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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前瞻建設 南投逾 35 億補助
新聞透視鏡

去年縣府向中央爭取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貓羅溪畔規劃「城鄉

建設－城鎮之心」，獲中央核定補助

3億元，地方配合款 5,300萬元，南
投及中興將打造多樣化機能系統，並

以生態為基底的綠廊藍帶生活空間。

「城鎮之心」計畫，將縫合貓羅溪

兩岸的中興與南投，結合會展中心、

棒球場、貓羅溪水岸、沙雕藝術園區

等周邊空間，建構具多樣化機能的生

活空間。

縣府表示，這項計畫也將結合 3號
國道橋下空間，規劃設置交通攔截

帶，提供運具及提供足夠活動機能等

相關設施，另將透過市區公園設施及

區域排水空間之改善，規劃設置汙水

截水帶，以翻轉原屬後巷或背向的市

區藍帶，並廣植植栽等，提升休憩生

活品質。

該案規劃設計監造已經完成評選，

預訂於 107年 12月底前完成工程發
包作業，並盡快完成後續事宜。

總經費達 7.54億元的手工藝智慧產業
園區開發案，在縣府爭取前瞻計畫

後，中央同意補助 5.27億元、縣府自籌
2.26億元辦理。草屯鎮立游泳池後方 20
公頃縣有土地，不但將變成產業園區，也

將設置運動公園，朝多目標使用。

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毗鄰臺灣工藝研

究發展中心，計畫朝工藝創作、工藝設計、

生產、推動藝術教育，朝國際工藝科技聚

落前進，並鼓勵食品加工業和文化創意結

合，建構上下游合作，一貫作業的廠商，

相關服務業也可以投資進駐。

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 20公頃，將設置公
園、綠地、開放空間廣場、休閒服務專區。

