費人口大幅減

商圈周邊的知名景點，除了臺灣四大名園之一的

少，接二連三的衝擊，商家慘澹經營，甚至關門歇業。

霧峰林家花園外，還有霧峰區農會菇類博物館，以及
充滿建築特色的亞洲大學。此外，拜偶像劇《敗犬女

1

王》拍攝之賜，內部挑高 18 公尺的圓滿教堂成為最
佳攝影地點，結合古羅馬、哥德式、巴洛克、洛可可
等建築特色的圓滿教堂氣派非凡，在網路上引起諸多
討論。
樹仁商圈再造推動小組主委郭芳溢在樹仁路上開
設阿順自助餐已經二十多年，可以說是樹仁路第一代
的商家，今年 8 月他才將自助餐店交棒給兒子傳承。
原本是軍隊輔導長的他，退伍後從陶瓷廠基層員工一
路做到廠長，卻因為工廠外移中國大陸，被迫離職，
一切歸零。歷經一段慘澹歲月，後來頂下這間餐廳，
餐飲門外漢的他，一路跌跌撞撞，靠著讀書自學烹飪
和管理，領略「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道理，自助餐穩
紮穩打，生意蒸蒸日上，經過人生的 921，他更懂得
知福惜福，也更加珍惜樹仁商圈得來不易的重生。

美術

園道

人文藝術氣質天成

套用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裡的一段話：「如
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
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而年輕時，如
果你曾經待過臺中，那麼臺中美術園道的一草一木將
永遠跟隨著你，因為，美術園道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一直以來，美術園道商圈獨樹一格的文化氣質，
吸引著中外遊客，成為造訪臺中必到的朝聖景點，沒
有太多的商業氣息，反倒是一派輕鬆愜意，短短不到
一公里的林蔭園道，爭奇鬥豔的異國料理林立，商家
不但比店內的美食，更要比店外的景觀，這些創意餐
2

廳自主性地融入社區環境，成就了美術園道的特殊性。

1. 霧峰樹仁商圈歷經 921 大地震後重生。
2. 美術園道商圈是觀光客來臺中必訪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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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園道商圈販賣的不只是異國料理，還有異國氛圍。

花園洋樓構築異國風情

在美術園道注入家的氛圍

美術園道商店街商圈管理委員會主委陳道杰表

除了異國風味料理外，陸續加入的服飾、樂器、瓷

示，美村路與五權西路交叉口這一帶，原本是美軍與

器、家飾、動物醫院等業種，商圈範圍也慢慢往五權路、

日僑居住的區域，區內建築特色為二層樓屋瓦附草坪

美村路延伸。「雅築共賞」典藏家飾是美術園道的創始

花園的洋樓，美軍撤出後，民國 84 年，美術園道由

會員之一，十多年前，沒有人會想到把家具家飾店開在

創會會長羅友竹小姐成立第一家餐廳「吉凡尼的花

餐飲業匯聚的美術園道，負責人何雅惠逆勢操作，只因

園」，讓美術園道的輪廓初步成形。

為想要營造一種「家」的氛圍。

在媒體的報導下，臺中市民逐漸注意到在國美館
前的綠園道居然有如此幽雅景致，五權西三、四街兩
旁的歐式洋房別墅紅磚道綠意盎然，陽光從樹葉縫隙
迆灑大地，開始有民眾晨昏到此慢跑與散步，美術園

慰藉的軀殼。
商圈在民國 86 年成立「綠園人文特區促進會」，

但總覺得不是她想要的，當看到美術園道的環境時，她
立刻就知道「這裡就是我要的家」，不只賣家飾，更販
售家的概念。當社區民眾悠閒地到家飾店逛逛，談談小
豬蒐藏、說說貓頭鷹的習性，或是聊聊店裡撿來的人氣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道的藝術人文特質，深深吸引著都會人渴望追尋心靈

創業初期，何雅惠將家飾店開在大雅路家具街集市，

流浪狗小黑、小白時，一種社區真實生活的型態呈現，
不需要因為購買行為而來，而是為了一種生活形態而
來，等到需要時，自然而然就會來到這裡，她透露，一
位臺中知名的建築業者，就經常為了蒐集小豬公仔而

正式命名為「臺中市美術園道商店街管理委員會」，

來。

以文化為核心導向的商圈，使得遊客到此不只吃吃喝

何雅惠的逆向思考還不僅如此，原本在金融業有個

喝，還可以了解建築特色、動植物環境、特有餐廳、

人人稱羨的鐵飯碗，厭倦了朝九晚五呆板的工作，毅然

人文生活等，管委會不定期舉辦音樂節、蚊子電影院，

決然辭掉工作，喜歡旅遊又嚮往歐美生活形態的她，選

以及定期舉辦假日蘇活走廊等活動，並推出的「遊住

擇開設家飾店，藉著到世界各地採購家飾品順道遊玩。

學」計畫，把文創的概念注入，使得遊客有更多的時

一開始，親朋好友都覺得她瘋了，但十多年過去，事實

間停駐，慢慢感受當地之美。

證明，把生活融入的商業觀念反倒成為一種潮流。

2

NO.21 ENJOYING TAICHUNG

90 年時更名為「美術園道商店街發展協會」，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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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流樞紐地位，使得南來北往的旅客自然聚集，商

商家共同推廣藝文活動
陳道杰指出，目前商圈內店家共有 200 家，各有
特色，三年前，管委會設置「蘇活月臺」多功能服務
中心，不但是商圈各特色店家的小型 show room，

圈成名甚早，老一輩的臺中人都知道，繼光街在日治
時代被稱為「榮町」，顧名思義，足以說明當時的繁
榮景象。

更為遊客提供各種藝文活動訊息和中、英、日志工導

繼光街商店街徒步區管理委員會主委林錦源記得

覽服務，設置蘇活月臺後，街坊鄰居可以到此聯繫情

前輩提過，八十年前，第一廣場周遭是臺中最熱鬧的

感，更凝聚了社區的力量。除此之外，商圈不定期舉

區域，繼光街和中山路都是布莊的大本營，只是日本

辦各類藝文活動，像是 12 月 16 日在蘇活走廊上就有

人在中山路開設的店面大，稱為「吳服店」，而臺灣

一場「畫美術」的寫生比賽。

人在繼光街開的店面小，名為「綢緞莊」。

不過，他也不諱言，鄰近的勤美 誠品綠園道成熟

當年，林錦源的父親林東榮剛滿 17 歲，過了幾

後，標榜文創的勤美商圈與美術園道商圈性質重疊，

年掃地、洗廁所的學徒生涯，被山本先生帶到他在繼

的確瓜分了不少人潮，但因為都在草悟道綠帶上，未

光街開設的「山本布店」當店員，父親勤奮又好學，

來打算將美術園道商圈重新定位為「慢活＋有機」方

很快獲得信任。臺灣光復後，日人離臺返回祖居地，

向，並建議比照臺北捷運的「U BIKE」計畫，在草悟

山本先生的布莊優先讓林東榮承購，林東榮承接布莊，

道沿線設點，讓民眾悠閒地騎著腳踏車貫穿草悟道上

更名為「榮裕綢緞莊」。

的科博館、勤美 誠品和國美館三大地標，凝聚串連草
悟道的美麗盛會，成就一場流動的饗宴。

在繼光街上經營大林布行的商圈前任主委葉大林
表示，光復後，短短的繼光街集聚了二十幾家綢緞莊，
當時中部五縣市的人凡有嫁娶必定造訪此處，繼光街

繼

光

賣的高級綾羅綢緞最適合當嫁妝的壓箱寶，因為生意

老商圈點亮新生命

好，衍生而來的周邊相關產業也跟著齊聚，像是鈕釦

時光荏苒，繼光街從日治時代繁華的布街，時至

行、繡線莊，還是童裝、旗袍、學生制服訂製等等。

今日，演變為滿足吃喝玩樂的行人徒步區，隨著時光

商圈生意日進斗金，連過年圍爐前都還在做生意，

流轉，注入了異國元素，蘭桂坊一條街上的東南亞風

顧客買了布就到布行樓上的專屬裁縫店量身訂作，在

情，讓人迷醉到天明。

大林布行對面的四樓透天商店，仿造臺北西門町中華
商場的雛形打造，打通的二樓廊道內，一整排的裁縫

地理位置優越出名早

1

早期依賴鐵路運輸，距離臺中火車站僅咫尺之遙
的繼光街商圈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挾帶中部四縣市

繼光商圈是臺中最早發展的區域之一，商圈內店家密集。

師等著生意上門，裁縫車聲不絕於耳，好一幅昇平景
象。物換星移，如今，繼光街上只剩下大林、大樹和
後來搬來的吳響峻三間布莊，幽幽訴說昔日的榮耀。

林錦源拿出父親的老照片，訴說著當年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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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光街上還有三家老布莊繼續營業。

封街徒步購物不干擾
十一年前，市政府將繼光街規劃為封街型的行
人徒步區，由民權路至光復路段，全長 800 公尺，

栽種草藥材，果真有神農氏的精神，老闆李漢強說，
青草鋪老店多半來自北屯區，當年，大家一起「上
山採藥」，然後挑到最熱鬧的「榮町」販賣，逐漸
集市。

每 週 一 到 週 五 15:00 ∼ 23:00、 週 六、 日 10:00 ∼
23:00 實施封街，讓遊客不受車輛干擾，商圈內吃喝
玩樂一應俱全，有服飾、小吃、眼鏡精品、金飾珠寶，
甚至模型專賣店等，一次滿足買東西、吃東西的樂

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商圈內的第一廣場已成
為東南亞移民撫慰鄉愁的地方，牛肉、魚露香味四
溢，而操著東南亞口音的新住民與印有東南亞文字

繼光街所屬的中區，是臺中最早發展的區域之

的店面相互輝映，偶爾聽見一陣「嗶嗶波波」的聲

一，商圈密集，鄰近有青草街、打鐵街、電子街和

音，空氣中飄來丁香香菸的特殊氣息，幾家大型的

以餅店聞名的自由路商圈，是臺中獨具人文特色的

東南亞雜貨鋪林立，咖哩、河粉、香茅、榴槤干，

老街，而每年春節在此封街舉辦的年貨大街也打響

什麼都不缺，每逢假日，新住民齊聚聊天，享用家

了知名度，讓繼光街重溫當年年節熱鬧的氣氛。

鄉美食，回憶熟悉的滋味。
隨著市府打造繼光街成為「蘭桂坊一條街」的

轉彎處有百年餅店「一福堂」，另一頭是「繼光香

計畫，徒步區上已有幾家夜店業者進駐申辦中，商

香雞」的發源地，而伴隨臺中人每個夏日透心涼的

店街主委林錦源喊出「吃在北平、穿在天津、行在

「幸發亭蜜豆冰」，也在繼光街發光發熱。

昌平、歡樂在繼光」的口號，未來將把繼光街區隔

隔壁巷子就是名聞遐邇的「青草街」，巷子聚

為三個主題，人潮最集中的成功路和光復路區塊為

集了數家青草鋪，全都是老店鋪，販賣著六、七百

美食區，中正路到成功路是異國風情區，而中正路

種的草藥材及草茶，漢強百草店還在霧峰買地親自

到中山路這一段則為蘭桂坊夜店區。

NO.21 ENJOYING TAICHUNG

走一趟繼光街，彷彿循著臺中的歷史軌跡前行，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趣。

歡樂繼光點亮老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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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商圈購物節 促銷帶動錢潮
購物節不再是百貨公司的專利，
臺中二十四個大商圈比照百貨業者推出商圈購物節活動，
啟動一波又一波的攻勢，刺激大臺中的消費指數，
今年三波購物節活動，總計共創下超過四億元的驚人業績，
而聖誕跨年活動將締造另一波的買氣。

了刺激消費，幾年前，臺中市曾經推出花三千

得這麼好，其他商圈也一定可以，市政府一定會結合所

元消費券、送千萬豪宅的大優惠，超級大獎吸

有力量，努力推動商圈行銷。

為

金效果驚人，開創出 106 億元的商機。去年臺中縣市
合併升格，加上慶祝建國百年，臺中市獨家推出「商

超值獎項刺激消費力

圈購物節」活動再創新機，成功打造臺中成為亞太購

今年購物節的門檻更低，2012 第一波「逛盡臺中

物天堂，在臺中市長胡志強的強力放送下，「商圈購

之最」購物節，消費者只要到指定商圈消費滿百元即可

物節」列車從建國百年出發。

參加好禮三重抽，第一重抽出價值千元以上的商圈福袋；
第二重於 8 月 25 日閉幕典禮抽出各商圈系列活動首獎，

建國百年開出購物列車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示，市政府去年第一次
舉辦商圈購物節活動祭出大獎，民眾只要累積消費

獎品有液晶電視、IPhone4S 等流行 3C 產品；第三重
將配合其他兩波購物節，於跨年系列活動抽出汽車一
輛。

滿一千元，就有機會抽中黃金百兩和汽車等重量級獎

2012 第二波商圈「自由光電」購物節活動則鎖定

品，希望在景氣低迷的大環境中開創商機，而在黃金

中區自由、電子以及繼光三大商圈，帶動中區商業買氣，

百兩的高誘惑力下，去年 10 月舉辦的購物節活動，

結合中區三大商圈的「自由光電」購物節，活動期間

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開創出 1.6 億的高產值。

為 9 月 1 日至 22 日，抽獎的禮物很特別，只要消費滿

今年，臺中市商圈從二十個商圈增加到二十四

一百元，最大獎可抽到免費住宿中區知名旅館一個月。

個，商圈購物活動也擴大延長分為三波舉行，從 6 月

2012 第三波購物節「吃喝玩樂購，海屯山合一」

一路買到 10 月。2012 第一波臺中商圈購物節活動在

活動則從 10 月 2 日至 27 日止，只要在山、海、屯商圈

慵懶的爵士樂聲中拉開序幕，剛從紐約「賣太陽餅」

消費滿百就送摸彩券。第三波商圈包括位於海線商圈的

回臺的臺中市長胡志強與會時表示，太陽餅是全世界

東海藝術街商圈、沙鹿鹿寮成衣商圈、臺中港舶來品商

到現在為止唯一不會走下坡的糕餅業，十年前平均每

圈、大甲鎮瀾觀光商圈，以及山屯線的后里泰安商圈、

年有 3,000 萬商機，到去年已達到一年 6 億元的銷售

豐原廟東復興商圈、太平樹孝路商圈、霧峰樹仁商圈、

量，而且數字還在繼續「往前衝」。如果糕餅可以賣

大里中興商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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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商圈的規劃要有特色，才能吸引人潮帶來商機。
2. 東海藝術街商圈的商品雅致有品味。
3. 商圈裡的各類商品琳瑯滿目。

商圈

達人

2

聖誕跨年活動「購」正點
年底到了，在聖誕跨年之際，「樂活瘋商圈，
臺中購正點！」慶祝系列活動也隨之登場。精明
一街商圈分別推出兩場活動，12 月 15 日 19:00 ∼
21:00 將 舉 行 BLING,BLING「 金 購 大 咖 」 商 圈 聖
誕派對點燈活動暨記者會，延續臺中商圈購物節系

