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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2018 南投燈會將從明年 2 月 10 日起
展開，適逢狗年，南投燈會取名「旺

運出頭天」，在縣府用心規劃下，狗年燈
會更有看頭。南投、埔里、名間、集集都
有燈展，燈開好兆頭。

2018 南投燈會主場地位於南投市會
展中心，南投市燈區設在中山公園，今年
並增設埔里水上燈區，另有名間鄉受天
宮燈展、集集鄉土燈會也將舉行。

明年南投燈會特色，主燈區主燈為春
來旺福，會展中心舉辦「柯南主題展」，
透過景觀橋，貓羅溪畔國際沙雕園區也
將重新開幕，配合夜間展出，規劃奇想

創藝旺營區，橋下有花海、夜間水舞會可
以遊憩、欣賞。

南投市中山公園燈區，去年水上天鵝
很受歡迎，今年將進一步布展，精彩可
期。

埔里燈區是 2018 南投燈會焦點之一，
位於埔里南安路的大排，將設水上燈區，
以平安和諧為主題， 配合造型花燈投射，
營造浪漫氣氛。

歷史悠久的集集鄉土燈會，是南投燈
會的發源地；今年名間受天宫也計畫設
立燈區，白天遊南投、晚上逛不同燈會，
將帶動春節觀光，觀光人潮可以預期。

年終 施政總體檢 民調 響掌聲

南投燈會 水陸雙棲 水舞繽紛

南投大花縣冬春繽紛遊

陝西腰鼓 咚咚起舞
跨年晚會等你來南投閃耀新年心

南投縣政府延續去年跨年
晚會的美好回憶，今年

決定仍在南投市的縣立體育
場，舉辦「南投閃耀新年心」
跨年晚會，除廣邀流行歌手、
樂團，並提供豐富的摸彩品，
邀請縣民載歌載舞同樂，共
同倒數迎新年。

南投縣文化局規劃這場跨

年 盛 會，預 定 12 月 31 日 晚
間 7 時 30 分開場。縣府邀請
在地優質團隊「中峰神鼓隊」
及「蒂卡舞團」表演；民歌時代
的經典《永遠不回頭》姚可傑
及《就在今夜》金智娟，帶您
一起重溫 80 年代；年輕熱血
的獨立樂團「自由權威」、「梭
哈」、「大象體操」，用搖滾將現

場熱情帶到最高點；流行歌手
「羅美玲」、「卓義峯」、「關詩

敏」接力開唱，最後由演歌兩
棲的超人氣暖心小天后「曾沛
慈」擔綱壓軸，與民眾一起迎
接 2018 年。

主辦單位今年準備的摸彩
品 有 電 動 機 車 一 台、45M 寬
頻路免費一年 2 名、智慧掃
地機器人 2 台、炫光行動 KTV
麥克風和行車紀錄器各 4 台，
另有知名旅館、餐廳的住宿券
或餐券普獎等你來幸運中獎。

文 化 局 說，今 年 預 估 2 萬
人進場，前 8000 名人場者可
獲摸彩券和瓶裝水，並準備
4000 支螢光筆在現場發放。

接近午夜 12 點時，縣長林
明溱率縣府團隊和表演的樂
團、藝人與現場民眾一齊倒數
迎接新年，到時林縣長會將直

徑 2 公尺的祝福大球從台上
傳到台下民眾，滾動場內，煙
火和燈光秀也同時閃耀全場。

除了精彩的演唱表演，縣府
在體育場人口處設有 50 個特
色美食攤位，讓參加民眾享美
食，看表演，歡喜迎新年。

清境跨年 星空電音迎雪季

清境跨年，是全台最高的跨
年晚會，高山跨年從未冷場。

清境是台灣觀光創新代名
詞，今年縣府興建清境高山觀
景步道，造成轟動，今年清境
跨年，多了一項戶外活動。

跨年那一天，白天可以走步
道、欣賞高山美景，晚上則參
加星空電音派對，憾動清境的
天空，迎接健康有勁的 2018
年。

林文和╱攝影

南投燈會明年 2 月10 日開幕

旺運出投天燈開好兆頭

今年南投燈會，重慶銅梁火龍首次登台，並
造成轟動，媒體形容南投燈會「完勝」，

打敗其他燈會活動。在縣府力邀下，銅梁火龍
將捲土重來，明年南投燈會又有機會觀看火龍
表演。

重慶銅梁火龍，今年首次在南投市貓羅溪畔
的「漂紗舞台」演出，現場滿滿的驚呼聲，觀眾印
象深刻，觀賞火龍的盛況，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

