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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建設不打折 南投縣府減債 35 億
林文和╱攝影

縣府從民國 79年開始舉債，債務一路成長，
縣長林明溱上任以後，開始還債減少債

務，2年 8個月來，已經減債 35億。重要的是，
減債非但不影響地方建設推動，歷次媒體民調，

林明溱施政滿意度高居中部第一。

財政處長李良珠表示，林縣長到任縣府以來，

施政理念很清楚，那就是「建設找經費，勿債

留子孫」，這幾年縣府努力開源節流，不僅建

設不打折，減債更交出好成績。

李良珠說，林縣長就任時，縣府債務數是

167億，經過 2年 8個月時間，負債大幅降低，
截至今年 6月底，負債數為 132億元，己經減
債 35億元。
李良珠指出，縣府減少負債，主要是開源有

成，包括標售砂石收益、收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閒置縣有土地活化利用、與國有財產署合作開

發公有土地等、還有開闢觀光景點門票收入，

如竹山天梯、南投市天空之橋、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等，都帶來可觀收益。

減債不代表建設停滯，只要調度得宜，地方

建設可以做得更好。老人免費乘車每月 300元
調高到 1,000元；敬老禮金降低至 65歲便可領
取，並由 500元調高到 1,000元，這些工作都
需要錢支應，還有生育補助提高標準，老人免

費假牙補助、國中小學免費營養午餐、加強修

補道路、舉辦各項觀光活動，行銷南投產業等，

縣民都看在眼裡。

李良珠說，縣府財政支出，盤算得很仔細，

能省則省，當用則用，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

105年縣府歲計剩餘不但有 6億餘元，且連續
4年都有節餘，目前各項建設支付都很順暢，

財政狀況已明顯改善，且舉債均符合公共債務

法規定，林縣長希望不要債留子孫，未來縣府

將持績減債。

翻轉教育創新教學 南投試辦自主學習

關心全台最爛的路 縣府將斥資 5 千餘萬修路

漫步松柏嶺 茶鄉樂逍遙遊

《天下雜誌》9月 12日
發布最新民調顯示，

縣長林明溱施政滿意度分

數從去年的 58.22進步到
67.09，全國排名更一口氣
從去年的第 15名躍進到第 5
名，是各縣市首長中進步最

多的一位。該雜誌並以「異

軍突起」，形容這樣的好成

績。

從本次天下民調，以及最

近幾期雜誌發布的民調，包

括 6月份的《遠見雜誌》林
縣長施政滿意度 66.7、全國
排名第 8、4月份的《周刊

王》全國排名第 5，顯示林
縣長施政滿意度不僅進入全

國前段班，在中部地區排名

也都是持續領先。 
本次《天下雜誌》縣市

長施政滿意分數係結合民

意調查和專家評比，將民

眾與專家對縣市長施政表

現的調查結果進行加權，加

權比例為民眾 80％、專家
20％。其中，民意調查分總
體施政滿意度（30％）與五
力施政面向滿意度（50％，
每一面向各佔 10％）；專
家評比分總體施政滿意度

（10％）與分項施政滿意度
（10％），共同構成縣市長
施政滿意分數。

▲縣長林明溱勤跑地方，推動建設並減債 3 5億。

天下民調，林明溱施政滿意度創下歷年新

高，林明溱感謝鄉親支持，他表示，南投

的進步才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他會繼續努力，不

負民眾期望。

最近幾次媒體民調，林縣長個人施政滿意度

表現亮麗，林縣長認為這是南投縣民對縣府施

政的肯定，未來縣府也會繼續以  觀光首都、幸

福南投」為目標，傾聽民意，讓施政更貼近縣

民需求，不打高空，從改善鄉親日常生活條件

好好最起。

林明溱說，身為縣長，他時時刻刻想的是為

民服務，縣民需要幫忙的地方，他希望第一時

間就能解決問題，遇到貧困的家庭，縣府也會

想盡辦法協助。

對於這次民調施政滿意度排名第 5，林明溱
表示，縣府團隊及鄉鎮公所大家一起努力，讓

縣民感覺南投在進步，一步一腳印，才能獲得

縣民肯定，他要感謝縣民的支持，但未來還有

努力空間。

林明溱表示，他會請縣府團隊，把縣民的事

列為第一優先，縣長的行動力更影響為民服務

績效，希望明年爭取更好成績。

民調創新高 

林明溱：還有努力的空間

林明溱縣長
施政滿意度全國第

《天下雜誌》最新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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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轉教育創新教學
南投試辦自主學習