經濟發展局局長
學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人力教育與發展博士、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工業教育學、碩士
現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經歷：臺中市政府計畫室主任、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列活動，商圈以臺中各大商圈特色作為創意聖誕樹
造景布置，為民眾帶來濃厚的聖誕節氛圍，並集
結各商圈購物袋，表現出各商圈特色。12 月 24 日
19:00 ∼ 21:00 則舉辦 BLING,BLING「金購大咖」
商圈聖誕派對，來此參加活動的消費者將有機會獲
用性兼具珍藏性的禮物。
至於跨年活動，12 月 31 日 19:00 ∼ 24:00 在
豐原廟東復興商圈推出「精彩綻放，全民豐跨年」
活動，當天抽出臺中商圈購物節三波段大獎汽車一
輛，現場並贈送文創商品 USB 花燈筆筒，在場的
精 明 一 街 暨 大 隆 路 商 圈 則 在 12 月 31 日
20:30 ∼ 24:00 推出「精彩大無限，隆來跨年」活
動，當天有文創商品年曆便簽套裝組定時發送，現
場也將抽出跨年活動現場獎 42 吋液晶電視一臺、
iPhone 4S 一支，活動詳情請上臺中市政府全球資
訊網 http://www.taichung.gov.tw 查詢。

機關的立場，對於商圈未來的發展，我們會朝協力商
家挽回商機與加強各商圈的特色為主軸。對於逐漸沒
落的商圈除了規劃提振的對策外，更要深入了解、研
究與輔導，找回商圈的歷史特色與稀有性，讓每個商
圈都擁有無法被替代的地位，才是立於不敗的法寶。
以中區的商圈來說，除了消費，還要以文創的角
度來發想，我們可多加入老臺中的人文與歷史，對於
老字號商家更要盡心輔導，讓來中區商圈的消費者除
了滿足購物，還可體驗臺中的復古風情，甚至順勢帶
動休閒旅遊，創造更大的商業版圖。而由眷村小吃發
展成形的逢甲商圈與夜市仍保留著眷村美食精神，讓
來逢甲夜市商圈的消費者可以多體驗美食「新」鮮味，
增添商圈的附加價值，吸引消費者再度光臨。

NO.21 ENJOYING TAICHUNG

民眾還有機會獲得 iPad 一臺。

臺中各個商圈的特色各有不同，不過因為社會潮流
的趨勢，各商圈的繁榮度會有消長與區別。站在主管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得聖誕帽造型摺疊購物袋或聖誕節造型湯匙組等實

臺中商圈未來的發展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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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
生活快訊

HOT
LIFE NEWS

終身

不嫌晚

迎接銀髮 閃亮人生
文 鄭偉殷 攝影 游家桓

老年化社會來臨，銀髮族該如何規劃人生？
終身學習計畫正在臺中蔚然成風，年長者可以充分運用社會資源，
持續吸取新知、參與社會，讓生活精彩有品質。

人，居全國第二位；13 所高中開辦實用技能班，學生

求知渴望，與公私部門齊力推動的終身學習計畫，

數雖略減為 5,089 人，但仍居全國第三位。

臺

中市不只是一座丰采迷人的大都會，四處可見的

更讓整座城市瀰漫著文化書香，顯得更加優雅而動人。

社區大學方面，100 學年臺中市共有 9 所，僅次
於新北市及臺北市，位居全國第三，參加的學員數為

推動終身學習 成績亮眼
到 101 學年，臺中市配合教育部推廣的樂齡大學，
總數已有 13 所，躍居全國第一，意味著居住在臺中市的

39,675 人，僅次於臺北市，居全國第二位。而以鼓勵
銀髮族走出家庭至社區學習為宗旨的樂齡學習中心，至
100 學年為止已有 14 所，平均分布在各個行政區，辦

銀髮族，擁有著豐富、多元的終身學習資源，可以繼續

理課程場次計 4,441 場，僅次於高雄市，居全國第二位。

吸取新知、參與社會、貢獻智慧，開展第二階段的閃亮

對於這項亮麗的數據，臺中市長胡志強表示，市府

人生。

團隊推廣終身學習本來就不遺餘力，例如以終身學習為

而根據主計處另一項統計數據顯示，100 學年，臺

主軸來規劃成人及新移民的終身學習教案設計比賽、辦

中市國小補校計 31 所，居全國第三位，學生數為 1,373

理社區大學期末成果聯展及樂齡中心成果發表會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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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終身學習規劃周
延，希望能讓銀髮族的
生活品質越來越好。

結合國小補校以至於社區大學等充足的學習資源，他信心
十足地說：「必可讓終身學習成為全面的市民運動。」

長者進大學 一圓求知夢
由教育部社教司補助推動的「樂齡大學」，是委由
各大學開設適合終身學習的進修課程，讓年長者也能進
入大學，與一般大學生共同上課，一圓追求知識的夢想。
其中，臺中市共有 13 所大學開設樂齡大學，課程涵蓋
面廣泛，提供市籍長者一個多元化的選擇。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學系是最早開設樂齡
大學課程的學校之一，招收年滿 55 歲的社區民眾，參

例如，中部
唯一經教育部評鑑績

加為期兩個多月的快樂學習，期滿畢業，校方還特地為

優的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他們舉辦一場正式的畢業典禮，讓這群「樂齡學生」穿

「銀寶屋」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除了排舞、太極拳、書

上學士服，驕傲畢業。

法、直笛、英語會話、經絡按摩、電腦、烹飪、生態旅

中臺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的「樂活行動大學」，更

遊校外教學、觀摩社區營造等已然豐富的課程外，還開

推出舒活筋骨、太極養生與運動、養生烘焙、五官保健

設「玩具工坊」，培訓社區銀髮族成為學校玩具醫師，

等特色課程，吸引不少學員報名，幾乎場場爆滿；朝陽

為孩子修復玩具，實用又具有特色。

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學系則是採取密集式和全學期課

而本來就以創意偶戲成為教學特色的信義國小，更

程兩種不同方式，提供「亟需關懷長者」及「健康長者」

利用這項資源開設「逗陣玩偶戲班」，聘請專業偶戲團

不同的課程規劃，但一樣貼心感人。

到校授課，培訓銀髮族成為學校戲劇志工，傳承傳統偶

另一所積極推動樂齡大學的修平科技大學，則是結
合校內通識教育中心、資訊學院、健康休閒、體能律動

戲並加以創新，為小朋友說唱、展演，促進世代之間的
互動，展現生命的多元價值。

等各系資源，開辦老人保健、樂齡 e 化輕鬆學、現代彩

山線、海線及屯區社區大學推出的課程也是讓人

繪、高齡者社會因應之道、表達性藝術鑑賞、老人期心

印象深刻，尤其是成立超過十個年頭的「清水演劇工

理衛生、老人用藥安全等主題課程。

作坊」，更是被評為 2006 年全國社區大學特優課程、
2009 年全國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其得獎理由如此稱述

動機，除講授課程之外，另還安排了藝文參訪，與大專

這個令臺中人驕傲的課程團隊說：「其戲碼主題的設計

青年學生間互動，以豐富樂齡學員的學習經驗。「我們

不僅富於通俗平凡又兼具社區概念的連結，用串場表演

希望在活潑多元的教學方式之下，提供高齡學員追求健

的手法突顯了『公共議題』的另類詮釋，令人激賞。」

康、自主、快樂學習的願景，落實樂齡大學的教學目
標。」

不僅如此，位於南屯的犁頭店社區大學，民國 93
年成立時，便以「在地學習，重現社區生命力」作為主

檢索臺中市的終身學習資源，堪稱琳瑯滿目。招收
對象含括不識字的阿公阿嬤、初來乍到的外籍配偶、想

記憶與榮耀，除了各種人文、技藝內容外，具有在地特
色的歌仔戲、彩旗鼓等傳統民俗活動，也成為招牌課程，
同樣令在地人倍感榮耀。

要充實技能的一般市民、退休銀髮族等等；開設內容更

總之，整個臺中市，呈現出如此量多、質優的終身學

是上天下海、古今中外，只要你想學，幾乎都可找到令

習樣貌，無怪乎市民的幸福指數一直位居前茅，也讓人想

人滿意的課程。

要大聲說：「活到老、學到老，住在臺中市真好。」

NO.21 ENJOYING TAICHUNG

軸理念，希望重新扎根、找回臺中最早開墾之地的文化

社區學習 課程包羅萬象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修平科大教育長謝承達說，為了強化年長者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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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學生上學
第一間托老所「福氣長青快樂學堂」開課囉！
文 陳御秀

攝影 羅友辰

老人家不該天天被留在家裡，一起來上課最快樂！
而快樂是會傳染的，希望阿公、阿嬤們從「新」學習、從「心」年輕。

中市政府社會局首創公部門結合民間辦理的第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針對 65 歲以上長者已提供在地

臺

間托老所「福氣長青快樂學堂」，於 10 月 31 日

化的 146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今年更進一步與弘道老

正式開學，每週一到週五 11：00 ∼ 17：00，提供長

人福利基金會合作成立福氣長青快樂學堂。社會局局長

輩們學習才藝及運動等多元課程，鼓勵老人家快樂學

王秀燕表示，市府委辦的第一所福氣長青快樂學堂，目

習，重溫上學的樂趣，享受樂活人生。

前每月收費 300 元，不含午餐，未來規劃涵蓋中餐和午
休，每月收費不超過 3,000 元，每位長者都有專屬書包

一起上課快樂學習
臺中市第一間托老所福氣長青快樂學堂，設於西
屯區福安各里聯合活動中心，不但提供給銀髮族新型
態的服務，名字也是由學員們所票選出來。社會局自

和置物櫃，還有活動記錄簿及舒適的午休躺椅，福氣長
青快樂學堂未來將陸續推展至全市 29 個區，希望一區
設一間托老所，而且以設有文康中心的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為優先地點，讓老人家日間可以一起快樂學習。

今年 8 月份試辦快樂學堂，已服務了超過三十位的在

翻開福氣長青快樂學堂的課程表，週一到週五每天

地健康長輩，招收的學生為設籍或實際居住於臺中市，

都有為銀髮族設計的不同課程，包括：趣味有氧、國臺

年滿 65 歲以上，健康自主、行動方便的長輩，於每週

語教唱、打擊樂、麻將教學及舞蹈課，到學堂「上學」

一至週五提供每天六小時不同的活力休閒課程、餐飲

的不老學生在上課前要先接受量血壓等基本的健康測

服務、醫療保健諮詢、社會資源連結轉介、家庭支持

量，接著會有輕鬆的文康時間及舒展筋骨的健康操，上

性方案、創新活動等，並提供一個月的試學期讓有意

課間的休息時間可以唱卡拉 OK、打撞球、下棋，點心

上課的銀髮族們適應環境，但囿於場地有限，招生名

時間還有志工媽媽準備的各種美味小吃填填肚子，每位

額上限為四十人。

來上課的不老學生幾乎個個笑容滿面，就像為學堂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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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已經在學堂中變成好朋友的不老學生們在課餘時下棋消遣。

時胡志強市長所說的，老人家不該天天被留在家裡，快
樂是會傳染的，希望阿公阿嬤們從「新」學習、從「心」
年輕，一起來上課最快樂！
齡 80 歲，在關懷據點上過美勞課後學會用廣告紙做鳳

路途遙遠上學不嫌累
福氣長青快樂學堂是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而

作品，開朗的趙鑾在學堂開幕式時還女扮男裝，唱唱跳

成，很多銀髮族之前就常到據點學習，80 歲的時姓夫

跳，手腳相當俐落，胡市長聽到她的聲音才知道原來她

妻，兩人以前住在學堂附近時就常常來，雖然之後搬到

不是黑狗兄而是黑貓阿嬤，被她嚇了一跳，一說到這件

西區，兩人還是常結伴騎單車再換公車來上學。83 歲

事趙鑾可是相當得意和開心。同樣看不出年紀的 76 歲

的劉阿草阿嬤到關懷據點的時間也有七、八年，剛開始

鄭新吉，原本在機械業工作，長期的工作訓練讓他在做

是來據點裡吹吹冷氣，但每次來時都只坐在一旁看著大
家卻不參與活動，隨著來的次數多了之後，現在馮乞阿
公一年四季都會來，而且還會參與課程和活動，90 歲
的他目前也是學堂中年紀最長的學生，常常和太太一起
手牽手來上課。
天天練外丹功的趙鑾，不但外表完全看不出已經高

工藝品時特別有概念，例如他其中一個得意作品，是以
3,766 張的發票，花了 216 個小時，做成高 115 公分的
弘福花瓶，另外一個作品則是用塑膠吸管做成的迷你粽
疊成高達 168 層的模型大樓，為了能讓一層一層疊得平
衡不會歪斜，每個迷你粽都是自己親手做，不假他人之
手，整整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鄭新吉說，來這
裡大概十年，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都玩成一片，有什麼
活動都一起參加，時間過得很快。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她都是一個人來，先生馮乞只有暑假時才會出現，主要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梨，手巧的她還用紙做出龍及天鵝，學堂內就擺著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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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氣長青快

1. 趙鑾 ( 右 ) 與鄭新吉心細手巧，用紙類做的藝品唯妙唯肖。
2. 學堂中的不老學生一起動一動，舒展筋骨。

樂 學堂

上課地點：
臺中市西屯
區中工三路
聯絡電話：
199 號二樓
04-2350555
5

高齡阿嬤考駕照
由於學堂沒有提供接送服務，85 歲的林金英為了要參加
課程，81 歲時還去考駕照。林金英的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往生，
五年前林金英到西屯區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所辦的社區關懷
據點參加活動，發現不但可以跟年紀相仿的老人聊天，還可
以學到很多東西，開始天天來報到。但林金英家住寧夏路的
中山國中附近，到據點有點遠，且家裡距離公車站牌有段距
離，因年歲已高，走十分鐘的路腳就受不了，因此決定騎機
車代步。雖然她很年輕時就會騎機車，但沒有駕照，兒子擔
1
2

心母親的安全，反對母親騎機車，為了證明自己仍有能力騎
車，81 歲時決定去考輕型機車駕照，第一次去考試時因為不
知道筆試是用電腦考，還必須操作滑鼠，因此回家拼命練習，
第二次就以九十分的成績考上，由於林金英已經高齡八十多
歲，且沒有用過電腦，但努力練習後只隔一週就考上駕照，
連監理所員工都佩服不已。考上機車駕照後，她特地買了兩
輛二手機車，每天先從家裡騎到公車站搭公車，下公車處也
準備一輛機車騎到據點，除了週休二日從不缺席，林金英說，
在家太無聊，跟大家說說笑笑日子好過多了。

為銀髮族建立第二個家
根據社會局統計，臺中市老人人口數在今年的八至十月
就增加了 1,881 人，老人人口數達 24 萬 1,215 人，佔臺中市
總人口數的 8.99％，顯示臺中市人口有高齡化的趨勢。在此
服務已三年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社工員張瑋倚說，有位常
常到據點的老人家曾說，他接下來的人生都要在這裡過。另
一位因為生病無法來上課的長輩，當她們去醫院探望他時，
他很想病好趕快再回去，因為據點就像自己另一個家，不少
長輩都會說，子女們都忙，他們在家只有看電視或被電視看，
來據點有意思多了。還有一位患有嚴重憂鬱症甚至曾經自殺
過的長輩，經里長介紹來這裡後，不但已能跟大家正常互動，
也找到精神寄託和支柱。令志工們感動的故事在此不時上演，
不過張瑋倚說，對老人家的協助還是希望能回歸在地照顧，
因此期盼各區的社區關懷據點如果有適合的場地及人力，都
可以從關懷據點轉型為快樂學堂，歡迎有心一起來做，讓長
輩們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上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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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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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巡禮
在地環保扎根

