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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活化縣議會舊大樓 變更旅遊服務專區

集集驛站閒置年餘，縣府最近招租成功，

為縣庫帶來進帳。

位於集集鎮火車站附近的集集驛站，土地

使用分區編定為商業區，占地約 587坪，建
物面積 421坪，4月 11日公開標租結果，順
利以年租金 108萬元出租。除挹注縣庫外，
還有助帶動周邊經濟，擴大商業效益。

集集驛站距集集火車站前約一百公尺，適

合零售、餐飲及各行業公司辦公使用，因人

潮匯聚，標租價碼，反映觀光消費行情。這

次標租，年租金底價是 95萬 4千多元，開
標結果，溢價標出。

921地震受損的草屯啟智
教養院舊址，已經荒廢

多年，縣府看好未來長照需

求，希望將啟智教養院變成

金雞母，替縣府帶來財源。

草屯啟智教養院舊址，佔

地有八千多坪，屬山坡地保

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勿

需變更地目，便可開放民間

投資建養老院、安養院等長

照事業。

縣府表示，草屯啟智教

養院早期屬台灣省政府社會

處下的安養機關，九二一地

震後毀損，目前財產登記在

縣府名下，縣府決定加快活

化腳步，估計光是權利金收

入，約為五至六千萬元，加

上租金及房屋稅收將是一筆

可觀的財源。

縣府和國有財產署合作開

發的南投市茄苳腳土地，也

預計在年底前招標，土地面

積有八千多坪的國有地，屬

特定專用區特定事業用地，

同樣適合發展長照事業，如

順利招標，估計可為縣庫帶

進三千多萬元權利金收入，

目前正由國有財產署審查相

關文件。

林文和╱攝影

集集驛站「租了 !」 年租金 108 萬元

為
避免縣有土地閒置，增加建設財源，縣府

組專案小組，推動活化南投縣議會舊大

樓、草屯啟智教養院舊址、和國有財產署合作

開發茄苳腳等土地。

處於閒置狀態的南投縣議會舊大樓，土地約

有 2100 多坪，縣府送審都市計畫變更，順利

變更旅遊服務專區後，將跨出活化利用第一步。

縣議會舊大樓位於南投縣政府斜對面，屬地

下一層、地上四層建築，區位極佳。議會新大

樓落成啟用後，縣議員曾關心舊大樓使用狀況。

縣長林明溱表示，縣府將研議採租賃或委外方

式經營。

議會舊大樓因屬機關用地，目前依循程序送

內政部都市計畫變更審查外，縣府也將辦理建

物耐震評估。未來將朝遊客服務中心、旅館、

餐廳等多功能使用，至於處理模式，採租賃或

委外經營，相關招商細節仍在評估研議，期盼

未來能成為南投市新亮點。

納入前瞻計畫 集集支線銜接高鐵

覆水可收 草屯水資源回收中心 8 月啟用

埔里茭白筍食農教育知性遊

一例一休上路後爭議不斷，縣府為解決問

題，3月間舉辦三場座談會，邀請公部
門、工商產業及觀光業者表達意見，希望提供

中央參考。

一例一休修法，勞工權益看得到卻不一定吃

得到，資方抱怨連連，消費者也因物價上升叫

苦。林明溱縣長認為造成社會「三輸」，日前

開出第一槍，建議中央修法，引發各界討論。

縣市長不分藍綠，有人附和，也有人認為應

遵守法令，但包括央行總裁彭懷南、知名財經

人士謝金河，也對一例一休提出建言，希望中

央重視。

縣府邀集公部門舉行一例一休座談會，從鄉

鎮到縣府各單位，紛紛反映地方財政困難，加

上預算來不及編足，無力負擔加班費，而且假

日動員公部門人力參與活動大受影響，各單位

苦不堪言。

上市公司廣隆光電董事長李耀銘建議，彈

性工時應由資方和勞方協調，不要管太多。杉

林溪度假園區業者表示，政府照顧勞工立意良

好，但政策實施太匆忙，反造成勞資對立。

一例一休擾攘不休，縣長林明溱表示，法

令上應放寬加班時數規定、和加班費計

算方式，建議將休息日加班費統一訂為 1.5倍；
特休假排定，縣府也建議由勞資協商來決定。

縣府彙整各界意見，提出勞基法修法方向，

包括延長工時工資，每小時加班費，以每小時

