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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透視鏡

南投縣長選舉 11月 24日舉行投
票，林明溱拿下 19萬 5385票，

洪國浩得到 9萬 7460票，兩人相差
9萬 7千多票。林明溱高票當選，
成功連任，並發表當選感言，強調

未來會更努力，為南投拚經濟。

開票勝負揭曉，林明溱感謝鄉親

的肯定，感謝縣議會的支持，也感

謝縣府團隊的努力，並認為選舉結

果是「南投人勝利了 !」
林明溱勝選原因，主要是深耕基

層，展現勤政親民作風，施政滿意

度勝過中部其他縣市長，百里侯之

戰，成功擄獲民心。

對於未來四年，林明溱表示，路

遙知馬力，「我們的袖子將捲得更

高」，路也將走得更遠，有關南投

老人福利、年輕人就業等問題，他

會更用心。

縣府開發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

埔里福興溫泉、埔里微型園區、

南投旺來園區、竹山竹藝園區等建

設，未來四年也將展現成果，並增

加三千多個就業機會。

縣府安排 12月 25日舉辦縣長就
職活動，「拚經濟、拚觀光、有福

利」也將是林明溱未來四年努力的

重點。

如何申請敬老愛心卡

斥資 1 億 2 千多萬  旭光高中科學館落成

敬老卡搭國光客運  12 月 1 日起上路

斥資 1億 2千多萬元，縣立旭光高中
科學館於 11月 8日舉行落成典禮，

成為科學教育發展重點學校，縣長林明

溱期盼科學館落成後，能提升南投科學

研究風氣。

新建完成的科學館共分 6層樓，1樓為
科學常態展區與多功能教室，2樓設為
演講廳，3、4樓設有化學、物理、地科、
生物等實驗室，5樓為星象教室，6樓則
是天文台，貴賓在落成儀式後進入環景

教室，透過 360度圓頂螢幕，有如身歷
其境般的欣賞星象介紹影片。

林明溱表示，科學館工程總經費約 1
億 2千萬元，硬體經費 8,864萬元，其中

國教署補助七成 6,204萬元、縣府自籌配
合款三成 2,660萬元；內部設備部分，亦
順利向中央爭取總經費 3,250萬元，其中
國教署補助 2,275萬元、縣府自籌配合款
975萬元，用以購置實驗器材、數位星象
儀、天文台等設備。

旭光高中設有國中部及高中部，為縣

內第一所完全中學，為讓學生在 12年國
教課綱具備科技資訊素養能力，在各界

爭取下，開始籌設科學館興建，歷時 2
年多時間，終於落成啟用。

南投敬老愛心卡更好用了。每個

月有一千元可以免費搭公車的

敬老卡，12月 1日起，可以坐國光
客運到台北、基隆。只要到南投、

中興、草屯、埔里四個國光營運據

點刷卡扣值，完成劃位，便可北上

訪友、探親。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縣民及議員反

應，希望國光客運納入老人暨身心障

礙者免費乘車補助，以利北上觀光及

探親，縣長林明溱重視老人福利，請

社會及勞動處和客運業者協調，讓敬

老卡更好用。

陳正昇說，經過協調，12月 1日起，
國光客運「埔里 -臺北」、「南投 -臺北」、
「南投 -基隆」、「日月潭 -台北」等 4
條國道客運路線，將納入敬老愛心卡

刷卡使用範圍，預估一年約需增加經

費 1,200萬元。
國光客運公司南投站副站長趙淑

美提醒搭車到台北、基隆的長輩，記

得先帶敬老卡到南投、中興、草屯、埔

里四個營運據點，先刷卡扣值，辦理

劃位。

拿下 19 萬 5 千多票 林明溱縣長連任成功

設籍南投縣年

滿六十五歲

以上，或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 /身心障
礙證明者，可以提

出申請。

記得攜帶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身心

障礙手冊，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須攜

帶正本供查驗），

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二張、印章等証件，至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公所，辦理電子票證申請。

