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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林文和╱攝影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於 5月 27日啟用，為避

免遊客蜂湧上山，影響觀光品質，縣府透

過科技管理，推動遊客總量管制，及 APP預約

購票等措施，創了好幾個新紀錄。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通往清境農場，全程 1.2

公里，高架無障礙空間設計，嬰兒車、輪椅都

可以通行，沿途高山風景優美，還沒正式開放

前，便受到矚目，廣受各界好評。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開放使用，創下好幾個新

紀錄。海拔 1,800多公尺的清境高山觀景步道，

不但是全台最高，更可一次容納 2千人同行；

沿途能高、奇萊、萬大等中央山脈山景，盡收

眼底，是認識台灣地理最好的戶外學習環境。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透過科技管理，進行總量

管制，就政府機關來說，也是全台第一。

全各風景勝地，除了福山植物園，因保育等

需要，每天只開放有限名額入園參觀外，一般

風景區很少做遊客總量管制措施，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不但做了總量管制，還透過科技加強管

理，用以維護觀光品質，尚屬空前。

預估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湧入大量遊客，交通

資訊變得迫切需要，縣府設有交通管理中心，

縣府網站有即時交通資訊網，縣警局設有交通

流暢中心，可適時提供行車資訊外，公路總局

工務段在公路上播放的跑馬燈，隨時提醒遊客

因應疏導。

南投縣政府打造「觀光首都」，輔以科技管

理，清境高空觀景步道跨出了第一步。

搭雙鐵遊集集南投無縫接軌

全中運大放異彩草中金牌破紀錄

集集踩風 騎樂無窮

南投縣施政滿意度，締造歷年來新高。最

近一項調查顯示，南投民眾幸福感排名，

居全台第 3名，縣長林明溱施政滿意度，晉入
排名第 5 ，創下 10多年來最好紀錄。
《周刊王》日前公布全國縣市長施政滿意

度民調，南投縣長林明溱在縣議會中感謝議會

監督縣政、鄉鎮市公所鼎力支持，未來縣府將

持續落實有感施政。

林明溱在縣議會施政總報告表示，根據中時

集團《周刊王》民調，南投縣長施政滿意度和

台南市長賴清德並列第 5名，這項成績得來不
易。他當縣長第 1年，民調全國第 16名，去
年躍升到第 9名，今年晉身前 5名；縣民幸

福感更突破前 3名，僅次於金門縣、花蓮縣。
林明溱說，縣府團隊 2年半來，持續落實

縣政方針，努力改善各鄉鎮市基層建設，打造

安全宜居的環境和道路，讓縣民有感，未來府

會攜手讓縣民更幸福。

「新路要開、舊路要顧。」縣府為了民眾

行的安全，今年度自籌 4,400百多萬元
辦理市區道路養護計畫，先將 11個鄉鎮市列
入範圍，鋪平整理破損道路，縣長林明溱不但

率員會勘，並現場指示工務單位儘速解決問

題。

道路品質是生活指標之一，道路挖挖補補，

最受民眾詬病。為了讓道路暢通無阻，林明溱

最近緊密安排行程，查看各地道路問題，包括

草屯芬草路大觀市場路面計畫更新、南投市大

庄路南雲醫院附近，縣府將年久失修道路列入

優先整頓計畫，預計以三個月時間，將破損道

路刨除後重鋪。

  依照縣府規劃，今年度排進進道路養護路
段地點，包括南投市內興里南新路、大庄路；

草屯鎮有芬草路、省府路及東草屯聯絡道環境

維護；埔里鎮南興街、東興一街；竹山鎮建國

路、下橫街、菜園路、祖師路及大忠路等；名

間鄉的南雲路、董門巷周邊工程、及名松路一

段等；集集鎮有民生路與民權路及育才街；國

姓鄉有成功街道改善工程；魚池鄉有三育學院

前道路改善；水里鄉包括北埔街、中正路；鹿

谷鄉中正一路、內湖村興產業道路改善；中寮

鄉有復與巷、永豐巷道路改善等。

幸福感全台第 3  施政滿意全台第 5

新路要開 舊路要顧

林明溱縣長：繼續落實有感施政

改善市區道路品質 會勘工作馬不停蹄

要到清境高空觀景步道遊玩，可上縣

府南投好好玩網頁，預約購票。只

要經由網路搜尋引擎輸入「南投好好玩」，

進入該網站後選取「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即可預約買票進場。

「南投好好玩」網頁，提供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預購門票ＡＰＰ及「懶人包」，手

機也可以下載ＡＰＰ預約訂票。包括步道

導覽系統，清境地區加油站、停車場、公

車站及步道觀景台之定位資訊與 720度環
景圖，都可以一覽無遺。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票價全票 50元；優
惠票 30元，資格為南投縣民、國小以下
學生等；團體票 30元，資格為滿 30人以
上團體；特惠票（保險費）10元，資格
為年滿 65歲以上、仁愛鄉民、身心障礙
人士等。

