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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維也納音樂賽世界冠軍
親愛國小愛樂弦樂團

南投世界茶業

博覽會，今

年堂堂進入第 8
年，原本縣府有意將會場從中興新村

拉一部份到南投縣會展中心和沙雕文

化園區，但考量到參加廠商和參觀民

眾習慣的動線，在第一次籌備會議決

議茶博主場仍維持在中興新村，時間

定在 10月 7日至 15日。
由於南投縣茶葉產量和產值均占全

台七成多，南投茶博一向是台灣品茗

界的盛事，去年雖連日下雨，參加人

潮仍達 40萬人次，比前年的 32萬
人，成長 25％，南投茶和農特產品
買氣暢旺，營業額達 4,500萬元，比
前年 4,000萬元，雙雙創下新高。
南投沙雕文化園區，自今年初開幕

營運，配合在會展中心的南投燈會，

吸引近 300萬次人潮，沙雕園區在新
春 10幾天，門票收人就逾 600萬元。
縣府希望維持熱度，將今年茶博也

結合到會展中心和沙雕園區，繼續為

縣庫帶進營收。

但基於效益和動線等考量，今年

茶博主場仍在中興新村，叫座多年的

千人茶會、千人揉茶、冠軍茶的黃金

品茗仍保留續辦，但今年會增加新

元素，加強和草屯的工藝發展中心合

作，設計跟茶業有關的新亮點，也考

慮新增茶葉的創意料理。

但沙雕園區仍會在茶博期間舉辦一

些跟茶有關的親子活動，且參觀茶博

可優惠買沙雕園區門票，發揮相乘效

益。

全國第一個「造鎮式」的溫泉

區─埔里鎮福興農場旅館區

開發工程，6月中旬在埔里 921環
保公園動土開工，開始整地、道路

排水，及遊客中心等多項工程，預

定明年底完成，後年配地開發。

縣府因仁愛鄉廬山溫泉接連遭

辛樂克、莫拉克風災重創，淹水屋

倒，且經中央地質調查所長期觀

測，該地區出現地層滑動威脅，中

央已列入潛勢危險特定區域。縣府

公告廢止廬山溫泉區，另起爐灶，

打造新的溫泉區，讓業者可以遷到

埔里福興農場購地安置。

縣府爭取闢建該溫泉區的聯外

道路，獲中央原則同意補助 4,500
萬，但需地方同意配合徵收提供土

地，縣府將積極與地方協議，爭取

在期限內取得用地，讓這條長約 2
公里、15公尺寬的道路能順利完
成。

福興農場溫泉區開發範圍約 55
公頃，工程經費 16億 6390萬元，
經規劃 4年多，終於動工。工程規
劃包括水色花漾住宿區、花之饗宴

會館區、悠閒樂活湯屋區、商店服

務區等基礎建設，另有親水公園、

地景公園、壘球場、遊客中心、保

育公園、生態滯洪池等多處區域設

計，除提供廬山溫泉業者異地遷

移，也讓投資廠商開發運用。

南投縣第一座標準棒球場終於

誕生。鴻海集團「永齡基金

會」捐助 5千萬元，加上縣府配合
1,300萬元興建的南投縣立棒球場，
7月底落成啟用，郭台銘董事長的
妻子曾馨瑩返鄉和林明溱縣長共同

主持揭幕。她說，基金會加碼今起

3年，每年贊助訓練費用 100萬元，
協助發展南投縣棒球運動。

這座球場也因此被地方人士稱為

「郭董棒球場」，但興建過程一波

三折，7年前郭董陪妻子回南投市
娘家，目睹妻子母校中興國中旁棒

球場的宿舍殘破，他捐 5千萬元要
蓋新的球場和宿舍，但幾年後球場

用地被地主討回，棒球隊員宿舍拆

除，球員被迫搬到體育場借住，

2014年底，郭董球場用地敲定動
工，但一度廠商倒閉停工，經重新

發包才完工。

新球場位於南投市祖師大橋東

端會展中心對面，面積 3.6公頃，
有選手休息訓練中心、簡易室內打

擊練習場、教練休息室、衛浴間、

