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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今年編列 3 千萬元

橋聳雲天打造花卉公園

日月潭獲得國際認證，成為可辦

國際大賽的公開水域，明年將

舉辦世界杯 10公里馬拉松游泳賽。
國際泳總（FINA）日前已通過日

月潭列為公開水域，這是繼大陸浙

江千島湖、香港維多利亞海灘之後，

日月潭是亞洲第三個被國際泳協認

定的「公開水域」。

日月潭萬人泳渡活動，已經成為

國際盛會。近 3年來，縣府也舉辦
5公里的日月潭泳渡競賽，證明日
月潭適合舉辦公開水域賽事。

日月潭風景秀麗，經 FINA認定
為公開水域後，將成為國際性水上

競賽活動場地。縣府希望透過國際

運動賽事，進一步帶動觀光發展。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明年世界杯

10公里馬拉松游泳賽，將在風光明
媚的日月潭舉行，這對提高台灣的

國際能見度有很大的幫助。

日月潭今年獲 FINA核定為公開
水域，中華民國泳協理事長許東雄

在幕後積極奔走，功不可沒。

南投縣年度盛事─萬人泳渡，

今年定 9月 23、24兩天在日
月潭風華再現。

23日禮拜六是日月潭公開水域
游泳錦標賽。有 1,200名各國好手
角逐，挑戰組從朝霧碼頭至伊達邵

碼頭，全長 3,000公尺；競賽組以
伊達邵碼頭為起終點，全長 5,000
公尺，及 1萬公尺。

  24日禮拜天是第 35屆的日月

潭萬人泳渡嘉年華，從上午 7時至
下午 14時。
自朝霧碼頭出發至伊達邵碼頭，

全長 3, 000公尺。超過 2萬人報
名參加。  
今年因報名的小組團體太多，

使得全體隊伍數突破 2千多隊，其

中就有一千多隊是三到五人的小團

體，預估參與活動車輛將超過 2千
輛。縣府將請警方加強交通疏導管

制，維護車流順暢。另請軍方出動

兵力協助維護水域安全，讓參加的

泳客能載興而來，平安回家。

林文和╱攝影

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被評為最美的交流道，縣長林明溱決定打

造成南投縣的觀光亮點，今年度編列 3千萬元預算，即將規劃為
長期性花卉公園，每年舉辦花卉嘉年華。

林明溱說，他多次到國姓橋聳雲天會勘，認為該處發展花卉公園，

具有觀光潛力，縣府將投入經費，規劃成花卉公園，並計畫每年辦理

花卉嘉年華活動，帶動觀光人潮。

縣府農業處長陳瑞慶說，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下方規劃花卉公園，

縣府從短、中、長期發展的可能性，做不同層面的考慮。花卉公園將

融入永續經營的概念，請規劃公司評估提出建設藍圖。

國姓橋聳雲天位於國姓鄉福龜村附近，縣府計畫打造花卉公園，除

了希望帶動觀光，也希望帶動國姓咖啡、草莓等農特產品行銷，促進

地方發展。

埔里觀光微型園區 開始招商施工設廠

學農好夯「南投好農堂」培養農業生力軍

相約日月潭 天涼好個秋

日月潭獲認定公開水域 將舉辦國際大賽

招商繁榮地方，縣府主動出擊。

南投爭取影城建設，目標指向

秀泰，消息一出，不僅民眾關心，更

是地方討論的熱門話題。

南投縣至今沒有影城，副縣長陳正

昇、新聞及行政處長林琦瑜在 7月間
到台中，爭取秀泰到南投投資影城，

洽談結果，秀泰表達高度投資意願，

縣府也將蒐集合適的縣有地，提供業

者參考，希望促成本案，帶動地方發

展。

秀泰在全台有 15家影城，除了台
北、基隆、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花蓮和台東外，仍在全台各地找尋投