為讓民眾及時享有老人乘車補助，縣府提供便民措施，民眾於年滿

65歲前一個月就可到公所提出申請，並於年滿 65歲當天或以後到公所
領取。

縣府表示，為推動老人福利，縣

府自 98年 3月 1日起老人乘車補
助改行採用電子 IC卡，104年 3月
1日起一律調增至每月儲值 1,000
元整，以建置更完善公平的服務機

制，合約客運業者路線含括中彰投

三縣市：南投、彰化、員林、全航、

豐原、總達、豐榮、台中、仁友、

臺西及杉林溪客運，總計 11家客
運公司，全縣各客運路線 (省道客
運 )均已納入服務。
另為擴大服務，104年 7月開放

台中客運 6188竹山 -台中路線 (國
道客運 )；105年 12月 1日起另新
增統聯客運 1657南投 -高鐵台中站
路線（國道客運）；106年新增台
西客運「7138斗六 -林內 -竹山 -
國道 3號 -臺中朝馬」國道客運路
線，使本縣合約客運擴充至 12家
業者。

國光客運經過刷卡軟硬體設備建

制完成後加入，與本府合約之客運

業者增加至 13家，服務再升級，
本縣縣民北上搭乘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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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更多平權，性別不再歧視。

南投縣第一所開放學校與社區共用

的圖書館，11月 15日在草屯國小
正式啟用。縣府祕書長洪瑞智表示，縣

府已爭取到前瞻計畫約 1億元經費，未
來 3年內將在各校圖書館打造 50個社
區共讀站，推廣親子閱讀與資源共享。

洪瑞智說，前瞻計畫學校社區共讀

站，草屯國小跑第一，年底前縣府將會

陸續完成 20所學校圖書館的改建，3年
內將會達到 50所社區共讀站的目標。
全新改造的社區共讀站，除了可吸引

孩子提高看書興趣，培養閱讀與人文素

養，也將開放提供社區民眾與家長就近

利用學校圖書館，增加親子共讀的機

會，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歡迎大家多

加利用。

草屯國小校長陳文燦表示，整建後的

圖書館色彩豐富明亮，環境舒適，並規

劃有高互動性的服務區、查索區及借還

書區，並依服務對象需求的不同，設有

低中高年級以及成人的閱讀區，館內也

鋪設木地板活動區，也配置投影機、電

腦等資訊設備，可以充分滿足師生電子

書、遠距教學、說書、聊書的多元學習

活動。未來也會視使用狀況研議開放寒

暑假期間及圖書借閱等服務措施。

全縣第一所社區共讀圖書館 草屯國小啟用

泡湯是冬天一大享受 , 2018 南投溫
泉季正在展開，埔里溫泉、北港

溪溫泉、東埔溫泉輪番辦活動，還有

地方美食上場，縣府推廣在地好味道。

為了行銷南投溫泉季，縣府請來超

人氣網紅深入三大溫泉區，進行特色

景點與美食記錄，歡迎各界體驗南投

溫泉輕旅行。

埔里溫泉區 ，今年活動主題「i慢
玩 -埔里溫泉知性之旅」天泉溫泉會
館，號召旅客體驗碳酸氫鈉湯泉，品

嚐特產佳餚，DIY創意紙類藝術，好
吃又好玩。

12月 1日東埔溫泉區舉辦火把浴衣
踩街活動，參加遊客獲得免費浴衣，

持火把在冬夜漫步，欣賞布農族八部

合音，東埔溫泉區有另一種原民風情。

北港溪溫泉區活動，12月 2 日 在泰
雅渡假村登場，當日開放民眾免費入

園，體驗溫泉， 現場展示在地農產品、
及國姓咖啡 、供民眾參觀品嘗 。
縣府表示，今年南投溫泉季，各家

溫泉業者推出泡湯與食宿優惠，追蹤

臉書粉絲專頁直播活動 ，與小編互動
留言，標註兩位好友分享，還有機會

抽獎。獎品包括雀巢咖啡機 、 20吋
摺疊車 、 4D肩頸按摩器 、LG虛擬
實境眼鏡及知名溫泉住宿券等獎品。

活動詳情見官網 http://www.rs-event.com.
tw/20181NTHS/ 或搜尋 「 樂 旅 南投 」
臉書粉絲團。

慶祝移民節，縣府 11月 10日舉辦
「2018新住民愛戀－美麗新南

投」活動，有印尼歌、越南歌、泰國

舞表演，新住民茶藝，還有異國美食，

十分熱鬧。

縣府舉辦移民節活動，表現對新住

民的關心，新住民朋友如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向縣府反應，便於協助解決。

  這次移民節慶祝活動有新住民第二
代 NTT樂團表演民歌演唱菊花台、甜
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印尼文歌曲

