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道6號目前從霧峰通車到埔里，

已打通大埔里地區交通動脈，但

縣長李朝卿並不就以此滿足，上個月

北上面見總統馬英九，爭取延伸經霧

社貫穿中央山脈，直達花蓮，實現中

部橫貫高速公路的夢想。

立法院早在3年前即決議請交

通部評估規劃河堤共構，從埔

里延伸國6到霧社、廬山。

國工局去年底選定路廊，長20.8公

里，經費概估337億元。最近完成評

估，指出光是延伸到霧社，經濟效益

不高，反倒認為如繼續延伸到花蓮，

整體效益更大。因此李縣長打鐵趁

熱，面見馬總統，為東西部此一「新

幹線」請命。縣府工務處立即聯絡縣

籍立委，邀交通部、國工局、高公局

協商後續的評估規劃工作。

工務處長黃榮德說，國工局早在

民國84年，即做「中橫快速公路」

的可行性研究。即將就任副總統的吳

敦義，在行政院長任內答覆立委質詢

說，他當南投縣長卸任前就看到這份

資料，「打通中橫高速公路是我近30
年的夢想。」

此案尚有技術問題待克服，交通部

長毛治國曾在立法院答詢說，國6打通

到花蓮，中途會碰上地熱斷層帶，溫

度可能超過攝氏100度，挑戰難度較

高，需進一步研究能否繞道。

▲ 埔里至南山溪路廊。縣府鍥而不捨爭取東西部新幹線

▲

 爭取國道6號延伸，經霧社直達花蓮。

打通   到花蓮6

▲ 南山溪以東路廊評選中路廊。

中
橫高速公路不僅南投人爭取，也

是花蓮人的願望，尤其蘇花公路

經常坍方中斷，縣長李朝卿多次建議中

央，將國道6號打隧道延伸到花蓮，可

同時解決蘇花公路和台14省道經常崩塌

的窘境，拉近台灣東、西部距離，台中

到花蓮，從目前最少5小時車程，縮短

為只需1小時。  
李縣長強調，台14線是南投縣仁愛鄉

對外唯一道路，但近年災害嚴重受損，

致仁愛鄉對外經常交通中斷，延遲了救

災時間，如延伸國道6號至霧社，不僅

提供安全、快捷的運輸大道，也可促進

觀光發展。  
從埔里到廬山、春陽部落22公里，從

春陽到花蓮路段若打通隧道，長度約28
公里，如能完工通車將成台灣東西兩岸

最短捷徑。  
他說，瑞士花費15年打通全世界最

長的阿爾卑斯山全長約57公里「戈特哈

德」隧道，已完工通車；我國也有歷經

13年，貫通總長12.3公里的雪山隧道經

驗，延伸國道6號貫穿隧道至花蓮，現

代工程技術應有克服之道。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李朝卿表示，將繼續向中央爭取國

道6號延伸，讓兩地居民都能有一條安

全回家的路。

台中到花蓮僅需一小時

▲

 提供安全、快捷的

運輸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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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隨筆