工資乘以 1.5倍計算，休息日延長工資每小時
加班費，以每小時工資乘以 1.5倍計算，並以
實際延長工時之時數計算，且另加計當日薪

資。

 針對觀光產業、餐飲業，建議訂定較彈性
之工時制度，或自行選擇 4周、8周各式彈性
工時。

縣府同時建議，增加每月加班總時數為 54
小時，加班總時數以季或半年為總量管制，休

息日加班免計入。對於工作輪班制、更換班

次，休息時間能有彈性時間，隔天 (下次輪班 )
不低於 8小時。每月 4天例假日，休息日 4天
安排由勞資協商排定。對於特休假排定，縣府

也建議由勞資協商來決定。

一例一休爭議不斷 縣府傾聽各界心聲

一例一休如何了？ 縣府提建議版本

荒廢房舍土地 變公庫金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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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納入前瞻計畫集集支線銜接高鐵

陸客究竟少來多少？對南投的觀光影響多大？目

前資訊混亂，交通部觀光局原發布，從去年 5
月到今年 2月，陸客來台人數與比前年同期減少 112
萬餘人次，但隨即又改口，說同期非陸客來台旅客

人次增加 106萬人次，言下之意，衝擊不大。
但實情呢？政府謀求「新南向」政策，爭取東南

亞遊客彌補陸客不來的大洞，但縣內旅遊業者指出

這些替補的觀光客多為散客，大多是自由行、天數

短，又集中在北部活動。對於中南部的觀光業者仍

然無感。

南投縣靠觀光繁榮地方經濟，我們暫且擱下官方

發布的數據，我觀察到縣府旁的一家過去專做陸客

生意的旅館，以前經常一天有四、五輛遊覽車進住，

如今大都只剩一、兩輛，不時還掛零。

陸客來台首選的日月潭，過去人聲吵雜，如今清

靜寂寥，你可以說觀光品質提昇了，但做觀光生意

的商家，進帳卻縮水了。

加上一例一休，觀光業是服務業，不同於製造業，

在南投雪上加霜，旅遊業者叫苦連天。如此「內外

交迫」，我能不思突破之道嗎？

縣府近來加強改善縣內的旅遊設施，竹山瑞龍瀑

布的木棧道毀於祝融，我們重新打造更長更美的景

觀棧道，清境農場過去經常人車爭道，我們爭取經

費蓋了一座高山天空步道，讓人車分流，希望以更

便捷、更美觀的設施爭取遊客近悅遠來。     
縣內數家觀光業者，邀港澳大陸三地華人網紅來

南投幫忙行銷，我重扮「茶伯」現身說法，將一例

一休，包裝成「一蒞一饈」，化危機為轉機。在困

境中，我們要走出自己的路。

「茶伯」南投縣長林明溱再度出馬，這次是

代言南投觀光，為了爭取港、澳、大陸 3
地觀光客，邀請這三地 19名高人氣網紅，大玩
網路直播、自拍，他還扮演旅遊記者，直播採訪

這些網紅，請他們暢談南投觀感，歡笑中「置入

行銷」。

林明溱向這 19名網紅代言南投浪漫遊程，推
薦私密景點和美食珍饈，希望透過年輕網紅的親

身體驗，以直播和報導，行銷南投山城之美，讓

他們回去透過網路吸引 3地年輕客層來台旅遊。
他說，去年 5月迄今，陸客團持續衰退，衝

擊全國觀光產業，南投觀光業也不例外。縣府與

在地的觀光產業聯盟夥伴，邀請港、澳、大陸 3
地知名網紅們，將南投的好山好水及好茶，和茶

園、竹林，推廣到華人世界。

南投縣觀光產業聯盟理事長林志穎表示，妖

怪村與日月潭晶澤、清境佛羅倫斯、清境見晴

山莊、OK巴士一起 KUSO了最近熱門話題「一
例一休」，希望每次「蒞」臨的客人，都能享受

到在地鄉村提供的珍饈美食，享受難忘的「一蒞

一饈」饗宴。

他說，面對陸客萎縮，中央力推的星、馬、

泰客群政策偏重北臺灣，對中部觀光助益不大，

南投觀光產業逆向思考，和縣府聯手推出「一蒞

一饈」活動，邀請華人圈人氣網紅盧峰、Rikki
大叔、ECHO、巧克力等 19人，從妖怪村出發，
首創「跟著理事長遊南投」概念，帶領他們 4
天 3夜的南投深度遊程探索，見證溪頭、清境
之美，表現民宿特色，在網路世界打開觀光旅遊