文 劉邦裕 圖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是什麼讓臺中市成為一座低碳城市呢 ? 到底有哪些人為了我們的生活環境努力不懈怠呢？
且讓我們一同看看點亮環保大臺中的資源回收站吧！

步在臺中街區，每個轉角都可以發現不同的環保

漫

驚喜，環保志工、里民、社區住戶、清潔隊員等，

這些環保達人盡情發揮創意巧思，奉獻時間精力，打造
一座座顛覆大眾刻板印象、乾淨美觀且具在地特色的資
源回收站，更為臺中市帶來低碳示範城市的殊榮。

開啟築巢大門 創造雙贏局面
「當初是想給彼此一個機會，卻沒想到可以獲得這
1

麼多。」三采大業新象社區范總幹事表示，民國 95 年間
社區開始投入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便積極了解環保
局推廣的各項政策，得知「築巢安居計畫」後，更全力
支持配合，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將經過培訓的拾荒個
體業者導入社區協助資源回收，一方面給予個體業者穩
定的工作環境及收入，另一方面透過個體業者的協助，
給予社區乾淨的資源回收空間。
「我們的社區雖然不大，但在回收分類上可是一點
都不馬虎，而築巢安居的專責人員李先生、李太太也很
專業，不時提供我們一些新的環保資訊。」范總幹事指
2

著社區資源回收站裡大大小小的資源回收筒，分成將近
二十類，每項資源物各得其所，而且有了築巢安居專責

1. 三采大業新象社區的資源回收站分類十分仔細。
2. 專責人員檢查垃圾子車內是否仍有回收物。

人員的協助，回收工作更加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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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大毅狄斯耐社區用回收物資設計耶誕裝飾。
2. 潭陽里運用廢棄木頭製作巨大象棋。
3. 潭陽里運用廢棄車廂設置的資源回收站。

此外，社區亦加入環保局推動的「綠巨人計畫」，
將廚餘分成養豬廚餘及堆肥廚餘兩種，獲得回饋的「就
是肥」則用於社區綠美化。為隨時提供住戶環保資訊，
另外在資源回收站設置了「環保走廊」，張貼宣導海報
或剪報，范總幹事驕傲地說：「現在每位住戶，不論是
大人小孩，都是環保達人喔！」
2

化荒地為公園 巧妙運用廢物
位於潭子區潭陽里的石牌公園，提供了當地居民茶
餘飯後和家人一起活動的休憩場所，不說你可能不知
道，在二十年前這裡還是一大片墓地，透過當時的村里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長與里民齊心協力，將此地改造成公園，並推動資源回
收工作，設立資源回收站，這裡的回收貯存設施是利用
廢棄的車廂一節一節結合而成，潭陽里里長李進源表
示，運用廢棄物才符合資源回收的精神。
李里長指向另一項環保大作 -- 原木象棋，這是環保
每個直徑都超過 20 公分以上，象棋不只美觀，石牌公
園裡還有專用的棋盤，可以提供里民下棋兼運動，成為
石牌公園一大特色。李里長說：「每個環保志工，大都
有將近二十年的經歷，什麼東西可以回收，什麼東西可
以再利用，清清楚楚的，里民願意來公園散步，願意配
合回收，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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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利用廢棄木頭，花費好幾個月的努力製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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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熱心投入 打造環保樂園
臺中也有狄斯耐樂園？你沒看錯，這裡是位於北屯
區的大毅狄斯耐社區，經由住戶巧手打造，成為環保狄
斯耐樂園，「投入環保工作，不僅能帶來乾淨美麗的居
住環境，生活也充滿樂趣。」社區環保志工李香林高興
的說道。
大毅狄斯耐社區在民國 99 年開始推動志工隊，並參

1

加大毅建設舉辦的社區聖誕布置比賽，利用資源回收物
為素材裝置出大型聖誕樹。民國 100 年以「幸福轉動」
為主題，同樣利用資源回收物為材料，篩選出近千個飲
料罐及塑膠湯匙做成各式各樣的風車，點綴在社區公共
空間，繽紛又有巧思。
有機菜圃是環保志工隊的另一項精心傑作，社區參
與環保局推動的「紅螞蟻自主性堆肥計畫」，由社區住
戶提供家裡的廚餘，再由志工製作成有機堆肥，並依季
節種植不同的有機蔬果，負責的志工媽媽各個拍胸脯掛
保證，每樣蔬果都比市售的還要青脆好吃。
社區的志工隊目前約有五十幾位固定成員，依工作

2

內容進行分組，有負責垃圾分類的「地球超人組」，負

1. 趙文正 ( 右二 ) 靠拾荒做善事，是為善不分貧富的最佳典範。
2. 九德里資源回收站運用廢棄棧板及廢光碟片美化外觀。

責文宣製作的「蠟筆小心組」，以及負責有機菜圃認養
工作的「鬆田菜菜子」，還有「超級瑪利組」的成員負
責協助社區公設的修繕工作。
環保志工李香林表示，大型社區維護不易，幸好許
多熱心的住戶願意投入，漸漸起了帶頭作用，住戶凝聚
力被建立後，大家越做越開心。而獲得民國 100 年臺中
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綜合類大型社區第一名 ( 低碳環保
社區 )，更是給住戶正面的肯定及鼓勵。

物前來兌換，並回收藥品容器製作成廢乾電池回收桶，
分贈給轄內社區、公司行號、學校及里民，方便里民進
行廢乾電池回收工作，讓廢乾電池不再造成環境汙染。
九德里資源回收站也可以說是愛心轉運站，每個月
的回收物變賣後，部分回收金捐助給學校及獨居老人，
環保志工更將舊衣及二手物加以整理後，轉贈予社福機
構，並定期舉辦愛心跳蚤市場及二手物義賣活動，將所

環保資源義賣 造福弱勢族群

得捐做愛心。「一邊做環保，一邊做愛心，讓我們更懂

位於烏日區長春街及明禮街口的九德里資源回收

得珍惜與奉獻。」環保志工孫金治表示，這是支持志工

站，主體為貨櫃屋，利用廢棄棧板及廢光碟加以美化，

隊不斷努力的動力，而且他們還有個學習的典範 -- 居住

場區雖小但五臟俱全，資源回收設施完善且標示清楚，

在九德里的趙文正被喻為「男版陳樹菊」，小時候家境

回收量相當多，環境整理得十分乾淨，處處可見環保志

窮苦，長大後發願捐錢幫助弱勢，拾荒三十三年，他一

工的用心。

點一滴總共捐了近 400 萬元，還在去年捐一輛消防警備

為了讓里民一同投入資源回收工作，環保志工隊發
揮創意，利用廢食用油製作環保肥皂，鼓勵里民用回收

車給消防局。孫金治說：「看到阿伯都這麼積極在行善，
我們又怎麼可以停下腳步呢？」

26

TC12C24_C27.indd 26

2012/11/26 下午10:51

TC12C24_C27.indd 27

2012/11/26 下午10:52

臺中好讚

TAICHUNG GLORY

好萊塢級的

電影團隊在臺中
臺灣電影人才展現國際實力
文 湯素貞 攝影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黃國峰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從籌備到開拍共花了三年時間，一起與李安導演打拼的在地電影工作者，不
僅迅速的達到品質要求，還超前進度讓好萊塢團隊刮目相看。這次的東西方創新合製模式，讓全球
聚焦臺中，因為這裡有相當多的高手，隨時可以完成更高難度的挑戰。
市議員王岳彬、黃國書、賴佳微 ( 前排由左至右 ) 與劉士州 ( 後排 )，親至造浪池體驗乘風波浪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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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全球上映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票

舉的幕後功臣。臺中團隊完成的造浪池，可以模擬海上

房與口碑都受到各方肯定，李安導演向世界宣

的任何狀況，如把貨輪打翻的大浪、聖嬰或反聖嬰現象

告：「沒有臺灣，拍不出來！」臺中在成本及技術的支
援上都發揮了最大的效益，李安也說：「這次的合作，

在海上造成的海水湧動，或是從海面上透過海水看到的
湛藍海底等，更讓少年 PI 在海上搏浪的畫面極為逼真，
全世界都讚嘆。這些國際級的電影大內高手，跟著李安

超出原先的預期。」除了臺中市政府的全力協助外，來

一起完成高難度的挑戰，最後呈現的成果，讓李安感到

自臺中本地的產業、人力等資源都是協助他完成此次創

非常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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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浪高手 薛義森 ( 巴比倫泳池有限公司總經理 )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最浩大的工程當屬造浪池的建造，負責從頭到尾規劃、建置、維
護造浪池的巴比倫泳池有限公司總經理薛義森表示，我們可以大聲的跟福斯電影公司說：「我
們做到了。」好萊塢團隊剛進來的時候，曾質疑臺灣是否能達到李安的要求，因為臺灣看似
沒有資源。剛開始美商二十世紀福斯公司開出來的條件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但臺灣民族性
的機動能力，終於化不可能為可能。但他也說這次的工作經驗，讓他有機會見識到國外團隊
組織嚴密、規劃精準的一面，這是可以學習的地方。
和李安合作的小故事：導演不拍片的時候，很 nice，是個溫文爾雅、學問很深的人，一旦拍起片便一絲不苟，是個完
美主義者。剛開始我做的浪未達一百分，使得導演發怒，特效組做的深海藍，也必定要達到近乎真實的效果才能過關。
但他私底下是很體貼的人，休息時間，我和他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問我這菜好不好吃，我老實說不好吃，他便找來很厲
害的廚師，規劃各國美食，讓我們吃得很開心。

操偶達人 李佳懷 ( 齊堉影像有限公司編導 )
動物道具特效組，大家都習慣簡稱為「操偶組」，負責的工作就是操控電影中部分動物的
擬真演出。李佳懷說這次所邀請的特效道具公司 Legacy Effects，是好萊塢數一數二的大公
司，參與製作包括《2012》、《鋼鐵人》第一集到第三集、《阿凡達》等電影中的操控型道具。
Legacy Effects 從美國來了三位工作人員，分別負責機械工程設計、美術質感設計、偶道具
修復技術等。臺灣支援此組的工作人員共三位，負責操偶、道具的保養與修復等工作。由於
這些特殊道具設計非常精密，造價十分昂貴，他們必須在三至七天內學會好萊塢相對要一年
時間才能達到的標準，壓力相當大。再加上於拍戲現場會出現一些狀況，需要臨時調整作業
方式，在現場兩三百人的等待壓力下，對小組成員的應變能力與工作效率都是很大的挑戰。
和李安合作的小故事：李安導演是一位待人十分客氣、謙遜，毫無架子且非常低調的導演，和他合作非常舒服、備受尊
重；與其說和國際大導演李安合作會有壓力，還不如說這壓力是來自於自己加上的。我們要做導演最好的後盾，不能給
導演漏氣。和李安導演合作真是一個相當美好的經驗。

資深道具布景設計 張簡廉弘 ( 阿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張簡廉弘是臺灣電影資深造景專業人員，曾經負責過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場景設計
與建造，負責協調造浪池的場景搭設、道具陳設、石膏開模的人力取得、材料商規劃、預
算執行等工作。他認為這次的拍片經驗，讓國內的電影工作人員見識到所謂的「好萊塢質
感」，導演把國際的 know how 帶進來，讓他們從中學習之後，可以運用在往後的國片
拍攝上，真正帶動了臺灣電影技術各方面的進步。

師生情誼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和李安合作的小故事：李安導演私底下跟我們閒聊時，告訴我們並非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好萊塢不像我們看到的美好，
是個很現實的世界，不像臺灣，是個充滿溫情的地方。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在臺中從籌備到製拍共三年的時
生般的情誼，李安曾說：「我希望這樣的合作模式，對這邊
的小朋友 ( 李安對本地年輕電影工作者的暱稱 ) 有教育的作
用，對文化傳承盡一份力。」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拍攝如此成功，本地電影專業人員功不可沒。新聞
局局長石靜文、市長胡志強、導演李安在記者會上介紹造浪高手薛義森、操
偶達人李佳懷與資深布景道具師張簡廉弘給觀眾 ( 由左至右 )。

NO.21 ENJOYING TAICHUNG

間，李安導演與本地的電影工作者因長期的相處而培養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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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藝文

FUN ART

AMMPE 2012

不 可能 的 任 務，
我們完成了！
第二十屆世界女記者與作家世界年會落腳臺中
文 傅依萍 ( 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秘書長 ) 圖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今年邀集了二十幾個國家的女記者與作家首度齊聚臺中，精彩的議程、完美的規劃贏
得國內外嘉賓一致讚美，這場大陣仗的國際盛會，臺中是如何完美達陣的？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秘書長傅依
萍要說說完成這件不可能任務的故事。

自二十八個國家地區近一百名女記者和女作家，

此話怎講？深具國際觀的胡志強市長早在擔任行政

11月中旬齊聚臺中市，參加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

院新聞局長和外交部長時，就很支持我們女記者作家協

會（AMMPE)第20屆世界年會，臺中市那幾天成為名副

會舉辦的國際性活動，被視為本會「最佳政界之友」。

其實的國際都市，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四樓集會堂的年會

石靜文和葉樹姍兩位能幹又美麗的局長，也都是本會的

來

會場講臺上，插了許多國家的國旗，宛如在開小型的聯
合國會議。同一時期有那麼多國家的女性記者和作家出
現在同一座城市，在臺灣乃至世界許多國家，相信也很
罕見。

理事成員，因此當今年初開始籌備世界年會時，徵得她
兩人同意大力協助後，本會理事長李艷秋和理監事們
毅然決定，AMMPE中華民國分會第三度主辦的世界年
會，搬到臺中市舉行。
事後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因為，我們不僅得

為什麼會在臺中市舉行？
因為臺中市有胡志強在當市長，有石靜文在當新聞
局長，有葉樹姍在當文化局長。

到胡市長的慷慨贊助，更得到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和文化
局許多同仁的專業協助。臺中市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
援，是年會得以成功舉行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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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能有這麼多國家的女記者女作家出席？這就
要歸功於外交部駐外人員的協助了。AMMPE這個聯合
國非政府組織的成員以拉丁美洲國家為主，成立四十四
年來，組織日益鬆散，會員也日漸凋零。我們在籌備世
界年會之初，很擔心拉丁美洲會員不願意花昂貴機票搭
三十幾個小時飛機前來與會。李艷秋和籌備委員們協商
後，決定請外交部協助，通令外館提供各駐地國知名的
媒體從業人員及作家名單，由本會發函邀請。
在此同時，我們四處募款尋求贊助。先是得到胡志
強市長阿莎力的一口承諾全力支持，繼而又得到婦聯會
主委辜嚴倬雲女士的慷慨贊助，等於服下定心丸。