國道6號高速公路，從埔里延伸到花蓮，我爭取多

年，最近露出曙光，末來還有層層難關，但只要有機

會，我就會極力爭取。

早在5年前的一場國土規劃會議，我就建議將國道6

號終點從埔里鎮，向東延伸至仁愛鄉霧社，再建造隧

道穿越中央山脈通往花蓮，連結東西部的交通。

這幾年我多次向中央爭取，目前國道6號延伸至霧社

案，已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進行可行性評估，一步步

踏出邁往成功之路。

上月，我進總統府面見馬總統，再度向他報告此案

的重要性，這是我第二度向他面報，原因無他，「打

通國6到花蓮」，不是只為了方便南投，更是連貫整個

台灣東西部的交通大建設，可造福全台灣。

試想，原來的中部橫橫貫公路在921大地震後，經

不起一再風雨侵襲，如今中斷逾10年，恢復原貌遙

遙無期。即使改走台14線的霧社支線，因路況崎嶇

難行，拓寬改善不易，猶如「蜀道之難」。

一勞永逸之道，惟有延伸國6，打通28公里長的隧

道， 即可貫穿中央山脈，徹底解決橫貫東西部的交

通問題。

我向總統報告，建議將國6從埔里延伸到霧社列為

國6第二期工程，從霧社到花蓮列為第三期，建構台

灣完整的交通路網。馬總統甚表重視，表示值得評

估規劃，我們又往前踏出一步。

國6通花蓮  曙光乍現

中橫高速公路大事紀
時　間 進　　度

75年
交通部責成公路局辦裡中橫快速公路可

行性研究

79年 完成研究報告

80年
交通部函示將本計畫自埔里延伸至草屯

銜接國3

98年3月21日 國6霧峰至埔里段完工通車

98年12月2日
立法院全體委員會決議建請交通部評估

規劃延伸國6從埔里至霧社及廬山

99年9月
交通部國工局辦理國6東延至霧社可行

性研究

100年底 完成期末報告

101年2月3日 國工局公布研選路廊結果 



提供廬山業者喬遷避災

廬
山溫泉從日治時期即名聞

遐邇，曾是南投縣的驕

傲，但4年前的辛樂克、莫拉克

風災帶來地層滑動，岸邊的綺

麗飯店因基地鬆軟倒入滾滾溪流

中，震驚各方。經濟部地調所調

查發現廬山地層遇豪雨，滑動可

達34公頃，相當1/6的小林村。

縣府決定另闢「溫泉美地」提供

廬山業者遷地為良，最近規劃評

估報告出爐。

縣長李朝卿選定距廬山40多

公里的埔里鎮福興農場做為遷建

新址，恰好在廬山的溫泉水脈下

游，最大的優勢是從國6埔里交

流道下來，5分鐘車程即到。55
公頃的平坦素地，可做方整的規

劃開發，將成台灣首創的「溫泉

重劃區」。

縣府委託工程顧問公司鑽探，

鑿井1,500公尺即可達溫泉儲水

層，水溫約40℃，屬碳酸氫鹽

泉，出水量豐沛。縣府計畫仿日

本溫泉區，鋪設管線，採公共供

水，業者在用水端裝水錶，按使

用度數收費。

縣府初步規劃分三區，分別是

水色花漾休閒區，提供優質溫泉

民宿；花之饗宴會館區，興建大

型溫泉會館；悠閒樂活湯屋區，

設置獨棟精緻泡湯屋。總計約有

2,000個房間，比目前廬

山溫泉43家旅館、1,500
間要多。

廬山目前遷移意願卡在中央

尚未同意補償非法使用土地的業

者，致業者原投資泡湯，還要負

擔新址的投資。

建設處長曾仁隆說，他認為莫

拉克颱風重建特別條例，對於災

區居民業者，只要建物合法即可