縣長林明溱承諾，將再邀銅梁火龍到南投表
演，經過安排，已經敲定表演計畫，預計明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南投市主燈區表演，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埔里演出。

銅梁火龍已有數百年歷史，利用生鐵燒成的
1500℃鐵水，往空中打散，呈現天女散花般的烈
焰火花，煙與火交織，火龍在花火與煙霧中舞動，
狂放不羈，非凡的氣勢，將帶給民眾新年吉祥新
氣象。

銅梁火龍 重現南投燈會

明年燈會重頭戲，除了重慶銅梁火
龍，縣府加碼邀請陝西腰鼓演出，

火龍奔放、腰鼓咚咚，加上縣內優質表
演團隊，2018 南投燈會讓你拭目以待。

腰鼓是陝西傳統民俗舞蹈，表演人數
可以從幾人到上千人，氣勢磅礴，有「天

下第一鼓」美譽。
縣府表示，明年南投燈會，陝西腰鼓

表演計畫，已經定案，第一場演出預計
明年 3 月 1 日到 3 日南投市主燈區表
演，3 月 4 日到 5 日移師埔里燈區，讓
遊客欣賞，一飽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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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年終 施政總體檢 
年終歲末，回顧雞年，南投真的是熱鬧

一整年。
回顧這一年，南投在進步，從觀光到建

設，都交出成績單，未來更需要鄉親支持、
勉勵，讓我們一起努力 .........。

全台最高、最長的 ｢ 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今年 5 月 27 日啟用，不到

半年時間，遊客人數超過 56 萬人次，收
入近 2 千萬元，不但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南投也朝向觀光首都邁進。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是今年縣府施政
重要成續，尚未開放便創造網路熱門話
題，未演先轟動的高山步道，不僅解決
清境地區人、車爭道問題，更帶動一波
波觀光契機。

斥資 4, 950 萬元的清境高空觀景步
道，全長 1.2 公里，沿途合歡群峰、奇萊
山脈及中央山脈盡收眼底，無障礙設施
也受到歡迎，未來還有第二期工程，延
伸到清境青青草原北票口，將是全台最

熱門的高山遊憩據點。
縣府努力創造觀光環境，並透過各項

活動，招攬人氣，
8 月 24 日鹿谷鄉的銀杏林秘境景觀

遊憩設施完工，溪頭、杉林溪沿線景點，
多了一處秘境。

此外，「2017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開出大紅盤，參觀人次創新高，50 萬人
次的遊客，帶來約 6 千萬元營業額，南
投茶國際飄香。

一年一度的日月潭萬人泳渡活動，不
但順利完成，運動觀光也交出好成績，
國際游泳總會（FINA）核定日月潭成為
世界公開水域，明年世界公開水域游泳
賽，亞洲站賽事將在日月潭舉行。

縣府從民國 79 年開始舉債，債務
一路成長，長林明溱上任以後，

努力減少債務，累計已經減債 35 億。
重要的是，減債非但不影響地方建設
推動，還能交出好成績。

林明溱縣長到任縣府以來，努力開
源節流，他要求「建設找經費，勿債留
子孫」，不僅建設不打折，經過有效調
度，債務數字更是從 167 億元，降至
132 億元，減債 35 億元，減債幅度除
了 6 都，全國排名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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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景點門票收入等等。

減債不代表建設停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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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支應，還有生育補助、國中小學
免費營養午餐、道路修補、舉辦觀光
活動，行銷南投觀光產業等，每一分
錢都花在刀口上，讓縣民能受益。

縣府今年推出老人假牙補助，大
受歡迎，2 千多萬元預算，在短

短 2 個月便申請一空。明年度將籌措
3,200 萬元，要讓需要假牙的老人家
得到幫助。

南投縣老年人口多，老人福
利受到關注，在議會建議下，
今年縣府推出老人假牙補助，

貼心的政策，大受歡迎，計有 1 千 1
百多位老人受益。

為了讓需要假牙的老人得到幫助，
明年度起，將調整南投縣老人假牙補
助政策，計畫全口補助 4 萬元、半口
2 萬元，明年元月以後，老人家可以向
牙醫師取得證明，向鄉鎮公所提出申
請。