仁愛鄉親愛愛樂弦樂

團，遠征維也納，獲

得國際青少年音樂節比賽

弦樂合奏世界冠軍，縣長

林明溱在縣長室和團員相

見歡，並接見今年縣內三

名總統教育獎得主，鼓勵

他們發揮潛力，只要努力，

人生有無限的可能性。

林明溱接見該樂團指

導教師王子建、陳珮文及

其中 10名團員。林明溱
說，團員傑出表現是最好

的鼓勵，也成為其他學生

榜樣，希望學生在自身有

興趣、教師指導下，培養

更多好人才，他感謝王子

建、陳珮文用心帶領，期

盼再接再厲，將來繼續為

台灣爭光。

林明溱也接見總統教育

獎得主，包括草屯國中許

旭東、旭光高中黃俊賢及

埔里高工的陳旻享，稱讚

他們都是南投之光，希望

各學校多提報優良事蹟，

表揚傑出學生，做為模

範。

「我的志願是當農夫。」南投

縣偏鄉孩子對職業認知有

限，通常眼光局限在他接觸的環

境。縣府教育處首創「一校一企

業」做法，全縣 170所國中小將
找 170家企業認養，讓企業教孩
子認識不同行業，打開他們的生

涯視野。

教育處長李孟珍指出，認養的

目的不是只有捐款送物資，而是

推動該校學生職涯教育，邀請該

企業主管到校演講，或安排學生

到該企業參訪，讓孩子了解這個

企業的特性、需要的能力，學習

解決困難的方法。

李孟珍說，該處已調查各校企

業認養的現況，發現有的學校已

經在做學生的職涯教育，像水里

鄉民和國中長期有一紙業公司認

養，董事長帶進工廠管理方法；

信義鄉地利國小因有校友是 F-5E
戰鬥機飛行員，認養的日月潭雲

品溫泉酒店安排漢翔航空董事長

廖榮鑫到校演講，分享飛行人生

經驗和該公司特色。

地利國小校長鄭佳昇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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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對飛行滿懷憧憬，他與雲品安