救助。廬山不少業者雖用地有問

題，但卻領有合法建照，救助法

源有據，他已連繫縣籍立委，向

中央據理力爭，完成廬山溫泉遷

建，重現南投縣的溫泉風華。

溫泉美地埔里福興農場開發案出爐

百香果一顆要價台幣百元

百
香果在日本一顆叫價台

幣約130元，縣長李朝卿

日前率鄉鎮市長赴日考察，發

現不少潛在商機，認為日本農

業的產業行銷值得學習。

李朝卿縣長4月27日邀集赴

日考察的鄉鎮市長等單位，舉

行出國考察檢討會。他說，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到日本參訪

後發現，日本人的溫泉管理模

式，觀光與農業結合的規模，

都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希

望藉這次考察，有助南投未來

發展。

他說，日本的溫泉管理、

整潔的環境，令人印象深刻，

尤其結合觀光的精緻農業，為

農民帶來可觀收益。他希望信

義鄉可仿日本做法，推動網室

無毒草莓，或發展水耕蕃茄技

術，結合觀光發展。

南投市長許淑華、埔里鎮鎮

長周義雄、信義鄉長史強等人

表示，參加日本考察行程，獲

益良多，他們表明將加強與日

本城市交流意願，包括埔里鎮

與日光市、信義鄉和笛吹市、

水里鄉與美禰市，未來時機成

熟，可締結姐妹市。

三鄉鎮將加強和日本城市交流

茶、酒、花、竹、梅

南
投縣政府邀請知名紀

錄片導演劉燕明，耗

時1年半，完成介紹南投的

「茶、酒、花、竹、梅」專

輯，這部紀錄片用15分鐘匯集

南投縣的美麗風光、自然生態、

文化藝術、地方特產，以極富美

感的影像介紹擁有台灣最高的玉

山、最深的日月潭、最長的濁水溪、最宏偉的宗教建築－中台禪寺等

台灣之最的南投縣，成了快速了解南投縣的最佳媒介。

紀錄片發表後獲得重視，公共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都已請縣府

提供影片，有意安排時間播放；紀錄片並已登入行政院僑委會網站，

可在宏觀網路電視收看影像，向海外僑社發行的僑委會宏觀週報也專

文介紹，南投壯麗風光、淳樸人文都盡入僑民眼簾，讓更多人了解南

投，使南投的觀光、文化、農業行銷更暢旺。

行銷南投新利器

▲ 介紹南投的「茶、酒、花、竹、梅」專輯，

登上僑委會向海外發行的宏觀週報。

縣府參訪團赴日溫泉名勝取經  行銷南投縣物產
南

投縣長李朝卿上月率團

赴日考察觀光，舉辦物

產行銷推廣說明會，重點行程

是參訪山梨縣笛吹市的石和溫

泉區，做為縣府開發「溫泉美

地」─埔里福興農場溫泉專區

的借鏡。

參訪團參訪日本溫泉最具規

模的山梨縣石和溫泉，當地約

有100家溫泉旅館，歷史十分

悠久。

參訪團考察溫泉系統的建

置、溫泉水費制定機制以及日

常管理維護機制，實地參觀營

運機房及溫泉過濾、儲存槽等

設備，收穫豐碩。

當地溫泉協會安排與參訪

團座談，李朝卿表示過去台灣

溫泉多由業者自行接

管，造成管線混亂及

溫泉資源的浪費，未

來福興溫泉區的溫泉

資源開發及供應將參

考山梨縣模式，考慮

由縣政府統一開發經

營管理，為南投打造

一座具國際水準的溫

泉產業專區。

參訪團兵分多路，李縣長另

率縣府主管、縣農會理事長蔡

