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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園區開發   四年內完成

花團錦簇迎新春   花卉嘉年華登場

青年住宅、托育中心 

新聞透視鏡

「人進來、貨出去」，南投要經濟。南投縣

長林明溱，連任後沒有假期，將在 12月底到
北京為南投拚經濟。南投拚經濟，將是未來

四年施政重心。

韓國瑜翻轉高雄後，強調接受 92共識，
成立兩岸工作小組，並說明「高雄市快速

列車一旦往前衝，是不會等人的。」

韓國瑜不等人，縣長林明溱早已等不

及，將率先衝出去。

林明溱說，兩岸互動，南投一直很緊密，

選舉結束後不到一星期，縣府協助農會將

農特產品銷售至大陸杭州，金額有 1,200
萬元以上；集集鎮興建泰順廊橋，其實是

浙江溫州市捐贈，廊橋建設，全台唯一，

將成為集集新景點，為地方帶來觀光商

機。

南投和大陸往來一直保有好關係，12月
底的北京行，林明溱希望達成幾個目的。

第一、爭取國台辦支持南投活動，並邀請

銅梁火龍等表演團體，再次參加明年二月

的南投燈會；第二、爭取更多陸客到南投

觀光旅遊機會，促進地方發展；第三、加

強農貿往來，改善生鮮蔬果通關手續。

林明溱表示，拚經濟不能等，中央政府

不交流，地方政府可以積極進行，南投縣

拚經濟，不會自我設限，各國的觀光客都

要爭取。讓百姓有錢賺，要讓經濟再起飛，

觀光再發展，未來才有希望，最重要的是

能夠讓老百姓能夠賺到錢，民眾對執政者

才有信心。

為創造青年就業機會，縣府積極規劃

五大園區，包括 4產業園區、1個
溫泉區，估計可提供 5,000個工作機會。
目前各園區都已陸續開發，未來四年，

將完成這些建設。

南投旺來產業園區開發案，目前最火

熱。14塊土地已售出 12塊，知名鳳梨酥
大廠微熱山丘、先麥食品等都將進駐。

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7塊土地
已售出 3塊，預計 108年中完工。埔里
福興溫泉區第一口溫泉鑿井工程順利鑿到

44度 C溫泉水，預計 108年 7月完工，
並將成為設施最完善的溫泉專區。

草屯手工藝智慧產業園區、竹山竹藝產

業園區，目前已發包園區申請設置相關作

業，預計 109年底完成園區開發，縣府
預估，草屯手工藝智慧產業園區開發案，

可為縣庫帶來可觀收益。

高房價、低薪，是年輕人的困境。

縣府規劃興建住宅，讓年輕人

安心，南投市文化路青年住宅已發

包規劃，預計明年動工、後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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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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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竹山鎮新設第二處的托

育資源中心，並開辦中小型托嬰中

心，減輕家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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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鎮前山國小非
營利幼兒園也於今年 10月正式開辦
招生。