排了這場「圓夢計畫」。 
「新學期開始會請各校重新盤

點認養的企業！」李孟珍說，希

望各校從校友等資料去找到可連

結的企業，教育處也將分鄉鎮，

一一與國中小校長開會，一起找

到認養學校的企業。

副縣長陳正昇請教育處和民政

處合作，透過南投縣旅外同鄉會，

找縣籍旅外成功企業家，撮合與

他們認養過去念的縣內母校，發

揮鄉情愛。

台商邱慈意捐助獎學金

台商邱慈意自幼清貧，

在大陸經商有成，

捐贈南投縣 20萬元的弱
勢學生獎助學金，由副縣

長陳正昇陪同學生接受，

陳正昇表示這位台商準備

明年擴大捐助規模，已請

他從今年 10名，明年最
少能增為 50名。
邱慈意是浙江億威實業

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是大

陸全國台企聯副會長。他

說年幼時家庭經濟狀況並

不好，列為甲級貧戶，但

是成長過程受到許多貴人

的幫助，順利度過，現在

他有能力，希望幫助更多

年輕學子，他期勉大家都

能夢想大一點、眼光放遠

一點，將自己準備好，身

邊自會有貴人相助，相信

自己會成功，未來就一定

會有成就的。

捐贈儀式在縣長室舉

行，邱董事長頒發 10名
清寒學生各 2萬元獎助
學金，鼓勵他們多充實自

己。

受贈學生之一的蔡武

晉，家住埔里大坪頂，貼

心地帶了自家種的百香果

送給邱董事長，他說平常

就打工貼補家用，感謝有

這筆獎助學金的幫忙，可

以減輕學費的負擔。

一校一企業 打開孩子視野

▲親愛愛樂弦樂團獲得弦樂合奏世界冠軍，與林明溱縣
長相見歡。

▲林明溱縣長接見總統教育獎得主，並頒發獎學金。

王政忠在講堂上力圖翻轉教學。

翻

 親愛樂團師生和總統教育獎得主 

與縣長相見歡

前不久我接到一封信，

寫信的是一位高中老

師，她寫著：陳旻享同學每天做游泳、

重訓及拉筋相關訓練從不間斷，希望

孩子能有更多被鼓勵的機會，請縣長

給陳旻享表揚的機會，讓孩子更有動

力往理想目標邁進，能夠「泳出一片

天」。

她指的陳同學得到今年總統教育

獎，我看了立即指示教育處安排時間，

在縣長室表揚包括陳同學在內的今年

三位總統教育獎得主。我感動的是這

位老師對學生關懷的無微不至，爭取

對學生的鼓勵機會。

我們縣內有一位臺灣唯一 Super、
Power教師、師鐸獎三冠王得主的王
政忠老師，他目前在中寮鄉的爽文國

中當教務主任。921大地震該校傾頹
殘破，他實習期滿，大可一走了之，

但學生一句「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打動了他的心，他不僅一待 18年，而
且致力翻轉教學，發展出一套讓學生

更投入的主動式學習。

如今他將這份對教育的熱情推展到

全國，巡迴辦研習，已有 6千多名老
師參加。他寫的「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這本書上市就賣了 5.5萬本，而
且拍成電影，最近上線放映。

我們縣內還有很多敬業樂群的老

師，我舉這兩位代表，敬佩的是他們

對學生的熱愛，這是我們教育的根本，

也是所有老師的初心。在教師節前夕，

我獻上對你們的感佩與祝賀。

熱愛學生 
  老師永遠的初心

南投縣長

明溱
夜話

教育要翻轉，老師教學要創新。中寮鄉爽文國中

主任王政忠發起「夢的 N次方」工作坊，暑假
在南投縣舉辦研習，共有 800名老師參加，其中南投
縣老師有 650人報名，經篩選錄取 561人。另有 80
名校長和國教輔導團協助，規模在縣內堪稱空前。

王政忠發起的「我有一個夢」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104年起到去年底，吸引超過 6000人次的熱血偏鄉
教師參加；今年他以「夢的 N次方」巡迴啟航，在苗
栗縣那場，就有 1100名教師參加研習。
教育處長李孟珍說，要翻轉教育，老師教學創新是

重要的一環，縣府已訂今年為「南投縣自主學習試辦

年」，鼓勵學校提計畫辦自主式研習，申請書只要一、

兩頁，成果提報也會簡化，減少老師們的行政工作量

和壓力。

研習活動分為國中國文、英文、數學、國小自然、

社會、閱讀理解及藝文等十多個組別，由來自全國各

地亮點教師授課與研討，每場錄影，將提供給偏鄉學

校作為教學資料。

王政忠主任是「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真人真事小

說作者，921大地震時他看到偏鄉教育資源的窘境，
打消回城市一圓補教名師的夢，留在偏鄉翻轉學童們

的教育。他的小說拍成電影。9月底在南投首映。

▲熱血台商邱慈意捐獎助學金給南投學子。

▲認養地利國小的企業安排多媒體介紹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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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關心全台最爛的路縣府將斥資 5千餘萬修路
關心全台最爛的路─力行產業道路 !