及越南文歌曲、張中立青少年排笛合

奏夢田、望春風、能看見海的街道 (卡
通「魔女宅急便」主題曲 )、扇子舞表
演煙花三月及泰國舞等。

  另各單位也都踴躍設攤宣導，總數
多達 22個以上，還有 20個以上民間
團體設攤發表成果，內容有人口政策

宣導、反毒宣導、柿子包教導製作、

新住民茶藝、貓頭鷹吊飾、幸福咖啡、

客家麻糬製作、打包帶編織、盆栽組

裝等。

  美食也是這次活動特色，包括香菇
炒麵、香菇炒米粉、香菇滷肉飯、三

明治製作、異國美食、哥斯大黎加雞

肉飯、台式美食小黃瓜製作等及其他

DIY等現場學習。

自行車節 悠遊日月潭
全球最美自行車道，名不虛傳！

2018 臺灣自行車節，日月潭
Come!Bikeday自行車嘉年華，11月
18日展開環潭活動，30公里挑戰、10
公里消遙遊，吸引國內外1千 4百名騎
士參加。

副縣長陳正昇代表縣長林明溱，歡

迎參與活動的騎士。他說，日月潭風光

明媚，是最好的自行車活動地點。

環潭 30km挑戰活動，奔馳在環潭

公路上，沿途可以走訪日月潭宗教廟宇、

了解原民文化及自然生態，十分愜意。

環潭挑戰組車友出發後，10km自行
車道逍遙遊也隨後登場！很多家庭報名

10km自行車道逍遙遊，騎士從向山遊
客中心出發沿湖畔向山自行車道往北

騎行，時而林間小徑、時而水上棧道，

騎在全球最美自行車道，讓人覺得心

曠神怡。

值得一提的是，埔里溪南國小 60多

位同學，也到日月潭騎腳踏車，進行「單

車少年禮」，不但認識家鄉環境，也參

與國際性活動。

移民節辦活動 縣府關心新住民

南投溫泉季 三大溫泉區
熱 騰 騰

草屯新厝社區發展協會，善用資

源，將環保金爐冷卻水集中，

當「泡腳池」使用，泡過的水還可以

澆灌花草，環保又創新。

縣府今年共補助 24個社區單位，投
入僱工購料共 548萬元，每個社區補
助 5到 40萬元不等，用於社區空間改
善，11月 9日在新厝里舉辦輔導計畫
成果展，草屯新厝社區發展協會打造