明源及鄉鎮農會總幹事、農業

合作社人員等20餘人，參訪日

本山梨縣見晴觀光果園並考察

位於東京市的琉球、北海道館

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設置的台

灣特產專賣場。

在琉球館看到1粒百香果高

達340元日幣，鳳梨1顆達600
元日幣，他說，「我們南投縣

也生產百香果及鳳梨，品質不

輸日本，若能在東京設點專

賣，商機看好。」

▲ 參訪山梨縣笛吹市的石和溫泉區

他山之石

▲

 李縣長率團赴日考察

觀光事業

▲ 辛樂克風災影響地層滑動

▲

 福興農場將成台灣首創

的「溫泉重劃區」

▲ 水溫約40℃，屬碳酸氫鹽泉，出水量豐沛。

中華民國101年5月14日家鄉邁步走



交
通部觀光局舉辦「台灣十

大觀光小城」選拔，南投

縣集集鎮歷經驚濤駭浪，各縣市

數十鄉鎮參與角逐，由於地方上

下一心，終於脫穎而出，躋身十

大行列。

這項選拔活動第一階段採全民

票選，包括電腦網路、手機和明

信片投票，佔20%的分數，集集

的得票數浮沈不定，牽動了全縣

民眾的心。活動主辦單位發現部

分鄉鎮「灌票」，經剔除不實票

數，集集曾跑到第二名。因為競

爭激烈，也曾掉到第八，讓縣民

七上八下。 
第二階段採專家現場勘察和評

審，佔80％，縣府和集集鎮公所

使出渾身解數，通力合作，鎮公

所擬定「火車印象．踩風集集」

戰略主軸，縣府觀光處協助設計

一連串造勢活動。

集集鎮總動員，鎮公所與鎮

農會、地方產銷業者在集集驛站

前廣場舉辦「集集蔬果嘉年華

會」，推出有機、無毒、養生的

香蕉等十多種農特產品，行銷集

集拉票。

主辦單位派出「神秘客」到參

賽鄉鎮明察暗訪，集集鎮不僅翻

修解說牌及綠色隧道木棧道，還

加強服務人員的教育訓練，加派

人手巡邏維護環境整潔。

決戰點是入圍17鄉鎮北上交通

部簡報「口試」，縣長李朝卿是

少數帶隊的縣市長。他率領觀光

處長洪文能、集集鎮長嚴鴻邦等

縣府及公所團隊，以生動、幽默

的解說，介紹集集風光給評選委

員，終獲好評。

上下齊心  實至名歸
集集鎮獲選台灣十大觀光小城

橋的故事

全台公路長逾數千公里，最美

的路段在哪？經網友票選出爐，就

座落在南投縣國姓鄉國道6號高架

陸橋，取名「橋聳雲天」勝景，且

榮登台灣高、快速公路最美八景第

一名。 
遊客從國道六號國姓交流道駛

下，在中潭公路口就有明顯指標一

路導引，經過國姓鄉福龜村北玄

宮，再通往福龜河濱親水公園，就

能近距離觀賞「橋聳雲天」的各種

角度美景。 

「橋聳雲天」的國姓交流道，

共有45支墩柱，平均高度達55公
尺，最高橋墩達70公尺，相當23
層樓高，是目前全國最高陸橋。

其中最高的橋墩位處堅硬岩盤

溪床，採擴展式基礎施工，挖深

溪床6公尺後築成長寬30乘23公
尺、高4公尺的剛性基礎平台，可

以通過芮氏八級地震考驗。 
所有橋墩都以「滑模式」工

法，雙圓柱同步施工，每日最快

可升高5公尺，光是單柱就用掉

1,408噸鋼筋、混凝土多達1,040
立方公尺，鋼筋量足足可蓋50棟
防震筏式基礎四樓透天別墅。

從國姓鄉福龜河濱親水公園堤

岸觀賞「橋聳雲天」交流道環狀陸

橋，視野絕佳。愛好自行車運動的

車友，經中潭公路通往福龜親水