資地點，南投縣早列入業者的目標選

項，但一直找不到適合土地，投資南

投「尚欠東風」。

為促成影城投資，縣府向秀泰招

手，希望共創雙贏，陳正昇也利用公

暇，跑到台中秀泰消費，一方面「試

水溫」，同時了解影城經營模式，進

一步評估對地方影響。

陳正昇表示，台中市秀泰影城除了

電影院，還有主題餐廳、服飾店等行

業進駐，採複合式經營的模式，其實

營造的是商圈。影城如順利到南投縣

發展，對地方是一大助力。

南投縣曾經擁有很多電影院。草

屯鎮前後有 7家、南投市至少
有 5家，包括埔里、水里、竹山、集
集、中寮等鄉鎮也都有電影院，進戲

院、看電影，流行一時。

南投的電影院，曾經佔有一席之

地。但現在只剩南投戲院、埔里山明

2家業者在經營。

電影院從興盛到衰退，和媒體演進

有關。50年代，隨著電視機普及，
看電影的人潮逐漸散去，錄影帶出租

則是壓垮電影院最後一根稻草，業者

紛紛停業、關閉。

近年影城從都市興起，也正朝南投

探路，秀泰投資能否成功，具指標意

義。

爭取秀泰影城 縣府出擊招商

南投電影院知多少？

日月潭中光華島的月下老人像，

是過去年輕人求姻緣時，最

浪曼的憧憬，但 921地震島毀像
倒，讓人夢碎。林明溱縣長千里一

線牽，到有千年歷史的杭州慈雲嶺

老玉皇宮月老祠，分靈迎回月老神

尊，安置在潭畔香火鼎盛的文武

廟，成為祈求好姻緣的勝地。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與杭州市觀

光文化交流熱絡，日月潭與西湖多

年前即締結姊妹湖，兩地輪辦「兩

湖論壇」已進入第 9屆，去年文
武廟張德林董事長提議，要到杭州

市恭迎月下老人至文武廟，恰巧台

杭州市台辦主任梁建華率團到南投

參訪，促成文武廟赴杭州迎月老美

事。

日月潭文武廟總經理黃宋華表

示，迎來這座身高 1尺 6的月下老

人神尊，廟方不僅修建定名「月老

寒拾殿」做為未來安放處，並委請

福建匠師以漢白玉雕塑月老 127公
分高的新身，預定 9月 28日祭孔
大典前正式安座開光。

林明溱表示，在大陸迎請儀式當

天，杭州方面提議合辦「兩岸聯合

婚禮」。不過，因今年時間太過緊

迫，只能考慮明年再試辦，邀對岸

參加、地點改在文武廟新建的月老

祠。

千里姻緣一線牽 
月老重返日月潭

日月潭萬人泳渡  風華再現讀 報 秘 書

▲國 6交流道國姓橋聳雲天，縣府規劃闢建花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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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南投縣山多平地少，缺乏適宜開發為大型工業區

的腹地。縣府改弦更張，改採「小而美」策略，

開發微型園區，埔里的特色產業微型園區作業順利，

「後發先至」，經核定園區計畫，8月開始招商，將
提供 4到 7家廠商進駐，預期將創造至少 300個就業
機會，每年帶進 18億元的產值。
目前已有埔里鎮知名的傳統紙業、金都餐廳和 18

度 C巧克力等業者表達進駐設廠的意願，將此一閒置
縣有地，變成觀光工廠主題園區。

縣長林明溱說，規劃中的福興溫泉區，位在微型園

區旁，屆時二個園區的遊客可以互通，創造更大的商

機。

建設處長李正偉表示，埔里微型園區面積約 5公
頃，區內規劃產業用地達 3公頃，公共設施用地約 2
公頃，園區公共設施空間有 2座生態滯洪池、周邊均
設置 10至 20公尺以上隔離綠帶及設施、服務中心及
汙水處理設施等。