人進來、貨出去

南投拚經濟

  勢在必行

南投花卉嘉年華，從 12月 8日起登
場，活動從「魅力森巴 FUN埔里」

熱情出發，賞花季節可以安排到明年 3
月。縣府貼心設立官網，供民眾查詢花

開情況，出遊賞花不落空，可以盡情遊

玩。

2018年南投卉嘉年華主題是「花的遊
樂園」，賞花活動結合地方特色，帶進旅

遊景點，便於安排埔里、東埔或北港溪泡

湯行程。縣府自 12月 16日起，也透過

官網進行即時花況服務，在家便能掌握特

色花區最新狀況及人潮，安排輕鬆賞花小

旅行。

  南投花卉嘉年華系列活動，首場是 12
月 8日的「魅力森巴 FUN埔里」，再來
是信義牛稠坑「踏雪尋梅」，「信義鄉聖

誕節」，還有清境跨年晚會。

　明年元月起，到三月底，日月潭文

武廟將舉辦「蘭鄉報歲，櫻紅迎春」活

動；仁愛鄉將舉辦「互新冬梅賞花季」、

鹿谷鄉有「櫻花冬荀季」、信義鄉的「草

坪頭櫻花季」、國姓鄉有「大腳Y路跑」；
三月間仁愛鄉另舉辦「原櫻小露露營活

動」。

  縣府說，活動期間在粉絲團上傳花況
情報，每週將選出最具價值的情報一則，

送出千元超商禮券，加入「樂旅南投」臉

書粉絲團參與遊戲並留言邀朋友到南投

賞花，有機會抽到平板電腦等獎品。

「2019 南投閃耀新年心」跨年
晚會，12 月 31 日晚上將在縣

立體育場登場，號稱全台最高的

跨年晚會，也將同時在清境舉辦，

還有溪頭妖怪村跨年，南投跨年

「三響砲」!縣府將和大家快樂迎
新年。

縣立體育場跨年，安排強力卡司

輪番接唱，張立東及知名電台 DJ
咖啡糖賢齡攜手擔任晚會主持人，

揪縣民們徹夜狂歡到凌晨，有「虹

谷樂團」、「飛暘樂團」及「李靜

枝舞蹈團隊」表演，年輕世代喜愛

的夕陽武士、三十萬年老虎鉗、麋

先生將和民眾同歡；知名歌手孫盛

希、陳思函、曾奕超、黃奕儒、與

台語天后向蕙玲輪番獻唱，最後由

新生代演歌雙棲的全能女神安心亞

擔綱壓軸倒數。

為了營造跨年氣氛，跨年晚會安

排摸彩，獎品有 50吋電視、冰箱、
3M空氣清淨機、SAMSUNG雙卡
智慧型手機、時尚藍牙音響、隨身

行動電源及 7-11商品卡等大獎，屆
時請鄉親參加。

縣府另外在清境舉辦跨年活動，

跨年倒數，南投主場與清境農場連

線，同步迎新年。溪頭妖怪村跨年

有魔術驚奇秀、搖滾樂團演唱、抽

獎及妖怪大樂透等。

跨 年   三  響   炮 
體育場、妖怪村、清境倒數迎新年

秀泰投資十億建影城 縣府：協助進行
秀泰集團今年 10月向南投縣政

府遞送投資意願書，計劃在

南投縣投資 10億元興建影城，可
 加一千人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

收，商場也會引進地方特色廠商及

國際知名商家參加經營。

秀泰集團在全台 7個縣市有影城
商場，南投並非台灣第一線城市，

之所以選定南投縣作為投資標的，

主要是林明溱縣長積極招商，提供

公有土地供選擇，秀泰願意將南投

列為投資標的。

  為提供秀泰投資選擇，縣府提
供六塊公有地供秀泰參考，包括草

屯手工藝智慧園區、南投市藍田街

宿舍、縣府主管宿舍群、舊議會大

樓、埔里市區的國有地、竹山桂林

段縣有地。

秀泰計畫到南投發展，縣府表示

歡迎，將協助業者早日進行，以後

民眾看電影、逛街、遊憩不一定要

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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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燈區介紹
2019南投燈會

★反黑、反毒、反霸凌  人身安全最可行。

2019 南投燈會計畫在明年 2 月 2 日
登場，適逢豬年，豬代表財富，南

投燈會主燈命名為「福嘟嘟」，縣府
用心規劃相關活動，讓燈會更有看頭。

邁入第四年的南投燈會，除了在南
投縣會展中心周邊布燈，埔里南安路
水上燈區也將亮燈，超過 20 個主題的
燈區，各有特色，展現花燈的風情萬
種。

依目前規劃，2019 南投燈會主燈區
仍在會展中心將設置主燈「福嘟嘟」、
入口意象「諸事順利門」、「福運祈
開燈區」、「城市交流燈區」、「嘟
嘟總動員燈區」、「企業贊助燈區」、
「春旅盛宴燈區」。