新模式。

困境中，走出自己的路

南投縣長

茶伯出馬 找網紅行銷南投觀光

南投國際沙雕藝術園區，配合今年燈會啟用，短

短幾個月內創造效益，至 3月底止門票收入約 8
百萬元，趕在暑假前將辦理玩沙 DIY活動，要努力將
河沙變黃金。

位於國道 3南投市交流道下的沙雕文化園區，是縣
府營造景點的目標之一。沙雕展示，從無到有，縣府

費了很多心力。為保持新鮮感，縣府希望各單位舉辦

活動，儘量和沙雕區串連外，計畫年底前將重新雕塑

沙雕作品，並和溪頭妖怪村結合，展出妖怪沙雕。

看 沙 雕

還 不 夠，

要有玩樂

的項目才

可以。文

化局計畫

在暑假前，推出沙

雕文化園區玩沙 DIY活動，讓家長帶著孩子，體驗玩
沙的樂趣，並提升親子關係。

河沙變黃金 沙雕園區推陳出新
高山步道亮相清境旅遊再升級

彷如電影「臥虎藏龍」美景
瑞龍瀑布加速整建

仁愛清境農場是全台最高的農場之

一，與武陵農場、梨山福壽山農

場合稱為台灣三大高山農場，清境農

場不但觀光興盛，縣府興建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更是「未演先轟動」。老

景點創造新魅力，清境最具代表性。

為改善清境農場人車爭道問題，縣

府爭取中央補助，興建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當初的目的很簡單，但同樣的

建設經費，多用一點心，能為地方帶

來多重效益。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預計5月開放，
不但是全台最高，沿途可欣賞中央山

脈等山峰景色，貼心的設計包括嬰兒

車、殘障輪椅都可以通行，消息曝光

後，引起各界注意，將從國內旅遊燒

到國際觀光。

仁愛清境農場是全台最高的農場

之一，與武陵農場、梨山福壽

山農場合稱為台灣三大高山農場，清

境農場不但觀光興盛，縣府興建高山

步道，更是「未演先轟動」。老景點

創造新魅力，清境最具代表性。

為改善清境農場人車爭道問題，

縣府爭取中央補助，興建高山步道，

當初的目的很簡單，但同樣的建設經

費，多用一點心，能為地方帶來多重

效益。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預計 5月開

放，不但是全台最高，沿途可欣賞中

央山脈等山峰景色，貼心的設計包括

嬰兒車、殘障輪椅都可以通行，消息

曝光後，引起各界注意，將從國內旅

遊燒到國際觀光。

老景點新魅力

明溱
夜話

南
投的集集支線小火車，將搖身變為高鐵支線。行

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編列 42.5 億元，縣

長林明溱當立委時即極力爭取改善集集支線，如今集集

支線延伸連結到高鐵田中站，終於要實現了。

其中「高鐵彰化站至台鐵田中站軌道計畫」，編列

18.92 億元，鋪設軌道連接彰化高鐵與台鐵車站，讓原

本從彰化二水至水里車埕的路段，延伸到高鐵彰化站。

另「台鐵集集支線改善計畫」編列 23.63 億元，加

強集集支線對外疏運，由高鐵認養提升運能。

台鐵表示，現已研議規劃集集支線從原本的二水延

伸至田中，未來集集支線將可連結高鐵，高鐵也規劃高

鐵彰化站與台鐵田中站間加派接駁車，讓高鐵往來集集

能更便利。

目前集集支線南投車程與彰化二水對開班次，將有

6 班次延伸彰化田中，上下午各 3 班並互為始發站，將

有助帶動集集、水里、日月潭一線的觀光。

圖為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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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創客基地 

