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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表演神氣活現 聲光震憾人氣旺盛

國姓橋聳雲天 爭取闢建花卉及綠雕園區

南投八卦山  縣道 139 旅遊心動線

（南投縣政府廣告）

南投燈會去年從集集出發後，己經邁

向國際化 !今年燈會不但有香港、
大陸花燈參展，還有首次來台的重慶銅梁

火龍表演，造成轟動。沙雕文化園區更集

結日本、韓國、中國、加拿大及台灣等國

家沙雕大師創作，美不勝收。

為了發展觀光，南投燈會已經成為地

方盛事，今年燈會自1月21日起開幕後，
結合南投市沙雕園區，恐龍展，並在貓

羅溪營造花海，遊憩主題不僅多元化，

活動內容，也受到各界肯定。

國際化與推陳出新，讓南投燈會愈辦

愈盛大，不僅沙雕文化園區引進多國好

手創作，以歐洲文藝復興為主題的沙雕

作品，如創世紀、拉斐爾、米開朗基羅、

達文西等沙雕，栩栩如生，引人入勝。

沙雕有看頭，燈會作品也從鄉土延伸

到國際，來自香港、中國大陸的花燈，

參加展示，讓人耳目一新，位於南投市

公所旁的水上花燈，更讓遊客驚豔不已，

燈會開幕活動，來自日本的友人也與會，

對燈會盛況稱讚不已。

今年燈會最大話題，是重慶銅梁火龍，

來台演出，第一次便獻給南投燈會，不

僅轟動全台，也令參觀者回味不已。南

投燈會從鄉下辦喜事，變成全台焦點，

縣府感謝各界熱烈參與，所有的成果，

都要歸功於縣民熱情參與。

從鄉土邁向國際
南投燈會與沙雕展

南投花燈

配合南投燈會舉辦，

南投市的沙雕文化

園區同時啟用，新春期

間湧入大量參觀人潮，

短短十餘天，門票收入

多達六百多萬元，黃金沙

雕，成為縣府賺錢新利器，

也將寫下地方開拓財源新案例。

南投的砂石收入，是學生營養午餐主要財源，沒

想到沙雕文化園區設置後，細小的砂石，經過雕塑

開放參觀，河砂也可以變黃金 !
南投沙雕文化，累積多年經驗，創造地方話題。

雞年伊始，縣府 2日舉行新春團拜，紫南宮土地
公婆首度加持，縣長林明溱感謝各界支持，南

投縣施政滿意度進入前段班，幸福感也躍進前 6名，
但縣府不會以此自滿，將繼續努力，讓南投更進步、

繁榮。

行之有年的新春團拜，是縣府上下凝聚共識，打

拚未來的重要活動。新年討吉利，縣長林明溱、副

縣長陳正昇分送紫南宮錢母、金雞蛋及小紅包，給

洽公民眾及縣府員工，場面熱鬧。

林明溱表示，他就任第 1年的民調，南投施政滿
意度是第 16名，但在議會監督下，縣府為民服務，
得到肯定，去年 12月 TVBS公布民調顯示，南投施
政滿意度不但是中部縣市第 1，全國排名也上升至第
9名，幸福度感也進步到全國第 6名。

林明溱縣長擔任立委時，爭取經費在南投市貓羅溪

舉辦沙雕活動，一直受到遊客歡迎，海邊才有的沙

雕展，移到河川浮覆地創作，已成為貓羅溪特色之

一，因為河砂可塑性高，材料取得也便利。

今年沙雕活動，不同於往年，活動一結束便了無

痕跡，縣府決定設立一處永久性的沙雕文化園區，

透過門票收入，為公庫帶來長遠效益。因此，南投

沙雕文化園區，選擇設在國道 3號南投市交流道下
方，66座各式沙雕都在高架橋下，不怕風吹雨打，
一方面可以永續經營，沙雕也可以更新作品，或跟

著時事新聞創作，製造觀光話題，讓沙雕園區永續

經營。

旺沙雕文化園區啟用 春節人氣

新春團拜土地公婆加持

縣府團隊繼續為民打拚

林明溱說，縣府施政滿意度不但大幅進步，負債

也降低，但不因此自滿，未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新的一年縣府團隊將更努力，創造更好的成績。