草屯 鎮 水資 源 回收中心於 12 月
5 日啓用通水，每日可處理 1 萬

3,000 立方公尺的生活污水，是南投縣
第一個中大型的污水處理廠。

由縣府興建的草屯鎮水資源回收中
心，已經完工，並於 5 日舉辦啟用通水
活動，未來草屯鎮大部分的居民所產
生的民生污水將透過專用下水道排到
該中心，經先進的脫氮除磷生物系統，
最後再經對環境無害的紫外線 (UV)
殺菌，乾淨的水就可以排入溪洲埤區
域排水。

草屯水資源中心內有多項設備，噪
音最大的鼓風機室採較先進的吸音管

及吸音板等隔音設施，創造一個寧靜
不擾民的環境，且設計時已考量臭味
問題，所以增加溶氧及除臭設備，成為
優質的處理廠。

縣府說，草屯水資源中心運作初期，
將提供近 2,000 立方公尺的回收水，
行政中心亦獲得銀級綠建築的候選證
書，未來將成為符合環保的水質源中
心。未來草屯鎮的排水溝僅流入乾淨
的雨水，排水系統則清潔無臭味，屆時
草屯鎮將成為更清淨、健康的城市。

南投縣目前也規劃南投市、埔里鎮、
竹山鎮的水資源中心興建計畫，完成
後南投將成為重視環保的觀光首都。

天下雜誌（631 期）9 月 12 日公布
最新民調顯示，縣長林明溱施政

滿意度分數 從去年的第 15 名躍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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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府施政，民意調查是溫度計，今年
歷次媒體民調結果，南投一直很爭氣，
都是中部第一。

4 月份周刊王民調結果，全國排名第 
5 名，林明溱縣長施政滿意度不僅進入
全國前段班，中部縣市施政排名持續
領先。

6 月份遠見雜誌民調，林明溱縣長施
政滿意度 66.7，全國排名第 8；如排除
六都等縣市，更是名列前段班。

9 月間天下雜誌縣市長施政滿意度
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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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躍進，提升到第 5 名。

民調進步，林明溱縣長感謝鄉親支
持，強調縣府團隊會持續努力，繼續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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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
好做起，絕不辜負縣民期許。

民調 響掌聲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啟用 南投觀光很帶勁

開源節流減債 35 億  6 都外全國排名第 4

開辦老人假牙補助 明年加碼推出

草屯鎮水資源回收中心   12 月 5 日啓用通水

落實有感施政
民調大躍進

時間過得好快，2017年即將過去。今年南投在熱鬧中開始，也將在精彩中迎接明年新春。

▲草屯水資源回收中心完工。▲老人假牙補助，縣府明年增加預算。

▲重陽敬老，林明溱縣長探視老人。

▲俗稱「郭董棒球場」的南投縣立棒球場，今年 6底完工啟用。這座球場由鴻海集團總裁暨永齡
基金會創辦人郭台銘贊助 5,000萬元，縣政府自籌 1,325萬餘元完成。啟用當天，郭台銘的夫
人曾馨瑩到場關心。

縣立 棒球 場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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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南投縣長

明溱
夜話

2018 南投燈會即將在明年 2 月登
場，燈會已成為南投重要活動之

一，熱熱鬧鬧的背後，縣府一心想辦
好燈會、活絡地方經濟。因為成功的
燈會，不但可以行銷南投，也可以為民
眾帶進紅包。

我在集集鎮長時，開辦集集鄉土燈
會，年節一到，很受歡迎，也為集集觀
光加分不少；南投燈會從集集出發，年
年都在創新。

今年初的南投燈會，重慶銅梁火龍
首度到南投表演，全台轟動不已，這項

民俗表演首度南投燈會現身，製造話
題，也很受到歡迎。

明年南投燈會，縣府不但邀請銅梁
火龍再度表演，陝西腰鼓也將來南投
演出，精采節目值得期待。

明年南投燈會，不只在南投市貓羅
溪畔舉行，南投市中山公園內有燈區，
埔里也將設置水上花燈，浮光掠影，一
定可以為埔里觀光帶來更多效益。

有人認為，辦燈會很花錢，其實南
投舉辦燈會，能省則省，縣府想辦法發
揮加乘效益，使用過的舊燈，重新包

裝、組合，一樣可以燦爛奪目；社區花
燈可以展現活力；學生一起製作狗年
主題花燈，更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意和
想像力。