南 投 好 好 玩 網 頁（https://nantou.
welcometw.com/）

清境步道 APP
入園好便利

第5屆「2017永不放棄一騎
來發財」，紫南宮環縣極

限挑戰 99.9K自行車活動，21日
從紫南宮旁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出發，3千騎士行經竹山、名
間、南投、草屯、國姓、埔里、

魚池、水里、集集等 9鄉鎮市，
回到紫南宮。縣長林明溱、前總

統馬英九、副縣長陳正昇領軍帶

動運動觀光風潮。

參加騎士得在 7小時內騎完全
程，由大會頒給證書，另獲頒活

動路線特色鏤空完成獎牌一面，

以及紫南宮提供的雞年發財錢母

一枚，選手可將錢母金幣鑲入鏤

空獎牌，將獎牌圓心補滿，象徵

圓圓滿滿。

南投縣連續舉辦 11屆武嶺自
行車挑戰賽及塔塔加自行車挑戰

賽，腳踏車運動十分風行。紫

南宮舉辦自行車挑戰賽，取名為

「一騎來發財」，諧音是「一起

來發財」，為活動注入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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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境高空觀景步道賞景示意圖



報
2

縣政傳真機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2日 星期一

★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搭雙鐵遊集集南投無縫接軌

南投縣集集鐵路支線已有近百年歷史，是

在日據時期，為了興建日月潭的發電廠

運輸器材鋪設的。但 31年前台鐵因該線營運
虧損，有意停駛並拆除該段鐵路。在地方爭論

不休時，我當選集集鎮長，推動振興「小鎮觀

光」，讓這條支線鐵路起死回生。

當鎮長時，我除了經常和我老婆一起打掃

集集火車站廁所，綠美化環境，並向國防部

爭取到報廢的戰車擺設在車站前。如今小鎮

春回，遊客如織，歷廿餘年不衰。

集集火車站已有 84年歷史了，是全檜木建
築，在全台是少有僅存的老火車站。

但 921大地震，震央就在集集，全站震垮
全毀，幸賴各方奔走，由日本引進電腦模擬

技術，分毫不差的重現集集車站的風貌，每

一根樑柱，每一處銜接點，都以最原始的建

築手法一一復原，終於讓車站像浴火鳳凰，

再度重生。

我之所以「老調重彈」，是有感於我當立

委時一再力爭延伸集集支線，連結高鐵，最

近中央擬訂計畫，編列 40幾億元，實現了我
的願望。

其中 26億元將打造 3公里鐵路連結高鐵彰
化站和台鐵田中站，集集支線就可經由二水

接田中，讓集集支線、西幹線和高鐵「三鐵

合體」；另花 20餘億元改善現有集集支線，
將「小火車」升格成西部幹線等級。

集集支線小火車一度瀕臨消失，當時誰能

想到它竟然成為高鐵的支線。這段興衰史說

明了，只要我們努力不懈，槁木終會逢春。

集集支線興衰史的啟示

南投縣長

茶博與沙雕再創三合一

建跨溪鋼便橋還濁水村清淨

 今年初南投燈會、沙雕和恐龍展「三合一」，帶來 450萬的人潮，縣府有意打鐵
趁熱，將今年 10月堂堂進入第 8屆的南投
世界茶葉博覽會，也能結合沙雕文化園區和

會展中心，互相拉抬，再度創造三贏，帶來

相乘的觀光效益。

縣長林明溱在縣務會議指示相關單位研

議規劃，「將茶博結合沙雕，讓遊客喝茶、

買茶外，還可順道觀賞沙雕作品」。他說，

沙雕園區不妨配合茶博，展期延後到 10月
底，再重新設計新作品，在春節前與南投

燈會重新 推出。賞茶、品茗的遊客，仍免
費參觀茶博，若要順道參觀沙雕作品再買

該區門票。

文化局表示將盡力配合，可在沙雕園區

舉辦客家擂茶活動。農業處表示茶博在中

興新村已辦７屆，已有固定客群，今年如

結合沙雕，該處已開始規劃構想一些新活

動，尤其是近年日夯的親子體驗活動，有

助培養新的客層。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今年茶博可按活動