會議室、重量訓練室、客隊寢室、

餐廳、廚房和洗衣場等。

林明溱說，目前球場尚缺看台，

將繼續爭取經費辦理第二期工程。

林文和╱攝影

縣立棒球場啟用 
   鴻海加碼訓練費

福興溫泉區開工 聯外道路有著落

山林樂章，海外爭光。仁愛鄉親愛國小愛樂弦樂團，7月 8日於奧地
利維也納 , 參加國際青少年音樂節比賽， 獲得弦樂合奏世界冠軍，

為台灣爭光。

評審通知時表示， 親愛愛樂「以非常突出的勝利贏得第一名優勝」。
這次參加維也納國際青少年音樂節的隊組 , 共有 2000多人參賽，其

中有 6隊弦樂團 , 比賽於 7月 8日下午在奧地利維也納愛樂廳（就是傳
說中的音樂聖殿，金色大廳，每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世界轉播現場）舉

行，親愛愛樂的演出曲目包括莫札特嬉遊曲 , 泰雅序曲，以及馬卡道狂
想曲三首曲子，在演出時許多人感動落淚，結束後全場起立鼓掌， 評審
講評親愛愛樂的演出，具有豐富的生命力，令人印象深刻。

親愛愛樂由王子建，陳珮文兩位老師帶隊，此行除了參加比賽，更是

一趟學習與見證之旅，老師鼓勵孩子們在街頭演奏，跟來自世界各地的

其他隊伍用音樂交流，希望孩子有機會能夠走出深山，走出台灣，進入

世界，更想讓全世界聽見台灣。

陳珮文老師說，音樂是交流，不是競爭；這趟遠行最重要的是分享感

動，分享音樂，而孩子只要老師說「你們很棒」，這樣的肯定就夠了，

第一名很好，但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親愛愛樂此行的隨團指導老師，是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李季 , 他
長期陪伴親愛愛樂的孩子 , 他說自己非常榮幸能跟這些孩子一起出來 , 
因為他們都是傑出不凡的孩子。

清境風車節風情萬種 五彩繽紛中載歌載舞

運動觀光 推新三鐵

夏遊竹山消暑趣尚青！

南投縣參與財政部舉辦的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招商大會，獲頒招商卓

越獎，是六都以外縣市第一名，縣長

林明溱北上受獎。他說，只要是能活

絡南投縣經濟發展的建設，縣府都會

全力去做。

林縣長表示，南投縣 105年度公共
建設招商分別為南投市大崗段國有土

地開發經營計畫案，以及日月潭孔雀

園土地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BOT案，民
間投資額度分別為 18億 8,196萬元及
47億 4,372萬元，共 66億元，金額
居六都以外縣市之冠。

開發案完成後，不僅能為縣府帶來

收益，更讓在地年輕人獲得工作機會。

財政部每年舉辦招商大會，今年共

有 24個機關設攤招商，釋出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投資商機案 81件，案件內容
包括促參土地開發、公辦都市更新及

標租等類型，投資金額超過二千億元。

南投招商卓越 六都以外居冠

南投茶博主場 
仍在中興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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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清境風車節夏日迎風，逾萬支風車在清境農場、