921 地震公園則設有藝傳新世代燈

區、藝起發光燈區、茶香花開燈區、
光毯花園燈區等。

沿著南投市貓羅溪布燈，是南投燈
會特色，結合南投國際沙雕園區全新
沙雕作品，貓羅溪畔的景觀花海，全
新完工的浪漫情人橋，燈會期間將展
現全新面貎，搭配光雕表演，活動和
往年有所不同。

埔里燈區規劃方面，將沿著南安路
及杷城大排，設置紙藝亮起來燈區、
彩蝶花舞燈區、水漾埔里燈區、胡桃
鉗士兵大道；中興大學實驗林設置原
力 POWER 燈區、團結都市燈區；包
括南安路路樹、陸橋橋面、慈恩街燈
廊，場域燈飾也將營造不同光環境，
將埔里打造成亮麗燈城。

2018 南投燈會，學生製作大大小
小的狗雕塑品，造成轟動。2019

年燈會推出「嘟嘟總動員燈區」，南
投縣國中、國小學生以豬年生肖為主
題，配合「福嘟嘟」主燈，創作豬燈
籠及豬造型的作品，勢必再掀起話
題。

為迎接 2019 南投燈會，展現花燈
藝術，縣府先後在漳和國小及南投國
中舉辦「花雕豬製作研習」，希望結
合地方產業特色，展現多元豐富的花

燈樣貌。 
   「花雕豬製作研習」，背後有一

段故事。副縣長陳正昇參加南投縣校
長 2018 年美術聯展，鑑賞漳和國小
范慶鐘校長的紙藝作品，讓他聯想紙
藝創作花燈，可以在
南投燈會展出。

在教育處規劃
下，南投國中及
漳和國小美術班
學 生， 創 作 101

隻獨具風格的紙藝花雕豬，南投燈會
也將提供展場，讓各界欣賞學生精緻
作品。

為了串連不同燈區，縣府在貓羅
溪興建浪漫情人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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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將在高灘地上
營造大片花海，白天賞花、晚上逛

燈區，各有不同風情。
  南投燈會期間，沙雕園區夜間活

動，規劃沙雕光影展出，透過五彩
繽紛的燈光投射，讓沙雕作品呈現
強烈視覺效果，夜間看沙雕展，將
成為南投燈會另一個亮點活動。

嘟嘟總動員燈區 大豬小豬聚財富  花海、沙雕迎新春

結合埔里出好水的美名，命名為水漾埔里，號
召埔里當地企業、宗教組織、民間單位共同投入，
於水面上設置主題燈座，各類主題花燈，將水上
燈會呈現如同一座水上城市，以各種造型及燈光
吸引眾人目光。

南投燈會利用 921 公園地形，將營造「花毯花
園燈區」，用大地即畫布概念，結合節能燈飾與
裝置藝術，打造大面積燈海。

光毯花園，是今年南投燈會主打特色燈區，以
南投產物及景點為元素，透過 LED 燈大量鋪設成
象，結合音樂節奏，展現。

南投寺廟聞名全台，中台禪寺、敦和宮、受天宮、
法相山、雷藏寺等等，四方信眾，向心力強。南投燈
會邀請宗教寺廟在福運祈開燈區布燈，供民眾祈福，
燈會展現宗教安定力量，面對新的一年也懷抱希望。