其中，產業用地佔 12公頃，未來可帶動草
屯鎮工商業及觀光發展。

集集綠色隧道是知名觀

光景點，縣府向中央

爭取 3千 2百萬元前瞻計
畫，提升道路品質，景觀及

綠美化，預計 107年底完
工。縣長林明溱表示，希望

透過道路與環境整理，重現

綠色隧道人潮如織的繁華，

對於集集道路養護，縣府也

已爭取到中央補助。

縣府規劃在綠色隧道 0K
至 4K辦理道路品質提升工
作，包括鋪平道路、擋土及

排水工程、裝設號誌桿、灌

木植裁等。

另外，集集大園巷、大石
巷、田寮巷道路養護 1千
500萬元；八張街共同管溝
及休憩廣場綠化 5千 2百萬
元；武昌宮廟埕社區廣場無

障礙空間改善3千2百萬元；
隘寮活動中心增建 450萬
元等，已經得到前瞻計畫支

持。

為了發展集集觀光，體育

署也已經核定 3千萬元，用
於綠色隧道及環鎮營造友善

自行車道建設，縣府爭取集

集建設，著墨不少。

貓羅溪畔「城鎮之心」
獲 3 億元補助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影響各地發

展。縣府近年來積極向中央提

列計畫，並已爭取超過 35億元補助，
加上縣府自籌配合款，南投各項建設

將逐年推進。

根據統計，過去二年來，縣府向各

部會爭取前瞻建設，計有 113個計畫
獲得中央補助，其中以工務處最多，

達 16億 4千多萬元、其次是建設處
的 7億 8千多萬元、社會及勞動處有
1億 9千多萬元、教育處約 1億 8千

多萬元等等。

縣府計畫處長蕭文呈說，中央前瞻

計畫執行，地方需要部分配合款，縣

府考慮財政負擔能力，以務實的態度

處理，並針對地方需要，向中央爭取

經費，小從道路巷道工程改善、長照

中心修繕，大到產業園區開發，已

經獲得中央同意補助，並陸續發包施

工，縣府未來也將持續爭取補助，建

設地方。

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目

標在於打造未來30年國家基礎建設，
未來四年將編列 4千 2百億元辦理，
對於縣市來說，至為重要，因為中

央計畫內容涵蓋面很廣，包括建構安

全便捷的軌道建設、因應氣候變遷的

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

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加強

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化友

善育兒空間建設、食品安全建設，以

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等等。

綠色隧道、道路養護

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  列入前瞻計畫

縣府爭取前瞻計畫整治

力行產業道路，8月
3日在仁愛鄉華崗活動中
心舉行開工典禮，林明溱

縣長到場聽取簡報並為工

程祈福，希望施工順利，

未來提供鄉親更平坦路面

行駛。

力行產業道路被喻為

「全台最難搞的路」，但

這幾年縣府克服困難，不

但改善交通路況，更透過

前瞻計畫，希望提升道路

品質。

力行產業道路前瞻計畫

工程，從 0K至 14K+400 
(華崗至翠巒 )，工程單位
將分 9大工區進行道路修
繕，總經費為 3,498萬餘
元，預計今年 11月中完成
工程施作。

力行產業道 路
前瞻計畫工程開工

信
義
台
21
線
至
東
埔

3
千
萬
元
提
升
道
路
品
質

集集有譜

為改善信義鄉台 21線往
東埔溫泉交通，縣府向

中央爭取到前瞻計畫 3,066
萬元，加上縣府支出地方配

合款 584萬元，將帶給地方
居民及觀光客更好的用路品

質。

縣長林明溱日前往信義會

勘，並由縣府工務處簡報工

程計畫。

林 明 溱 示， 台 21 線 提
升道路品質工程從投 95
線 0K+000 和 社 橋 起 至

4K+600，內容包括路平工程
4.6公里、孔蓋下地 16座、
側溝清淤及溝壁加高 600公
尺、號誌桿 3座、管線附掛
250公尺、護欄改善 550公
尺，並將增設藝術路燈、避

車道等，以美化道路景觀、

提高行車安全。

重要的是，東埔溫泉區雜

亂的水管也計畫一併整理，

讓溫泉區景觀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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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返鄉，投入農業，土地、技術、
行銷免煩惱！「南投好農堂」研

習營，為青農開啟一扇窗。
為鼓勵青年返鄉，提昇農業經營，縣

府自 106 年起和農會合作，開辦「南投
好農堂」研習營，培養農業生力軍。

林明溱縣長表示，農業青年回鄉，因
資格問題，無法順利申租國有地，縣府
為協助農民，開辦「南投好農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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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取得
申租資格，同時也解決過去農民上農業
訓練課程，需舟車勞頓遠赴台中、彰化
的農業改良場上課等問題，相關課程開
辦以來深獲好評，明年將繼續辦理。

南投好農堂課程，採因地制宜方式辦
理，以中寮鄉為例，好農堂課程，針對
大宗作物紅龍果、龍眼、香蕉及柳丁、
柑橘類等，教授栽培管理、施肥等專業
知識，對農民實務操作有很大的助益，
且學員完成 40 小時課程後，將可取得
研習時數證明書。

縣府為提昇農業經營、作物栽培管理
技術，發展南投縣在地特色的農產業，
鼓勵青年返鄉發展，今年結合草屯鎮、
竹山鎮、中寮鄉及水里鄉等 4 個農會合
作開辦相關研習課程，計有 299 名學
員，其中男性 236 名，占全員 78%，
女性則有 63 名，占全員 22%，縣府希
望能幫助到更多年輕農友。

南投好農堂 
為青農打開「一扇窗」

縣

長
的

話

薪水、工作、居住，年輕人的問題，
也是社會問題，如何返鄉打拚，在

南投故鄉闖出一片天地，政府還有努力
的空間，我希望舉辦青年座談，透過座
談找出問題，讓年輕人找到立足之地。

受景氣影響，年輕人就業，薪資行情
很難讓人滿意。工作環境不理想，很多
年輕人選擇到都市發展，造成人口外移。
如何挽回年輕人的心，南投需要營造沃
土，年輕人才會想回來生根、落地。

最 近 幾 個案例，可以看出年
輕人的努力。埔里
妮 娜 巧 克 力 夢 想
城堡開張，讓人耳

目一新；縣長茶比
賽 得 主， 英 雄 出

少 年， 不 少
是青農；國

姓 養 鹿 事
業興盛，

已 經 看
到 新 一
代 繼 承

家業，為農業打拚。
以上的案例雖然都不一樣，但相同的

是，這些年輕人都想追求突破，他們不
願意被一個月 2 萬多元的薪水綁住，回
鄉追求自己。

年輕人回鄉打拚，其實很不容易，縣
府提供平台，舉辦就業博覽會，媒合就
業，希望增加待遇；開辦「南投好農堂」，
協助非農業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學習農
業知識，並順利取得土地，揮灑農業的
夢想。