清境小瑞士花園迎賓，還有音樂、舞蹈、品

茗等活動，夏日到清境，走路都有風。

「2017清境風車節」自 7月起熱鬧登場，今年
風車節以彩虹為主題，在觀山牧區設立 500公尺的
繽紛彩虹步道，羊群不時在身邊穿梭，近距離的互

動，為遊客帶來陣陣驚喜。

「 清境風車節」是夏日旅遊盛會，在清境觀光
協會、清境社區發展協會、清境永續發展協會等單

位協助下，逾萬支造型風車在觀山牧區與小瑞士花

園迎風轉動外，今年還可就近走趟清境高空觀景步

道，遠眺群山。

風車節期間，有幾條遊憩路線可以選擇，沿著清

境農場觀山牧區彩虹步道前進，可以順道參觀馬戲

等表演，沿途羊群和人親近，可以就近拍攝取景；

清境小瑞士花園也布置逾萬支風車，環湖藍天步道

由 5000支天空藍風車組成優雅彎曲步道，讓遊客
感受 5000支風車同時轉動的震撼；園區還有天空
藍風車花海、可愛造型立體風車、夜間水幕雷射表

演。

今年清境風車節，安排豐富的表演活動，有雲南

傣族傳統舞蹈，孔雀舞表演、原鄉茶會、百人音樂

風車組 DIY彩繪體驗、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四重奏的
演出，及日月潭「杜咪公主文化藝術團」的邵族傳

統舞蹈等。

遊清境，可以省旅費。縣府

興建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後，掀起清境觀光熱潮。縣府打

鐵趁熱，在暑假期間推出套票行

程，清境農場、高空觀景步道及

車票一起賣，原價 544元的旅
費，一組套票只需 400元，活
動至 8月底止。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自 5月 27

日開幕後，一個月的時間吸引

超過 13萬人前往遊憩，並為縣
府帶來 462萬元門票收入，暑
假期間清境風車節登場，縣府

與民宿業者、旅遊業者推出套

裝行程，聯合行銷，也替旅客

省荷包。

縣府觀光處表示，暑假到清

境遊玩，買套票最划算，不但

可以到清境農場賞風車、踏青

和綿羊互動，還可以飽覽清境

高空觀景步道高山景觀。經估

算，從埔里到清境的車資及門

票，每位遊客至少要花 544元，
包括往返埔里的客運車資 269
元、清境農場門票 200元，清
境高空觀景步道門票 50元，及

接駁車支出等等，但購買套票

只要 400元，馬上省下 144元。
清境旅遊套票到那裡買？觀

光處說，除了可到南投好好玩

網站刷卡買套票外，南投客運

的南投站、埔里站及南投客運

高鐵站票口都有發售，買套票、

遊清境，值回票值。

南投敬老，不是說說而已。老人家的福利優惠，儘

量做到面面俱到。

縣府推出老人每月一千元免費乘車方案後，年滿 65
歲老人即可向公所申請敬老愛心卡，一卡在手，坐車免

錢，南投遊透透。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啟用後，老人家上清境不但享有免

費乘車優惠，65歲以上老人遊走高空觀景步道門票僅
收 10元，建議上山前先預約訂票，以免空跑一趟。

少子化、人口老化是社會隱憂。南投

老人多，小孩少，但老人和孩子都

是寶，為了照顧每一個家庭裡的老小，

縣府推出各項福利政策，努力「從小顧

到老」。

「從小顧到老」，不是口號，縣府在

有限的資源中，盡可能創造效益。實施

多年的國中小學免費營養午餐，縣府依

靠砂石疏濬收入維持外，對於弱勢學生

照顧，還有來自各界捐助的食物銀行，

可提供協助。

暑假期間，縣府顧及學生水域活動安

全，決定每日上午開放縣立游泳池，免

費供南投國中小學生使用，並要求家長

同行，希望學生能透過游泳健身，度過

一個平安又快樂的暑假。

南投的孩子要照顧，老人家的福利，

縣府更是重視。

縣府自 104年 3月起，提高老人免費
乘車，每月一千元的政策，讓南投的老

人家有機會四處走走，老人家利用免費

公車到溪頭遊玩或健行外，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啟用後，65歲以上的老人，一樣
可以搭免費公車，花 10元入門票，即
可享受清境高山風情。