今年南投燈會，香港來的花燈最溫馨。

很多人不知道，南投會展中心，

是香港捐款蓋出來的紀念建築，今年南

投燈會在會展中心旁舉行，當香港花燈亮

起，也延續著這段因緣，點亮南投和香港

城市交流的友好關係。

民國 88年，921大地震，震央就在南
投集集，各界發起賑災捐款活動，當年

港澳影視紅星也帶頭捐助，香港人踴躍捐

輸。

縣府利用這筆賑災款 1.6億元，加上 1
億元自籌款，於 103年 12月建成會展中

心，就是為了紀念 921。
當年香港演藝界募款活動的藝人中，有

劉德華、張學友、張國榮、梅艷芳等數十

位知名影歌星，只是物換星移，當年呼籲

救災的影視紅星中，有人已經辭世，令人

不勝唏噓，相關紀錄也留在會展中心落成

啟用的碑文裡。

南投會展中心的後面，藏著港澳同胞

的愛心，南投燈會的香港花燈，在這裡亮

起，南投人感激，因為這是一座溫暖的燈

區，因為來自於香港捐款的會展中心，正

在創造地方經濟效益。

921 捐建會展中心
        香港燈區暖人心

林文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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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傳真機

★白天開頭燈，行車安全更加分。 

「吉鳴春曉」有創意

南投燈會放光明
今年南投燈會，普獲各界好

評，一千多個花燈不但精

緻、好看，主燈「吉鳴春曉」燦

爛奪目，大陸來的花燈作品也很

有看頭，受到民眾肯定。

今年燈會主燈「吉鳴春曉」，

高達 15米，造形新穎，以玉山為
背景，360度的旋轉底座，繽紛
的用五色雲霧繚繞的氣勢，吸引

許多民眾爭相拍照，為燈會留下

美麗回憶，現場也發送雞年小提

燈，不但帶動參觀人潮，小朋友

更是滿心歡喜。

南投燈會展現地方及國際花燈

魅力，同心創未來燈區動員南投

10個社區參與佈展，花燈都是社
區民眾親手製作，是最有人情味的燈區。

包括南投市芳美、埔里鎮桃米、籃城、草屯鎮富寮、集集鎮八張、

竹山鎮延正、富州、水里鄉頂崁、國姓鄉南港、鹿谷鄉竹豐等 10
個社區發展協會，都製作花燈參展，秀花燈也秀實力。

企業及廟宇參展花燈，以及原住民燈區，也都很有特色，讓人看

得目不轉睛。

來自浙江、杭州、諸暨、上海、香港、四川等友好城市參展的花

燈，表現各城市的文化特色與城市風情，四川自貢市的花燈，更是

工藝精巧，經常受邀到歐美、東南亞各地參展，非常有看頭，讓遊

客留下深刻印象。

火龍表演神氣活現
聲光震憾人氣旺盛

花海拚出台灣地圖 貓羅溪畔好美麗
配合燈會活動，縣府在貓羅溪畔營造 3.6公頃花海，空中

俯瞰，荒蕪的河灘變成花毯，五彩繽紛，非常美麗。而

且花海拚成的台灣大地圖，還有八卦茶園造型，都是全台唯

一。

南投燈會國際沙雕藝術展、恐龍樂園展，隔著貓羅溪舉行，

縣府用盡巧思，打造一條河床便橋外，路邊種植花卉，沿著

貓羅溪畔逛沙雕、賞花海，夜晚再到燈會場地，看七彩金雞。

3.6公頃花海，各色波斯菊盛放，繽紛花毯鋪在河岸，增
添浪漫氣息，空中俯瞰還有台灣地圖、八卦茶園，非常有創

意。很多人都說，今年的貓羅溪，因為花海，變成美麗的花

園。

今年南投燈會，和往年很不一

樣，由於政治因素，大陸

觀光客來台人數減少，衝擊南投觀光發

展，日月潭以前是人等船，現在是船等

人，實在差很多，縣府希望透過南投燈

會等活動，拉回觀光人氣，也為南投觀

光加油打氣。

南投的燈會從集集南投鄉土燈會出

發，已經往國際化邁開大步，結合沙

雕、恐龍展等三項活動一起登場，從過

年前的 1月 21日開始，延續到元宵節
過後，把年節氣氛炒到最高點。