縣長林明溱決定先斥資 5,500萬
元修路，讓居民先通行，同時將向中央

爭取前瞻計劃，希望徹底解決問題。

林明溱縣長日前走訪仁愛 ，民眾反

映力行產業道路難行，林明溱回到縣

府，除了請工務處調整經費，搶修道路

外，8月間參加中、彰、投、苗首長會
議，也公開向前行政院長林全請命，爭

取經費修路。

為了展現修路決心，林明溱縣長於 8
月 24率工務處長陳錫梧、民原局長張
子孝、仁愛鄉長江子信、等人再度深入

仁愛部落，勘查路況。

仁愛鄉力行產業道路，坑坑洞洞、

修了 10幾年修不好。林明溱說，縣府
將投入 5,500萬元，優先整鋪破碎路面
及危險崩塌區，並將選定 14.5k路段，
選用貨櫃充當地基的可能性，以縮短工

期。

為徹底解決問題，力行產業道路整修

計畫，採雙管齊下方案。短期內，由縣

府投資 5千萬元修補道路，包括馬列壩
到翠巒 26處毀損嚴重的路面，約 3千
萬元；改善危險崩塌路段約 2千萬元。
中長期方面，縣府將向中央爭取列入

前瞻計劃，將全線重新整鋪，估計經費

約 1.7億元；另向中央爭取興建替代道
路，工程經費約 7億餘元。

親愛愛樂弦樂團 7月赴奧地利維也納，參
加國際青少年音樂節，弦樂合奏獲世界

第一後，雖然受到各界肯定，但世界第一的

光環，讓他們不以為足，親愛愛樂的老師王子

建、陳珮文還有更大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創辦

音樂學校，將孩子的音樂夢，繼續沿續下去。

只因為一位學生想學音樂，原本在親愛國

小教書的王子建、陳珮文，一頭栽進去，他

們夫婦倆將薪資所得投注在學生身上，從不

懂音樂到製造小提琴，一路把學生帶進音樂

領域。

「孩子學音樂，不一定要成為音樂家，得

到世界第一名，其實沒那麼重要。」王子建、

陳珮文給學音樂的孩子灌輸的是待人接物的

道理，更教育孩子要懂得自力更生，只要有

能力，就要把愛傳出去。

「親愛愛樂」弦樂團，人數一直在增加，

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85名學生團員
的生活費、學費，全靠王子建、陳珮文張羅，

一年開銷需 1, 900萬元，壓力雖然大，但他
們不放棄，努力靠外界捐款，樂團舉辦音樂

會、賣 CD籌款，只希望學生從自力更生中，
不斷壯大自己。

王子建說，任何機會都是考驗與成長，一

路走來，感謝各界的支持，樂團今年 12月將
舉辦售票音樂會，希望大家繼續相挺。

陳珮文表示，樂團目的不在於培養音樂家，

而是讓想學音樂的孩子有歸屬感，隨著樂團

成長，未來希望成立音樂學校，除了讓學生

變老師，傳承下去，也讓有心學音樂的孩子，

從人生的角落裡走出去。

世界冠軍後的夢想

茶博會好客產業館 擂茶飄香
為行銷客家產業，今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將設置「好客產業館」，希望藉由活動露