孩子是南投的未來，老人是南投的

寶，健康的老人不用跑醫院，也照顧到

了健保，讓需要的人得到更多照護。

南投特別重視孩子和老人福利，我覺

得一樣都不可少。

老人小孩都是寶 
福利從小顧到老

明溱
夜話

南投縣長

國中小學生暑假游泳 
縣立三和游泳池免費
每日上午憑証明入場  需家長陪同

沙雕藝術文化園區 
票券優惠還可抽獎

暑假期間，為避免學生到危險水域活動，縣府免費

提供縣立三和游泳池，供國中小學生使用。

縣府說，即日起至 8月 29日止，縣立三和游泳池
每日上午免費開放南投縣中小學生進場，學生除了得

提出學生證、身分證或在學證明外，另需由父母一方

陪同。

縣立三和游泳池舉辦過縣級和全國性的游泳比賽，

擁有標準水道，兒童池等設施，備受肯定。

縣府也呼籲家長關心子女暑期休閒安全，炎夏時節

應到具有合格安全設施

及救生員的水域活動，

加強安全防護，並培養

學生愛好游泳運動，增

進體能，且習得求生技

能。

南投沙雕藝術文化園區暑期大方送，不但入場有優惠，

還有機會抽中精美禮物。

縣府文化局表示，暑假期間，為了讓學生及孩童有休閒

活動好去處，南投沙雕藝術文化園區推出優惠措施，六歲

以下兒童可免費入園，持學生證入園者，特惠票是 45元。
如果是親子同遊，大人優待票 75元，六歲以上兒童特惠
票 45元。另外，沙雕藝術文化園區推出「沙雕作品票選
活動」，8月 31日前在園區內，票選「你最喜歡的沙雕
作品名稱」，就有機會抽中好禮。

南投沙雕藝術文化園區位於國道 3南投市交流道下方，
避開陽光直接照射，不受天候影響，在這裡可以欣賞國

內外知名沙雕藝術

家的沙雕作品，如

有童趣的恐龍、獨

特的南投人文地景

等等，帶領遊客進

入童話般的夢想國

度，歡迎各界參觀，

增添暑假樂趣。

買套票遊清境 報你好康

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 10 元 

南 投 敬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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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縣長特等茶頒獎 8 萬元搶標

一例一休自治條例
集思廣益從長計議

南投杭州兩湖論壇期許持續交流加溫

運動觀光 推新三鐵

產地標章加上產地履

歷，茶業更有力。

竹山地區推廣茶葉認證有

成，6月 30日舉行「茶
香讚．杉林溪茶」春季雙

認證評鑑分級活動成果發

表會，副縣長陳正昇到場

肯定茶農努力，希望通過

雙認證的「茶香讚」品牌

茶，經分級包裝，能成為

杉林溪茶區一大特色。

竹山鎮特用作物產銷

班第 22班 10年來不斷
努力精進，獲得產銷履歷

農產品及杉林溪茶產地

認證。陳正昇表示，竹山

鎮特用作物產銷班推動

茶葉雙認證，使得高經濟

價值的杉林溪茶，能得到

消費者的信賴與支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

業改良場魚池分場場長

郭寬福說，竹山鎮特用作

物產銷班第 22班雖然是
年輕的產銷班隊，難得的

是全部班員都通過雙認

證資格。

第 22班班長陳俊竹表
示，該班自創班開始，就

引進產銷履歷農產品認

證制度，民國 100年更
加入杉林溪茶產地認證，

102 年及 104 年更 2 度
入選全國十大績優產銷

班評比，今年除了全部班

員都通過雙認證資格外，

為推廣安全及優良茶品，

也致力於推動茶品分級

制度。

南投縣推動運動觀光，最近推陳出

新，規劃「台灣新三鐵」，將日月

潭泳渡、攀登玉山頂，鐵騎環島一周，

結合成「台灣新三鐵」的顛峰挑戰，完

成 3項將頒「新鐵人證書」，給國人一
個全新的自我挑戰。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南投有東亞第一