南投燈會，集集是濫觴。我擔任集

集鎮長期間，創辦集集鄉土燈會，那時

候鎮公所財政情況不是很好，為了辦燈

會，推動地方觀光，我到處找企業、人

民團體贊助，集集燈會從不被看好，變

得很好看，延續到南投燈會的轟動，過

程是有趣的。

南投燈會的經驗，用簡單一句話說：

「燈一亮，創造多贏」。台灣各項活動

中，燈會創造的效應最大，也最好。它

的效應包括：帶動地方觀光商機、創造

觀光話題、改善地方財政。

去年，首次舉辦的南投燈會，從集

集出發，創造 294萬人次的觀光人潮，
縣府雖花了二千萬元，但燈會經濟規模

估算近 9億，成本效益將近 45倍，可
說一本萬利，光是集集公用停車場，便

增加不少收益。

今年南投燈會移到南投市舉辦，並

結合沙雕文化、恐龍展，更是首創。但

要說明的是，由我主導的大型活動，並

非一時興起，都是長期經驗累積。

當年，我擔任集集鎮長時，舉辦鄉

土燈會，也舉辦恐龍大展，活動推出，

吸引遊客參觀，恐龍是已經絕跡的物

種，了解過去恐龍的生態，也是一種環

境教育。

我擔任立委時，曾爭取經費在南投

市貓羅溪舉辦沙雕活動，因為受到歡

迎，因此今年南投燈會，不但從集集移

到南投市，活動內容更是不斷突破、創

新。 
今年燈會再次得到各界肯定，明溱

心存感激，尤其是看到重慶銅梁火龍表

演，受到民眾歡迎，讓我更有信心，相

信明年南投燈會將更精彩，且讓我們拭

目以待。

南投燈會點亮南投觀光產業
明溱
夜話

南投縣長

南投燈會，源自於集集鄉土燈會，縣長林明溱擔任集集鎮長時，

創辦的集集鄉土燈會，迄今已經 19屆，比台灣燈會還早舉行，
19年來累計吸引千萬人次參觀。
去年的南投燈會在集集舉行，計湧入 294萬人次參觀，締造佳績。
今年南投燈會，從鄉土燈會出發，更甚以往，不但集集燈會繼續

舉辦，南投燈會移師南投市貓羅溪畔舉行後，由於結合沙雕及恐龍

展，製造更多參觀話題，加上火龍表演受觀迎，參觀人次突破 450
萬人，再創地方燈會新紀錄。

南投燈會 小檔案

今
年南投燈會，來自於重慶的「銅梁火

龍」最神氣，一登台演出，便創造觀

光話題，掀起全台熱議。由於民眾反應熱，

林明溱縣長表示，將和大陸洽談，希望明年

燈會火龍再現，成為燈會特色之一。

今年南投燈會開燈後，便不斷製造話題，

鬼屋、山肖、日月潭燈座、國姓第一猛鹿，

成功招來人氣，為期三天四場次演出的銅梁

火龍表演，更是讓遊客趨之若鶩，場場爆

滿，南投市順溪北路的漂紗舞台，溢滿人

氣。

最令人驚異的是，「銅梁火龍」瞬間爆紅

後，很多遊客從中午便自備便當，只想在表

演前搶佔位子，希望欣賞難得一見的國際級

的演出，火龍受歡迎程度，超乎預期。

火龍表演是南投燈會壓軸戲，學校的表演

團體，也參加演出，包括達德商工戰鼓隊的

金雞報喜、營北國中舞龍隊的雞年行運、嘉

和國小扯鈴隊表演雞祥如意、達德商工舞龍

獅隊上演雞鳴春曉等動，輪番上陣，為火龍

演出熱身。

「銅梁火龍」是自明朝開始民俗技藝，約

有 600 年歷史，聲光俱佳，震憾視覺神經，

燒熔鐵爐中的生鐵熔化成鐵水，拋往空中拍

打出熾熱的火花，煙與火交織，火龍在花火

與煙霧中舞出狂放不羈，讓人目不轉睛。看

過的人都大呼過癮，覺得不虛此行。

▲南投燈會主燈「吉鳴春曉」，遊客
搶拍。

▲重慶銅梁火龍表演，火花四射，全台驚豔。

▲大陸自貢市花燈工藝，青花瓷造
型，像是一座藝術品。

▲貓羅溪花海，拚出台灣地圖，空拍俯看，十分美麗。(智邦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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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里凸透鏡