在這裡，我要感謝所有參與燈會活
動的工作人員，因為大家的努力，讓大
家看到南投的亮麗。更重要的是，期
待燈會活動，可以為鄉鎮工商發展帶
來契機。

主燈區布光陣 羅貓溪綻放光明
埔里水上燈區 光影紛飛

南投燈會是讓人期待的開春活動，
縣府計畫沿著貓羅溪「布陣」，打

造驚豔的燈會活動區。
依照縣府規劃，主題「旺運出頭天」

的南投燈會，將在南投會展中心前廣
場布置主燈區，「春來旺福」巨型主燈
以狗年造型設計，並設有遊樂汪星人、
友誼交流、新春快樂遊、祈福旺運開等
燈區，其中遊樂汪星人將以裝置藝術
方式，打造至少101隻造型狗，並邀請
南投縣國小學生彩繪。

主燈「春來旺福」，將設計具有南投
特色的圖騰的可愛造型狗，搶占遊客目
光。

主燈區旁的921地震紀念公園，設有
副燈祥獅獻瑞，另設花果小火山、原民
新世代、在地風情畫、藏藝大春秋等燈
區；還有花藝光毯、金旺隧道、吉祥廊
道光環境等，花藝光毯將利用LED燈，
鋪設在草皮，以圖像方式呈現火樹銀花
的熱鬧繽紛。

祥獅獻瑞副燈，計畫搭建在921地震
紀念公園內的滯洪池上，週邊再經由
光環境圍繞，創造耀眼奪目的場域。

祈福旺運開燈區，著名的廟宇花燈
齊聚，希望為民眾帶來平安與好運；友
誼交流燈區，將提供城市交流平台，讓
參展花燈的城市呈現文化意象，表現當
地特色，讓南投燈會進一步國際化。

明年南投燈會，再次邀來重慶銅梁
火龍表演，還有陝西腰鼓，精采可期。

新春快樂遊燈區，提供各觀光區業
者展現特色，邀請大家走進南投，盡情
旅遊。

南投燈會
2018 南投燈會，將從明年 2 月 10 日

起展出到 3 月 4 日，主燈區設在南
投市貓羅溪畔的南投縣農工商會展中
心，另在埔里南安路及杷城排洪道設立
燈區，配合埔里路跑及山城派對馬拉松，
埔里燈展將延到 3 月 10 日。

以「旺運出頭天」為主題的 2018 南
投燈會，將是一場「水陸雙棲」、「水舞

繽紛」的燈展活動，農工商會展中心有
動漫偵探柯南主題展，春節特別節目表
演區、羅溪畔將營造景觀花海及夜間水
舞，沙雕園區配合燈會活動計畫重新開
園，展出全新作品，並推出沙雕夜間光
影。

明年南投燈會，首度在埔里設立燈區，
並將在 2 月 9 日提前開幕，以水上燈會

設計，燈籠映照在水上，浮光掠影，營造
新春浪漫氣氛。

燈會、沙雕、花海、水舞、柯南展，明
年南投燈會勾勒出熱鬧的輪廓，加上南
投市中山公園也設有燈區、集集鄉土燈
會大放光明，還有名間受天宮也將布燈，
南投的燈會活動精采可期。