「環保福安泡腳池」很受人注意。

新厝社區福德廟，配合環保政策，

將環保金爐冷卻水引至儲水箱，再透

過熱水管線引流至「環保福安泡腳

池」，並打造「環保福安泡腳池」，

供香客泡腳。開放泡腳時間是每月初

一、初二、十五、十六，上午 9時至
11時、下午 15時至 17時，讓金爐冷
卻水做到最大化的運用。

縣長林明溱表示，新厝社區的想法

很創新，「環保福安泡腳池」，泡起

來溫度適中又舒服，堪稱是社區中的

典範。

香爐冷卻水變泡腳池
新厝社區有創意

國際身心障礙日活動 逾千人參加
縣府於 11月 10日在南投會

展中心舉辦  國際身心障

礙者日暨公益彩券宣導活動」，主

題園遊會、闖關遊戲、才藝表演

競賽、各式美食攤位，吸引超過千

位民眾參加。

活動中並表揚超額進用身心障

礙的單位，包括中衛科技等 12單
位獲得肯定，縣長林明溱及社會

及勞動處長林俊梧到場頒獎。

縣府重視身心障礙福利，結合

民間資源，推出福利措施，自 104

年起，身心障礙者免費乘車補助

額度從每月 300元大幅調整為每
月1,000元，而且今年12月1日起，
將再增加國光號從南投到台北、

基隆，以及埔里到台北、日月潭到

台北等路線，方便民眾北上。

 這次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暨公
益彩券宣導活動」，以園遊會方

式呈現，還有公益彩券相關業務

宣導與優良從業人員頒獎、身心

障礙團體競賽、風車彩繪活動等。



鄉里故事集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二 

縣府建置九九峰生

態藝術園區，綻

露曙光。縣長林明溱 11
月 9日表示，九九峰生
態藝術園區辦理 BOT，
經過二次公告，已有業

者向縣府提案，並通過

資格審查，這是地方的

好消息。

縣長林明溱表示，

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

建置案，已經跨出重要

一步。縣府依據促參法

規定，公開徵求民間參

與，民間業者也在 10
月 30 日參與投標，並
通過資格審查。第二階

段還有公開徵求投資

程序，全案如果順利進

行，最快明年底可以簽

約，並進入履約期。

　林明溱指出，九九

峰生態藝術園區，將影

響草屯及國姓週邊發

展，縣府這幾年努力

排除困難，辦妥程序、

辦理招商。 
九九峰生態藝術園

區，近 30公頃的土地，
將採低密度開發，並

設置主題館、植物園、

生態園區及露營區等，

以營造生態為主題，透

過生態教育結合觀光

發展，形成特有生態旅

遊勝地，尤其草屯工藝

智慧園區、經濟部鳥嘴

潭人工湖、國姓鄉北港

溪溫泉及埔里虎頭山

風景區等景點都在附

近，形成烏溪觀光旅遊

走廊，每年可帶來可觀

的觀光效益。

★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移民節辦活動 縣府關心新住民

「民眾有問題，不會求助無門 !」3
年多前，縣府恢復縣民時間，接

受民眾陳情，縣長林明溱帶著各局處

公務員深入各鄉鎮，當場解決民眾疑

難雜症，縣政府變成移動辦公室，即

時處理民眾問題。

縣民時間，不是林明溱首創，但服

務縣民更深入。一群穿著南投縣政府

背心的縣府公務員，出現在各鄉鎮，

列隊等候民眾上門，幾張桌子、椅子

一擺，如醫生看診叫號，陳情民眾向

縣府首長說明問題，各局處官員也在

旁協助，如同醫生看病一樣，一點都

不誇張。  

三年多來，縣府各局處人員到處跑，

縣民時間到各鄉鎮巡迴好幾趟，縣府

人員在南投縣四處移動，也到處辦公。

林縣長表示，「偏遠地區縣民到縣政

府反映問題，一趟要好幾個小時，太

辛苦了，寧可縣長、官員辛苦一點，

直接下鄉，能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民眾反映的問題，可能是馬路不平、
水溝不通、或電燈不亮等雞毛蒜皮的

事，過去透過村里長一層層反映，不

一定有答案。縣府縣民時間一登場，

縣長來了、鄉鎮市長、地方民代也到

場，「會移動的縣政府」民眾陳情馬

上辦，並列管追蹤，完成才會結案。

草屯九九峰，在時光隧道中有很

多稱呼，九十九尖、九十九峰、

焰峰、火燄山、炎峰、火炎山、火山，

同樣的山脈，有很多歷史名字。

九九峰山形特殊，留下不少故事。

79年規劃為國家藝術村預定地，為
了地方發展，縣府當年將土地賣給

中央，只是文建會後來將相關建設

經費分散到各縣市，加上文建會變

成文化部，國家藝術村只聞樓梯響。 
國家藝術村，中央推不動，地方

不能等，縣府動用 1億 8百萬元，取
回賣給中央的土地，並透過 BOT，
辦理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開發計畫。

縣民時間  打破陳情萬重山

民眾想透過縣民時間反映問題，有不

同管道可以申請。一是打電話預約、

現場也可以直接受理。縣民時間預約電

話：2222000。傳真：2236453
縣民時間舉辦原則，每月第 2週
星期五在縣府一樓大廳舉行；第

4週星期五巡迴各鄉鎮輪次舉
辦，如遇到議會定期會、臨時會或國定假日則暫停。

縣民時間可以預約

國姓鄉長豐村投 81線東福橋終於完工通車了！地方耆老
高興的走上新橋，村民們興高采烈的說，以後回家的

路更安全了。

國姓鄉長豐村投 81線東福橋改建工程順利完工，11月 7
日舉行通車典禮，縣長林明溱和地方人士一起剪綵，儀式簡

單隆重。

「安全是鄉親最基本的通行需求，完善道路橋樑是政府的

責任」。林明溱表示，長豐村投 81線的東福橋年久失修，
橋齡超過 30、40年，相當老舊，在地方人士反映下今年 7
月順利開工，11月 2便日完工，新的橋樑寬度增加 1公尺，
通行更方便，鄉親出入更安全。