的不同屬性，因地制宜，合理分配在中興

新村、會展中心和沙雕園區。讓民眾參觀

茶博有更多樣化的選擇，吸引更多人潮，

帶動南投觀光。

名間鄉濁水村是台 16線起點，10餘年
來飽受砂石車噪音、揚塵之苦。縣府

斥資一千多萬元在台 16線濁水溪堤岸興建
一座 120公尺長的跨河鋼便橋，疏導砂石車
循便道經鋼便橋，開到對岸竹山的產業運輸

大道，從 6月 15日起禁止砂石車行駛濁水
村路段，揮別了該地區長達 10餘年的砂石
車夢魘。

縣府工務處表示，台16線名間鄉濁水段，
位處銜接往竹山、名間等國道三號交流道要

衝，成為載運疏濬濁水溪的砂石車必經之

路。每天重車呼嘯而過，不僅路面震動，且

帶來揚塵、噪音和居民安全之虞，有時砂石

車夜間偷跑，更是讓居民苦不堪言，嚴重影

響他們的生活品質。

縣府去年投入一千多萬元發包施工，在台

16線濁水段距起點 4.5公里處開一條便道，

搭了一座跨越濁水溪的鋼便橋，將砂石車導

往對岸專供砂石車行駛的產業運輸大道，不

再穿越濁水村居民人口稠密區，還給他們安

寧與安全的生活。

如今便道跨河鋼便橋開通，定 6月 15日
起台 16線起點到該便道出人口路段雙向禁
行砂石車，永絕後患。

明溱
夜話

南投沒高鐵，但最近臺灣高

鐵、台鐵攜手合作，推出

「搭雙鐵．遊集集」，未來要

讓全台高鐵遊客可以「無縫接

軌」來南投、遊集集。

交通部常務次長范植谷表

示，南投縣長林明溱擔任立委

時，就積極提案推動台鐵集集

支線雙鐵遊程構想，如今已列

入前瞻計畫，將斥資 26億元打

造 3公里鐵路連結高鐵彰化站

和台鐵田中站，串聯熱門的集

集支線鐵道觀光，實現無縫轉

乘的目標，另斥資 20餘億改善

集集支線設施，提高服務品質。

范次長與高鐵、台鐵相關主

管、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彰

化縣副縣長林明裕、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長洪維新、集

集鎮長陳紀衡等一同主持啟動

儀式，宣布「搭雙鐵．遊集集」

輕鬆遊及豐富行兩項遊程正式

上市，為集集支線鐵道觀光開

展新里程。

陳正昇表示，集集支線鐵道

熱潮在縣長林明溱擔任集集鎮

長時用心推動，觀光旅遊熱度

迄今不減。前年高鐵彰化站啟

用後，高鐵和台鐵就積極討論

如何以接駁車串聯兩鐵，推動

集集支線觀光遊程，如今終於

實現，新推出的這兩項遊程，

未來可望成為熱門旅遊路線，

帶動周邊的地方觀光產業。

他建議，目前集集支線尚使

用窄軌，希望台鐵早日更換跟

台鐵西部幹線同軌，採購高鐵

車廂規格，汰換老舊車廂，讓

集集支線旅遊品質更臻完善。

台鐵局長鹿潔身說，集集

支線近期已規劃車次的起站，

由現行二水站延伸至田中站發

車，每日往返各 3車次，在雙

鐵施工接軌前，旅客可在高鐵

彰化站轉乘免費快捷公車，僅

需 10分鐘可達台鐵田中站，輕

鬆銜接集集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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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搭雙鐵遊集集南投無縫接軌 全中運大放異彩草中金牌破紀錄

草屯國中柔道、角力隊，

在今年全中運勇奪 8金
5銀 3銅，創歷年最佳成績，
兩位教練功不可沒。其中柔

道專任教練李松鑫，雖然是

體育科班出身，但做過廚師，

還當了十幾年的豬肉運送工，

在南投體育界是傳奇人物。

李松鑫擔任草屯國中柔道

角力隊的柔道專任教練，他

畢業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的前身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早期從事廚師工作，22年前
因緣際會轉換跑道，當起教