2018 南投燈會，首度在埔里設立燈
區，遊客沿著南安路旁的水圳，可以

欣賞水上花燈、可以看水舞，還有攤販
區可以逛遊消費。埔里水上燈區，是明
年南投燈會亮點之一。

埔里水上燈區，計畫設置「和諧平安」
副燈，沿著南安路杷城大排，分成紛飛
光影、蝴蝶水谷、漫遊埔里、彩燈水舞
等主題燈區。

由縣府提供的「和諧平安」副燈，利
用去年自貢花燈進行改裝，結合埔里特
色搭設。

其中紛飛光影燈區透過造型花燈設
計，經由燈光投射，打造浪漫燈區景觀，
將成為燈會注目焦點。

埔里是蝴蝶的故鄉，埔里燈區內的蝴
蝶水谷燈區，將設計蝴蝶主題花燈，吊
掛在水面上，如同蝴蝶在水上飛舞，絕
對讓人驚奇。

漫遊埔里燈區，將以埔里特色為主

題，展現埔里觀光活動及活力。
埔里燈區還計畫設置幻彩燈林、表演

舞台、手創燈廊、光之瀑泉燈區，利用
實驗林樹木，以裝置藝術手法，打造繽
紛的燈林；光之瀑泉則是利用大排波堤
牆面，打造瀑布效果。

為了串連不同燈區，縣府在貓羅溪興
建人行景觀橋，不但白天可以居高

賞花海，夜間也可以到高灘地看水舞表
演。

跨過貓羅溪，沙雕園區在燈會期間將
重新開幕，展示全新的沙雕作品，並設
立

奇想創藝旺燈區，為和傳統花燈區別，
邀請藝 術家以狗年為主題，規劃以竹
和狗年為主題的作品，打造不同藝術花

燈。
為配合燈會舉辦，沙雕園區夜間開放，

舉辦沙雕光影活動，沙雕作品透過燈光
投射，將呈現另一種風情。

縣府表示，南投國際沙雕園區預計明
年 2 月換裝登場，收費全票 150 元、優
待票 80 元，設籍南投市市民及持志願
服務卡的榮譽志工，享有特惠票 50 元；
未滿 6 歲的兒童、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及陪同者一人，可以免費進場。

水陸雙棲。水舞繽紛。

新春報喜 燈會效益高

民調 響掌聲

沙雕園區重新開園 
沙雕光影迎新春

▲今年初南投燈會擠滿人潮。

▲自貢花燈將移至埔里燈區。

燈會 沙雕

2018南投燈會

花海 水舞 柯南展
三地亮燈‧水陸雙棲 夜間光影 人肩景點 燈光水影集合 熱門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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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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縣內不動產交易漸有回溫之勢，但行情如何？因政府推動「實價登錄」多年，
民眾可進入相關網站查詢，買賣雙方都有個參考依據。

目前，這項南投縣實價登錄統計查詢系統一再推出新功能，譬如「歷次交易明細」
功能，民眾若想得知交易標的的歷史交易紀錄，可點選「歷次交易明細」，就可針對
同一筆建物或土地進行交易年月、交易總價、交易單價、交易筆棟數及備註等資訊進
行身家大調查，也就是說若同一物件，在 101 年 8 月實價登錄上路以後有兩次以上交
易，就會揭露在歷史訊息中，有了歷次交易紀錄之後，對於同一戶的所有交易價格將
會更加公開透明。

另外最近又新增「行情趨勢統計」功能，民眾若想得知交易期間內各標的間的行情
趨勢，可點選「價量分析」，就可與前期及去年同期進行比較計算漲跌幅，有了行情
趨勢統計之後，對於交易期間內各標的間的漲跌幅都可一目了然，歡迎民眾查詢使用。

想要了解南投縣實價登錄資料嗎？趕快到「南投縣政府不動產交易資訊服務網」來
體驗吧！ ( 網址：http://link.nantou.gov.tw/land/)

實價登錄系統  教你查詢行情

南投 縣 文化 基 金 會 運 作 近 30
年，因孳息收入每況愈下，致

基金會捉襟見肘，縣內藝文界發起
捐出藝術作品義賣，所得挹注基金
會，目標 500 萬元，已有逾百位藝
術家響應，將定明年 5 月在文化局
擴大舉辦聯展後義賣。

該基金會約 20 年前辦過一次縣
內藝術家作品義賣活動，籌到約
一千萬元，這次義賣目標定為 500
萬元，係因景氣環境今不如昔，
故保守調降，有關人士預估籌措
這筆錢應足夠數年使用。