狗年興建的浪漫情人橋，豬年將以 12 星座風貌重
現燈會，吸引更多目光。

浪漫情人橋重新規劃，除了入口意象，橋上計畫設
計 12 星座，並用燈管點綴，新的造型希望炫彩奪目，
吸引遊客參觀。

水漾埔里燈區 浪漫夜景

光毯花園燈區 目不睱給

福運祈開燈區 展現宗教特色

浪漫情人橋   更有風情

2019 是豬年，南投燈會主燈「福嘟嘟 發大財」，以豬的生肖
為元素進行設計，「福嘟嘟」代表祥和圓融、財富聚集，希望
帶給民眾豐衣足食生活，平安順利。

連續兩年，南投燈會邀請大陸重慶
銅梁火龍表演，轟動全台，生鐵

熔化成鐵水，往空中澆出熾熱的火花，
舞龍在花火與煙霧中舞出狂放不羈的
火龍身影，視覺效果十足，令觀賞民
眾震撼不已。

2019 南投燈會，計畫邀請大陸及國
際各地城市表演團隊，於春節期間表
演，各界可以拭目以待。

燈會期間，主燈區舞台安排一連串
精彩節目。賞花燈、也可以欣賞

一流團隊演出，節目安排熱熱鬧鬧，絕
無冷場。

為展現強大的聚眾力，縣府邀請特色
團隊表演，有民俗、音樂、舞蹈、原住
民等多樣化的演出，參觀燈會的民眾可
以感受年節氣氛，並體驗南投在地傳統
文化魅力。

新春特別演出 拭目以待

舞 台 表 演  熱 熱 鬧 鬧

「福嘟嘟」      明年 2 月 2 日開燈
2019 南投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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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規則誠可貴，遵守規則價更高。

有南投竹山第一美瀑之稱的瑞龍
瀑布，今年農曆年前重新開園

營運，竹山觀光增添新動力。
竹山瑞龍瀑布位於竹山鎮坪頂里加

走寮溪沿岸，原名為山坪頂瀑布，前
總統蔣經國到此巡視時，讚嘆瀑布有
如瑞龍飛天，後即改名為瑞龍瀑布，

有「竹山第一美瀑」之稱。
瑞龍瀑布從停車場行經吊橋、步道

步行至瑞龍瀑布距離約 1 公里，來回
只需要 1 小時，步道建置完善，是個
適合全家老少踏青的好去處。

瑞龍瀑布環境自然，負離子檢測含
量高，是一處休閒好去處。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一年時間回收成本
去年 5 月啟用的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不但是全台最夯景點，

一年時間，超過百萬人參觀，投資的建設經費也已經收
回。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工程，原本是為了避免人車爭道，希望達
到人車分流目的，沒料到未演先轟動，還沒正式開放，相關網
路討論不斷，點閱率更是熱鬧。

清境觀景步道，成為南投觀光新亮點，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
展，一波波人潮上山攬勝，農產品也因為觀光客到來，變成產
地直銷。

縣府表示，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是一條可以永續經營的觀光
建設。清境夏天可以避暑，冬天是高山賞雪必經之地，加上未
來縣府推動合歡山暗空公園，觀星活動將增加觀光賣點，清境
觀景步道正好居中串連。 瑞龍瀑布開園 竹山觀光新亮點

公立幼兒園營養午餐 縣府全數負擔
幸福滋味在擴散 .......

埔里挖到溫泉，地方「遇水而發」。
斥資 33 億 5 千多萬元的福興農

場溫泉開發案，今年挖到溫泉，震動
地方。未來除了安置廬山溫泉區業者，

如有剩餘土地將另外出售，為公庫帶
來收益。

溫泉造鎮，埔里跑第一！福興農場
溫泉區開發，一方面可以解決廬山溫
泉困境，也將成為未來埔里觀光打造
「熱區」，並帶動地區發展。

福興農場開發總面積為 55.677 公
頃， 開 發 後 可 供 建 築 使 用 面 積 約 為
23.8077 公頃，扣除台糖公司及水利
會抵價地後，剩餘約 17.9378 公頃由
縣府辦理專案讓售，初步估計可為公
庫帶來至少 36 億元收入。

埔里挖出溫泉 觀光熱區將興起

年終 施政大回顧 年終歲末，回顧狗年，南投真的是熱鬧一整年。
回顧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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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提高警消福利待遇，縣府決定自
明年度起調高警消人員超勤津