另外，五大產業園區開發，包括福興
溫泉區開發、埔里微型園區、南投旺來
園區、草屯手工藝智慧產業園區及竹山
竹藝產業園區，也將增加就業機會；還
有中興新村活化利用後，也可望引進更
多年輕人到南投發展，縣府也計畫興建
青年住宅，留住更多年輕人，也讓南投
變年輕。

營造年輕人的新天地，需要用心灌溉、
增加肥料，才能變成沃土，欣見年輕人
在南投成家立業，希望每個人都擁有一
片天地。

南投縣長

興建青年住宅

關心青年返鄉

最快明年動工

縣府將辦座談

為解決住的問題，縣府計畫在南
投市文化路一千五百多坪縣

有地，興建 80 至 100 戶的青年住宅，
目前正辦理委外設計，最快明年動
工。

房價居高不下，買房居住大不易。
為解決居住問題，縣府配合中央辦
理租金補貼、購屋利息及修繕補貼
外，中長期計畫將興建青年住宅，增
加住宅供應。

福興溫泉區開發、埔里微型園區、
南投旺來園區、草屯手工藝智慧產
業園區及竹山竹藝產業園區，未來
將為地方帶來工作機會，並帶動地
方發展，為了讓民眾買得起房子，減

輕弱勢家庭負擔，興建青年住宅，將
從文化路縣有地開始做起，預計先
興建 80 至 100 戶並辦理出售，另有
藍田街社會住宅、主管宿舍青年好
宅，也將列為後續計畫。

縣府興建青年住宅，已經取得財
源，工程發包預計將投入 1 億 7 千
多萬元，目前正進行委託設計前置
作業外，有關購屋資格與要件，也將
訂定自治條例，並送請縣議會審查。

南投縣政府於 9月29日舉辦『青
年留鄉創業論壇』- 與縣長對

話活動，希望透過對談，營造經驗
交流平台，設法解決青年返鄉問題。

縣長林明溱表示，縣府召開青年
座談會，邀集青年面對面溝通，說出
創業需求和困難，由縣政府出面協
助解決困難，期望能讓更多年輕人

願意回家鄉服務，減緩人口老化及
出生率減少的問題。

林明溱表示，為了增加年輕人就
業機會，縣府除了陸續開辦職業訓
練課程、就業博覽會媒合工作機會、
開發各種小型產業園區增加就業機
會，並將興建便宜優質的青年住宅，
加上各種托嬰、育兒的社會福利服
務方案，就是希望能營造更好的生
活環境，年輕人願意回鄉，才能落
地生根。

這次座談會，特別邀請產、官、學
專家與現場民眾進行交流對話，共
同探討如何運用政府及相關資源
( 資金、技術、人脈 ) 創業，等議題，
透過與青年面對面溝通方式，說出
創業需求及困難，由縣府出面協助
解決困難，希望能營造更好的就業
環境，讓年輕人願意回鄉，落地生
根。

綠色隧道旁成立新的香

蕉集貨場，固定在星

期三收貨並舉辦農產品行

銷市集活動，林明溙縣長

支持集集成立新的農產展

售點，將由縣府觀光處協

助規劃，未來成為新的觀

光亮點，帶動綠色隧道的

昔日榮景。

林明溱表示，集集鎮這

幾年遊客人數減少，昔日

知名的綠色隧道也幾乎沒

落，地方有心經營再造榮

景，站在縣府的立場一定

會來協助，將這個展售點

做更完善的規畫設計，新

增友善的公共設施，營造

出更有特色的遊憩點，吸

引廠商及遊客進駐停留，

活絡商機。

隘寮里里長楊春進表

示，新設的農產展售點，

是地方人士經過多方努力

才建置完成，目前固定每

周三為香蕉集貨場，現場

並有小規模的農特產品展

售及咖啡餐車的進駐；未

來將朝著假日農夫市集的

方向來努力。

綠色隧道  新增農產市集

為加強服務青年朋友，縣府成立勞工及青年科，辦
理青年職訓及就業活動。配合長照政策，目前開

辦照顧服務員職訓班，今年度計畫招訓 420 人，為南
投培育長照生力軍。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表示，勞工及青年科配合長照政
策，不但委託人民團體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班，結訓
後還輔導考照，提供未來長照人力需求，也創造就業
機會。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今年度預定開 14 班，招訓 420
人，目前至少結訓 8 個班，219 人完成訓練，訓練單
位包括新媳婦關懷協會、基督教青年會、紅十字會南
投縣支會、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等 8 個
單位。