練。

他為了兼顧家庭和柔道隊

的孩子，兼差「運送豬肉」

工作十餘年，每天深夜到清

晨 4、5點，將肉品市場屠
宰的豬肉送到南投、彰化

的數十家肉攤。

由於柔道角力隊多數

孩子來自弱勢家庭，包括

遠從仁愛鄉、信義鄉前來

「圓夢」的原住民孩子，他

照顧這些離鄉背井的孩子，

藉由柔道訓練為他們的人生

開啟一扇希望之窗。

另一位角力教練林靜妙，

兼任草中衛生組長，她也是

臺灣體育學院科班出身。

從學生時期，就是優秀的

角力選手，多次入選國國家

代表隊。93年到草中服務，
她眼見李松鑫教練辛勤的訓

練柔道，主動投入訓練行列，

貢獻所學。

地方人物誌
草中金牌雙教練

李松鑫與林靜妙

南投縣參加今年在彰化縣舉行的全中運，成績斐

然，一舉拿下 19金 17銀 9銅佳績，比較去年金
牌數大幅增加 5面，其中以技擊類柔道、角力獲得 8
面金牌及空手道獲得 6面金牌最為輝煌。
南投縣在這場國內重要賽事，勇奪金牌的學校計有

旭光高中、草屯國中、宏仁國中、延和國中及草屯商

工，其中草屯國中今年獲得獎牌數 8金 5銀 3銅，在
全縣各校得牌數獨佔鰲頭，創下草中建校 81年來參加
全中運最佳成績。

在選手個人奪牌紀錄，以旭光高中選手韓棨賢榮獲

國男組空手道第四量級金牌及國男組個人型銀牌，為

本縣參加 106年全中運個人奪牌數最多的選手。
表現優異的草屯國中柔道、角力隊，奪 8金 5銀 3

銅佳績，打破紀錄，金牌數更較去年翻倍，他們凱旋

回校時，副縣長陳正昇、教育處副處長王淑玲、校長

黃美玲與上百名學生站在校門，手持噴花筒及掌聲盛

大迎接，陳正昇頒贈獎勵金給教練李松鑫及選手代表，

表彰他們的奮戰不懈，為縣爭光。

陳正昇說，他到現場看比賽、為選手加油，見到 2
名選手在劣勢情況下逆轉勝，讓人感動。

柔道教練李松鑫及角力組長林靜妙說，去年就一直

為今年的全中運積極準備，寒假後更加強訓練，不斷

加強、加重練習頻率，選手也為突破自我而不斷努力，

比賽終於展現訓練成果，獲得好成績。

角力選手楊寧說，賽前壓力很大，所幸都能克服，

完成金牌連霸；柔道選手全唐鈺晏與高亞昇過去成績

平平，這次突破低潮，勇奪金牌。偏鄉小校的中寮鄉永樂國小，只有 6班 43
名學生，近年已拿到 21件專利。校長葉

兆祺認為學校不在小，激發小朋友的創意，一

樣也能表現精彩。他積極推動專利教育和國際

教育，讓小朋友動腦想創意，成為小小發明家，

最近該校申請 6件新專利，還靠自製工藝品籌
措旅費，完成沖繩遊學之旅，讓小朋友學習的

信心滿滿。

葉兆祺說，偏遠學校的學生數逐年流失，為

了讓學生願意留在家鄉，必須發展特色教育。

因此，他和老師規劃專利教育，邀請美、日等

不同國家友人到永樂國小教課，雖然是偏鄉的

孩子，仍能學到不同的國家文化，和國際接軌，

學生都學得很開心。

永樂國小這 4年來已經成功申請 21件專利。
他們鼓勵孩子從生活中發想，例如，有孩子發

現半夜起床找不到電燈開關，便在眼鏡裝上

LED燈，也有孩子發想在剪刀上加上量尺，這
樣裁減就能夠知道尺寸。這些發明都成功申請