這是全縣第一個以觀光工廠為主題的產業園區，6
月初完成開發許可，8月公告招商，縣府提供出售手
冊，有意願投資設廠的廠商可據以登記，園區原規劃

四大塊廠區，其中一塊較大，改分割成四小塊，可容

納 1到 4家廠商，因此最多全區可容納達 7家設廠。
縣府預定 10月動工闢建公共設施，明年初完工。

招商部份最快明

年三月底完成配

地及產權移交作

業，讓廠商及早

進駐設廠，縣府

預估將可為縣庫

進帳 6.5億元。

埔里觀光微型園區
開始招商施工設廠

南投市「旺來產業園區」原

本是南投縣首座微型工業

區，但用地取得一波三折，最

近終獲突破屏頸，只待完成地

上物補償，即可與台糖簽約，

開始招商開發園區。預計約有

15家廠商進駐建廠，將生產鳳
梨有關食品加工產品。

建設處表示，這園區位於南

投市西側嘉和里「茄苳腳」地

區，當地有信義鄉神木村莫拉

克颱風災民遷居的一百多戶永

久屋，縣府為了安置他們就業，

在附近租了 10公頃台糖土地提
供他們種植鳳梨，如今更進一

步開發 16.5公頃跟鳳梨有關的
食品加工產業園區，增加他們

的就業機會，且帶動地方觀光

產業。

 中央已完成審查通過園區的
細部計畫，台糖原則同意縣府

價購園區土地，但前提得解決

現有承租戶地上物補償。

 建設處表示，目前已積極辦
理地上物補償作業，只待與台

糖簽約價購完成土地移轉，即

可公告園區，施工公共設施，

開始發售分配土地，讓投資廠

商建廠。

該園區土地供不應求，早已

招商額滿。建設處表示包括微

熱山丘，最少有 15家廠商進
駐，投資 10億元以上，估計可
提供 500個以上工作機會。 

經濟部為協助地方特色產業解決小規模用地需求，

配合地方特色產業發展需要，鼓勵縣市政府開發

設置微型產業發展園區。

微型園區指的是依照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產業

創新條例或其他相關規範設置，面積小於 10公頃，專
供屬地方特色產業且低污染之中小企業進駐。

中央對地方開發微型園區訂有補助辦法，補助規劃設

置費每公頃最高 80萬元，每區最高 400萬；開發工程
費每公頃最高 1千萬元，每區最高 5千萬元；營運管理
費每公頃最高 30萬元，每區最高 150萬元。 
縣市政府投資興建後可委託民間機構營運，但應規範