1

2

1. 斯洛伐克前總理羅秋娃應邀擔任開幕典禮主講嘉賓。
2. 資深媒體人李艷秋是年會的主辦人。

籌辦年會自己來
省得來不易的經費，我們決定自己來，由中華民國分會
秘書長歐陽元美主內、世界年會秘書長傅依萍主外，加

短短一天半的會議，舉行四場討論會，發表

上本會幾位熱心的理事和會員，以及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十三篇論文，新聞局都事先列印好，提供與會者參

和文化局同仁的協助，就這麼把年會籌備起來了。
海外華文作家協會的十餘位會員最先報名參加，接
著許多外國記者和作家也陸續報名出席，我們一一做表
統計。到最後半個多月時，蘇起資政替我們請到斯洛伐
克前總理羅秋娃（Iveta Radi ovà）來做開幕典禮的

閱。部分拉丁美洲人提報的英文論文，我們事先請
高手摘譯成中文；我們也把中文論文請人摘譯成
英文，方便與會者理解。現場聘請了四位即席口譯
員，提供西文、英文、中文口譯，大家都充分感受
到我們在會議方面的用心。

演講嘉賓，出席陣容更加亮麗。
年會主題是探討「索羅魔」時代數位化對媒體和

議程充實完美落幕

文學創作的影響。「索羅魔」（So Lo Mo）是social

國際性會議除了開會，參觀和旅遊也不可或

+location +mobile的縮稱，我們在籌備時，也時時以

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事先做了周延的規劃和設

要迎合主題、走數位化為念，因此採用線上報名、用電

計，讓與會者在市區觀光和會後旅遊中，領略臺中

郵發通知、用excel 製作接機表格等，這些基本的電腦

市的文化藝術涵養以及風土民情和宗教、花藝的展
示。而最令外賓讚不絕口的，是每頓餐食的豐盛和

大家勇於嘗試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精美，有幾位拉丁美洲的與會者告訴翻譯，她在臺

為了在閉幕晚會上表演合唱，本會十餘位會員情商
聲樂家范宇文老師指導，後來並隔週到李艷秋家練唱到

中吃的，是她一輩子所吃過最好吃的食物。
大會圓滿閉幕後，許多外賓來信致謝，有人
寫：「這次會議內容充實，食物美味，不管是知識

現青春的Ｔ恤表演制服，期望以誠意和敬業的精神感動

和體重都令我增長不少，收穫頗豐。」有人寫：

全體與會者。

「參加年會後，我成長許多，得到許多新知，認識

開幕典禮在氣派堂皇的新市政中心集會堂舉行，氣
勢已先懾人。文山國小舞獅鼓隊討喜的開場表演贏得滿

許多新朋友。」各地陸續有相關報導出爐。看到這
些，之前種種辛苦熬夜趕工，也都值得了。

堂彩。兩位主講嘉賓：斯洛伐克前總理羅秋娃和行政院

謝謝所有參與協助的單位和兄弟姊妹們，沒有

政務委員張善政發表的專題演講，內容扎實，贏得好

您們，世界年會不可能成功，是您們把不可能完成

評，會後紛來索取發言稿。

的任務完成了。

NO.21 ENJOYING TAICHUNG

深夜，直唱到她家客廳的鸚鵡都叫好。我們還去印製展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技術，對本會許多上了年紀的會員，已算是一大突破，

AMMPE

原本我們想委請公關公司處理，但價碼太高，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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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NEWS FLASH

Young

就是要這

聖誕．跨年系列活動精彩迎新年

文 陳御秀 圖片提供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2012 年接近尾聲，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臺中市在聖誕佳節及跨年期間安排了
一系列精彩活動，包括聖誕光廊、聖誕派對、聖誕路跑，要和民眾一起共度不
一樣的聖誕節，12 月 31 日也將舉辦熱鬧的跨年活動「2013 臺中跨年就是要這
Young」，和大夥兒共同迎接 2013 年。

聖誕 MERRY X"MAS
臺中市政府 2012 聖誕節系列活動
自 12 月 7 日至 25 日，將在臺中市政府中港市政大樓前廣場設置一棵 16 公尺高的聖誕
樹，今年除了結合精彩表演，還將臺灣大道布置成聖誕光廊，並有創新的雷射燈光秀
數位藝術聖誕派對及奧地利電子藝術節國際動畫展等活動。此外，陽明市政大樓廣場
也裝置了 11 公尺高的聖誕樹，並在 12 月 25 日與大家歡度聖誕，就是要讓臺中有個不
一樣的聖誕節。
2012 勤美天地聖誕村
勤美 誠品綠園道、勤美術館與金典綠園道將聯手打造主題為「吉弗特聖誕工廠 Gift
Factory」的聖誕慶典，自 11 月 16 日至明年 1 月 1 日止，長達 47 天的裝置演出、8
場主題展覽、6 場大型活動，邀你遊逛聖誕村，共度歡樂節慶。而繼去年三千位聖誕
老人一起在草悟道路跑成功引起話題後，勤美璞真文化藝術基金會繼續於今年的 12 月
16 日舉辦的「2012 Santa Go 草悟道聖誕趣味路跑」活動，邀請大家為公益與健康一
起出發，活動所得將全數捐予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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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哈林
黃子佼

張善為

莎莎

陳美鳳

臺中市跨年晚會邀請多位知名藝人和民眾共同迎接 2013 年。

跨年 HAPPY NEW YEAR
臺中市政府跨年活動
臺中市政府所舉辦的跨年活動向來備受矚目，今年以「臺中跨年就是要這
Young」為主題，主場規劃在洲際棒球場外停車場，中港市政大樓前廣場
為轉播現場，並增闢谷關現場，各場次活動時間、地點及內容如下：
主場：洲際棒球場外停車場（2012/12/31 19:00-2013/1/1 00:30）
邀請黃子佼、張善為及莎莎擔任主持人，並由臺中人發明之變型金剛 LED
舞開場，炒熱全場氣氛。藝人卡司包括：郭采潔、周湯豪、強辯樂團、
ROOMIE、陳乃榮、徐佳瑩、炎亞綸、丁噹、哈林、陳美鳳、大尾鱸鰻劇組、
Dream Girls 等人，並由 S.H.E 陪伴大夥兒跨年倒數，在三分鐘的精彩煙
火秀中與大夥兒一起迎接 2013 年。
谷關現場：溫泉公園旁（2012/12/31 22:00-2013/1/1 00:05）

薇、王夢麟、趙樹海等知名藝人表演。跨年倒數時刻將安排雷射燈光秀，
共同迎接嶄新的 2013 年。
轉播現場：中港市政大樓前廣場（2012/12/31 19:00-2013/1/1 00:30）
電視牆將同步轉播主場節目，倒數時刻同步安排施放三分鐘煙火秀。

市政頻道觀看轉播。
勤美術館
12 月 31 日 ( 六 ) 19:30~24:00 在勤美術館的日晷牧場，將舉辦「2013 年
扭，夜兒」跨年演唱會，邀請創作樂團魏如萱、Tizzy Bac、929、偷摸大雞、
發條人等知名團體現場演唱，加上壓軸的精彩跨年煙火秀，邀請所有民眾
一同倒數迎接 2013 年。

NO.21 ENJOYING TAICHUNG

無法蒞臨現場同樂的民眾，也可在家透過中天電視台、台視或第 8 頻道 -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谷關現場安排了民歌跨年之夜，請來泰雅族泰雅原舞工坊、高金素梅、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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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WITH THE DIRECTOR

大甲

中區

文 林如鈴 攝影 呂可喜 楊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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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

地
1

1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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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面積有 120 餘平方公里，僅次於和平

太平區

區，是臺中市二十九個行政區中面積第

二大的，其中山地及丘陵占八成，平地為兩成，山川景色
優美，素有大臺中後花園的美譽，境內的仙女瀑布隱身山
水間，令人神往；蝙蝠洞交通便利，可輕鬆遊訪；往更高
的酒桶山有數家環境優美的庭園餐廳、民宿、農場可供遊
憩賞景，初夏時節更有螢火蟲飛舞，十分難得。
太平的枇杷遠近馳名，區公所歷年來舉辦枇杷節活動，
成效頗豐。區長余文欽更希望藉此推展區內各種觀光、特
產，在推廣甜美的枇杷之餘，一方面介紹大臺中地區親子
假日休閒好去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區內觀光休閒產業
的發展。
因為山環水繞，地理鍾靈毓秀，太平區吸引不少宗教
團體前來建造修行道場，形成區內另一特色。位於東汴里
長龍路的護國清涼寺為佛教淨土宗聖地，建於民國 72 年，
建築外觀古色古香，殿宇氣勢雄偉，寺內建築以品字形布

921 震災紀念公園是利用災後廢棄土石改建而成的遊憩景點。

局，乃是仿明朝古剎而建，亦是太平區內最大的佛寺。值
得一提的是，寺內通往大雄寶殿的蓮華大道，鋪滿紅色地

琳瑯滿目，值得細細品賞。步出古農莊旁就是頂坪公園，

磚，磚上刻有蓮花，益顯朝聖之道的清淨莊嚴。而鐘鼓樓

有步道、休憩座椅，相當適合親子同遊。古農莊開放時間：

內重達十公噸的大銅鐘，其上刻滿金剛經，凜然正氣，隨

9:00 ∼ 12:00、13:00 ∼ 17:00，週一與國定假日休館，

著鐘鼓敲擊盈繞整個空間。

免費參觀。

除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在太平區的古農莊文物館，莊

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重創了中臺灣，位處車籠埔

主張友吉收藏多達三千八百件的臺灣農業時期文物，展現

斷層的太平區亦未能倖免，當時被震垮的民房達四千

濃濃的懷舊人文味。民國 99 年 10 月 17 日正式開館啟用

多戶，拆除廢棄危樓的土石堆積於光興隆大橋旁，
若要移除棄土恐耗資上億元，當時的太平市公所轉

的古農莊，三合院式的建築型式，由大門入內，
中間廣場展示著早期的牛車、布

而將棄土場規劃成為休憩公園，亦可作為臨時避

袋戲棚、石磨等；正身部分展示

難場所，也就是現在的 921 震災紀念公園。由於

早期祖先神明廳擺設及用具；兩

地勢高面積廣，居高臨下，美景盡收眼底，公園

旁廳舍分別是臥室、婚嫁嬰兒用品

內有兒童遊戲場、親子活動草原、追風溜冰廣

及廚灶等；左右護龍則以衣帽服飾、

場、觀景區、中央表演廣場等，另設置殘障坡

器皿、電器、農具為主要展示品，

道，設施完備，成為本區民眾休閒的好去處。

NO.21 ENJOYING TAICHUNG

3

1. 護國清涼寺建築雄偉，堪稱太平區最大的佛剎聖地。
2.3. 古農莊文物館展出古早用的大灶、蒸籠等數千件早期文物，
相當有可看性。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余文 欽

動豐富，
活
閒
休
，
平
，
太
山水環繞的 杷，夏日觀賞螢火蟲飛舞
枇
初春可享甜美 驗早期農村生活，
體
或是到文物館 好選擇。
的
都是輕鬆度假

區長
太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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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甲市區文武路 116 號的文昌祠，又稱「文昌

位於臺中市西北角，北鄰苗栗縣苑裡

大甲區

鎮，總面積 58.51 平方公里，大甲靠

宮」、「孔子廟」，創建於清光緒十三年（西元 1887 年），

海的區域為「溪北」，意思是大安溪以北的區域，是臺

正殿主祀文昌帝君，為二進、二廊、三開間面寬，左右帶

中市唯一在大安溪以北的行政區域。政經重心以「溪南」

有護龍的合院式傳統建築，亦是大甲地區啟蒙教育的先

為主，除本區居民外，鄰近的大安區及外埔區亦以大甲

驅，為轄內指定的市定古蹟。殿內樑枋的彩繪出自鹿港名

為生活中心。

師之手，諸如文昌帝君塑像、神龕對聯、匾額、木雕及石

大甲人說，大甲有三寶：媽祖、帽蓆、酥餅。大甲
媽是大甲的守護神，以鎮瀾宮為信仰中心，每年的媽祖
遶境進香活動，有如媽祖文化嘉年華，參與活動人數年

作等，工法細緻，流露古樸之意。為妥善保存屋頂的雕刻
彩繪，於其外再加頂蓋，以免風吹雨淋，成為當地學術文
化的重要資產。

年爆增，早已打響了國際知名度；用大甲藺草編織而成

芋頭的故鄉在大甲，此地以種植檳榔心芋為主，江南

的帽蓆，技術優良，品質佳；奶油酥餅、芋頭酥口味獨

里、德化里兩處是芋頭種植的專區，種植面積超過四百

特、皮酥餡香，是伴手禮的首選。

甲，大部分農田輪種芋頭與稻米以維持芋頭的良好品質。

除了三寶，大甲區內農工商業興盛，知名的捷安特
自行車、永信藥廠等均設廠在此，大甲芋頭更是名聞全
臺。其他像是著名的鐵砧山風景區，結合自然生態與歷
史人文而成文化藝術園區。人文資產方面，如三級古蹟
文昌祠、貞孝坊及縣定古蹟日南車站等，都是難能可貴
的歷史古蹟。對於大甲區的發展，區長蔡信豐未來仍將

檳榔心芋多以水芋方式種植，據當地芋農表示，大甲芋的
種植期在立冬前後，約農曆十月至第二年正月，歷八、九
個月後收成，一年僅一收。由於土壤深厚肥沃、富含有機
質、排水良好卻又不失保水力，因此產出芋頭風味佳、口
感鬆 Q，不論是九份芋圓、大甲芋頭酥等都指名採用，好
名氣不脛而走。

持續並擴大舉辦媽祖國際文化節、改造傳統街區、推動
大甲文化商圈等， 並配合交通建設的改善，為再創新商
機而努力。
大甲鐵砧山由於外貌形似鐵砧而得名，保存有延平
郡王駐軍遺址，相傳園區內的劍井是鄭成功插劍得湧泉
的地點。區內還有太陽之門、中正公園、國軍紀念公園、
鄭成功雕像、觀音像等，整體環境蒼松

4

蔡信豐

際知名，
國
動
的人潮，
活
鬧
教
熱
宗
來
，
帶
榮
甲
繁
大甲工商
文化節為大
際
國
祖
風景區，
媽
與
的
蹟
月
古
三
的
曆
色
每年農
有好多有特
此外，大甲還 賞。
遊
值得民眾細細
長
大甲區 區

蓊鬱、花木怡人。若拾階而上至
觀 海 亭， 俯 瞰 大 甲 全 區， 遠 山 近
水，一覽無遺。相鄰的永信運動公
園則設有兒童遊戲場、排球場、烤
肉區等，適合全家老小健行、運動，
消磨一日時光。

2

3

1

1. 鐵砧山風景區雕塑廣場作品「太陽之門」，由雕塑家郭清治創作。
2. 文昌祠建於光緒年間，保存良好，庭園清幽。
1
3. 大甲向來有「芋頭的故鄉」美譽，所產芋頭行銷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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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歷史悠久的萬春宮，是中區民眾精神寄託的殿堂。
2. 販售各式中草藥的青草街歷史悠久，是特色景點之一。
3. 中華路觀光夜市十分熱鬧，吃喝玩樂應有盡有。
4. 柳原教堂以歌德式教堂為概念，融入中西方建築語彙。
1