貼，外勤警員超勤加班費從 1 萬 3 千
元，調至 1 萬 3 千 5 百元；外勤消防員
超勤加班費，從 1 萬 2 千元調到 1 萬 3
千 5 百元。

警消維護公安，需要更多鼓勵。縣府
今年加碼 500 萬元，充實消防衣及防
護設備，維護打火兄弟安全外，明年起

警消超勤津貼，也將調整。
縣府每年固定編列經費汰換警車、

水箱車及其他救災裝備等設備外，近
二年其實在預算中共額外加碼 3,000
萬元，補助警察局及消防局汰換警用
機車、巡邏車、偵防車、購置縣內協勤
民力團體及守望相助隊應勤裝備、添
購消防衣、帽、鞋、手套等消防裝備及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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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計畫也將結合國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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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消超勤加班費 明年起提高至 1 萬 3 千 5 百元

為減輕家庭負擔，今年 8 月 30 日開學日開始，南
投縣 92 所公立附設幼兒園的孩子，享有免費營

養午餐，午餐開銷不再由家長負擔。
南投縣公立附設幼兒園學生享有免費營養午餐，

讓三千多位幼童得到照顧。
南投縣受限於財政狀況，

過去僅國中及國小學生享有
免費營養午餐，至於幼兒

園午餐費，過去均由家長
買單。

為了照顧更多孩子，
縣 府 考 慮 財 政 狀 況，
決定補助公立附設幼兒

園營養午餐費用，讓 3 千
多個家庭減輕負擔。

南投旺來產業園區，開放招商以
來，反應熱烈，微熱山丘、先麥

及石城等知名廠商已經申購投資，土
地申購率已達 8 成 5，估計園區將創
造約 25 億元年產值，未來也將產生稅
收收益。

開發旺來園區，創造就業、產業雙
贏。縣府安置信義鄉神木村莫拉克災
民，並由紅十字會在南投市茄苳里興

建神木社區外，希望透過旺來園區開
發，增進工作機會，並促進農產行銷，
振興地方經濟。

開發旺來園區面積約 16.58 公頃，
開發經費約計 21 億元；其中約 10 公
頃土地，提供廠商申購投資，其餘土
地為公共設施用地，由於民間投資意
願高，預期將全部售出。

旺來園區搶手 可望全部完售

貓羅溪畔「城鎮之心」

獲 3 億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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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衛生五要點：要新鮮、要洗手、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加熱、要低溫保存。

藝文貢獻，女性大放異彩。今年南
投玉山文學貢獻獎、美 術貢獻

獎，女性雙雙得獎。知名作家林黛嫚，

榮獲文學貢獻獎；曾任南投縣美術學
會理事長的姚淑芬，也得到美術貢獻
獎項。

2018 南投玉山文學獎、美術暨竹
藝產品開發競賽 8 日在文化局演講
廳舉行頒獎活動，副縣長陳正昇到場
致意，並推祟林黛嫚、姚淑芬在文
學、美術的貢獻，是其他藝文創作者
標竿。

林黛嫚、姚淑芬異囗同聲表示，在
創作的路上，他們從學習開始，曾經
被退件，一路創作到得獎，期勉藝文

工作者不斷努力，追求理想。
林黛嫚是南投人，也是玉山文學貢

獻奬首位女性得主，曾任中央日報副
刊主編，任教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
系。她的作品集結出版有五十多種，
致力於文學推廣及發展，得到貢獻
獎，實至名歸。