監督得標廠商招募符合地方特色且低污染之中小企業進

駐。

南投縣崇山峻嶺，峰峰相

連，全台最高的 10座山，
有 8座在南投縣。山多自然平
原少，縣境山坡地占全縣面積

83%，南投人固然可以自豪山
明水秀，擁有豐富的觀光財，

但卻苦了工商業，要發展繁榮，

經常一地難求。

10年來，南投縣交通條件丕
變，原本交通「四大皆空」─

航空、海港、西部幹線鐵路、

高速公路俱無，經歷任縣長、

立委努力爭取，國 3和國 6陸

續開進南投，逾 10座交流道遍
布沿線，打通任督二脈後，已

「四通八達」，南投縣的工商

發展條件已不可同日而語。

中興新村自「精省」後，幾

陷荒廢，但高等研究園區進駐

後已欣欣向榮。開發 40年的南
崗工業區，老而彌堅，台灣最

大文具、工具收納的樹德企業

決定投資 20億元興建 5千坪的
工廠最近動工；日正食品將總

公司從新北市遷到南崗工業區，

斥資 3億元擴廠。

縣府去年與國有財產署簽

約，攜手開發南崗工業區大崗

段國有土地，歷經約半年時間，

由美上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

標，將投資約 6億建廠。這是
首宗國有地共同開發成功案例。

但如何在倒處丘陵山林間，

為南投縣的工商發展謀求一線

生機？「微型園區」是可行之

道。縣府先後在南投市茄苳腳

和埔里籃城里規劃「小而美」

的地方特產和觀光園區，如今

獲中央審查過關，即將施工和

配地，讓得標廠商進駐設廠。

我希望在草屯和竹山再各設

一處觀光和產業園區，向中央

提報，補列最近鬧得風風火火

的「前瞻」計畫，不知中央眼

光是否夠遠？尚待我們地方各

界齊心努力爭取。

微型園區小而美 南投工商新契機
明溱
夜話

南投縣長

再接再厲補列前瞻  
爭取草屯竹山園區

南投縣政府積極開發微型園區，除了南投旺來園區和

埔里觀光園區，縣府希望縣內四大市鎮能平均分布，

因此向中央申請補列前瞻計畫的「亮點」，在草屯 和竹山
各爭設規劃一處園區，希望中央能補助開發。

在草屯鎮籌設的手工藝智慧園區，位於國立臺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旁草屯新富仁段縣有地，採都市計畫個案越地

變更程序，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整體開發時程為 4年，
1年 10個月完成個案用地變更及公共設施開發整地費，2
年完成產業引進及開發建設。完成後由縣府招商引資，由

廠商自行投資興建。

建設處表示，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將結合草屯手工藝工

藝園區和南開技術大學等產學合作，提供設置工藝觀光工

廠專區、綠園遊廊、休閒服務專區，需要經費 3.5億，打
造一智慧工業及觀光工廠園區。利用公墓遷葬後之閒置空

間，做產業活化再利用，引導地方手工業產業升級。

竹山的竹藝園區位於竹山鎮前山段 11公頃土地，國有
地約佔 75.4%，將設置第一級竹藝產業、第二級竹藝加工
產業和第三級竹藝觀光工廠，需 10億元。
將結合在地竹文化產業資源，提供竹產業生產空間，提

升竹產業的競爭力，引導竹山鎮的竹文化產業升級。

旺來園區一波三折 柳暗花明即將招商

何謂微型園區
新 聞 辭 典

▲旺來園區即將招商

▲縣長林明溱解說埔里觀光微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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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學農好夯「南投好農堂」培養農業生力軍
職場結構丕變，農業前景看好。為鼓