東福橋位於投 814線（舊投 97線）1K+980公尺處，過去
老舊且損壞，為了解決問題，縣府今年 7月 16日開工改建，
並於 11月 2日完工。新的橋梁寬 6公尺，通行斷面可達 5.3

公尺，兩側加設 12.3公尺欄杆，橋中心線起向兩側延伸鋪設
AC路面共 40公尺，總工程經費 4,300,000元。

國姓鄉東福橋改建通車了 ! 長豐村民樂透

縣府建置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依

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46條規定，由縣府提供土地，徵求
民間規劃構想。

第一次於 106年 12月 26日至 107年
2月 23日間辦理政策公告。期間雖有
廠商多次詢問，但無人申請遞件。

 經市場調查並檢討、修訂計畫內容
後，107年 9月 3日進行第二次公告，
最後終於在 107年 11月 1日公告截止
前接獲民間申請提案 1件，為縣府公
共建設計畫啟動新的階段。

依據促參法相關規定，最優申請人

的產生須經歷二個階段，即第一階段

初審作業及第二階

段甄審作業。第一

階段包括申請文件資格審查、政策需

求評估、辦理公聽會及初審等程序，

提案若符合縣府政策需求，並通過初

審，則獲選為「最優提案人」。

第二階段甄審，由縣府通知原申請

人及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依甄

審公告內容要求參與申請文件資格審

查、甄審會綜合評審等行政程序，經

甄審機制選出「最優申請人」後，再

與縣府進行後續議約及簽約。

目前第一階段申請文件資格審查，

已經過關，後續將針對申請提案進行

政策需求評估，預計年底完成第一階

段初審，並進入甄審作業 ；第二階段
之公開徵求其他申請人作業預定於 108
年 5月辦理，7月底完成甄審，選出最
優申請人。縣府後續將與最優申請人

進行議約，最快在 108年 12月完成簽
約。

九九峰招商   二階段闖關

九九峰建置園區 
露出曙光

九九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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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清楚看 吃得安心又健康。