出，提高客家特色商品能見度，並建立品牌，打

通銷路。

文化局說，今年茶博會「好客產業館」，以

南投客家特色商品為主，透過多元商品，展現

客家內涵，希望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客家產業

發展。

往年茶業博會，客家擂茶 DIY製作，很受歡
迎，今年將繼續沿續活動，讓擂茶的味道，從

歷史的傳說中飄逸出去。

擂茶別名三生湯，相傳三國時代張飛領兵攻

武陵，官兵感染瘟疫無力作戰，草藥醫師將茶、

生薑、及米研磨成糊漿，煮熟後飲之，湯到病

除，因而有擂茶之名。台灣的客家庄仍保留此

一傳統文化。

客 家 園 地

精省後的中興新村最近又有變革，原本接管

的中科管理局保留南核心區，決定釋出北

和中兩核心區，由國產署接手。國產署開始盤

點這兩區，將聽取地方建議，協調相關部會，

著手規劃執行中興新村的下一步。

將移撥給國有財產署管理部分，其中 2,500
戶省府眷舍的修繕與活化，藝文界與學界主張

依文資法規定原貌保存，在地的居民則希望鬆

綁，減少修繕成本，並符合現代居住需求，才

會有人進駐。

中興新村榮景促進會理事長史祝賢建議，省

府眷舍分不同時期興建有三十多種模式，不妨

每一區都留幾棟原型屋，工法照舊，其餘希望

有一點彈性，例如內部結構原來是木頭改成鋼

架，但外貌不變。

中科管理局與國產署透露，未來北核心區可

能回歸原機關，中核心區移給國產署管理。副

縣長陳正昇認為中核心既屬文化景觀區應由文

化部管理，事權才能一致。  

921大地震後，南投縣興建
6處新社區平價住宅，供

災民租用並可以用租金抵價承

購，但 95年「921震災重建
暫行條例」廢止，失去優惠承

購法源依據，縣政府修改縣有

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以專案方

式讓售災民，最近獲得財政部

同意，對受災戶是一大利多。

縣府表示，921後興建的
新社區平價住宅可承購住戶

有 122戶，分別在埔里北梅、
南投市茄苳社區、草屯紅瑤社

區、竹山柯子坑社區、及中寮

鄉大丘園社區。

新社區讓售對象是 921安
置承租戶，但已獲配國民住宅

者、本人或配偶有其他自用住

宅，或已獲政府補助重建或重

購者，無法承購。

縣府說，目前有 64戶提出
申請，將分 3年 3期執行讓
售計畫，依規定核准讓售的住

宅，除依法繼承外，承購人從

產權登記日起五年內，不得將

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

或交換。

中興新村「分家」面臨重新整合

南投新社區平價住宅 將開放 921 災民承購

▲林明溱縣長深入仁愛鄉力行產業道路，了解交通問題。

▲力行產業道路，被稱作是全台最爛的路。

▲旭光高中科技方舟科學館，將扮演科學教育火車頭。

王子建、陳珮文的音樂學校

地方人物誌

新 聞 秘 書

力行產業道路曾經委託公路

總局代為管理維護，10多
年來政府投入經費超過 10億
元，但路一直修不好。921大地
震過後，中橫公路休養生息，台

中和平沿線農產品，及民生物資

只能靠力行產業道路進出，邊修

邊走的路，走了近 20個年頭。
力行產業道路，全長 53公

里，歷經 921大地震及颱風侵

襲，出現九大崩塌區，沿線居

民多達 3、4千人，且多以種植
高山蔬菜、水果及茶葉維生，

進出與農產運輸大都依靠投 89
線力行產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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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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會展中心上個月舉

行一場「萌寶向前衝」

爬行比賽，吸引近 500多名
家長帶著 1歲以下的小朋友
參加。比賽時，家長使盡渾

身解數，準備各式道具，吸

引萌寶們奮力向前衝，場外

親友團加油聲此起彼落，過

程狀況百出，笑翻全場。

比賽分 6至 9個月大的小
萌寶組及 10至 12個月大的
大萌寶組，各有 50隊參加，
第 1名寶寶獲得價值 1千多
元的精美獎品，競爭激烈。

當哨音響起，家長加油團

就在場邊呼喊，呼喚孩子往

前爬，在終點線的爸爸、媽

媽也拿出準備好的奶瓶、遙

控器、玩具，連自拍棒、手

機都成了吸睛法寶，賣力地

吸引萌寶們往前爬。

有的萌寶動作迅速，一鼓

作氣爬向終點，有的淡定坐

在起跑點，動也不動；有的

捉對原地玩耍，有的嚎啕大

哭，甚至還有往後爬向爸媽

懷抱，狀況百出，現場笑聲

不斷。

萌寶向前衝 笑翻全場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漫步松柏嶺 茶鄉樂逍遙遊

健行賞景茗閒情  童趣茶園闔家歡

▲茶二指是南投最有趣的茶主題園區。

▲通往彰化二水的登廟步道。

▲老少咸宜的茶二指故事館。

▲婦聯會頒發獎學金

▲萌寶爬行比賽熱鬧有趣

婦聯會南投分會上個月

在縣府大禮堂頒發獎

助學金給縣內 20名學子，
儀式由該分會主委陳麗珠

主持，縣長林明溱出席勉勵

受獎學生，不畏困境，用心

向學，未來能學有所成，將

這份愛心發揚光大，幫助更

多的弱勢學子。

陳主委表示，該會自 89
年第 2學期開辦高中職就
學補助，發放就學補助金

每名學生 1萬元，分 2學
期發給，迄今持續辦理 34
個學期，受惠學生 18,727

人，補助金額 1億 4千餘
萬元，開辦迄今已持續幫

助本縣清寒學子 841人，
補助金額近 700萬元。本
學期共補助 469人，其中
南投縣有 20人。

議員邱美玲、南投市長

宋懷琳、暨大附中校長張

正彥到場觀禮，宋市長說

她過去也曾靠獎學金完成

學業，期勉學生們築夢而

踏實。

民小百科縣譽榜榮

本月起，南投縣各交流道及安全島裝

設監視器，將拍攝取締亂丟垃圾，縣府

環保局呼籲民眾不要亂丟垃圾以免受罰。

環保局表示，南投為觀光大縣，但轄

內各交流道和連接的安全島，常發現往

來民眾亂丟垃圾，影響觀瞻，清潔人員

經常冒著生命危險清除垃圾。

9月份開始，該局採不定點不定時在縣
內各交流道及其連接的安全島，稽查違

規監視拍攝作業，利用監視系統舉發亂

丟垃圾，依廢棄物清理法開出 1200元至
6000元罰單，如果連續違規，將連續告
發裁罸。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第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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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市漳興國小校長林宜城，榮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