高峰玉山，是國內登山迷首選，每年超

過 5萬人申請完成登頂玉山主峰；鐵騎
環島一周也在國內盛行，單車騎完全台

上千公里路途，南投縣有意以埔里地理

中心碑為起點出發，供國人挑戰單車鐵

騎台灣走透透。

最盛大的泳渡日月潭今年邁入第 35
年，從最初的 580人報名下水，到去
年已經破兩萬人，一開放報名就秒殺滿

額，潭面上布滿人潮的壯觀場面，讓參

加的泳客終生難忘。

陳正昇說，目前規畫的「台灣新三

鐵」，希望運動結合旅遊，不僅帶動南

投觀光，更讓南投成為運動的巔峰。

沙雕藝術文化園區 
票券優惠還可抽獎

今年南投縣長特等茶頒獎暨展售，7月
8日起在南投沙雕藝術文化園區舉辦

兩天。縣長特等茶以 8萬元價格供民眾搶
標，縣長林明溱為得獎茶掛保證，值得消

費者信賴。

林縣長表示，縣長茶比賽，無農藥殘留

是基本要求，且需產地證明才能杜絕外來

茶混充參賽，品質的管制與要求非常嚴格，

在大陸打開市場知名度。

比賽結果，青心烏龍茶清香組特等獎得

主黃名村，頭等獎黃名江、黃名村及謝汪

汕；熟香組特等獎得主陳凰濱，頭等獎葉

振偉、賴士墉、姜綵禎。另外，部分發酵

茶「製茶技術競賽」特等獎為歐宇庭，頭

等壹張世明、頭等貳林建良、頭等參林信

維、頭等肆李建民、頭等伍楊俊嘉，頭等

獎曾上德、林名駿、蔡東良、謝宛芝。

一例一休窒礙難行，為讓勞動基準

法更符合勞資雙方需求，縣府原

擬訂定自治條例，並希望中央修法，

由於執法第一線的縣市政府多以「輔

導」取代「處罰」，南投縣將邀請鄰

近縣市與企業廠商探討後再行研議。

為了讓勞動基準法更符合南投產業

特性，加強勞雇和諧關係，促進產業

發展及勞工福祉，縣府社會及勞動處

提出 10條自治條例草案，內容包括延

長工時上限、延長工時工資、變形工

時等，社會處及勞動處長林俊梧表示

可再與民間廠商多溝通討論。

林明溱縣長表示，自治條例訂定後，

仍需與其他事業單位、及勞資雙方討

論，且其他縣市也有不同想法，為了

達成共識，將再與相關單位討論，勞

動部也同意以勸導代替開罰，縣府將

配合中央政策，廣納各界意見再行決

定。

日月潭 VS.西湖兩湖論壇，6月 21日在南開科技大學揭
幕，縣長林明溱、副縣長陳正昇、杭州市副市長陳新華

及南開科大校長孫台平共同主持開幕式。

林縣長表示，兩湖論壇在 2009年時浙江與杭州承諾每年
15萬人次到南投至少三天二夜的旅遊。林縣長說，造訪南投
的觀光客近年來減少三分之二，旅遊、觀光、農特產品減少