專利，最近又有 6件發明送審中。
有一位到該校任課老師來自日本沖繩縣，學

生們希望到沖繩答謝這位老師，給他驚喜。今

年永樂國小利用三 D列印製作工藝品，籌集遊
學資金，來了一趟沖繩遊學之旅。

永樂小小發明家 連年專利拿不停
全中運草中教練及選手凱旋回校

▲永樂的驕傲─這些都是我們的發明專利證書

「我也能飛戰鬥機嗎？」信義鄉的地利國小

學童閃著晶亮的眼眸問。「我能，你就

能。」該校畢業的鄒松濤，現在是中校飛官，

他回到母校勉勵這些好奇的小學弟。

地利國小校長鄭佳昇表示，南投縣目前正推

動「一校一企業」政策，認養該校的雲品溫泉

酒店為了一圓偏鄉小學生的飛行夢，安排漢翔

航空找來 5名飛行教官到地利國小交流，現任
F-5E戰鬥機飛行員的鄒松濤也從台東志航基地
趕回母校，成為全校的英雄人物，當飛行員們

穿著整齊的飛行裝出現在地利國小，引起校園

一陣騷動。

鄭校長說，部落的學生文化刺激不足，但學

生們聽說，他們有一位飛官學長，因此對飛行

滿懷幻想，他與雲品溫泉酒店安排了這場「圓

夢計畫」。 
當天漢翔航空以多媒體影片說明飛行的奧

妙，漢翔董事長廖榮鑫現身說法，談自己的「築

夢」經過，鼓勵他們從小探索自己的志向與優

勢，並相約邀請大家到漢翔航空的工廠參觀真

正的飛機，讓學生能親身體驗坐在飛機駕駛艙

的感覺。

縣長林明溱推動「一校一企業」政策，他希

望結合企業界的力量，除了經費上幫助學校，

企業中也有許多成功人士，他們的奮鬥故事都

是很好的勵志教材，可以鼓勵學生，指引未來

努力的方向。

推動一校一企業 圓了地利飛行夢

世 界 書 香 日 尋 夢 遇 客 家
今年南投縣的世界書香日很特別，縣府文

化局 4月 22日舉辦「夜宿圖書館－書鄉
尋夢遇客家」活動，以客語讀書說故事，扎根

客家文化。

文化局邀請 50名小朋友到圖書館夜宿，讓
他們在書鄉尋夢，副縣長陳正昇也和夜宿孩童

互動，鼓勵閱讀。

嘟嘟老師帶領小朋友體驗閱讀繪本的感動，

帶小朋友進閱讀世界。客家老師邱美珠老師的

「客家唱跳 show」時間，將丟骰子說客語遊
戲融入課程裡，讓小朋友學得興致盎然，陶醉

在客家文化裡。

故事媽媽 Lisa準備了驚險刺激的睡前故事，

為活動留下美好的最終曲，小朋友們和工作人

員互道晚安，帶著笑容進入夢鄉。

▲地利國小學童飛行夢的第一課 ▲偏鄉學子與飛官相見歡

客 家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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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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集線鐵道興建於 1920年代，從彰化二水站至水
里車埕站全程 29.7公里，是台灣鐵路現存三條支線
中最長的一條，又稱「南投縣觀光鐵道」。暢遊集集