勵務農，縣府和農會合作，在信

義、埔里、國姓、名間開設「南投好農

堂」，透過實務訓練，培養農業人口，

民眾反應熱烈，這些學員將成為農業生

力軍，壯大南投農業實力。

南投縣農業人口 17萬人，小農經濟，
發展不易，但隨著低薪時代來臨，農業

地位 開始翻轉，不但吸引年輕人投入，
退休人員也想專心務農，享受田園生活

外，希望找到事業第二春。

縣府推出「南投好農堂」訓練班，

迎合農業發展新趨勢，不但各班報名踴

躍，更讓人意外的是，學員不分男女，

老中青各年齡層都有，四處南投好農堂

結訓人數，包括信義 78人、埔里 81人、
國姓 87人、名間 91人，讓人嗅到農業
未來發展潛力。

「南投好農堂」聘請農業各領域專

家，因地制宜，教導作物栽培管理等相

關知識，並鼓勵返鄉青年發展特色農產

業。

縣長林明溱重視這項活動，並表示

縣府開辦好農堂目的，除了讓農民吸收

專業知識提昇種植技術外，並協助非農

業學校畢業青年，順利取得 40小時農

業專業訓練時數證明，可以申租國有耕

地，解決以往農業訓練，得遠赴彰化的

農業改良場及上課名額限制等問題。 
離開學校 2、3年的張佳翎說，她學

的是農業，但學校理論多、實務少，縣

府開辦的「南投好農堂」傳授的是實務

經驗，未來她會考慮務農。

從職場退休的學員吳國英表示，退休

務農已經是生活之一，但因欠缺實際經

驗，曾經試著種植蕃茄、蔬果不是很理

想，能到「南投好農堂」學習，不但接

觸相關農業知識，也找到可供諮詢的管

道。

從事畜牧業的學員陳建興說，他跑

到「南投好農堂」學習，主要是畜牧太

辛苦，他想多一點時間陪陪家人，學習

作物種植及土壤改良，也是學習動機之

一。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新任校長何光明，是南

投縣首位原住民高中校長，這位原住民

校長做過捆工，曾沒錢註冊在校園徘徊，還好

他在困頓時總會遇到貴人。變成校長後，他勉

勵學生人生有無限的可能，不要小看自己。

現年 53歲的何光明，出生於信義鄉望鄉部
落、他從代課老師做起、升正式老師，考上

主任、國中校長，曾擔任民和、南崗國中校

長，現在變成高中校長，一路看似順遂，成

長過程其實走過艱辛。

小時候家境貧困，何光明曾在「垃圾山」

裡翻找菜葉和瓜果，國中到林班地做工種樹

苗，高中當過捆工，考上大學後，曾因沒有

錢繳學費，一度想放棄，還好遇到好心的教

職人員教他「辦就學貸款」改變了他的命運。

遇到挫折時，很多人給何光明幫忙，何光

明到旭光高中，也希望當個給學生鼓勵和希

望的校長，旭光高中空手道隊員，很多來自

於部落的子弟，何光明用經歷告訴學生，「人

生真的有無限可能！」

地方人物誌 首位原住民高中校長

旭光何光明

客語傳薪 不忘母語
全縣客語薪傳師大會師，

8月 5日在文化局舉行，
縣長林明溱感謝薪傳師們對客

語活動的付出，希望母語教育

向下扎根，不要忘了祖先的語

言。

南投縣目前有 32位客語薪
傳師，薪傳師得來不易，得通

過客委會客語中高級認證，並

參加相關課程。文化局舉辦會

師活動，除了展現客語學習成

果，並安排與會人士，一起拼

出  愛上南投客家共下學客」

等字，宣示一起為客語傳承努

力。

文化局長林榮森表示，該局

結合教育單位，推動客家語言

教育外，目前也將客語推廣到

醫療院所照服員，未來更希望

能不限於客家族群，讓更多人

會說客語，認識客家文化。

南投縣客家協會理事長范光

順說，教育是客語傳承非常重

要的區塊，薪傳師更是客語教

育的棟樑，文化局舉辦這項活

動，很有意義。

客 家 園 地

名為「科技方舟」的旭光高中科學館，將扮演

南投縣科學教育發展火車頭，今年 6月剛完
工的建築，正申請使用執照，並準備第二期工程。

縣長林明溱希望「科技方舟」能成為最佳的科學

教育會館。

林明溱縣長由教育處長李孟珍陪同，前往旭光

高中視察，了解科學館建設進度及空手道館籌建

情形。

旭光高中科學館，已獲得教育部補助 560
萬元，將添購星象教室及專科教室等設備，

至於頂樓天文台及圓頂劇場，縣府將積極

爭取相關經費，讓軟硬體設施一次到位。 
  旭光高中科學館規劃學生自主學習據點、會議
室、主題專科教室外，還有星象教室，利用圓頂

劇場與 3D投放設備，進行實際的星象觀摩，屋
頂平台將作為潔淨能源的展示區及微型氣象站。

對於旭光空手道館規劃，林明溱表示，旭光高

中空手道隊在全國賽事表現傑出，連續 4年在全
中運包辦高中、國中男女組總冠軍，並培育 7位
總統教育獎選手，縣府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經費興