青創出發

今年開春不久，縣長林明溱即開始密集勤跑

基層，趕在雨季前，做好地方小型工程，

「未雨綢繆，能防患未然是上策。」他有時一

周排兩天，屏擋其他行程，專事下鄉，勘察野

溪護岸、巷道農路。最高記錄在 3月 15日，一
天連跑名間、中寮兩個鄉，看了 15件現場。
本月初，他聽到水里鄉永興村的「水火同源」

景點，因附近野溪犯濫，美景瀕臨消失，他趕

往實地會勘，發現附近野溪因部分護岸高度、

長度都不足，難以保護田園，大雨來襲，發生

災害更會危及景點，他指示農業處發包改善，

初估工程經費約 140萬元。除儘速治理野溪，
並設法活化「水火同源」觀光。

次高紀錄是 3月 21日，下午他會同魚池鄉民
代到忠明村、共和村及東光村等地會勘 9項道
路改善工程，其中一處 400公尺路面高低不平，
村民騎機車經常摔倒，因年久失修，路面粒料

破碎，他指示工務刨除路面，重新封層，讓民

眾更安全便利。

「創客」是個新風潮，南投縣最近新設全台

還不多見的創客基地，有志創業的青年不

妨到此一遊，尋找創業的靈感。基地設在南投

縣政府旁的資訊大樓內。

縣府為協助民眾做好生涯規劃，設置「青年

職涯發展中心暨創客基地─南投服務據點」，

於 3月 29日開幕，以「前店、後廠」概念，
開放資源共享的場所，提供服務。

創客基地安排有腦波儀、智能盆栽、魚菜共

生杯及 3D四驅車等互動式體驗，另展示蘭花
PM2.5微型感測器及太陽能魚菜共生型空氣清
淨機等發明，都是發揮創客精神，將在地產業

結合工藝、科技或將智慧科技融入生活應用的

產品。

另設置 3D列印機、雷射雕刻機等數位機器，
可讓參與者透過實作過程啟發創意發想。

創客基地每週二至週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提供青年職涯探索、諮詢、就業服務資訊及就

業促進等多元服務；不定期舉辦職 涯 講

座、創客工作坊及讀書會等活動。有 興 趣

民眾可上上 Facebook粉絲團搜尋：中彰投分
署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點選各活動貼文後進
入專屬網址報名參加，或打電話 049-7008768
洽詢。