線鐵道一定會造訪的就是集集鎮，是台灣「十大觀光

小城」之一，值得深度玩味！

集集車站是整條鐵路最熱鬧的地方，高齡 90歲的
檜木車站是大家最愛的拍照打卡題材，對面有一整排

的單車出租店，透過建置完善的自行車道，就可以騎

著單車逍遙遊集集。也是這裡最夯的賞玩方式。

租車業者通常會給您一份路線圖，如果時間、體力

都充裕，不妨照著以下路線沿路玩味集集觀光小鎮風

情：集集驛站（集集旅遊服務中心）→軍史公園→明

新書院→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清水溪自行車道→武昌

宮→和平田園→大樟樹園區→綠色隧道→陶藝文化園

區→龍泉車站→田隘寮沈砂池自行車道→集集攔河堰

→開闢鴻荒→林尾里百年荔枝群（陳家古厝）→集集

鎮立游泳池→集集車站。

明新書院建於 1883年，為南投三大書院之一，並
列為縣定古蹟，宮殿式建築頗具美感。特有生物保

育中心展示了野生動植物、特殊生態系等珍貴資源，

戶外園區遍植珍貴樹種，是國家級生物保育的旗艦機

構。還有遭逢 921地震崩塌的武昌宮、全台最美的
綠色隧道以及隧道旁的添興窯、活石窯等，都是老少

咸宜的熱門景點。

集集最出名的農產就是「山蕉」，在地業者發揮創

意開發了蛋捲、冰淇淋、蛋糕、牛角麵包、火車票餅

等特色產品，有興趣的話不妨都嚐嚐。此外，近年集

集推展紅龍果種植也十分成功，農會的展售中心除了

香蕉麵很暢銷之外，也有使用紅龍果開發的麵條、果

醋甚至手工皂、沐浴乳與洗髮精

等清潔用品，想要挑選實惠大方

的伴手禮，別忘了進來瞧瞧！

◎集集鎮農會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113號
049-2761700~3

大白天開車也要開亮車燈！說起來好像多此一舉。「晝行燈」又稱白晝燈或

日間照明系統，已成為道路安全新觀念。大家注意新出廠的汽車，在原有大燈

的上方各有一道像「眉毛」的 LED燈，白天竟自點亮，那就是晝行燈。
研究顯示，白天行車開亮前燈，可引起對向來車注意並提高警覺，不但減少

12.4%的車禍，並降低 24.6%的車禍死亡率。漸漸地，白天開燈的規定從北歐
往南擴散，連歐盟也認為汽車日間照明設備對道路安全相當重要。

歐盟從 2008年公告，要求自 2011年 2月 7日起，所有小轎車、小貨車的新
車型都必須配備 DRL，而其他貨車、巴士則是自 2012年 8月 7日起也需配備。
目前已有許多車廠在量產的車上配備此系統，如今你在街頭看到大白天開車

點燈，不要少見多怪了。

民小百科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縣

集集踩風     樂無窮
火車懷舊情，鐵馬逍遙遊，農特產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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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今年模範公務員選拔，

結果出爐，依序是新聞及行

政處科員洪志雄、主計處科

長王鵲惠、環保局長方信雄、

竹山地政事務所主任梁崇智、

教育處科長蔡振發、建設處

科長黃承哲。其中洪志雄代

表南投縣提報

中央角逐全國

模範公務員。

譽榜榮
第四波

大白天開亮車燈 有助改善道路安全

信義新鄉國小合唱團，連獲全國

音樂比賽特優，原聲天籟傳海

外，最近獲美國台灣僑界邀請，前

往舊金山「台灣文化節」獻藝。為

了出國表演，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加

強練唱，製作手藝品、籌措經費圓

夢，非常不容易。

位於阿里山脈東麓的新鄉國小，

10年前由前校長馬彼得策劃成立合
唱團，這些年來在學校老師努力下，

合唱團迅速崛起，連續 3年獲得全
縣冠軍，並代表南投縣參加全國音

樂比賽，表現亮麗。

最近經彩霞基金會牽線，新鄉

國小合唱團獲美國「台灣同鄉聯合

會」邀請前往舊金山聯合廣場演出，

並與中美國際學校及史丹佛大學交

流。

由於所需旅費不足，學生自製手

工飾品，販售籌措旅費，在社會善

心人士的幫助下，得以成行。

校長王勝輝表示，此次在全國師

生歌謠比賽原住民語系項目，學生

都非常用心準備，不僅利用平時的

社團課練習，就連假日也都加強訓

練，最終能在全國賽脫穎而出，大

家都覺得很值得。

他說，合唱團不只是教唱，也相

當注重學生的學業表現，若有成員

顧此失彼，偏廢學業，他們就會要

求學生暫時退出，等到課業與歌唱

兼顧時，再回到合唱團一起練唱，

團員都珍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成

為全校好榜樣。

校方感謝各界對新鄉國小合唱團

的協助，已規劃系列公益巡演，希

望能到老人院、孤兒院、醫院等地

為需要鼓勵的人獻唱，盼以原民純

淨天籟撫慰人心，也讓學生奉獻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

新鄉國小合唱團連年特優 終償心願原聲天籟揚海外

騎

新鮮茭白筍
         2.5 台斤

埔里特產 生鮮宅配

本期好禮

無毒栽種

▲

綠色隧道旁的添興窯展示門市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展示珍奇的動植物生態

▲明新書院是南投三大書院之一，列為縣定古蹟。

▲武昌宮可以見證 921地震時的驚人威力

▲集集車站是全鎮觀光旅遊最熱鬧的中心點

▲老字號的集集綠色隧道是全
臺最美林蔭道路

▲

淬取紅龍果養分
精華製成的沐浴
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