★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投 17 線 拓 寬 通 車  

投 25 線一波三折 春節前適時完工通車

中寮鄉北中寮 7村盼望多年的投 17線拓寬工程，
去年底完工通車，當地鄉親齊聚龍草大橋旁，

歡欣鼓舞地慶祝。

投 17線是北中寮通往草屯南埔重要聯外道路，經
歷任縣長、立委和縣議員奔走爭取，經多年規劃施

工，終於全線完工通車，去年底在龍草大橋旁舉行

通車典禮，由縣長明溱主持，立委馬文君、

議員廖宜賢、李洲忠、簡峻庭、廖梓佑、

鄉長張永輝、鄉民代表會主席張裕發等人

都到場，一同剪綵後偕同北中寮耆老、

人瑞在鄉親簇擁下歡天喜地的走過龍草大

橋。

林縣長表示，投 17線拓寬工程是他擔
任立委和前副總統吳敦義一起爭取，獲交

通部同意列入南投生活圈路網計畫補助，

拓寬改善 8公里長，包含 8座橋樑，歷時
4年 10個月，總經費 5億 3千多萬元，
通車後從草屯南埔交流道到爽文村只需 15
分鐘，大幅縮短車程，使北中寮農產運輸

和通行更為便捷。

他表示，縣府將繼續爭取拓改善投 17線銜接投
139線路段，全面打通中寮對外交通動脈。另投 22
線接投 26號環鄉道路已爭取到規劃費補助，目前正
執行設計及環評，順利通過環評後，也會儘速拓寬

環鄉道路。

南投縣名間鄉投 25線拓寬工程春節前竣工通車，
適時成為台 3線重要替代道路，有助分流南投、

名間和集集等 3地車潮。
投 25線拓寬工程改善南投市千秋路至名間鄉東湖

村路段，全長 2.5公里，南投市路幅同寬為 12公尺。
該工程經費約 1億 5千萬元，因土地徵收、經費

被中央收回等問題，第 6期延宕無法施工，縣府和
立委許淑華等人向中央尋求協助補足缺口，歷經 4
位鄉長和 2任縣長約 7年時間才完成。
縣長林明溱說，縣府財政雖拮据，但為拓寬投 25

線，決定以墊付方式，先解決鄉公所積欠包商的 800
萬元債務，許立委也爭取中央協助，齊心努力，終

於趕在春節前開通。

通車典禮在舞獅鑼鼓的熱鬧聲中揭幕，林明溱、

許淑華和地方民眾一起煮湯圓、像辦喜事啟用這條

路。

▲投 17線拓寬通車，大家歡喜。

北 中 寮 鄉 親 歡 欣 啟 用

國姓橋聳雲天 
爭取闢建花卉及綠雕園區

國姓橋聳雲天，獲選為公路 8景冠軍，縣府爭取闢建綠雕園區，帶動地方發展。

南投縣就業服務從今年起，新設

南投就業中心埔里分站，便利

大埔里地區民眾可就近享用就業服

務。

目前該中心在名間鄉農會、竹

山遊客中心及縣府一樓大廳等地開

設就業服務台，提供南投鄉親在地

化的就業服務，每年也配合縣內就

業博覽會派員駐點提供民眾就業諮

詢，如今新設埔里分站，就業服務

網絡更為周到。

埔里分站，除了提供廠商更方便的求才媒合管道，還提供了職涯諮詢、失業給付申

辦、職業訓練推介等專業就業服務。分站地址為南投縣埔里鎮北辰街 101號，電話為
049-2990195。

新設埔里就業中心
便利大埔里謀職服務

南投旅居桃園市的鄉親謝秀琴在一次偶

然機會，接觸到智能不足且弱勢的學

生，體會他們困境，於是她丈夫從高商老

師退休後，夫妻倆毅然成立教養院，20年
來收容超過上百名憨兒，訓練他們獨立自

主生活，去年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謝秀琴出生於本縣名間鄉，現年 66歲。她
於民國 86年起在桃園創辦真善美啟能發展中
心，之後陸續開設兩家教養院，為了服務更多

需要的弱勢團體，民國 98年統合所屬機構，成立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院內總服務
的人數 180名，在全台服務超過 1000名的憨兒，為台灣數一數二照顧憨兒的優良團
體。