中區 區長 林仲敏

2

中區有老臺中的街市風華，
歷史寺廟、教堂林立，
走走看看，心靈特別平和寧靜。
逛累了，可以到青草街喝杯青草茶，
精神備感舒爽。

位 於 臺 中 市 中 心， 面 積

中區

約 0.9 平方公里，地形

方正，街道井然，是市區開發最早
的區域。中區市街上老式建築物
林立，如彰化銀行、臺中火車站、合作金
庫等，亦是臺灣都會區中少數仍保有老城中心與日治文
化地景的地區。

外觀是高聳、陡峭的斜式屋頂，形成正面的巨大山牆，

與重劃區熱絡的開發情景相比，中區似乎市容有些黯

頂點是象徵基督救贖精神的十字架，牆面砌以清水紅磚，

然，然而，振興中區，向來是市府與民間積極努力的目標。

門窗則是中式古風的六角型和拱型木窗，簷口還有兩隻

現任區長林仲敏表示，本區整體環境已逐漸改變，近年來

吉祥麒麟裝飾，典雅、自然卻不失東方況味的紅磚外觀，

市政府推行各項振興措施，再整合民間資源與力量，老中

堪稱是臺中市最具魅力的宗教建築之一。

區已逐漸展現生機，風華再現指日可待。
因為開發得早，中區的寺廟很多，其中不乏歷史建築。

來到現代的中區成功路 90 巷內，有一條青草街，雖
然街道不長，卻聚集了許多青草專門店，店裡專門販售
各類青草及青草提煉而成的茶飲，如青草茶、靈芝茶等，

祀天上聖母，與樂成宮、萬和宮並稱臺中三大媽祖廟；民

天然又保健。青草店老闆雖非中醫出身，卻鑽研諸多民
俗醫療方子，能為前來抓草藥的客人解說一二，滿足草
藥食補需求。尤其青草街上的店家幾乎是一代傳一代，

仁，原為漳州地域的守護神，俗稱馬舍公，因此該廟又稱

煎煮出的草藥不論是火候或功效，可說是有口皆碑，老

馬舍公廟，三間廟宇歷史悠久，香火鼎盛，一直是中區民

主顧不少。

眾信仰寄託的所在。
此外，興中街 119 號的柳原教堂，設立迄今已有九十

每到日落時分，隨著中華路兩側亮起串燈，熱鬧的
夜市人潮開始湧入。中華路觀光夜市在中區的歷史相當

年以上歷史，民國 91 年 7 月，市政府指定柳原教堂為歷

悠久，小吃種類繁多，如麻糬、潤餅、肉圓、蚵仔煎、

史建築，更為基督教傳入臺中做了最佳的歷史見證。西元

水餃、壽司等，任君挑選，經濟又實惠，尤其是冬令時

1858 年後，臺灣開放通商口岸，基督教再度傳入臺灣，為

節，來上一碗熱騰騰的薑母鴨，驅寒又進補。此外，中

了入境隨俗，教堂建築呈現出中西建築融合的風貌，柳原

華路一帶還有日新、全球及萬代福等電影院，吃喝玩樂

教堂正是其一。以歌德式教堂為概念，由本地師傅施作，

可以一次滿足。

NO.21 ENJOYING TAICHUNG

族路 121 巷 10 號的國姓廟是臺中市唯一供奉鄭成功的廟
宇；中山路 328 號的順天宮輔順將軍廟，主祀輔順將軍馬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位於成功路 212 號的萬春宮，為清代早期的建築之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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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輕旅行

EASY TRAVEL

冬季觀光休閒首選

文 吳秀雲 攝影 楊智仁

有「中部三大溫泉」之稱的谷關溫泉，
是擁有百年歷史的名湯，
周邊不僅聚集了各種風格的溫泉飯店，更走向精緻的觀光休閒。
想享受泡湯的樂趣，還能看山水、泡足湯、走步道，
當然要到谷關！

冬

來了，寒意逼人，此時讓肌膚浸潤在絲滑的

年興建公共浴場，當時還與富士溫泉（南投縣的

泉水中，熱流充滿全身，卸去了疲憊，那股

廬山溫泉）和櫻溫泉（南投縣的春陽溫泉）並稱

酣暢舒爽，無以言喻，泡湯，真是冬季最佳享受！

為中部三大溫泉，是中臺灣知名的溫泉勝地。谷

而說起溫泉，當然不能忘了鼎鼎大名的谷關溫泉，

關的泉質屬於碳酸氫鈉泉，泉水清澈且無味，水

不但景色怡人，更擁有悠久歷史；無色無味的碳酸

溫約48℃∼60℃，PH質7.6，屬弱鹼性，對改善

泉，泉質溫潤，還有「生男湯」的傳說，難怪會成

關節炎、神經痛、腸胃炎有療效，因此吸引許多

為臺中居民泡湯的首選之地。

銀髮長者固定前來泡湯；再加上海拔800公尺的地
勢，氣候涼爽宜人，四季各有不同風情。

天災重創 轉型休閒觀光

由於民國88年921大地震和民國93年七二水災

發源於大甲溪河谷的谷關溫泉，是在西元1907

的影響，谷關的地形和建築物受到損傷，中橫公

年被發掘的，並稱為「明治溫泉」，更於西元1927

路也因而中斷，遊客數量銳減；但是當地居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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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冷來谷關泡溫泉看風景，最是享受！
2. 以日式庭園造景為主題的伊豆露天湯泉，環境寬敞而自然。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不因此而灰心喪志，反倒慢慢轉型為休閒觀光風
景區，溫泉飯店也走精緻風格，開拓出一片新的
天地。

溫泉文化館 全臺第一
察局對面的溫泉文化館，是首先應該造訪的地
方。在一樓的遊客中心拿份當地的導覽圖，初步
認識一下溫泉區，能玩得更盡興。這棟具有現代
感的簡樸建築，民國94年4月開放，是全臺第一座
以溫泉文化為主題的展示館，一樓為遊客中心，

谷關溫泉公園是遊客休憩的好地方，在池塘畔餵魚更是一大享受。

NO.21 ENJOYING TAICHUNG

來到谷關，經過餐廳林立的商店街，位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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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麗池山水渡假村是谷關地勢最高的飯店，壯麗山景一覽無遺。
2. 溫泉文化館內以生動的多媒體介紹臺灣及世界的溫泉文化。
3. 溫泉公園內設有泡腳池，可以體驗被溫泉親親魚去角質的特殊感覺。
4. 家庭湯屋可以享受日式露天風呂的舒適氣氛。

有專人提供當地的導覽解說和旅遊諮詢服務，地

往返的遊客使用，讓非住宿的旅客也能享受泡湯

下一、二樓則是多媒體展示區，除了介紹谷關溫

的樂趣，非常貼心。

泉的特色和歷史，還有臺灣各地溫泉的簡介，以
及世界溫泉的文化、文學、音樂、藝術等各種相
關知識，用生動的多媒體素材搭配上影片，深入
淺出的說明，讓遊客能對溫泉有進一步的了解。

其中，有十三年歷史的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以雅致的和風與融合自然的庭園造景，成為谷關
很受歡迎的溫泉飯店之一，尤其是公共的露天風
呂，占地寬廣，就像是溫泉公園一般，有水療、

走出溫泉文化館的展示區，便是綠意盎然的

親子及冷熱泉共四個大池，還有引自山泉的人工

溫泉公園，園內除了有廣場和舞臺可以作為活動

山水及瀑布造景，以及蒸氣室和暖炕石板床，各

會場，還有幽雅的木棧道、花木植物與小橋流

種SPA設施一應俱全。最特別的是這裡也設有裸

水，妝點出山水綠蔭的庭園，遊客能在此小憩歇

湯，讓喜歡日本溫泉文化的人也能保有寧靜和隱

息，享受自然的氛圍，最受歡迎的則是步道旁的

私。個人湯屋則走精緻路線，以石頭砌成的浴

三個泡腳池，不但能放鬆雙腳、暖和身體，池中

池、半露天的空間設計，以及庭園自然的樹木花

還有溫泉親親魚幫你去角質、清理毛細孔，據說

草造景，泡湯的同時也可以感受到四季的變化，

有刺激末梢神經、強化免疫系統的功能，是很特

十分風雅。

別的經驗，泡過的遊客都說讚！
至於麗池山水渡假村則是谷關最新的飯店，

湯屋林立 異國風味十足

以歐式建築風格營造陽光浪漫特色，而且地處溫
泉區的最高點，擁有居高臨下的景觀，開闊的視

谷關地區有近二十間溫泉飯店，風格各有不

野讓泡湯更為享受。這裡的露天SPA就位於最高

同，有日式和風、峇里島南洋風、歐美典雅風

處，雖然佔地不如伊豆大，但也擁有五個不同溫

等，精緻而多樣化的選擇，成為這裡的溫泉特

度的浴池，還有氣泡、水療按摩、蒸氣與暖炕石

色。許多飯店都設有露天大浴池，並開放給當天

板床等設備，再加上一覽無遺的山林景觀，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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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水療SPA池感受醍醐灌頂的滋味，好不暢快！
2. 台電大甲溪發電廠所生產的白冷冰棒，便宜又清涼，可惜12月到2月公休。
3. 露天溫泉的親子池是小朋友戲水的好地方。
4. 捎來步道從谷關飯店區進入路況較為陡峭，須小心慢行。

常客總是待上一整天，因為久泡不膩啊！重視隱私

穿過飯店林立的溫泉區，走過谷關吊橋，在谷關溫

的遊客可以選擇景觀湯屋，石頭砌成的半露天浴

泉飯店前有幾棟充滿懷舊氣氛的建築，為「谷關新樂

池，看得到戶外的樹木與風景，泡湯也可以很悠閒

園」餐廳和「蓬萊園商號」特產店，還有寫著「新黑貓

地感受自然。

歌藝團」的小舞臺，是給飯店房客唱卡拉OK之用，為
溫泉區憑添幾分懷舊趣味。

捎來步道 體驗登高流汗的暢快
谷關周邊群山環抱，其中的八仙山、馬崙山、
屋我尾山、波律加山、白毛山、東卯山和唐麻丹山
要有裝備和準備才能成行。喜歡健行的遊客，則可

◆ 谷關溫泉文化館∕谷關遊客中心

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102號
電話：04-25951496
◆ 麗池山水渡假村

以選擇前往捎來步道走走，體驗林間登高與流汗的

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分校巷31號

暢快。

電話：04-25951212
http://www.li-chih.com.tw/

從郵局或是溫泉公園旁的小徑前行，經過捎來

◆ 伊豆日式露天溫泉

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分校巷5號

頭目的名字，步道全長約1,300公尺，多為石板路，

電話：04-25950315

走一趟約需花費1小時；雖然前900公尺都是上坡，
還有幾處陡坡，請衡量體力行走，但沿途林木蓊
鬱，視野開闊，山風拂面，並有兩處觀景臺可供歇
腳，一路走來倒也不算太累。到達制高點的涼亭稍

http://www.e-daw.com.tw/
◆ 台電大甲溪發電廠

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二段91號
電話：04-25941574
◆ 谷關溫泉飯店（谷關新樂園、蓬萊園商號、新黑貓歌藝團）

事休息之後，往溫泉飯店區而去，最後的400公尺是

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溫泉巷6號

急下坡，木棧道坡度將近45°，行走時要格外小心。

電話：04-25951355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吊橋，就能進入步道。據說「捎來」是當地泰雅族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七座山岳被稱為「谷關七雄」，為登山客所熟知，

旅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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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作家趙于萱，
出版過多本歐洲旅遊手記系列，
近日她將目光放回故鄉臺中，
出版了《魚的台中旅行手記》，
她說：「原來距離最近的通常最看不見，
因為一直在身邊，所以總忘了珍惜。」
因此她要將身邊最美的風景畫下來，
帶領讀者認識臺中。

《魚的台中旅行手記》作家趙于萱帶讀者認識臺中
文 然靈 攝影 羅友辰 圖片提供 趙于萱、遠流出版社《魚的台中旅行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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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的秋日午後，陽光輕灑的城市美得像一張風

和

景明信片，和插畫家趙于萱約在街邊的咖啡

館，像旅行中的邂逅，分享創作與生活的點點滴滴。
民國92年出版圖文旅遊書《魚的義大利旅行》的趙于
萱，之後又陸續推出巴黎、希臘、德西、捷克旅行手
記系列，她還跨領域以希臘和德國風為主軸，在臺中
設計出獨具特色的異國餐廳。近日她將眼光放回臺
灣，出版以家鄉臺中為主題的《魚的台中旅行手
記》，透過她風格獨特的手感繪圖、感性又活潑的文
字，記錄臺中的萬般風情。一如趙于萱所說：「旅行
的意義不在地點，在於心境。打開心，你會發現最美
的風景就在身邊。」

始輾轉多年的外地求學生涯，雖然成績名列前茅，但
是讀來索然無味。

流浪與藝術的大夢

專科畢業後，她投入職場工作，透過實際的工作
經驗磨練自我，並在一邊工作，一邊自我學習的狀態

初見俏麗短髮、充滿氣質而神采飛揚的趙于萱，
談起旅行與繪畫便眼睛發亮，民國65年生的她，根
本看不出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趙于萱因為
名字「于」的諧音，所以自稱為「魚」，她喜歡把
名字簽成像會飛的魚，想像自己如魚般悠游自在，
可以任意飛翔遨遊於天空海洋間。

下，考取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而後因為反
覆溜去旅行居遊，她的多媒體動畫研究所念了七年才
畢業。在尋夢築夢的艱辛過程中，趙于萱笑稱自己做
過人稱堪用的花瓶工程師、操到爆的電臺活動企劃、
有線電視創意美術兼助理主持兼推獎箱小姐、沒日沒
夜沒人性只有電腦的動畫師、四處旅行流浪世界的網

趙于萱是道道地地的臺中人，十五歲以前不曾

路接案SOHO族、異國餐廳的創辦人兼視覺設計兼品

離開故鄉，從小就喜愛畫畫的她因為有手汗症，小

牌經理，現在則是自由圖文作家兼好太太、好媽媽、

學老師曾毫不客氣地評斷她絕不可能畫得好，因為

好媳婦與隔壁的大嬸。

她連考試都得手上纏著手帕應考，不然整張考卷都
會溼透，更別說要畫素描還是水彩了，她手心的汗
一定會把畫紙弄得糊爛。十六歲後她離家至南部求

在網路世界分享旅遊故事

學，因升學就業考量放棄了文學與藝術創作的路，

求學期間，趙于萱認識了老公Simon，後來有長

而就讀當時十分看好的理工科系--自動化工程系，開

達十多年的時間因為先生在外商公司工作，開始了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NO.21 ENJOYING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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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奔波在臺灣的南