許多收益，希望透過兩岸交流繼續推動下去。

 陳副市長指出，杭州彩燈連續 4年在南投燈會展示，南投
的鳳梨、芒果等許多優質農產品也走進杭州市民的家庭，杭

州南投書畫聯展、兩岸兒童親子聯展更豐富了兩地的文化生

活。

 立委許淑華表示，兩湖論壇 9年來成果豐碩，不僅為南投
開啟經貿發展，兩岸之間搭起最好的橋梁，不論是農業採購

方面或是觀光景點發展，都為南投帶來許多經濟收入，希望

雙方的交流讓台灣人民見到更美好的前景與未來。

客家醬缸文化 國際美食飄香
68年次的埔里客家子弟詹志強，日
前遠赴香港參加世界美食大賽，

他技高一籌，在 20多個國家 6百多名
選手中脫穎而出，以客家美食拿下銅

牌獎。議員羅美玲代表縣長及議長頒

發「美食達人」匾額，讚許是美食界

的南投之光。

從小在客家庄長大的詹志強，對於

料理有一份執著，他對火候的拿捏，

不但傳承母親的好手藝，廚藝也不斷

精進、創新。此次在世界美食大賽中

獲獎，客家醬缸文化是秘密武器。

客家醬缸文化，藏著什麼美食秘

密？詹志強說，客家醬缸裡的醬菜、

醬汁，自然甘甜，沒有添加任何人工

色素，和食材結合在一起，可說渾然

天成。他參加世界美食大賽，與二十

多國的大廚交流，客家醬缸的自然

味，助他一臂之力。

個性靦腆、客氣謙虛的詹志強，對

料理有一股滿腔的熱情，他計畫今年

11月前往上海參加比賽，明年到新加
坡參賽，將客家美食推向國際。

客 家 園 地

茶香讚杉林溪茶雙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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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已過去，性別平等新趨勢，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濁岸合唱團一鳴驚人

▲南投民族舞團亮麗出訪

水里鄉民和國中濁岸合唱團在今年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初試啼聲，一舉拿下鄉

土歌謠原住民族語系、東南亞語系、女聲合

唱等三項特優。

縣長林明溱到該校嘉勉，頒發校園購設

備補助款 9萬 8千元，獎勵合唱團獲得全
國三冠王。

濁岸合唱團不僅唱出激昂粗獷的原鄉歌

聲，且配合歌聲節奏打跆拳道，呈現力與

美的嶄新歌舞型式。

林縣長表示，在全正文校長與張渝姍老

師指導下，濁岸合唱團在全國比賽中脫穎

而出。目前縣內信義鄉有國小的原鄉合唱

團與國中的濁岸合唱團兩大合唱團，希望

未來有機會結合，將原民美妙的歌聲傳播

到世界舞台。

濁岸合唱團 一鳴三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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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波

登上高山、眼前一片青綠色，夏日避

暑旅程就要這樣玩！

暑假是旅遊旺季，各景點都是人滿為

患，而竹山的大鞍竹海風景區，是避開

遊客人潮的另一項選擇。從國道 3號來
到竹山，可以先到「下坪熱帶植物園」

稍做停留，這是隸屬於台大的實驗林，

種植了上萬棵樹木與琳瑯滿目的熱帶植

物，一條深不見底的筆直肖楠步道令人

驚艷，迎著涼風散步怡然自得。

進入投 49線後順著蜿蜒山路向上

前進，沿途盡是綠色的

竹林與樹林夾道相迎，

而隨著海拔高度越來越

高，氣溫也慢慢下降了，

層疊的青翠山巒出現在

眼前，不時還有沿著山

坡種植的碧綠茶園點綴

其間，滿滿的綠意更讓人覺得神清氣

爽！

在距離「竹山天梯」岔道前約 1公里
的路旁，有一座綠色鋼骨結構的觀景台

「觀竹海樓」，高度約有 3、4層樓高，
可以讓遊客登高遠望周邊山區壯闊的竹

林與山巒景色，襯著藍天白雲的景致更

令人著迷。繼續前進依指示牌右轉來到

天梯入口處，買票進入後就是一連串向

下的棧道階梯、土坡、竹林步道，約 40

分鐘才可以到達梯子吊橋。這座吊橋全

長 136公尺，共有 208階，兩端落差達
20公尺，下方則是充滿奇岩峭壁、瀑布
奔流的太極峽谷，山水風光甚為壯觀。

距離天梯不遠的「八卦茶園」曾經出

現在茶飲廣告中而廣為人知，這裡聚集

了許多高山烏龍茶茶園，因為順著地形

栽種的茶樹行列有如八卦形狀而得名。

海拔高、濕氣足、氣候涼爽，常常中午

就開始飄起濃霧，另有一番詩情畫意美

感！

回程的半山腰有一條「孟宗竹蔭隧

道」，道路兩旁盡是高聳的孟宗竹，竹

梢末端又微微向中間道路彎曲，形成一

條被竹子包覆的綠色隧道。這條步道長

約 2公里，坡度也不算陡，在竹蔭遮陽
下漫步頗為輕鬆愜意！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夏遊竹山消暑趣尚青

青竹綠樹、青山翠巒、青青茶園

!