根據調查，完成照
顧服務員訓練後三個
月，就業率約有七成
以 上， 受 訓 學 員 對
從 事 長 照 工 作 意 願
也高。

長照服務員訓練   縣府輔導考照

如何參加長照服務員訓練
長照服務員訓練採甄選機制，訓練招生洽詢電話：縣府勞工及青年科 (049-2222106 轉1821 或 1822)

創造年輕人的未來 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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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行車要禮讓，行人優先放心上。

為解決生育問題，縣府多管齊下，
提高生育補助外，縣長林明溱也

決定興建托育中心，在鄉鎮開辦托育
服務，目前南投市托育中心、竹山（竹
山、鹿谷）托育中心正規劃、設計，
其他鄉鎮也會陸續展開，滿足民眾托
育需求。

為鼓勵生育，縣府自今年起調整生
育補助，第 1 胎補助 1 萬元、第 2 胎
1 萬 5 千元、第 3 胎補助 2 萬元、第 4

胎補助 5 萬元，第 5 胎以上補助 10 萬
元。

縣府於 105 年 4 月間在婦幼館成立
南投縣托育資源中心，提供 0~6 歲便
利、專業且整合性高的免費托育資源，
107 年於竹山鎮新設第二處的托育資源
中心，並將尋找合適公有建築，修繕
後開辦中小型托嬰中心，減輕家庭負
擔。

另外，南投市兒少多功能館，預計
109 年 1 月完成，並提供社區托育中
心使用。 

縣府說，為提供優質幼教服務，縣
府透過公私合作模式，逐年設立非營
利幼兒園，106 年於埔里大成國小成立
大成非營利幼兒園，107 年於南投市德
興國小成立德興非營利幼兒園，招收 2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4 班、106 名。

縣府增設托育中心 減輕家庭負擔

一條平安回家的路，是民眾心中
最期望的事情。縣府推動名間

鄉 139 乙線提升道路品質工程，並
爭取前瞻計畫，已獲中央同意補助，
將投入 4 千萬元辦理建設，最快明
年 4 月完工。

名間鄉 139 乙線工程，主要改善
路段，從參山風景區松柏嶺遊客中
心，到名間鄉 139 乙線與臺 3 線交
會處，全長約 6818 公尺，道路寬度
約 11.8~14.4 公尺，中央同意列入前
瞻計畫，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4

千萬元，進行工程建設。
這項工程將刨除破舊路面，減少

路面孔蓋，保障機車行駛，增進行
車舒適，並重新劃設標線等，道路
品質提升後，不但可以增進用路人
的安全，也可以帶動名間相關產業
發展。

名間鄉 139 乙線，道路沿線連結
特殊景觀、歷史建物、地方特色據
點，包括參山風景區松柏嶺遊客中
心、桂花森林及濁水火車站等。

類別 工程名稱 件數

縣市道路改善工程
縣道 139 乙線 2K-8K 沿線道路改善工程、
縣道 139 乙線 12K+710-12K+850 道路改善工程、
名間鄉豐柏路擴寬改善工程等

17

村里道路＆農路
改善工程

105 名間鄉新街村大埔巷道路橋樑工程、 
106 名間鄉中山村湳埔巷道路拓寬工程、 
106 名間鄉新街村新大巷 2K+800 處旁農路改善工程等

44

野溪 & 排水整治工程
大坑村南田子段 711 地號旁水路共構改善工程、
大坑村武東巷 1 號前野溪及擋土牆改善工程、 
田仔村北田子段 0874 地號旁水路共構改善工程等

19

補助活動中心相關
設施工程

田仔社區活動中心木箱鼓、   
廍下社區活動中心廁所修繕、   
錦梓社區活動中心水溝改善工程等

45

補助學校設備 & 修繕
工程

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52,350 田豐國小、 
104 年度老舊廁所整修工程 1,644 名間國小 
104 年度老舊廁所整修工程 1,044 中山國小等