馬不停蹄 勤訪民瘼

覆水可收草屯水資源回收中心 8月啟用

果真是英雄出少年 !鹿谷
年輕農民劉松杰，曾經

在外地從事餐飲，2015年獲
南投縣長茶比賽特等獎，今

年當選「南投青農聯盟」會

長，返鄉務農的年青人，在

農業的路上努力打拚，從理

想到實踐，劉松杰極具代表

性。

面對低薪時代，一例一休

又爭吵不休。年輕人回鄉務

農，漸成風氣。「農作是我

們的伙計，不會計較工時，

我們在睡覺，農作物繼續在

生產，沒有一例一休問題」。

年輕農民回鄉工作，不但填

補農村勞力，更充滿理念和

熱力。

劉松杰在鹿谷小半天經

營風味餐坊，致力食農教

育、推展美食外，還得到

2015年南投縣長茶比賽的
特等獎，如今又擔任「南投

青農聯盟」會長，對於新一

代農民發展，充滿使命。

劉松杰表示，食安問題過

後，大家有所警惕。他希望

農民努力爭取「四章一 Q」
食材認証，包括「CAS有機
農產品標章」、「CAS臺灣
優良農產品標章」、「產銷

履歷認證標章」、「吉園圃

標章」，以及「台灣農產生

產溯源 QR Code」等。重視
認證外，更要教育消費者聽

懂農業術語，建立農民和消

費者信任的橋梁，是當務之

急。

地方人物誌縣長茶得主

任青農會長劉松杰

籌劃多年的草屯水資源回收中心，經積極施工，

預計 8月啟用。
斥資 3億 7,637萬 8千元的草屯水資源回收中

心，位於上林里附近，105年 5月中旬決標後，
原預訂今年底完工，因進度超前，預計 8月即可
完工通水。

縣長林明溱 3月 17日由縣府工務處長陳錫梧陪
同，前往視察工程進度。草屯水資源回收中心採

較高級的脫氮除磷生物系統，可去除生活污水中

的有機物外，並可有效地減少造成河川優養化的

營養鹽（氮及磷），是目前全國的水資源回收中

心較先進的生物處理系統，完成後對河川有水質

淨化的功效，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

林明溱表示，未來草屯鎮生活污水接管處理淨

化後，將可改善原有生活污水和雨水合流造成水

溝惡臭、蚊蟲孳生等情形，同時可改善溪洲埤排

水、隘寮溪、貓羅溪等河川水質，減少河川水質

優養化，對改善草屯鎮居住環境衛生，提升鎮民

生活品質有很大幫助。

 草屯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第一期工程預計在
109年完成，用戶接管戶數約 9,190戶，該中心
平均每日可處理 10,000立方公尺的生活污水，可
提升南投縣用戶接管普及率 5.26％。社區評鑑連戰皆捷 打雲端化出奇制勝

12年前開辦的全國社區評鑑，南投縣年年優
等，排名全國第一。因 97年起改為兩年一

評，今年雖然「輪休」，但縣府仍未鬆懈，這

兩個月馬不停蹄地到 25個參加評鑑的社區，名
為縣級評鑑，實為明年全國評鑑暖身，期能槓

上開花，繼續爭取佳績。

「我們有兩項必殺絕技。」社會暨勞工處指

出南投縣社區發展工作出類拔萃之處。一個是

全縣 283個社區，縣府已輔導一半以上使用雲
端會計系統，所有收支都輸入電腦，送上網路

雲端，讓社區財務公開透明，增進社區民眾的

參與感；另一個是行銷社區產業，也是透過網

路，販售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區農特產品，為社

區帶進收入，挹注社區福利，譬如老人食堂。

今年參加評鑑的 25個社區，有埔里鎮珠仔
山、草屯鎮富寮、竹山鎮延正、國姓鄉南港、

魚池鄉東光等社區因曾獲得全國績優社區，晉

級角逐卓越組；南投市鳳鳴、福山、漳和、埔

里鎮五十甲、南村、蜈蚣、草屯鎮碧峰、復興、

竹山鎮竹山、山崇、集集鎮八張、水里鄉北埔、

國姓鄉國姓、中寮鄉和興、名間鄉田仔、鹿谷

鄉清水、魚池鄉魚池尖、信義鄉信義、仁愛鄉

廬山、南豐等社區參加績效組；其中漳和、

五十甲、魚池尖、北埔等 4個社區是第 1次參
加的「新秀」。

縣府聘請前衛福部專委黃宏謨、育達科大健

康照顧社工系副教授陳燕禎、及去年得到卓越

社區的南投市嘉和社區理事長陳富新等人評鑑

指導，理論與實務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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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萬花筒