▲孟宗竹蔭隧道

▲竹山天梯
▲觀竹海樓 ▲下坪熱帶植物園

▲八卦茶園

農會熱賣洗髮精

南投民族舞團是南投縣

第一個設立的舞蹈團

體最近獲義大利全國藝術

節聯盟邀請前往義大利參

加國際藝術節活動，縣長林

明溱授旗勉勵舞團為縣爭

光。

林縣長說，南投民族舞

團在李靜枝老師培訓下，

10多年來參與節慶及大型
活動演出，每一次都會依

活動主題呈現不同的舞碼，

風格獨特，場場精彩。希

望此次出訪義大利巡演，

能以台灣最美的民族舞蹈

演出，讓義大利人民感受

台灣文化，同時宣揚南投

之美，增進兩地交流，祝

福他們出訪演出順利成功。

該舞團自民國 93年起連
續 12年獲選南投縣傑出演
 藝團隊，2009年曾受邀前
義大利東北部交流演出，

更於 2014年起連續四年參

加交通部觀光局公開徵選，

在全國眾多表演團隊參賽

角逐下，通過審核評定該

團為台灣燈會踩街及主舞

台開閉幕演出。

南投民族舞團訪義大利獻唱

紅龍果萃取液、水解蠶絲蛋白等為主要
成分。能深層清潔頭皮油脂污垢，水解
蠶絲蛋白加強保濕，滋潤秀髮賦予彈性，
洗髮後滑順不乾澀，輕鬆呈現豐厚感，
使秀髮展現柔順光澤。

紅龍果絲柔洗髮
精 1罐（500ml）

民小百科縣

四章一Ｑ  認證食安 內政部災害防救評鑑，南投縣政府

獲得特優，竹山鎮和名間鄉公所也名列優等，

中央公開表揚。

今年杏壇芬芳獎南投縣得主：中興高中王金

對、南投高中陳曉萱、竹山高中馮松林、水里

商工彭坤郎、草屯商工陳永正、合作國小巫明

義。魚池鄉魚池國中「紅鑽計畫」，獲得團體

獎。

南投縣今年特優村里長─南投市仁和里李秋

香、埔里鎮桃米里曾秀桃、草屯鎮炎峰里洪慶

文、竹山鎮中正里蘇健治、竹圍里廖振輝、集

集鎮集集里許宗壹、名間鄉中正村李溪成、中

山村周文華、中寮鄉廣福村洪長湖、魚池鄉五

城村林紹憲、國姓鄉長流村羅廣霖及水里鄉民

和村張明。績優村里幹事─名間鄉謝欣沛、中

寮鄉謝宜倩、國姓鄉林鈺容、水里鄉劉麗娟及

信義鄉田阿美。資深鄰長─集集鎮集集里楊合

榮、林尾里謝東明、名間鄉廍下村陳添丁、國

姓鄉國姓村陳貴、羅吉源。

譽榜榮

政府推行國產「四章一Ｑ」生鮮食材政策，推廣安全

農產食材觀念。

什麼是「四章一Ｑ」？四章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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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Q是「台灣農產生
產溯源 QR Code」。(見附圖 )
原本「四章一Ｑ」主要用於學校午餐，鼓勵學校採用

經過認證的安全食

材，如今漸漸擴大

為讓一般消費者也

可據以購買能辨識

生產履歷，確保食

品品質和衛生安全

的農產品食材，提

高農產運銷的競爭

力，讓產銷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