色創意餐飲空間，讓近悅遠來的客人不必出國，

南北北，更甚至飛到

也可以在食物中享受味覺結合空間營造出來的驚

千萬里遠之外的歐洲

豔之旅。

旅程。從民國90年
開始，她陸陸續續
的在網路世界裡，
利用自己擅長的

喜愛畫畫的趙于萱平日總會帶著一支黑色筆

多媒體與美術設

和筆記本，方便速寫生活或旅途中的風景，並記

計創作能力，架

錄所思與所感。趙于萱說，她總是會在工作時找

設「魚的旅行手

機會抽離，帶自己去旅行，幾個月前她正在重繪

記」網站分享自己的旅行故

義大利旅行手記時，某天早上隨興走到了臺中火

1

《魚的台中旅行手記》
以華麗典雅的臺中市役
所作為封面。

把故鄉的美畫下來

事，從義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到越南等國

車站對面，突然發現這個再熟悉不過的火車站看

度，無遠弗界的飛翔之夢點點滴滴實現，更吸

起來很不一樣，就隨手畫了起來，沒想到看起來

引超過上萬人點閱瀏覽，引起市場與出版社的

儼然就像歐洲的街頭景象，讓她決定把故鄉的美

青睞，進而以個人包辦書籍美術設計、編輯排

仔細地畫下來，和家人重新在土生土長的臺中市

版、攝影插畫等方式創作數本實體旅行書籍，

旅行。

於臺灣與大陸等華文市場出版上市。
細膩的觀察、親切質樸的文字，加上栩栩

「原來距離最近的通常最看不見，因為一直
在身邊，所以總忘了珍惜；原來周遭就有很多美

如生的插畫，當年那個手心會流汗、讀理工的

好的事物，卻因為急迫心切的想要更好，所以把

女孩--趙于萱，如今自在地悠游在夢想的國度

焦點放在該改善卻還沒能改變的缺點上叨叨絮

裡。除了手繪系列的旅行書，她進一步和姐姐

絮、緊追不捨，於是步伐變得快速又混亂、生活

創辦經營、設計出獨具風格的異國風餐廳，民

變得緊張又焦慮。」趙于萱說，她長年和先生旅

國94年7月以虛擬旅行的設計創意「希臘很遠

居國外，一直到 幾年前孩子要上學念書了，才真

嗎？其實不遠。當你認為你在的時候，你就

正定居臺中，卻也被匆忙的生活追著跑，忘了停

已經在了」的概念創造了「希臘秘密旅行」

下腳步聽聽自己的聲音、看看身邊的美好，但是

餐廳；民國96年2月又於臺中市環境清靜優美

也終於明白了過去在國外來來回回旅行之所以不

的麻園頭溪畔親手打造了「德國秘密旅行」餐

寂寞，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總是會回到這裡，原來

廳，從開幕至今已成為臺中頗具名氣的人氣特

她最愛的地方，一直是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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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重訪開啟回憶空間
在《魚的台中旅行手記》裡，趙于萱的繪圖方
式有別於傳統畫家，她透過電腦數位板直接繪圖
後，再使用電腦軟體上色，使得畫面看起來乾淨
俐落，沒有太多的複雜線條，甚至直接在數位板上
書寫文字，不同於民國95年出版的《魚的德西旅
行》，甚至更早的《從不曾離開過巴黎：魚的巴黎
旅行》先手繪出黑白稿，掃描後再以電腦軟體上色
的創作方式。
趙于萱因為過去在視覺藝術、手繪插畫、攝影
等專業上七、八年的學習背景，還有在多媒體美術
應用科技的多年工作經驗累積，在技術與藝術背景

1

相輔相成下，《魚的台中旅行手記》利用插畫繪製
旅途上的點滴，是屬於繪本式的旅行文學創作，帶
領讀者認識她的家鄉臺中，重新探訪臺中火車站、
臺中州廳、臺中市役所、臺中刑務所演武場等各個
歷史經典建築之美，逛逛特殊的老街屋與老市區，
大啖私房在地美食如瑪露連嫩仙草、烤肉沙拉、一
中豐仁冰，當然也介紹了時下熱門的景點，如宮原
眼科、逢甲夜市，以及東海大學與草悟道周邊，還
有求學過的居仁國中、離家不遠的老樹咖啡等特殊
回憶空間。
相較於市面上以攝影為主流的旅遊書，趙于萱
透過多媒體藝術與旅行文學的交互視覺創作，讓每
個旅行的扉面都充滿了溫暖的記憶與生活在其間的
氣味，她眷養著每個人心中的旅行夢，並召喚出關

2

1. 趙于萱自稱為「魚」，喜愛繪畫與攝影。
2. 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但創作讓趙于萱愈來愈年輕有活力。

於在地旅行的原味覺醒。

在趙于萱的筆下，臺中火車站與
臺中州廳都有歐洲街頭的景象。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NO.21 ENJOYING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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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好味道

GOOD TASTE

冷天抗寒秘密武器
文 鍾文萍 攝影 楊智仁 協助 正安麻油行

飲食跟著季節走，
氣候炎熱宜多吃清涼食物，
天寒地凍要適時補充熱量，
冬季正當時，想要暖暖身子，
不妨吃些熱呼呼的麻油鍋、麻油雞，
夠味又禦寒！

磨好的芝麻粉看起來有點像咖啡粉，濃郁油脂香氣撲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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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過後晝短夜長，日照減少，人類雖不需冬眠，民間卻有「立冬補冬」

立

以冷壓法製麻油，能保存芝麻的營養。

的說法，有句俗話說「立冬補冬，補嘴空」，意思是藉由進補來犒賞家

臺灣人進補，少不了暖香濃郁的麻油料理。后里住宅區的小巷內，一個阿
嬤走進正安麻油行，熟練地吩咐老闆娘：「黑麻仔秤五斤。」「黑麻仔」指的
是黑麻油，阿嬤說，這家老油廠的油新鮮、成分純，不會「黑白亂摻」，不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人一年來的辛勞，並且協助身體適應劇烈的氣候變化，增強抵抗力以抵禦即將
到來的嚴冬。

管煮補湯還是給媳婦坐月子都會專程來這裡買油，「現在很少有這種古早味

冷壓法製油香純十足
麻油為胡麻榨取而成，胡麻即俗稱的芝麻。《本草備要》記載，芝麻具有
「補肺氣、益肝腎、潤五臟、填精髓、堅筋骨、明耳目、耐飢渴」之效，天冷
時吃麻油料理餵飽肚腹順便取暖，絕對是至高享受。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囉！」一邊說著，一邊拎著滿滿五瓶油滿意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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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好味道

GOOD TASTE

1

2

3

1. 蒸熟的芝麻粉倒入油餅胚塞緊。
2. 蔡文湖堅持使用冷壓法製油，保有芝麻最完整的營養與風味。
3. 低溫榨出的麻油滴滴晶瑩香醇。

正安麻油行從民國四十年就在后里開店，第二代的蔡文湖接手至
今已有三十五年，依然保留父親留下來的古老油車用冷壓法製油，是
臺灣少數幾家堅持傳統碾製冷壓技術的老字號。「熱壓法製程較短，
但風味差，而且芝麻營養都被破壞了，我從來不做。」
蔡文湖指出，正統冷壓製油要歷經五道工序：先將芝麻倒入機器
炒熟，磨成粉末，然後置入蒸籠蒸到七、八分熟，取出塞進油餅胚，

尋味跟我來
▲ 正安麻油行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平安路91號
電話：04-25562053

以棉布包裹緊實，最後將一片片油餅胚放入油車，一輛油車約可放
五十至六十片油餅胚，開始加壓榨油。一般油餅胚都是橫向排列，正
安麻油行的則是由上而下，像疊硬幣般的層層堆疊，稍有歪斜，不僅
影響榨油量，更嚴重的還會整排爆開，有一次因為加壓過度還釀成火
災，嚇得他從此隨時盯著，不敢稍有鬆懈。他指指窗外兩座廢棄的石
磨說：「卡早阮阿爸用人工榨油的時代，要靠人工炒芝麻，要靠牛拖
著石磨磨粉，工人要拿著大木槌敲擊油車，一寸一分壓緊油餅，才能
將油榨出來，現在幾乎都有機器幫忙做，輕鬆多了。」

國產芝麻香氣最優
只是即便有機器代工，榨油還是一件苦差事。不僅要隨時盯著油
車、加壓閥指數，控制油壓及出油量，而且整個作業空間又是炒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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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的，有時熱得「連皮都想扒掉」也還不能吹冷氣，因
為一旦溫度降低，榨油品質也會受影響。夏天淡季時約
「兩天一工」，11月進入旺季時，一天製作約一千斤還
供不應求，「還好老婆幫忙，兒子也願意接手，要不然
我老伙仔再做也是有限。」

1

據蔡文湖的經驗，中南部喜歡麻油原味，北部人則
偏愛焦香味，因此芝麻要特別炒熟些，逼出焦濃香氣。
出廠的油一律為玻璃瓶裝，「一般PVC材質的容器，
油品頂多放半年就會溶出塑化劑。」榨好的油芝麻殘渣
含量仍高，因此至少須經過一天沉澱才能出廠，無法現
榨現賣，買回家後也盡量不要搖晃，才能讓極少量無法
瀝出的芝麻殘渣沉在瓶底，以免影響口感。品質好的麻
油，放在通風處可存放五至七年，但由於臺灣氣候潮溼
炎熱，還是以兩年內食用完畢鮮度最佳。
麻油價格取決於芝麻的產地與製程。由於國產芝麻
產量少，成本比進口貨貴上兩、三倍，但香氣就是特別
濃郁，最受歡迎。其他依次是泰國、緬甸、柬埔寨、越
南、印尼等，香氣程度差異不 大。榨完油的芝麻渣是附
近養雞場最愛的飼料，也可用來種樹。人吃麻油進補，
用在其他動、植物身上，同樣功效卓越。
2

3

麻油入菜滋補身體
以前的人講究「十月算來人收冬，愛食麻油炒雞
公」，又說「麻油食足姆驚寒」，足見麻油在臺灣進補
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現代營養學角度看來，麻油富含
鈣、鐵、不飽和脂肪酸，具豐富的維他命E及B1，具有滋
肝補腎、解毒、抗老化、防止血管硬化等功效，的確適
宜溫補。
自稱「吃麻油吃到老」的蔡文湖，對於麻油料理自
是如數家珍。不管麻油雞、麻油腰子、麻油豬肝還是麻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油豬心、麻油鮮魚，標準作法一律是將老薑拍碎切片，
最重要的是，以質純麻油爆煸出味，再下料爆炒，嗆上
米酒，轉小火加冰糖調味，煮滾至酒氣盡褪才上桌。重
點是米酒和薑要足量且煮得酒氣薑辣盡除，這樣麻油湯
汁就會暖熱、醇厚、不油膩，雞肉、魚肉吸收了麻油的
香氣，腴潤爽口，加點手工麵線吃，又香又飽，吃完身

民間還有「冬陽貴如金」的說法，因此吃完麻油料
理後，記得趁著天氣好出門曬曬溫暖冬陽，從裡到外一
起進補，再也不怕寒氣襲身，還能保你身心康泰、長冬
不病。

4

1. 油餅胚層層壓疊，得用鐵鍬不時調整保持平衡，以保榨出最
豐厚的油脂。
2. 麻油豬心是冬令時節的熱門進補料理。
3. 正安麻油行出廠的油一律為玻璃瓶裝，以延長風味。
4. 榨好的油殘渣含量仍高，至少須經過一天沉澱才能出廠販售。

NO.21 ENJOYING TAICHUNG

體氣血暢通、發汗痛快。由於麻油料理熱量不低，有三
高疾病的民眾，不可過量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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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圖像

PRESSIONAL CRAFTSMANSHIP

星期一的上午，
當所有的餐廳、旅遊景點都呈現週休過後的平靜時，
位於臺中大坑的「紙箱王主題園區」，
卻依舊門庭若市。
遊客忙著和園區裡的紙風車、紙鐵塔拍照，
人多的時候還得一個個排隊，
從這樣的盛況很難想像的是，
當初打造這紙箱創意王國、點亮夢想開端的，
竟然是來自一個人孤軍奮鬥的力量。

黃芳亮對「紙」情有獨鍾，希望透過趣味的設計讓大眾更親近紙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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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王黃芳亮打造紙的無限可能
文 葉佳慧

翻譯 卜安婕

到紙箱王，很多人一定會對紙呈現的無限可能驚豔不已，看似輕薄無法擔負重任的紙
張，是誰利用怎樣的巧思，化身為生活中款款的用品與藝品？

這些年經營紙箱王有聲有色的黃芳亮，很多人都以為他的成功，若不是來自承襲家業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來

攝影 游家桓

的背景，就一定是從相關造紙行業出身，對於這樣的揣測，黃芳亮只是笑了笑。現年五十二
事包裝設計、紙品開發的事業；能夠同時管理經營這樣龐大的設計與服務團隊，其實全都來
自黃芳亮從不放棄的執念，他，正是現下年輕人口中「超熱血」的築夢人。

校長兼撞鐘 凡事自己來
沒有耀眼的學歷與優越的身家背景，黃芳亮高中讀的是平面設計科，畢業後進入廣告
公司當學徒，幾經職場的磨練，挑起了他對設計的高度興趣，連帶著對造型、顏色的掌握也

NO.21 ENJOYING TAICHUNG

歲的他，目前事業的版圖除了擁有臺灣六處、中國大陸一處的紙箱王主題園區外，還持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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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變得特別敏銳，凡是影像觀賞或生活觀察，都能觸動他那

1. 學設計出身的黃芳亮，對力學、結構學甚至人體工學都涉獵極深。
2. 園區現場對外展示機器切割紙板的現代技術。
3. 紙做的帽子好看又有型。

創造出新的生命。學設計出身的他，對於造型的掌握不

隨時馬不停蹄發想的設計腦。基於對設計無可救藥的熱

成問題，只是在技術層面需要加強，因此他不斷鑽研力

愛，工作了一陣子之後，黃芳亮開始自行創業，投身包

學、結構學，甚至人體工學的研究，於是紙做的椅子、

裝、印刷、海報、ＤＭ、紙箱等與紙相關的工作，他每天

收納櫃就這樣在黃芳亮的實驗下具體成形，原來看似不

「校長兼撞鐘」，不管行政庶務或核心的設計工作，黃芳

起眼的紙箱，成了他新的創意媒材，尤其近年環保風吹

亮樣樣都得自己來，一人獨力撐起公司的運轉。但約從民

起，利用顏色古樸自然的紙箱做出的產品深受歡迎，紙

國八十多年開始，傳統紙品產業不但陸續受到來自大陸的

箱為黃芳亮膠著的事業帶來曙光。於是，他的「盒子銀

低價衝擊，更面對了經濟衰退、金融海嘯等全球性的金融

行」網站誕生了，全心投入紙箱的創意製作，多年來黃

災難。
為了生存，也為了持續夢想，黃芳亮開始思考轉
型。然而考量到公司的經濟規模無法承擔購買大型進口精
密機器的壓力，黃芳亮評估自己的優勢所在，決定投注在
紙的「創意」發展，把制式包裝變成量身訂作，讓紙品創
意化，不再侷限於過去的印刷、包裝等傳統範疇。

芳亮累積了各種造型、結構、刀模線等兩千多筆資料的
存檔，成了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盒子網站，這段期間他也
把紙的特質與「眉角」摸得通透，這些都成為日後發展
文創事業最扎實的基礎。黃芳亮說：「馬步蹲了這麼多
年，自然會累積出很大的能量。」
一開始，黃芳亮想找一個類似Show Room的場
地，以便展示立體類的紙類文創產品給客戶參考，因此