19

◤ 縣府協助名間鄉建設小看板

巡看八卦山庄頭 林明溱：農路、野溪要改善

照顧長輩   長照到家服務

10 號道新建工程 便捷的替代道路「通樂」

縣長林明溱日前到名間鄉竹圍、三
崙村、松柏、埔中、赤水等地，

會勘 10 處巷道、農路、野溪及排水溝
改善工程，指示工務處儘速發包設計
改善，讓民眾通行更安全，農產運輸
更便利。

林明溱表示，名間鄉竹圍、三崙村、
松柏、埔中、赤水等 5 村位於八卦山
台地，許多農路兼具居民生活交通及
觀光功能，巷道更是與鄉親生活息息
相關，由於年久失修，龜裂、破損相

當嚴重，影響居民通行安全，且部分
聚落道路、巷道狹窄會車困難，排水
溝老舊又未加蓋，常造成意外事故，
都有改善必要，縣府會儘快施工，維
護民眾通行安全及運輸便利。

林明溱最近也到新街、崁腳、南雅
村、濁水村、新光
村等地會勘道路了
解地方排水問題。

他表示，名間地區
的野溪及排水支線，護
岸年久失修，原有土堤

或砌石護岸多已坍塌毀損，每逢雨季
溪水暴漲沖刷護岸，侵蝕農地或溢流
成災，確有安全疑慮，縣府會一一改
善，避免損害擴大。

「到宅提供身體照顧、
日常生活照顧及家事

服務。」配合中央長照 2.0

政策，縣府委託紅十字會
擔任長照 A 級單位，專案
執行長照計畫，從居家服

務、交通接送、送餐到小
規模多功能服務，照顧名
間鄉的長輩。

社會及勞動處科長張木
斌說，長照工作愈來愈重
要，名間鄉接受居家服務
人數約有 364 人，服務項
目從到宅提供身體照顧、
日常生活照顧及家事服務
都有，統計一年交通接送
人數約有 2500 人次，老人
送餐約 1140 人次；並在中

正村、萬丹村設有 c 級長
照據點。

仁愛之家在名間松山村
也有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包括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臨時住宿等，提供長照選
擇。

此外，田仔村、三崙村、
大庄村、新街村、萬丹村、
濁水村設有社區關懷照顧
據點，辦理老人健康促進、
社區關懷與訪視工作。

縣長林明溱擔任立委時爭取的名間鄉 10 號道
路新建工程，今年 5 月 1 日舉辦第一期通

車典禮，這條連接名松路 (139 乙線 ) 和彰南路 ( 台
3 線 ) 的新建道路，將可有效紓解名間國小周邊
的交通擁塞問題，讓地方有更便捷的替代道路。

林明溱表示，這條道路通車，假日塞車時將可
成為台 3 線的替代道路，平日也可成為地方民
眾進出的外環道，名間國小及國中學生上、下學
時，也不用在省道上與車爭道，可以安心的行走
這條新建道路，增加地方人車安全。

至於南段的第二期工程，經營建署初估工程經
費約需 1.3 億元，林明溱表示會全力支持，並會
籌措地方配合款的經費，早日讓這條道路全線通
車，提供地方鄉親更便捷安全的行車環境。

松柏嶺到台 3 線道路改善

前瞻 4 千萬元「過關」

（104 年至 106 年底）

▲南投市兒少多功能福利館工程即將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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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校園美如畫 南投學子好幸福

南投縣山水風光遠近馳名，擁有台
灣「觀光首都」美名，而南投之美不
只展現在旅遊勝地，許多學校也有令
人驚艷的校園美景，莘莘學子在這樣
的環境裡求學向上，真的好幸福！隨
著網路拍照打卡的分享，這些校園也
成了非常夯的熱門景點，提醒您前往
參觀前先詳查校園開放時間，並遵守
參觀規定，以免對學校環境造成困擾
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位於埔里山城的暨南國際大學是南
投縣最高教育殿堂，廣達 150 公頃的
校園內到處可以看到大片的草坪、樹
林，寬廣的空間內點綴各具特色的校
舍建築，隨著地形的坡度環繞排列，
再用綠樹夾道的道路串連相通，每一
個角落都很有文青氣息。每年初春櫻
花盛開之際是暨大最美的季節，緋紅
花影點綴著春色，讓每一個遊客都陶
醉沈迷！