獎，全國僅 11名國小校長獲此殊榮。
草屯商工秘書鄭玄倫服務杏壇28年，獲頒教育部師鐸獎。
埔里宏仁國中學生陳抒函、施旻妏，由生物老師李季篤

指導，研究校舍陽台壺蜂的獵食行為，獲全國科展國中

生物組第一名。

水里商工參加全國高中校刊比賽獲金質獎，其中在文稿

撰寫與美編排版上，獲得文編獎、美編獎，是今年唯一

的大滿貫。

南開科大餐飲管理系學生林錫甫、洪駿赫參加全國易牙

美食節廚藝競賽，分別在創意套餐賽和磨刀創意賽拿到

金牌。 
名間鄉戶政事務所榮獲全國機關檔案管理最高榮譽「金

檔獎」。

竹山青農茶師劉博緯，再度勇奪世界品質評鑒大會「一

金一銀」獎。

婦聯會頒獎助學金 27 年澤被 841 學子
南投名間

茶  指故事館
抹茶粉（100g）2罐
貴賓入場券（4張）

南投茶葉產量佔台灣六成，名間鄉

松柏嶺更是全國最大產茶區。

松柏嶺舊稱松柏坑，為一處海拔

約 500公尺的台地，長年雲霧瀰漫，
氣候涼爽，得天獨厚的地形、氣候

及紅土構築了最適合栽種茶葉的環

境，綠油油的茶園遍佈全區，在雅

致茶香中最適合安排秋日的闔家旅

程。

松柏嶺風景區的核心大約在受天

宮一帶，參山國家風景區的遊客中

心也在附近，可以提供旅遊諮詢跟

各種導覽文宣。受天宮主祀北極玄

天上帝，即民間俗稱的「上帝公」

或「帝爺公」，為台灣玄天上帝的

總廟，地位崇高、香火鼎盛，假日

到此參拜的信徒及遊客絡驛不絕，

農歷 3月 3日帝爺公聖誕時，松柏
嶺更是擠滿前來受天宮進香謁祖的

宮廟陣頭。

從受天宮廟前廣

場可以遠眺周邊

的茶園風光，還

通往兩條健身步

道， 其 中「 茶

香步道」原是松

柏嶺地區往田中

之古道，沿途盡是

茶園與製茶廠，空

氣中瀰漫著陣陣茶

香。「登廟步道」是

早年彰化二水與名間

的貨運買賣的重要通道，沿線有林

相茂密的森林公園，還有野生的台

灣獼猴，生態資源豐富、解說設置

完備，非常適合親子假日同遊。

「茶二指故事館」位於松柏嶺茶

園間小徑旁，是個老少咸宜的茶主

題園區，除了以生動圖文介紹產業

故事與茶葉相關知識外，更運用漫

畫筆觸設置許多逗趣立牌，將草坪

庭院與綠色茶園打造為歡樂的親子

樂園。在此大人可以品茗、聊茶，

小朋友可以玩沙、玩搖椅，親子一

起跟趣味立牌拍照合影。品嚐獨家

特製的抹茶日式拉麵、茶油雞便當，

再點一杯「台灣第一味」手搖茶，

是闔家消磨半日時光的最佳選擇！

●松柏嶺遊客中心╱名間鄉名松路二

段 181號╱ 049-2580525  ●受天宮
╱名間鄉松山村松山街 118號╱ 049-
2581008 ●茶二指故事館╱名間鄉埔
中巷 32之 2號╱ 049-2583126

▲茶香步道的觀景涼亭。 

▲松柏嶺受天宮為全台帝爺公總廟。

交流道即日起  
錄影取締丟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