先蹲後跳 激發無限能量

小空間或辦公室並不適合，在因緣際會下找到了目前為
紙箱王主題園區大坑店的空間。然而，黃芳亮的想法並

在偶然的機會中，黃芳亮發現工作中常用的紙箱，

不僅止於此，他覺得「設計」應該是能與眾人分享的一

幾乎都是用完即丟，他憑著敏銳的觀察發現，紙箱體積輕

種生活趣味，具有「親和力」、「不脫離人群」的設

巧、成本低，承重力道十足，只要加些結構與創意，就可

計，才是一個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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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分享」的理念，黃芳亮嘗試將園區開放給
一般民眾參觀，七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遊客慕名而來，
大家要來看這裡的紙巴黎鐵塔、紙101、紙荷蘭風車，
甚至是餐廳裡的紙椅子、紙桌子、紙高腳杯等，在紙
箱王的每一個陳列細節，都成為網路上熱門的討論話
題，黃芳亮的構想果然翻轉了一般民眾對於紙的想
像，發現原來最單純、最簡單的紙，也具有如此不可
思議的百變能量。

落實設計 開創百變紙藝
「紙能做什麼？」黃芳亮說，這是他常在腦海

1

裡盤旋的問題。紙，除了是東漢蔡倫的發明，改變了
人類文明的歷史，從此也在生活中扮演各種不同角
色，而這麼親近人們的生活元素，黃芳亮深信一定有
著各種發展的無限可能。只是這回他體悟了，如果只
有一個人動腦，創意必定有限，結合一群專業人士一
起腦力激盪，那將是數個或數十個腦袋創意齊發，所
產生的火花會特別璀燦，於是他網羅了建築、視覺設
計、木作等專業人士組成一個團隊，身為「老大」的
他只要有一個發想，就有龐大的後勤支援。隨著製紙
技術的進步，不論是防水、防火、防塵、防油、耐拉
力、易碎的各種紙，只要紙廠開發出新紙品，就會拿
來請黃芳亮的設計團隊研發，以期利用每種紙的不同
特性，設計出最貼切適合的產品，也因此，紙帽子、
紙鞋子、紙燈罩、紙木馬等都成為紙箱王裡的招牌商
品，除了不斷發想設計新品，已經陳列展覽的作品，
黃芳亮也不懈怠，只要有改進的空間，隨時會修正以

2

1. 紙箱王主題園區已經成為全臺最知名的紙藝創意據點。
2. 黃芳亮專注在紙藝創作，與設計團隊開發出許多獨家專賣的紙製商品。

期達到最好的境界，像是大坑園區內的比薩斜塔，推
出後他還改版了好多次。

鹿、唯妙唯肖的紙獅子、栩栩如生的紙紅鶴等十多種仿

目前，最新開發出來的紙機器人「阿浪」，就是

真的動物一一現身，造成了一股熱潮。黃芳亮說，能讓

整個團隊嘔心瀝血的創作，其利用切割裁線的巧妙規

大眾重新認識「紙」，了解「設計」可以替生活帶來更
多樂趣，是他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因此對於未來，黃

都可以彎折，配合手指動作、DIY彩繪等，讓擁有阿浪

芳亮不願多做設限，但他衷心期待「紙箱王」能夠成為

的人，都有自己專屬的版本。黃芳亮一邊解說，一邊

一個交流的平臺，不論是實用創意的紙品設計，或者是

把玩起阿浪機器人，黃芳亮的童心未泯，此時，展露

小眾純藝術的紙類創作，紙箱王都能提供一個沒有距離

無遺。

的平臺，讓對「紙」有熱情的人，都有發揮的場域，也
讓「紙」能與大眾對話，這是就是他與「紙」相處這麼
多年來，最值得的回饋了。

職人小檔案

對於紙箱王贏得的口碑，黃芳亮從未因自滿而
放慢腳步，近日他即與團隊們推出規劃已久的紙動物

紙箱王 黃芳亮

園。為何想到要做動物園？黃芳亮說：「臺灣只有臺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2巷2號（大坑園區）

北與高雄有動物園，臺中的小朋友想看就得南北奔

04-22398868

波，太不方便了啦，現在就不用跑那麼遠了！」雖然

10:00∼21:00 全年無休
http://www.cartonking.com.tw

在紙箱王看不到活蹦亂跳的動物，可是巨型的紙長頸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分享平臺 與大眾對話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劃，展現出機器人活靈活現的模樣，更在每個關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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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IONAL CRAFTSMANSHIP

From paper to
product:
Huang Fang-liang reveals endless possibilities at Carton King
Words by Ye Jia-hui Translated by Angel Pu Photography by You Jia-huan

On a Monday morning--a time when most tourist spots are quiet and have
few customers--Carton King in Taichung's Dakeng Scenic Area is already filled
with visitors, busy lining up to take photos with the paper windmill and paper
Eiffel Tower on the sprawling grounds.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paperconstructed land of dreams and creativity is the brainchild of a single person.

54

TC12_C50-C57.I_.indd 54

2012/11/26 下午8:29

1

1. The park's displays focus on the original uncolored corrugated paper to highlight

the lines and shapes of products.

2

2. This Taiwan-shaped carton demonstrates the team's cutting and engineering skills.

M

ost visitors arriving at Carton King for the first

paper products from China but also facing a global

time are undoubtedly impressed by the endless

economic recessioin.

possibilities of paper. Whoever thought of transforming
this light, fragile material into all kinds of products and
artworks?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continue his dream,
Huang had to think of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mpany. Considering his business was not big
and rich enough to purchase imported precision

Personal interest in every detail

focus on developing creative paper products, which
was best for his company.

or wealthy background. Rather, he studied graphic
design in high school and joined an advertising
company after graduation. His experience in that firm
aroused an interest in design, as he began using
everyday life and objects as inspirations for new
the idea of starting his own business began to grow,
together with the desire to run a company related to
the things he was interested in--packaging, printing,
posters, flyers and cartons--all related to paper. In his
new one-man company Huang did everything himself,
from cleaning to designing, and did them quite well.
However, the 1990s saw Taiwan's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ed by low-priced

Huang discovered that the cartons we use
in daily life are mostly disposable. As they are
also light, cheap and durable, it only takes a bit of
creativity to find new ways to use them. The main
problem he encountered wasn't designing products,
which was easy given his experience, but rather his
lack of technical knowledge. Therefore, he began
studying dynamics, structural mechanics and even
ergonomics.
Through his efforts, all kinds of paper products

NO.21 ENJOYING TAICHUNG

design ideas. After being an employee for a while,

Endless possibilities for paper products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Huang has no outstanding educational degree

machinery, he decide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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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IONAL CRAFTSMANSHIP

prepared for so many years, and it's now my time to
shine," he remarked.
At the start, Huang wanted to find a venue
where he could display his products for clients, which
meant that a small space like a standard office was
not suitable. Finally, he found a location in Dakeng
where Carton King remains located today. However,
the owner wasn't content to just display his creative
products. To him, designing needed to be interesting
and interac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people.
In order to share his design concepts, Huang
opened a park for visitors that attracted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over seven years with attractions
like the paper-made Eiffel Tower, Taipei 101,
windmills, and restaurant chairs, tables and even
The paper Taipei 101 is one of the park's most popular landmarks.

cups. Everything in this park has become a popular
on-line subject of discussion. At Huang's Carton King,
people quickly learn that a sheet of paper can be an
incredible and amazing material.

appeared, from paper chairs to paper cupboards. Due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eco-friendly" concepts in
recent years, people were often interested in products

Paper-product innovation and design

made from the brown cartons, offering fresh possibilities

According to Huang, the one question that he

and avenues for Huang's threatened career. At the

often ponders is "What can paper do?" Developed by

same time, he also developed a "Carton Bank" website

the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second century, paper is

that is home to over 2,000 pieces of information on the

a product that has changed civilization and become

design and structure of cartons created by him. "I hav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in our daily lives.

The robot "A-lang" is the latest creation by Huang and his design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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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This lampshade is made of heat-proof and flexible paper.
2. Every joint of paper robot "A-lang" is moveable.
3. Huang successfully turns a simple sheet of paper into all kinds of daily products.

Huang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endless possibilities

personalize it. As Huang explains the origins of the

in paper, and understands that it's not enough for

robots, his childlike enthusiasm is completely evident.

one person to come up with new ideas. Therefore,
he assembled a group of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architecture, visual design and
carpentry. As the head of the group, he comes up
with ideas, which are each studied and researched by
these professionals.

Sharing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ng with
customers
Despite the success of his business, Huang
is never satisfied nor has he slowed down. He and
and his team have already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to create and test their needs for kinds of paper--

planning for a zoo made of paper in his park in

from water-resistant, fire-resistant, dust-proof and oil-

Dakeng. And why a paper zoo? "Only Taipei and

proof paper to tensible paper--because they know the

Kaohsiung have larger zoos; 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eam is able to develop the best products for different

for children in Taichung, so I want to create a different

specialties. Carton King's most-famous products,

kind of zoo for them," he explains. Although the

from paper hats, paper shoes and paper lampshades

animals--like a giraffe, lion and flamingos--are made

to paper rocking horses, were all also developed by

of paper and not able to move, they are all life-like.

the team. However, Huang is never satisfied with the
for improvement. For example, his "Leaning Tower of
Pisa" in the park has been renovated many times.

Huang says that his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give people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paper and
realize that creativity and design can bring a lot of fun
to life. He really hopes that Carton King can become a

For now, the paper robot "A-lang" is the design

platform for not only practical paper products but also

team's crown jewel. To demonstrate its impressive

creative paper artworks. For a person who has worked

abilities, they elaborately designed the cutline so that

with paper for so many years, he believes that this

every joint of the robot was moveable. Those who

is the best thing he can do to promote this versatile

buy one of these robots can also paint its body to

material.

NO.21 ENJOYING TAICHUNG

present situation, as he believes there is always room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Many paper factories hire Huang's desig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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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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周芬伶

在臺中居住超過三十年，回溯過往，
竟是曲折又悽愴的搬遷史，
光舊居這語詞就令人心思飄盪，
昔日遂成一個又一個舊居的疊合。

日回青海路前舊居拿信件，房

搬至大度山三年多，物欲盡消，

子空置半年，裡面的陽光與空

平日只穿大賣場買來的衣鞋，每天防

那

氣俱陰沉，灰塵令過敏的鼻子流涕發

蚊抓鼠躲蛇恨不得此身非我有，穿是

嚏不止，住在這裡七年，是一生中最

越低調安全越好，最好像開喜婆婆，

奢華享受的日子，彼時臺灣經濟尚好，

頭戴草帽，長褲套裙子加圍裙，腳套

大家的手頭較寬，住又靠近百貨公司，

雨鞋，精品在山上完全是諷刺。

每日寫字至午後便往有冷氣的地方
走，許多奢華品就是這樣來的，還寫
過一本令人臉紅的收藏書，上過雜誌、

在舊居對著這些奢侈品懺悔後，
於觀音前三拜，然後速速逃離。

電視大秀收藏品。現在大家的日子不
好過，這些東西不但用不著，尚且刺
眼極了，賣給二手店價賤如草，東塞
周芬伶
散文家、小說家，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曾獲聯合報徵文散文獎、中山文藝散文獎、臺
灣文學經典獎等。著有小說集《影子情人》、《浪
子駭女》、《世界是薔薇的》，以及散文集《汝
色》、《戀物人語》、《熱夜》、《絕美》、《蘭
花辭》等。

西塞萎靡不堪，哪有什麼名牌魔力？

東海別墅的崩毀歲月
前前舊居在東海別墅區，住約十
年，生活水準比照學生再略高些，吃

那時得空就飛奔至健身房跑步做

自 助 餐 逛 傳 統 市 場， 許 多 199、299

瑜珈洗 SPA，附近有許多美食小館，

的衣物就是這樣來的，休閒娛樂就是

遂也養出精刁的脾胃，那個貌似名媛

唸書寫稿與劇團，學生川流不息，寄

貴婦的人真的是我嗎？還是某個喬裝

居者眾，弄得完全沒私生活，只有黃

的陌生人？

昏時做長長的散步，直至夜市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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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有可愛的迷你花園別墅，特別適
合散步，只是從未走到小路盡頭，或
許它根本沒盡頭？
那也是我嗎？人總迷戀自己搆不
著的人事物，都說女人用聽覺來愛，
我卻需索於完美的嗓音，這也是年輕
一路繁華看不足，買也不多，吃最清

像拉丁舞曲般令人想起舞，雖然你

淡，物質貧瘠，精神滋養，養成過於

知道至多帶來三五天的暈眩，然而

敏感脆弱的玻璃紙心，在一連串的大

一旦上癮沒完沒了，接著對瓷器與

崩毀中，滿是破洞，逃離那個房子。

小擺飾、古董家具爆發研究興趣，

有好幾年不敢再看見那棟房子，
光是路過心臟都會緊縮。

的一種嗎？

從舊居回溯舊我

你遠征至中東、日韓、英國、葡萄

在之前是大里河堤邊，二樓破舊

牙，只為追探青花蘇麻拉青釉色的

的透天厝，與一中年瘋男子同住約一

起源，或是五彩與天目黑釉之演變，

年，二十五歲，我在那裡寫長篇小

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的雅痞生活，但

說，沒有完成的作品幾乎毀了我的小

語詞，這世上的傷害大多自己造成，

事實上你常常窮到戶頭空空；房貸、

說夢，繞了一大圈，莫名其妙寫起散

拆解自己，也就拆解傷害，此刻回顧

養孩子與弟弟的債務壓得人喘不過

文。

我不再喜歡逃離這動作，包括這

過去，舊居變成舊我的代名詞，層層

氣來。這輩子你沒窮過，可也沒真

寫小說的年輕女孩，那或許是心

疊疊的我，遊走在海市蜃樓，真正的

正有錢過，老家源源不斷出事，一

靈深處的某個原型，奇妙地與瘋狂相

我無傷無礙，所有顛倒夢想恐怖皆成

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一旦有錢就

連結。

幻影。

有許多手伸過來，或者多餘的錢讓

再前一個舊居，租住於理想國的
偏遠地帶甘蔗田中的老舊公寓，地處
大度山最高峰，每到秋冬，東北季風
瘋狂搖晃房子，門窗喀喀作聲，然我
是甜蜜的小母親，忙碌的職業婦女與

你不安或罪惡，你寧願把它換成一
個古董或一幅畫，你擁有過名義上
的家，但你不再喜歡家這個名詞，
它比玻璃紙心還脆弱，然要掙脫逃
離談何容易？
再之前是中興大學附近的五樓
公寓頂樓，房子很新，人更年輕，

幸福的，雖然內心常常不快樂，但孩

未婚的職業女性才剛要步入文壇，

子多可愛，他在田野小徑呼嚕呼嚕往

出第一本書。密集的約會與集會，

前跑，享受速度帶來的快感，他那短

看不完的青春與戀曲，連珍惜也不

腿很快就會軟弱倒地，但你阻擋不了

懂，在心靈上從未年輕過，幼年已

他的奔跑，這世上有不跑的小孩嗎？

是陰沉的老年人，灰色的眼光常停

的十樓電梯大樓，為此你精心布置，
各個小節都不錯過，你給孩子布置一
個藍色的房間有帆船、水手公仔、口
琴，還有望遠鏡，物件給予人的快樂

棵樹一個噴水池駐足徘徊，夜裡滿天
星輝，北斗星與獵戶座為我們指路，
荒山野嶺毒蛇出沒都不足畏，也許那
時確有年輕的浪漫與無知。
於臺中的歷史，從東海出發又回
到東海，南屯、西屯、中區皆熟識，
只有北屯較陌生，人的一生有多大？
能跑多遠？不過方圓幾百幾百里。

留在黃昏與夜色，只記得那時是愛

等退休後，我想住南屯，靠近南

唱歌的，撫著吉他自彈自唱大概只

屯老街，每日晨起逛南屯傳統市場，

有年輕人敢為，其實我的嗓音普通。

買鮮魚鮮肉，399、499 的衣物，下

為了孩子進入私立幼稚園不受歧
視，近四十歲才購屋，位於東海別墅

落，我與妹妹早晚散步其間，為某一

因 此 常 著 迷 於 美 麗 的 嗓 音，
十八歲的 H，二十八歲的 Z，不用看
清他們的臉，只要跟他有關的事物，
哪怕是窺見千分之一也足以迷醉。
我喜歡住家附近那條長長的小

午逛花市或到公園跑步，晚上到老街
喝熱楊桃汁，拜拜到媽祖廟，該有的
繁華已過眼，不再需要多餘的裝飾或
收藏，把古董書畫全捐了，精品首飾
早早送人，只剩下那個寫小說的自
己，再無其他。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家如玻璃紙般脆弱

同住於東海別墅十六巷，彼時別墅區
美極，一排排白色小房子皆有小小院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煮婦，孩子是生活的重心，童言童語
胡天胡地過日子，我是幸福的應該是

最早的舊居應該是初來時與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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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搶鮮報

EVENTS EXPRESS

12

DECEMBER

活動搶鮮報 Events Express

01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SAT.