公園也是頗受歡迎的自行車道，沿

途環境經過重新整理，遊客越來越

多，已漸成觀光新景點。

全國最高路橋  高速公路最美八景第一

橋聳雲天  國6國姓交流道

日月潭環潭騎乘驚豔
日

月潭環潭公路沿線鋪設自

行車專用道，因可飽覽湖

光山色，最近被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評選為全球十大

最美自行車道之一。

日月潭自行車運動，成為遊日

月潭的新玩法，為營造日月潭更

舒適安全的單車騎乘環境，日管

處近年持續整建日月潭轄區內之

自行車道，目前已完成「水社、

向山自行車道」、「月潭自行車

道」及「頭社自行車道」，總長

近10公里，都依自然地貌修築興

建，邊騎邊可欣賞「景隨路轉、

處處有驚喜」的美景。

騎自行車遊日月潭一趟約3小
時。CNN指因寧靜、碧綠的湖

面，每年吸引眾多遊客前往。且

日月潭原住民的邵族文化，及當

地特有的生態環境，更讓日月潭

成為獨具特色的景點。

新近完工的水社－向山自行車

道，長約3公里，包含400公尺水

上自行車道，全線沿潭邊興建，

風景絕美，坡度平緩，全家共騎

可享受舒適、安全且健康的自行

車旅行。進入向山遊客中心前，

新進完工的永結橋、同心橋及婚

紗廣場，提供新人拍婚紗照取景

點，潭畔一片沙灘更是日月潭的

新奇創意。

台
灣風景區阿里山有「高

山青」，澎湖有「外婆

的澎湖灣」等傳唱歌曲，南投

縣的日月潭也有了「日月潭之

歌」。

南投縣政府舉辦「日月潭歌

曲創作比賽」，選出8件得獎

歌曲，委託音樂製作人荒山亮

編曲，製作包括「日月潭」、

「日月之約」、「台灣之光

日月潭」、「日月潭之美」、

「 日 月 光 景 」 、 「 潭 ． 戀

愛」、「來去日月潭」、「美

麗的日月潭」等8首日月潭系列

歌曲。

日月潭之歌將納入南投縣

學生音樂比賽的指定歌曲，並

提供日月潭遊艇公會所屬船隻

播放，希望藉由這張專輯的傳

唱，吸引更多旅客駐足欣賞日

月潭之美，活絡南投縣的觀光

藝文產業。

縣長李朝卿在專輯發表會

上，與荒山亮一起高唱「日月

潭」，希望日月潭之歌長長久

久傳唱下去，成為象徵日月潭

觀光的傳世

名曲。

縣長高唱日月潭

歡迎旅客遊湖賞美景

獲選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

▲  「火車印象．踩風集集」是集集鎮

發展觀光戰略主軸

▲ 縣長李朝卿與荒山亮

合唱「日月潭」。

▲ 日月潭之歌CD與日月潭之美詩詞一起

發表，提升明潭形象，相得益彰。

▲ 日月潭自行車運動，可飽覽湖光山色。

▲

 日月潭轄區內之自行車道，目前

總長近10公里

▲

 「橋聳雲天」的國姓交流道，

是目前全國最高陸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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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觀光及產業不斷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社會