目前縣內以南投縣美術學會、
書法學會和陶藝學會為主要發起

單位，縣內其他美術團體聞訊紛
紛表達參加意願，但因展場容納
展覽作品數量受限，且這些團體
成員大多交叉重複，故仍以三大
團體為主。

這三大團體已展開徵詢會員參
加意願，已獲逾百人首肯，將由文
化局再一一邀請收件。初步決定每
件作品義賣底價訂為一萬元起跳，
作者可保留二成作為製作成本，
其餘八成或全數捐給文化基金。

義賣所得全數將作為補助縣內
藝文活動之用，這也是縣內藝術
家慷慨解囊，自助助人的義舉。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南投大花縣冬春繽紛遊
花最多的時間玩南投，處處有驚奇！

▲魚池鄉生產的國蘭深受中國、日韓等外銷市場
肯定。

▲杉林溪的牡丹花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譽。

▲路邊休耕農田種植的景觀花田經常帶來驚喜。

南投是臺灣最重要的花卉產地，冬

春之際多種花卉陸續綻放，南投賞

花遊絕對繽紛多彩！

很多人都知道南投茶產量全臺第一，
其實南投的花卉產量也居於領先地位，
像是埔里所種植的玫瑰花產量與品質，
都是全臺的 TOP-1，草屯及國姓也是
玫瑰的盛產地，一年四季都有生產。此
外，魚池的國蘭、仁愛鄉的百合，還有
其他高冷地區的花卉等，南投在國內
外的花卉市場可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冬日的花卉盛景中，最
出名的莫過於梅花了，除了
在信義有三大賞梅聖地──
風櫃斗、牛稠坑、烏松崙，吸
引 滿 滿 遊 客 外，水 里、仁 愛

也都有賞梅景點，信義還會舉辦盛大的
「踏雪尋梅」活動。梅花之後就輪到櫻

花當主角，賞櫻熱門景點包括霧社、小
半天、草坪頭、九族文化村、暨南國際
大學等，不同品種的櫻花會在春天陸
續綻放，將南投的好山好水妝點浪漫
的緋紅顏色，令人陶醉萬分。

提到花卉，更不能漏掉全年度都能
賞花的「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除了具備自然的山林丘壑之美，在地
形氣候的有利因素下，園區也營造了
全年花開不斷的彩色花卉樂園。這裡

春天登場的除了山櫻花之外，更別錯
過洋溢浪漫歐洲風情的鬱金香，大約
在春節到元宵之間花況最美，總種植
量高達 10 萬株，五彩繽紛的花色、數
量都是全台之冠。杉林溪在春天的另
一個明星花卉就是牡丹花，每年 4、5
月間就是牡丹花的盛開季節，代表富
貴的牡丹百花齊放，看過的人都說不
虛此行。

除了特別栽種的花卉外，還有在農
田休耕期種植的景觀花海，不管是粉
桃白色交錯的波斯菊、一片金黃的油
菜花、向陽怒放的向日葵，行車間往往
就會不經意的出現在路邊田野。期待
您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來到南投這
個花招百出、花樣連連的花花世界，冬
春的美麗旅程就等您來「花縣」！

▲杉林溪有全臺最大的鬱金香花海。

▲南投的梅花每年都能吸引大批遊客。

民小百科縣

▲埔里的玫瑰花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

譽榜榮
 ●南投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陳筠方，提供在地
「全人整合癌症治療」，讓南投地區的病患不
必奔波到外縣市接受抗癌治療，榮獲今年衛福
部第 4 屆優良醫師獎。

 ●縣立旭光高中，八年來推動「餵飯天使」，安排
高中部的一般生為國中部的特教生餵飯或陪
伴參與社團，用愛讓校園無「礙」，今年獲全
國生命教育特色學校獎。

 ●南投縣林詠鉦、莊雅晴，以不到 18 歲的年紀
跨組成年組，在波蘭 WDSF 國際公開賽拿下
成年新星拉丁舞銀牌，是台灣選手首度在波蘭
WDSF 比賽拿到銀牌。

 ●今年度全國中正盃曲棍球錦標賽在竹山高中
開打，竹山高中男子代表隊勇奪冠軍，為地主
留下金盃，已連續兩年稱霸；女子代表隊得到
季軍，雙喜臨門。

南投藝術家共襄盛舉  義賣挹注文化基金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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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JIBANANA
集元果觀光工廠

金蕉條  
1罐 /40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