• 大哉之美 烏日鄉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
（即日~102/1/6）
• 101年度中華松樹協會盆栽展（12/1~12/9）

雅堂館
• 心靈札記-連寶猜藝術創作展
（即日~12/21，9:00~17:00）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央廣場 藝術大道
• 白猿報恩演出及愛心園遊會
（10:00~17:00）

03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MON.

（文心藝廊）

• 彩繪人生油畫情師生聯展（12/3~12/27）

05 臺中市勞工服務中心
WED.

• 臺中市萬年書畫學會（即日~12/16）
• 101年年度葫蘆墩文化志工聯展
（12/1~12/16）

• 臺中市勞工大學演講：想法改變，壓力就
消失了－吳娟瑜（19:00~21:00）

臺中市大里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大里區新光路32號)

渭水樓
• 閱讀˙文化資產－創作展
（即日~12/16，9:00~17:00）
• 薪藝新意•重要傳統工藝美術傳習計畫
期末聯展（即日~12/17，10:00~18:00）

港區藝術中心
• 臺灣水彩藝術的當代版圖－《兩會交
鋒》水彩大展（12/1~12/30）

• 臺中市政府大里地區廠商聯合徵才活動
(9：00~14：00)

06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THU.

國際展演館
• 筆歌臺灣、墨濡鄉土
（12/6~12/17，8：30~17：00）

07 屯區藝文中心
FRI.

• 優人神鼓《勇者之劍》（19:30）
• 林明慧2012鋼琴獨奏會（14:30）
• 三個十年，張清淵器物展（即日~12/16）
•「中師風華」臺中教育大學美術系教授聯
展（即日~12/9）
• 2012臺灣美術新貌展－立體系列
（即日~102/01/13）

設計．點
• 良品美器特展（即日~12/31，
10:30~18:00，星期一休館）

陽明市政大樓

•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IKEA單一廠商
徵才活動（12/1~12/6，8：00~17：00）

• 一一自然．新高幸福社區水墨聯展
（12/1~12/12）
• 藝相連結－提卡師生西畫展
（12/1~12/12）

大墩文化中心

兒童館

• 拾勤畫會聯展（即日~12/6）
• 臺灣全球華人藝術創作發表協會創作
巡迴展（即日~12/6）
•「高空獵影-瞰見大臺中」空中攝影作品
展（即日~12/9）
• 江碧蘭水墨創作展（12/1~12/20）
• 第11屆彩墨新人賞聯展（12/1~12/20）
• 臺中市長青學苑結業成果展（12/1~12/13）
• 曾天漢陶瓷玻璃藝術展（12/1~12/19）
• 2012臺灣陶藝展（12/1~12/19）
• 張志鴻師生書法作品展（12/1~12/23）

• 2012星光閃閃－自閉症者學習成果暨歲
末感恩活動（12/1~12/13）

中港市政大樓（301會議室）

港區藝術中心
• TC室內樂之夜（19:30）

葫蘆墩文化中心

中山堂

• 呂姿瑩作品展（12/7~12/30）

• 臺中室內合唱團－十年聲聚，馳騁音律
（19:30）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 中央廣場
• 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傳習匯演
（12/7~12/9，10:00~20:30；
12/9，10：00~17:00）

大開戲聚場
• 大開開創劇《望子成龍》(14:30、19:30)

02 中港市政大樓

（府前廣場）

SUN.

• 傑克與魔豆－小青蛙劇團（10:30、14:00）
• 光影的世界~百年老相片的故事特展
（即日~12/16）
• 形色•大地－二谷林振龍陶藝展
（即日~12/30）

•【NTSO】國際音樂節《戰爭安魂曲》
（19:30）

文英館

• 臺灣省中國書畫學會（即日~102/2/24）

屯區藝文中心

中興堂

• YMCA幸福公益日愛心義賣活動
（14:00~17:00）

大開戲聚場

08 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
SAT.

•「父母成長學習」系列講座：發掘心中的成
功智慧－陳永隆（14:00~16:00）

• 大開開創劇《望子成龍》(14:30、19:30)

屯區藝文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談孩子身心健全發展的重要性」
講座－王幸惠（14:30）

• 傑克與魔豆－小青蛙劇團（10: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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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堂
• 朱宗慶打擊樂團—【聆聽．微笑】
（19:30）

中山堂
• 九歌兒童劇團—《暴風雨》（14:00）

FRI.

22
SAT.

大墩文化中心

SAT.

• 齊天大聖鬧龍宮（19:30）
• 張世朋陶藝展（12/21~102/01/13）

• 克拉茲兄弟與古巴打擊樂團（19:30）

中友百貨（C棟13F國際大廳）

葫蘆墩文化中心

• 2012誠品中友舊書拍賣會(12/8~12/18)

• 齊天大聖鬧龍宮（19:30）

中山堂

• 2012華佩長笛獨奏會（19:30）

15 臺中市勞工服務中心
SAT.

• 臺中市勞工大學專題演講：天生我「財」
必有用－朱岳中（15:00~17:00）

臺中市政府各區衛生所
癌症篩檢活動

國立中興大學

(惠蓀堂)

• 蔡琴好預兆演唱會（19:45）

屯區藝文中心
文英館
• 第一屆有藝思畫會—油畫聯展
（12/15~101/01/02）
• 呂鋮祺個人創作及成長畫展
（12/15~101/01/02）

• 第一屆”還以癌色”校園漫畫比賽
（12/15~12/27）

20
THU.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 不老夢想．微孝n X 微笑∞展
（12/20~12/24，9:00~18:00）

• 臺灣音樂劇—隔壁親家（19:30）

展演場地訊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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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勞工服務中心
中友百貨
北屯兒童館
中港市政大樓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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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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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仁和路362之1號
中區三民路三段161號
北屯區興安路一段162號
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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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805517
04-22211287
04-22328546
04-22289111
04-22585000
04-23586129
04-26274568
04-23921122
04-25260136
04-23391141
04-25263100
04 -26571900#102

NO.21 ENJOYING TAICHUNG

兒童館

• 聖誕禮讚（19:30）

悅讀大臺中十二月號

• 花．妍—喜樂舞風文化藝術團（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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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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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中山堂
FRI.

• 白袍薩克斯風•邂逅張老師~
用愛響公益2012慈善音樂會
（19:30~21:30）
免費索票專線：04-22033050#123 丁小姐

23 葫蘆墩文化中心
SUN.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SUN.

• 筆情墨趣－六人聯合展
（12/22~102/01/20）
• 黃上真2012長笛音樂會（14:30）

• 范宗沛、謝宇威合作演出（19:30）

WED.

• 亞太國際墨彩藝術聯盟畫展
（12/29~102/01/10）

30 中山堂

• 幻景回憶－鈴木隆行攝影展
（12/22~102/01/10）
• Nature羅濟明陶藝展
（12/22~102/01/09）
• 彩繪與生活－藝饗世界創作聯展
（12/22~102/01/09）

港區藝術中心

12 中興堂

大墩文化中心

國際展演館
• GJ8動漫同人誌創作展
（12/29~12/30，10:00~17:00）

大墩文化中心

• 新藝芳歌劇團－歌仔戲《白猿報恩》
（19:30）

(演奏廳)

•【NTSO】2012《歲末音樂會》（19:30）

• 新堀吉他－寺田和之•米可吉他室內樂
團（15:00）

09 屯區藝文中心

• 臺灣音樂劇—隔壁親家（14:30）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中山堂
中興堂

• 南天畫會會員聯展（12/8~12/20）
• 臺灣普羅藝術交流協會會員聯展
（12/8~12/20）

SUN.

29 中山堂

21 葫蘆墩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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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怎麼辦

WHAT SHOULD I DO

冬季保健
■ 資訊提供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 諮詢專線 04-25261814( 保健科健康管理股 )

Q1. 冬季容易誘發長者憂鬱情
緒，應如何防範？

潤 膚 乳 液， 防 止 水 分 散 失，

A ︰家人應多給予關心，讓老人家多至

(4) 貼身衣物應選用棉質類，最

戶外曬太陽、參與社區活動，促

好能夠避免毛料等易刺激皮

進人際關係，有歸屬感，消除孤

膚的物質直接接觸皮膚。

獨，增進生活情趣，才能活出健
康、快樂生活。有需要可撥打專
線電話尋求協助，行政院衛生署

並保持肌膚滋潤。

Q3. 冬季是心血管疾病的好發
季節，民眾應如何注意？

安心專線：0800-788995、生命線：

A︰

1995、張老師：1980，如情況嚴

一、冬季為高血壓、心臟病、腦中風，

重時就要尋求專業醫師協助。

以及非心血管的胃出血等疾病

Q2.「冬季癢」影響睡眠品質，
該如何因應？

的好發期，尤其六十歲以上的長

A︰

差過大而發病，尤其應避免在寒

一、冬季癢又稱「乾燥性皮膚炎」或

流來襲的清早外出活動，所以建

「脂漏性皮膚炎」，最常發生在四

議老人家冬天時盡量改在午後運

肢，尤其是小腿前側，嚴重時可能

動，且運動前需做好暖身活動。

者更是危險族群。心血管疾病患
者冬天首重「保暖」，避免因溫

會全身性發作。可在醫師的指示

二、平時應注意控制血壓、定時服藥，

下，使用適當的油性藥膏、保溼藥

遵守低鹽、低油脂、低糖的飲食

膏及止癢藥物。若有滲出液或細菌

原則，尤其是農曆過年期間因家

感染時，須使用抗生素藥物。

族聚會多，容易在歡樂氣氛下忽

二、要預防冬季癢，在生活上必須注

略均衡飲食攝取，造成過量進食

加裝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
衣物等情形。

Q5. 年長者常使用電暖爐、熱水
袋等產品取暖，應如何正確
使用？
A︰
一、要購買貼有「商品安全標章」的
產品，且依照電器使

用說明

原則操作。
二、切勿在浴室使用電暖爐。
三、切勿使用電暖爐烘乾溼衣物。
四、使用熱水袋時應將瓶蓋關緊，用
厚毛巾包覆後再使用，不要直接
接觸身體，以免因末梢感覺神經
遲鈍造成燙傷意外。

及因飲食油膩而引起腸胃不適。

意以下事項：
(1) 減少洗澡次數、水溫不要太
熱， 最 好 以 淋 浴 為 主， 減 少
泡澡次數。

Q4. 冬天常有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該如何防範？

(2) 減少使用肥皂，並使用適合

A ︰ 要 使 用 安 全 的「 品 牌 」： 熱 水

敏感性膚質的清潔用品或沐

器 應 貼 有 CNS（ 國 家 標 準 ） 及

浴乳。

TGAS（臺灣瓦斯器具安全標誌）

6 月號 P.7 圖片之媽祖公仔由

(3) 洗完澡後，趁皮膚還充滿水

檢 驗 合 格 標 示。 要 保 持 環 境 的

陳芋玲老師製作，特此說明。

分時，建議可以立刻擦保溼

「通風」，如避免陽臺違規使用、

更正啟事：11 月號 p.52~53 職人圖像應為 Chen Jen-cheng，特此更正。

1999 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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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TC12_C62.indd 62

2012/11/26 下午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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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辦局收款戳

■ 歐、美、非洲－新臺幣1,100元(航空平寄)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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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月15日前(含當日)劃撥者，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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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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款

□□□－□□

收據 抬頭：

收款帳號

電 話

開立 收據 □是 □否

與區域

址

聯絡電 話：
郵寄 地址： □□ □□□

http://tw.zinio.com→旅遊→當地

98-04-43-04

◎ 月刊下載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單
款
存
金

http://taichung.freemags.tw

地

訂戶姓 名：

◎ 當期月刊線上瀏覽

月 起訂 閱《 悅讀

出版品→悅讀大臺中

姓 名

年。

http://www.taichung.gov.tw→

大臺 中》

◎ 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22570434

■ 線上電子書

金 額
新臺幣
(小寫)

傳真號碼：04-2224-3347

儲

■ 讀者專線：04-2228-9111分機15219

撥

聯絡電話」傳真至本局。

劃

知，或將「姓名、原地址、新地址與

政

變更地址時請於出刊前1週來電告

郵

■ 變更地址

仟

收到3月發行的月刊。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出版品專戶

發行的月刊；1月16日劃撥者，將

■ 訂戶資 料
我 想自
年

佰

例如：1月15日劃撥者，將收到2月

收款
戶名

拾

撥者，將收到下下月發行的月刊。

通 訊欄( 限與 本次 存款有 關 事項)
□ 新訂 □續 訂

元

到次月發行的月刊；當月15日後劃

2012/11/24 下午3:05

臺中州廳、陽明、海線、山城、大屯、
北臺中六大聯合服務中心

臺中市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暨所轄分局服務臺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暨921地震教育園區
國立臺中圖書館暨臺中市各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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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新市政聯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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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墩文化中心

屯區藝文中心

文英館

臺中市文山、大坑、大墩、五權、光大、
犁頭店社區大學
臺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石岡旅客服務中心

臺中清泉崗機場

高鐵各站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請寄款人注意

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臺中服務處

烏日啤酒廠展售中心

誠品 中友書店、園道書店、豐原太百書店

臺中市政府勞工服務中心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就業服務站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臺中第一、二服務站

■ 詳細免費索閱地點請至「臺中市政府全球資

訊網→出版品→悅讀大臺中→免費索閱地
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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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區藝術中心

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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