處長林榮森說，在縣府努力下，南投縣失業率像「溜

滑梯」，愈來愈低，今年初失業率已降至4.3%。

林榮森表示，南投縣產業發展條件和其他縣市不

同，但在縣長李朝卿拚觀光後，相關行業人力需求

增加。他說，南投失業率幾年前約6％，99年降至

5.6%，100年上半年再降到4.8％，直到最近降為

4.3％，南投失業率持續在降低。

產業觀光「步步升 」 南投失業「溜滑梯」

5 0 0子弟兵，空手打天

下！12年來，育出30多
名國家級選手，教出5位
總統教育獎得主。他們是

如何做到的？

12年前，南投是空手道的荒

漠；如今，變成空手道的殿

堂。這樣的改變，令人好奇。教

練黃泰吉、廖德蘭，將南投空手

道灌溉成綠洲，寫下傳奇的一

頁。

921大地震後，教練黃泰吉、

廖德蘭夫妻進入國姓國中，開始

教導弱勢學生學習空手道，希望

透過運動，釋放孩子們心底的震

災陰影。南投空手道運動從校園

廢墟中發芽、成長，逐漸壯大，

跨入了殿堂；誰都沒料到，有一

天空手道會變成南投最具競爭力

的體育活動。

從國姓國中到旭光高

中， 1 2年過去了，黃

泰吉及廖德蘭為了推廣

空手道四處奔走，窮孩

子想學空手道，沒有道

服、沒有護具，甚至連

學費都繳不出來，他們

一點一滴累積資源，尋

求協助，甚至將積蓄用

於孩子們的食宿、生活

上，只為了讓孩子順利

練習、比賽。

「 一 枝 草 、 一 點

露」。在黃泰吉夫婦努力下，已

有500名學生接受空手道洗禮，

其中30多位成為國家級選手，並

調教出5位總統教育獎得主。

黃泰吉夫婦教導學生「空手

打天下」，在國內外運動場上稱

霸，履創紀錄，連年得獎，為國

爭光；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求習

武的學生，運動健身，崇尚武

空手道傳奇人物   黃泰吉、廖德蘭

10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南投縣再次展現實力，勇奪

53面獎牌，包括15金、17銀及21

面銅牌；其中，空手道更是金光

閃閃，金牌就有6面，在去年獲得

總統教育獎的辜翠萍，再度奪得

金牌。

101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21日在台北市舉

行，  南投縣代表隊在

縣府秘書長陳正昇率領

下，參加開幕活動，代

表南投縣的酷比熊及

天燈陪同選手們進場

時，觀眾驚呼連連，十分搶眼，

贏得滿場喝采。

南投縣代表隊在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表現亮眼，無論是角力、

空手道、游泳都有金牌得主。金

牌角力選手有莊文哲、方政洋、

許錦倫、黃泓曄、洪世哲、楊宗

育、曾南屏等七人。金牌空手道

得主為高湘琳、辜翠萍、黃宸

緯、許瑋寧（2面）、林昱均；游

泳金牌有侯安遠。

位
於南投縣台3線省道旁的

南投肉品市場，大門上方

豎立著一尊可愛的卡通豬，側面

一座兩隻豬交會的大型雕像，名

為「生生不息」，讓人看了會心

一笑。

沒錯！這就是南投肉品市場，

內有5公頃多的綠草園地，成為

人們踏青遊玩的「豬樂園」，開

發多種加工肉品，販售經「政府

掛保證」的肉乾、肉酥、香腸；

還有阿嬤護髮秘方的膽汁洗髮

精，也有女性歡迎的膠原蛋白沐

浴乳等保養系列產品。

每天的豬隻拍賣也轉化成「豬

隻選美」走秀活動，讓前來戶外

教學的學生驚喜不已。

肉品市場總經理盧成霖說：

「南投肉品市場是全國唯一轉型

多元化的肉品市場」。成立於民

國72年的肉品市場，由於市場規

模不如鄰近的彰化、雲林等縣，

一直慘澹經營，常有虧損。

縣長李朝卿上任後拔擢盧成霖

為總經理，他積極開發新產品，

不僅弭平虧損，從97年起每年出

現200萬元以上的盈餘。

肉品市場的行銷屢見創新，豬

膽洗髮精推出前，全市場員工腦

力激盪，想出「好膽來洗頭」的

響亮名稱，一舉成名。

最新推出的產品是研發可去油

膩、氣味清新的「馬

告（山胡椒）香腸、

鹹豬肉」，協助原民

產銷這種特殊風味的

肉製品，肉品市場不

僅只拍賣屠宰豬隻，

也推廣南投縣的農特

產品。

肉品市場豬樂園 「好膽別走」來洗頭、呷「涎漒」 

▲ 「好膽來洗頭」活動帶動洗髮精知名度。

▲ 蜜汁豬肉乾讓
縣長李朝卿吃
得豎起大姆指
說讚。

縣府「就業服務台」
求

職可到縣府洽詢！為提供民眾就業諮詢，縣府和勞委會合

作，3月起在縣府中庭設置「就業服務台」，短短二個多

月，服務求職人數近600人， 方便又快速。

縣府設置「就業服務台」，縣長李朝卿感謝勞委會的支持，

提供勞工朋友及企業廠商求職求才資訊平台。未來縣府也將延

續勞委會「繁榮經濟促進就業」、「公平正義照顧弱勢」2大主

軸，和勞工朋友「站逗陣」，作失業民眾最有力的靠山。

南投「就業服務台」設立在縣府裡，可跟各單位密切配合，

服務更具整合性。

提供的服務項目，

包括求職與求才登

記，就業諮詢服務、

推介媒合、求職追蹤

連繫、就業機會開

拓、職業訓練，僱用

獎助津貼等，需要的

民眾可多多利用。

▲ 3月起在縣府中庭設置「就業服務台」

▲ 黃泰吉夫婦培育空手道選手（黃泰吉提供）

▲

 101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

 代表南投縣的「酷比熊」入場時，

觀眾驚呼連連。

地方人物誌

南投選手展實力  勇奪　  面獎牌53

求職

「得來速」

▲ 黃泰吉、廖德蘭是南投的空手道

傳奇人物（黃泰吉提供）

德，用心良苦，避免成為幫派吸

收的對象。

南投空手道的傳奇，不僅只是

比賽屢戰皆捷而已，還有更深層

的教育意義，以及人生的體驗。

設計印刷 /                          ( 04 ) 2422-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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