她開辦之初因營運資金不足，夫妻倆還把退休金拿來照顧憨兒，從生活自理訓練、

外出到洗車場工作、還訓練憨兒組成啦啦隊表演團體。

這條慈善之路走得艱難，前年險些中斷，他先生因病過世，獨留她一人苦撐重擔，

但先生臨終前叮嚀她要繼續服務憨兒的，她強忍悲傷繼續照顧弱勢憨兒。她表示，院

內憨兒私下都喊她辣媽，她每當看到憨兒有進步，就告訴自己再辛苦也要做下去。

921地震時，謝秀琴返鄉救助災區 20多名無家可歸的憨兒。90年父親過世時，她
慨捐奠儀給母校名間鄉弓鞋國小作獎學金，資助貧困學子，也協助三光國中國樂社的

學生圓夢，幫忙募款出國到美國紐約參訪交流，縣長林明溱在縣府動員月會頒贈榮譽

縣民證書，表彰她的善行。

地方人物誌旅外同鄉

照顧上千喜憨兒謝 琴秀

▲謝秀琴獲頒南投榮譽縣民

▲就業服務中心，在埔里設立分站，方便民眾求職。

▲投 25線春節前舉辦通車活動，地方熱熱鬧鬧慶祝。

全國最美的公路在哪裡？南投縣國姓鄉國道六

號的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獲選為全國

公路八景的冠軍，縣府向中央爭取 6千萬元，希望
規劃闢建成常態性的綠雕及花卉園區，成為繼南投

市的沙雕文化園區，另一個利用閒置的高速公路陸

橋下空間。

「橋聳雲天」是全台最高的高架交流道，最高點

相當於 23層樓高，聳立在烏溪河床上，由十餘座
六 60米高橋柱所構成，匝道線形優美，因此獲選
為最美公路榜首。 

綠雕園區是林明溱縣長競選政見之一，考慮過

竹山鎮熱帶植物園和名間鄉苗圃，都因腹地太小作

罷。直到國姓交流道完工通車，「橋聳雲天」打響

名號，地方民代建議美化利用，林縣長指示農業處

朝綠雕及花卉園區規劃，才重起爐灶。

農業處長陳瑞慶說，該地可利用面積 8公頃，如
順利爭取到中央經費，做好聯外道路和停車場，可

興建成常態性用植栽雕塑造景的園區，結合農夫市

集，成為國姓的特色景點，和打石園區、北港溪溫

泉區連成觀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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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萬花筒

每期都有好
禮大方送，

按讚搶先看
，

才不會錯失
良機！！

★男尊女卑已過去，性別平等新趨勢，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從南投市沿著八卦山脈稜線東麓進入