★男尊女卑已過去，性別平等新趨勢，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南投埔里以好山好水著

稱，氣候溫和、空氣清新、

水質甘甜，構築非常適合農

作物生長的環境，蔬果、花

卉、釀酒等都有其特色，其

中又以茭白筍最具盛名，而

茭白筍又稱「美人腿」，每

年埔里都會舉辦「美人腿

節」促進觀光及農產的收

入。

茭白筍口感清甜鮮脆，營養豐富，是普遍受

到國人喜愛的常民蔬菜，而埔里茭白筍年產

量佔全臺 8成以上，除了因為環境好、水質
佳之外，七十年代農民陳敢當發現新品種，

讓茭白筍可以年產三季，也大幅增加農民的

種植意願。埔里筊白筍的品種與種植技術日益

精良，近年因為人工光照技術成熟，茭白筍已提

升為全年均可收穫，隨著休閒農業的風氣大起，茭白

筍也發展出各種創意料理、農事體驗等豐富面貌。

在桃米社區經營黑豆園餐廳的黃秋田，熟識的朋友

都叫他「小田田」，近年更將茭白筍導入「食農教育」

的層次，不但吸引國內外遊客爭相報名參加，也成為

各大媒體熱門的報導對象。原本在外地開設餐廳的黃

秋田，數年前返鄉後承接了父親的茭白筍田，就開

始舉辦體驗活動，讓民眾穿著青蛙裝下到田裡採茭白

筍，主打的是一種新鮮趣味。後來一些學者建議黃秋

田，要讓民眾真實體驗農業就不要青蛙裝，穿著短褲

就直接踏進筍田水中，上來後也是在一旁的水圳沖沖

腳就好──真實感受腳底踏進泥土，並且從水、土地、

空氣、陽光孕育食物的解說過程中，傳遞善待土地、

永續經營的理念。

黃秋田讓民眾親自種植、採收茭白筍，然後品嚐茭

白筍創意料理，再結合當地原本就相當完備的民宿、

露營區、餐廳，加上青蛙、螢火蟲生態導覽與景點參

觀，規劃成為完整的套裝行程，去年吸引超過 5千人
次參加，大大提高桃米社區的觀光收益。隨著時代演

進，人們知識增加了，對於農作物栽種生長的認知卻

越來越少，

有機會的話

不妨前往桃

米 體 驗 一

番，保證是

一趟充滿

知性的歡

樂旅程！

盛夏將至，蒼蠅開始湧出，南投縣環保局今年找到一款捕蠅器，

利用蒼蠅飛行習慣，讓蒼蠅自投羅網，1個捕蠅器可撲滅成千上萬
隻，民眾不妨花點小錢自行製作。作法如下：

民小百科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縣

埔里茭白筍食農教育知性遊

▲埔里的茭白筍田通常浸在水裡，水面有一層綠色浮萍。

▲走進田裡接觸茭
白筍

▲知性有趣的農事體驗

▲桃米社區景點「樹蛙亭」

鮮甜嫩脆好口感，創意料理一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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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5日在新竹縣體育館舉行的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南投縣代表隊大放異彩，共獲得 8金 8
銀 12銅，寫下在南投縣運動史新的紀錄。得獎
項目包括柔道 3金 2銀 4銅、拔河 2金 1銀、
槌球 2金 2銅、跆拳道 1金 4銀 3銅、摔角 1
銀 1銅、傳統舞蹈 1銅、籃球 1銅，展現南投縣
基層原住民族選手的訓練績效。

成軍僅四年的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小籃球隊，在

105學年度全國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縣選拔賽拿下
冠軍，將代表南投縣參加五月在新北市舉行的全

國賽。

南投縣國小跳繩運動比賽，名間鄉弓鞋國小組成

8支隊伍與賽，囊括 3金 2銀 2銅佳績，並締造
連 3年至少獲得 3面金牌的「3冠王」紀錄。
名間鄉三光國中的管樂團，參加國立台灣藝術教

育館主辦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在

銅管五重奏項目中，獲得國中團體

B組第一名。

譽榜榮

第三波

準備材料︰

寶特瓶、紗網、鐵絲

製作步驟 1：

先將寶特瓶瓶口裁剪 1/3。

製作步驟 2：寶特瓶底部上方

5-10公分處剪幾個小洞，洞
的大小為可供蒼蠅進入即可。

製作步驟 3：紗網中用鐵絲撐

開，下方剪開洞後將寶特瓶
放入並拴緊，簡易捕蠅器就
完成了。

南投縣今年玉山美術獎，即日起至 6月 30日受理貢獻獎推薦及
徵件展初選報名。

貢獻獎需本籍南投縣或設籍南投縣或曾於本縣服務 10年以上，
長年致力於推廣美術教育、美術創作或對美術貢獻卓著者，作品結

集出版 5本以上或曾舉辦 5次以上個展，由公立機構或立案藝文
團體書面推薦。

徵件展徵選類別分油畫類、水墨膠彩類、水彩類、書法篆刻類、

攝影類及工藝類，歡迎具中華民國國籍，年滿 18歲以上之藝術工
作者送件參選。各類別錄取首獎 1名獎金 10萬元、優選 2名獎金
1萬元、佳作 2名獎金 5,000元；另「典藏獎」經政府登記立案之
基金會、企業或廠商自各類別得獎作品中遴選若干名由贊助單位典

藏。

簡章（含送件表）請至文化局服務台索取或至文化局網站（http://
www.nthcc.gov.tw/）下載。洽詢電話：049-2231191 轉 515、
508、513。

使用時，寶特瓶

底部放入腥味重

之食材（如生魚

尾巴、內臟等），

懸掛在蒼蠅出沒

的屋外。

	  
	  

	  

玉山美術獎報名囉捕蠅神器 DIY  便宜好用

特等獎雙冠王

好勝美地茶園
高山茶一盒（4 兩裝）

杉林溪
本期
好禮

▲新鮮的茭白筍最適合清蒸沾鹽來吃 ▲創意料理－酥炸美人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