挑戰度最高的南投信義鄉雙龍景觀吊橋，

預計明年完工，地方將多一處有看頭的

新景點。

雙龍景觀吊橋跨距三百四十五公尺，深

逾一百公尺，吊橋橫跨在開闊山谷中，氣

勢雄偉，加上雙龍瀑布景觀，這處少為人

知的秘境，將正式公開。

 雙龍景觀吊橋，沿著原有的水管橋興
建，兩端銜接公所興建的天時步道，成為

信義環狀遊憩景點。

根據資料，信義公所的依希岸天時步道，

分成 A線及 B線，全長約 1054公尺，有
3300個階梯，銜接舊步道約 403公尺，通
往雙龍瀑布。

最後火車站－車埕好好玩！

位於水里鄉的車埕火車站為集集線鐵路

的終點站，因此有著「最後火車站」的稱

號，遊客到此除了鐵道、火車之外，當地

曾經風光一時的伐木運輸、水力發電也很

有特色，並稱為車埕三大產業文化。

鐵道運輸串連起車埕的幾度繁華，也是

一般遊客來到車埕最先體驗的項目，這裡

保留了相當寬廣的鐵軌鋪設區，並且停放

了車頭、車廂，總是吸引著大小朋友在此

盡情拍照漫步，還會不約而同的踩上鐵軌

平舉雙手走一段。鐵軌區旁還可以看到過

去用於火車的加煤平台、加水塔，以檜木

搭建的車埕站造型樸素典雅，是原車

站在 921地震毀損後重建的建築，也是
遊客拍照打卡的首選。

車埕木業展示館仿造當年木材處理

廠格局興建，還模擬了昔日鋸木作業的

生產線實況，館內則有縮小比例設備

模型以及特色商品展售區。順著木製

的階梯串連至林班道商圈逛一圈，可

以發現許多商品相當特別的精緻小店，

走廊上的長串舖子交易熱絡，還可以

欣賞木雕藝術、體驗木工 DIY、品嚐木
桶便當，連國內知名的文創休閒業「森

林島嶼」、「紙箱王」也都在此設點，

搭乘紙製小火車的過程非常有趣，很

受遊客喜愛。過去用於木業的貯木池、

天車已經轉型打造為生態景觀池，繞著

池子走一圈大概只需十來分鐘，波光

粼粼、鴨群悠游的畫面頗為愜意，隆冬時

節池畔的楓香樹與落羽松染上一片紅妝，

倒映在綠意盎然的池面更是迷人！

位於車埕的水力發電廠有兩座，「明潭

發電廠」就位於從車埕站山凹處的上方，

另一座「大觀發電廠」距離車站約 5公里，
部分廠區也開放給遊客免費參觀，整體景

觀打理布置得很像是一處休憩公園，而取

水壓力管、發電機組、變壓輸電等設備也

頗為令人驚嘆。

來到水里當然要品嚐一下梅子的滋味，

車埕站周邊與車埕老街都有很多特產專賣

店，展售各種梅製品、梅子創意料理都讓

遊客們食指大動。水里真梅館、車埕休閒

酒莊的商品種類齊全、包裝精美，都是您

採購優質農特產、伴手禮的好地方！

▲大觀發電廠園區內，用廢棄電力設備打造的裝置藝術。
▲林班道商圈內的店鋪琳瑯滿目

▲天氣漸涼，車埕生態池旁的楓香樹也慢慢轉紅。

鐵道、木業、發電廠，還有梅子香！

培育青年戲秀   
李靜芳師生聯演

信義鄉雙龍景觀吊橋  明 年 完 工

▲鐵道是車埕發展幾番起落的關鍵 ▲木業展示館入口

▲過去用來掉掛原木的天車

「傳承不能等！」李靜芳歌仔戲團 11
月 18日在南投縣竹山紫南宮，演

出宿世情緣戲碼，吸引多民眾觀賞。

連續 4年榮獲南投縣傑出演藝團
隊的李靜芳歌仔戲團，推動「青年

戲秀—種子培育計畫」，召集有志

於鑽研歌仔戲前後場藝術的年輕學

子們，學習歌仔戲，並透過《宿世

情緣》師生聯演，展現學習成果。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歌仔戲是
傳統，傳統也可以創新，李靜芳老

師不但在學校授課，更不斷培訓新

人，希望把歌仔戲傳下去。縣府支

持傳承，更盼民眾參與和支持，壯

大歌仔戲的市場。

  紫南宮主委莊秋安表示 ，李靜

芳歌仔戲團是教授級的演藝團隊，

看戲的民眾很有福氣，紫南宮土地

公、土地婆一定會保庇。

   李靜芳表示，中部正面臨歌仔
戲人才斷層，因著傳承迫在眉睫的

憂心與熱忱，促使劇團催生此計

畫，「感謝南投縣政府對於演藝團

隊的支持與培力，給予劇團大力協

助，共同推動歌仔戲文化傳承培育

與教育紮根」。

李靜芳表示，「人才培育不易，

希望大家能來為年輕人支持鼓

勵」，劇團將會持續努力成長、深

耕南投，培養年輕人才，為中部歌

仔戲文化永續發展盡一分心力。

南投縣文學 26年灌溉耕
耘，今年發表文學家作

品集突破百冊，達 103冊，為

全國縣級圖書館之佼佼者，

帶動了南投縣文學風氣蓬勃

發展。

文化局長林榮森表示，

該局出版文學家作品集迄

今已 26年，從新詩、散文、
小說、古典詩詞、報導文

學及兒童文學等，歷年選

拔文學作家，不乏頗負盛

名的文學泰斗。 
  文化局表示，南投文

學新書從 82年開始徵集發
表，南投縣文學資料館也

於民國 96年由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成立，是我國第一

個縣市級文學館，多年來

辦理各項文學推廣活動，

並賡續出版文學書籍。歷

經春華秋實，107年度累結
4冊新書問世，每本皆是本
縣作家費心耗神、嘔心瀝

血之作。

  107年文學新書發表會，
11月 17日在文化局圖書館
舉行，這次發表新書「南

投縣文學家作品集」第 24
輯，計有林廣《透明 -流動
的永恆》、胡坤仲《銀光

閃閃的歲月》、蔡澤民《我

的踢踢踢》以及林柏維《水

沙連》。

文學新書發表 破百  南投文學新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