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三育中學位於魚池鄉緊鄰台 21 線省
道的巷弄間，校園面積約 50 多公頃，
校舍建築卻不多，保留大面積的青翠
草坪、茂密校樹，偶然經過的學生穿
梭其間，構築一幅文青風十足的美麗
畫面。校門口一條百餘公尺的道路被
枝葉茂盛的樹木包覆著，形成有如綠
色隧道的夢幻場景，一旁的綠樹走道
也是打卡熱點；紅磚構造的教堂、木
造結構的行政中心也都是不能錯過的
美拍場景！

鹿谷鄉內湖國小

內湖國小擁有豐富獨特的校舍建築
與森林生態資源，不但吸引許多遊客
前來逛逛、拍拍照，還曾是多部偶像

劇的拍攝場景。內湖國小校園大量採
用原木興建校舍，與周邊的森林融合
並存，瀰漫著一股復古日式風情，還
規劃了生態區、森林小徑，在此散步
休憩、享受自然，就可以呆上好半天！

中寮鄉清水國小

清 水 國 小 是 921 大 地 震 後 重 建 的
特色校園之一，建築採半原木構造，
以鋼骨為結構、原木為外牆，構築溫
暖的莊園形式。搭配校內精心栽植的
生態景觀、鐘樓、白石子玩沙池、大
象溜滑梯……就像施展魔法一般，將
一個山村小學變成風光明媚的景觀園
區。

▲鹿谷鄉內湖國小

▲中寮鄉清水國小

▲私立三育高級中學

第三屆的「鏡看南投」微電影製
作比賽己經開始收件 ; 今年主

題是「活力南投」，第一名奬金五萬，
歡迎喜愛電影創作的朋友報名參
賽。

「鏡看南投」微電影製作比賽
「活力南投」，希望創作者能呈
現南投的故事 , 將南投的活力特色
融入影片中。

電影徵件比賽 , 收件時間至今年
11 月 30 日止 , 並將展開評比工作，
第一名獎金 5 萬元；第二名 3 萬元；
第三名 2 萬元。

有關第三屆鏡看南投微電影比
賽細節，可以上 Fb 臉書搜尋，或
上縣府網站參考詳細內容。

第三屆的「 鏡看南投 」十一月底前徵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溫潤原木 +盎然綠意，大學、中學、小學都很漂亮！

民眾申請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停
車位識別證，已由各鄉鎮 ( 市 ) 公所

及衛生所辦理發放作業。
縣府說，欲申請的民眾，可攜帶孕婦

健康手冊 ( 正本 ) 或兒童建康手冊 ( 正
本 )，( 以一本手冊核發一張停車位識別
證 )，至發放單位辦理。

縣府並表示，申請停車位識別證不限
戶籍地及居住地，可前往各鄉鎮 ( 市 ) 
發 放 單 位 或 其 他 縣 市 辦 理。( 受 理 時
間： 上 午 08：30~12：00； 下 午 13：
30~17：00)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10 月將在南
投播映韓國電影，韓方代表 7

月間到縣府拜會，並計畫在南投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播映，副縣長陳正
昇爭取在南投市加映一場，由於是
免費放映，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副代表朴起
準、行政組專員李仁鎬，日前到
縣府拜會，並表示 10 月 19 日到

21 日將到暨南大學免費播映五韓
國電影，包括「馬拉松小子」、
「我的麻煩老哥」、「那才是我
的世界」、「最後的禮物」、「世
上最美麗的離別」等。

這些電影以「家，我們所有人
的故事」為主軸，從 200 多部韓
國電影精選而出，保證觀眾看完
會感動；由於六都之外的民眾，

少有機會接觸韓國文化，這次韓
國電影選擇到南投播映，也希望
加強文化交流。

韓國電影，帶動文創產業，受
到注意。陳正昇認為，電影只在
暨南大學播放稍嫌可惜，他並爭
取也能在南投市播映，初步敲定
10 月 21 日在文化局演講廳播映。

加強文化交流 韓國電影免費看

孕婦停車識別證
公所及衛生所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