139線路段，沿線望去分布著茶園、鳳
梨田、檳榔樹，數年前因為土鳳梨酥特

產崛起，帶動了這條路線的觀光人潮與

商機。加上天空之橋、猴探井遊憩區，

還可以串連至八卦山賞鷹平台，迅速成

為中台灣最熱門的旅遊線。

「猴探井遊憩區」居高臨下，視野

非常寬廣，可近觀八卦山脈疊翠山巒，

鷹群盤旋飛翔，還可以遠眺彰化平原，

甚至更可望到西螺

大橋、濁水溪出海

口，渾然天地盡收

眼底，順著猴探井

登山步道下去可以

到清水岩寺。早在

日治時代猴探井就

已成名，近年則是

因「天空之橋」又

掀起熱潮，此橋全長 204公尺，兩端
高低落差 5.65公尺，以 265個階梯連
結而成，是目前全台灣最長的天梯型吊

橋，走在橋上可以俯瞰風景優美的彰化

平原，自有一番心曠神怡的舒暢。

鳳梨是八卦山最大宗的農產之一，

這一帶的紅土土質大多種植酸味重、纖

維粗的土鳳梨，生食口感不佳，用來製

作鳳梨酥反而意外契合、風味絕佳，創

始者「微熱山丘」也因此爆紅，帶動了

八卦山鳳梨酥的風潮。後來陸續崛起的

「微光森林」、「豪旺角」鳳梨酥也各

具特色，深受顧客喜愛。近年各業者又

投入研發蜜豐糖蛋糕、芋頭酥、日頭餅

等特色產品，讓顧客有更多選擇。

此外，這裡還有以生巧克力

專賣聞名的「慕尼黑巧克

力工坊」，進門的顧客

都可以恣意試吃各種口

味，也可以在此享用下午

茶，是這裡的熱賣店家之

一。

品嚐甜點之餘，「赤腳精靈餐廳」

提供您各種風味特餐之外，標榜天然原

味、不加糖的窯烤麵包更是大熱門，常

常見到許多顧客在剛出爐時就搶著將麵

包掃進籃子裡。位於八卦山麓最高點的

「星月天空餐廳」，主打絕美夜景與寬

廣休憩森林，園區內還有許多可愛的小

動物，提供老少咸宜的豐富趣味。

此路線上還有一處落羽松森林，冬季

樹葉轉紅時美不勝收，是近年很夯的季

節限定景點。南岡工業區內的觀光工廠

「台灣麻糬主題館」也相當知名，

推薦您到此順道一遊。

汰換二行程機車為電動車 越早申請補助越多

南投縣的狐狸尾蘭獨步全省，即使蘭友也罕

見此品種，縣府去年底花卉嘉年華系列活

動舉辦的全國蘭花大展，狐狸尾蘭成為吸睛焦點，

最近閉幕共吸引 6萬餘人前往觀賞。

蘭花大展在草屯樸提蘭園登場，最有特色的狐

狸尾蘭係南投花農從泰國引進，將原來低矮的品

種改良成高壯植株，狀似狐狸尾巴的蘭花長可達

60公分， 最多一株可長出十幾串。 

一般蘭友較為熟悉台南國際蘭展，每年都吸引

許多國外買家前來採購，而中部除彰化縣為花卉

大縣外，南投縣也是位居國內第二位的花卉主要

產地，文心蘭、蝴蝶蘭、虎頭蘭及狐狸尾蘭等更

是佔全國前 2、3位，透過蘭展活動有助於產業
更臻活絡。

今年參加南投蘭花大展有上千盆，競賽分為 4
組，由 1百多位具國際蘭展評審資格的國內為評
審會同評比，獲全體評審一致同意者為今年評比

總冠軍，各分組冠軍也需獲得2/3以上評審認同，
過程嚴格、公平、客觀。

得獎名單如下：全場總冠軍曾永宗；分組總冠

軍楊政義、曾春北、方美蘭園、林青松、黃基城、

沈義偉。

蘭花大展爭奇鬥豔 狐狸尾蘭獨步全台

你還在騎二行程機車嗎？行政院環保署鼓勵民眾汰換及選購電動二輪車，將補助

專案從去年底延長至 108年底，但逐年遞減補助，要換車的民眾把握機會，越早汰
舊換新，補助越多。

南投環保局今年度編列預算加碼環保署補助汰舊換新金額之 30%。環保署今年度
對於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重型電動機車補助 7,000元，換購輕 (小 )型電動機車及電
動（輔助）自行車補助 5,000元，明年起逐年遞減 1,000元；為加速淘汰高污染二
行程機車，今年底仍維持補助 1,500元，明年起逐年遞減 500元。
申請這項補助者需檢附資料及補助表單，請至南投環保局網頁（http://www.ntepb.

gov.tw/home.aspx），點選 /我要申辦案件 /申辦與表單下載 /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
購電動二輪車申請補助應檢附資料及表單，選擇適用之補助方式表單下載即可，如

有相關問題請打南投環保局專線 (049) 2238573，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民小百科

南投縣全國語文競賽代表隊再創佳績，

競賽內容分為演說、朗讀、作文、寫字

及字音字形

等 五 大 項

目， 勇 奪

11 金， 精

神總錦標及

團體精進獎，雙雙獲得全國第 2名，縣
市團體總成績排名第11，成果媲美6都。
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理事長、泰雅渡假

村總經理李吉田在交通部觀光局慶祝觀

光節表揚大會榮獲台灣觀光貢獻獎；縣

內九族文化村、泰雅渡假村、杉林溪森

林生態渡假園區均獲特優等遊樂區；台

灣觀光遊樂區協會秘書長、泰雅渡假村

經理李翠幸獲頒優良觀光從業人員獎。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譽榜

《社區傳習錄》

縣

榮

南投八卦山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即日起到「南投福報臉書粉絲團」

按讚，並參加粉絲回饋贈獎活動，

就有機會獲得每期精選好禮，活動

辦法請參閱粉絲團活動公告！

▲蘭花展，花卉爭奇鬥豔 ▲縣長林明溱參觀蘭展

縣道 139 旅遊心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