建空手道專用場館，新場館成立後，將可成為培

養優秀選手的基地，讓南投推動體育的成果更亮

麗。

「父愛如 山 ‧ 真 愛 老

爸」，父親節及全縣模

範父親表揚大會，8月 3日在
溪頭米堤飯店舉行，縣府招

待模範父親住宿，並安排家

屬為模範父親按摩、奉茶，

感謝爸爸扛起家庭的重擔，

場面溫馨又感人。

縣府表揚 14位模範父親，
縣長林明溱、副縣長陳正昇

先後到場，向模範父親表達

敬意，模範父親撐起家庭，

子女也有所成就，他們代表

南投人打拼、奮鬥的精神。 
  今年度全縣模範父親當選入
為水里鄉陳來春、集集鎮董

錦昌、埔里鎮阮鎮、鹿谷鄉

蔡和育、國姓鄉涂金榮、魚

池鄉沈盟盛、竹山鎮莊錦城、

草屯鎮洪明山、南投市王松

溪、仁愛鄉何聰明、信義鄉

全世琪、名間鄉謝炳惠、中

寮鄉羅致迎、南投市林朱鵬。

其中，高齡 88歲的陳來
春，是年紀最大的模範父親。

他早期生活艱困，咬緊牙關

為三餐打拼，雖然含辛茹苦，

但子女都能秉持良好家庭教

育，成為社會各行業中翹楚。

旭光科技方舟 將扮演科教火車頭

爸爸節快樂 縣府表揚 14 位模範父親

▲縣長林明溱解說埔里觀光微型園區

▲縣府重視南投好農堂活動，林明溱縣長到場為學員加油打氣。

▲旭光高中科技方舟科學館，將扮演科學教育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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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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藝享自然美學協會主

辦，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南投市公所協辦，以「虎山藝

集，人文風華」精神，舉辦攝

影比賽。希望透過全國攝影愛

好者，用相機作畫，推廣南投

之美，行銷南投在地觀光、文

化、產業。

活動期間自 9月 1日起開始
收件至 9月 30日止，作品掛
號寄送至南投縣南投市中華路

226號「南投縣藝享自然美學
協會」收。主題為南投縣境內

具有美感之人文生態地景、自

然風貌、地方采風。照片規格

輸出 8×12吋，傳統底片或數
位作品皆可，數位作品 800萬
畫素以上，不得修片。

10月 14日將邀集攝影專家、
優秀藝術家等組成專業評審

團，評選出優秀作品。金牌獎

可獨得獎金 3萬元與獎盃，比
賽總獎金高達 10萬元，得獎作
品將於 12月頒獎展出。

比賽簡章可上「藝享自然美

學協會」FB社團下載，或電
0931-754385簡先生。希望大
家一起用相機作畫，秀出南投

之美，還能替自己賺進豐厚的

獎金喔！

拍照片拿獎金 行銷南投之美

日月潭是國際知名的熱門風景區，除

了欣賞湖光山色與環湖景點外，還有

更多的賞玩樂趣值得推薦給您！

日月潭的自行車道建置相當完整，

在此騎車逍遙不僅可以欣賞美景，更有

獨具魅力的原住民文化與生態環境，還

曾入選國際旅遊網站評比的全球十大最

美自行車道。長約 3公里的向山自行車
道從向山遊客中心通往水社壩公園，全

程緊鄰著潭邊前進，一路上有寧靜、碧

綠的湖水相伴，還有 400公尺的水上

車道跨越湖面，坡度平

緩、綠蔭交疊，最適合

全家一起騎車逍遙。

從日據時代開始，日

月潭就是台灣紅茶的最

大產地，主要種植的品

種為阿薩姆紅茶，一直

延續到今日。由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所

研發的台茶十八號取名「紅玉」，是台

灣名聞國際的極品紅茶，茶湯的顏色豔

紅明亮，具備天然的肉桂味與些微的薄

荷香，口感與香氣都讓人印象深刻，在

各種知名紅茶中品種中獨樹一格。除了

品飲世界級的紅茶，遍佈魚池鄉的翠綠

茶園也很適合徜徉漫步，還可以參觀茶

廠吸收相關知識；位於台 21線上的「日
月老茶廠」、「廖鄉長紅茶故事館」都

是許多遊客喜愛的參訪地點，在濃郁香

氣陪伴下，體驗茶鄉的多樣樂趣。

澀水社區是紅茶的主要產地之一，

四處可見茶園與茶廠，因為擁有罕見的

優質黏土資源，這一帶也曾經創造興盛

的製陶產業。在 921地震後，紅茶與
陶藝結合成為協助社區產業重生的元

素，像是「澀水窯」、「親手窯」陸續

開設後，致力於推廣陶產業，搭配紅茶

產業以巧思包裝融入休閒體驗，帶動了

社區觀光產業的發展。來一

趟喝紅茶、捏陶土的親

子之旅，

保 證 讓

您印象深

刻！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相約日月潭 天涼好個秋

玩一趟單車、陶藝、阿薩姆的悠閒假期！

▲除了認識製茶過程，也能在老茶廠的光影
中，一窺歲月的痕跡。

▲澀水社區的陶窯不但是藝術創作園地，也提
供捏陶體驗的樂趣。

▲沿著自行車專用道騎車賞景，可以更貼近日月潭，欣賞不同角度的美麗風光。

▲魚池鄉處處是茶山，濃郁的茶香與鮮綠色的
茶園引人流連忘返。

▲來到日月潭當然要品飲一
杯名聞全球的阿薩姆紅茶。

▲向山自行車道的同心橋

由縣府協助拍攝的「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即將於 9月 29日全台上映，
南投首映會搶先在 9月 9日於文化局演藝
廳登場。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改編自中寮鄉

爽文國中王政忠老師原著「老師你會不會

回來」暢銷書，感人至深的劇情重現 19年
前 921大地震的往事，故事發生在南投，
電影拍攝也在南投，這部電影將喚起南投

人共同的回憶。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主要演員有是元

介、應藯民、夏于喬、趙樹海及張瓊姿等

人。拍攝期間，縣府不但協助電影在縣內

各鄉鎮取景，很多民眾也跑來扮演臨時演

員、同場尬戲，過過戲癮。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9/9 南投首映

虎山盃攝影比賽民小百科縣

自備飲料杯 
環保有優惠

水里鄉 78歲務農的陳富雄，四代同堂，雖
年事已高，但對於百歲人瑞母親陳林老太夫

人的生活起居，還是不假他手，親力親為，

因恃母至孝，代表南投縣當選全國孝行獎，

獲內政部頒獎表揚。

台灣國標舞代表隊，參加新加坡世界巨星舞

蹈錦標賽暨WDSF世界標準舞公開賽，這
支以來自南投縣為主的代表隊，共拿到 3面
銀牌，其中林詠鉦和林沛臻拿到青年組拉丁

舞銀牌；姚智皓和江宛蓁獲壯年組拉丁舞銀

牌；曹博程和陳妍安攻下兒童 2級拉丁舞銀
牌。

原鄉仁愛國中參加原民會、華碩文教基金會

主辦的「原住民雲端科展」，以探討賽德克

族傳統房屋製作的材料、結構力學與文化背

景，並觀察在太陽下當中對溫度的變化，榮

獲國中組銅熊獎。另得佳作、最佳研究歷程

影片等獎項。

譽榜榮

你猜台灣各連鎖茶飲店、咖啡店、速食店

及便利商店等通路供外帶使用的飲料杯，一

年使用量有多少？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

計，高達 15億個，夠驚人的吧！
這些飲料杯不僅製作耗用資源，也因無法

全面回收，被四處丟棄，造成環境壓力。

環保署訂有獎勵辦法，規定全國連鎖速食

店、便利商店、咖啡店及飲料店全面配合，

實施源頭減量。各店以提供現金折扣、集點

換購、飲料加量等相關優惠，來鼓勵民眾自

備飲料杯。

縣府環保局表示，民眾只要自備飲料杯，

縣轄內 52個連鎖品牌的 287家門市飲料業
者都有提供好康優惠。當您在享受清涼飲品

時，別忘了自備飲料杯，為保護環境盡一份

心，讓垃圾從源頭減量。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第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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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賓入場券

（1份 4張）

全亞洲最大
室內懷舊

造景觀光主
題村

草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