曾任南投縣美術學會理事長，姚淑
芬也是玉山美術貢獻獎第一位女性
得主，她創新多元教學，深耕藝術文
化教育，將所學薪傳後輩，得到肯
定。

為期 2 個多月的南投花卉嘉年華，
首場活動「魅力森巴 fun 埔里」

在 12 月 8 日登場，馬路變表演場，
千人裝扮遊街趣，沿途民眾同歡，埔
里山城假日好熱鬧。

森巴 fun 埔里，今年進入第九年，
主題為「豐收」。不同的族群丶機
關、學校、社團成員變裝上街頭，
埔 里 封 街 辦 活 動， 如 嘉 年 華 會 一

般，踩街的人感到快樂，遊客也跑
來看熱鬧。

這場活動，計有四十個隊伍，在
馬 路 上 遊 行， 長 長 的 隊 伍 浩 浩 蕩
蕩，大家邊走邊玩，超跑車隊領軍，
為 遊 行 隊 伍 開 道， 裝 扮 成「 無 臉
男」卡通人物的摩托車隊，呼嘯在
路上，獲得 2017 台灣小姐冠軍的
高曼容，也和暨大附中母校儀隊會
合，成為一支美麗的隊伍。

魅力森巴 fun 埔里，一年比一年
熱鬧，學生騎著獨輪車上街，還有
打籃球的、練空手道的，拔河比賽
的隊伍，將埔里街頭變成運動場，
長長的人龍中，鼓聲咚咚，森巴舞
者拉著小孩，在街頭起舞；訴求環
保 的 阿 嬤 們， 身 著 環 保 服 飾 上 街

頭，埔里街頭變得很不一樣，商家
業者及顧客，紛紛圍在路旁欣賞。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魅力森巴
fun 埔里」，是南投花卉嘉年華系
列首場活動，希望這項活動能繼續
辦下去，成為埔里特色，並發展地
方觀光。

林黛嫚、姚淑芬  榮獲玉山貢獻獎

南投拚經濟的決心，並不因選舉而停
滯，縣府長期整合縣內農特產品拓

銷，選舉結束後不到一星期，縣府協助
農會將價值一千二百萬元的農特產品銷
售至大陸杭州，林明溱縣長也到場關心
裝櫃作業。

南投縣自 95 年起與浙江省杭州市持
續不斷地進行農業交流與合作，目前
已連續 13 年輔導縣農會組團前往浙江
省杭州市及河北省、山東省等大陸各
大城市參展，經多年努力展銷，單就
縣農會而言，近年該會每年外銷金額
約達新台幣 1,000 萬元。

縣府輔導縣農會尋求海外對接合作

交易平台，今年和大陸台商 - 杭州黑熊
農業服務有限公司合作簽約行銷，該
公司並在選後採購本縣優質農特產品，
總採購金額達新台幣 1,200 萬元以上，
並於 11 月 28 日上櫃出貨。

這次採購出貨品項包括南投縣的「八
大茶區茶葉」、「花茶系列」、「高
山茶系列」、「紅茶系列」、「水里紅 -
紅茶」、「黑黑露 - 黑木耳」、「黃金
柚子皮」、「果乾系列」、「92 濾掛
咖啡」、「梅子系列」等產品計 37 項
總重量約 8,000 公斤 , 累計縣農會今年
外銷金額已達 2,200 萬元，比往年增
加。

草鞋墩－小鎮漫遊趣

2018 年即將進入尾聲，交通部觀光局
將 2019 年定為「小鎮漫遊」主題年，而位
於南投與台中、彰化間交通樞紐位置的草
屯，是一個具備豐富樣貌的繁華小鎮，非
常適合隨興遊走賞玩一番。

草屯的發展由來已久，產業蓬勃、文風
鼎盛、人口大量移入、商賈往來頻仍，在草
屯留下豐富的歷史文化色彩。因為盛產稻
米帶來大量的稻草，造就了草編用品產業
發展，包括品質優良的草鞋，而草屯之名
便是從「草鞋墩」舊名轉音而來。

清代的書院是地方教育的中心，也是文
化內涵的重要象徵，座落於草屯遼闊稻田

中的「登瀛書院」興建於清道光年間，是
一座具有 170 年歷史的古蹟建築，格
局典雅古樸、歲月痕跡斑駁，是南
投縣現存三大書院建築之一，也
是建築保存最為完整，文物保存
最多的一座書院。除了古蹟之外，
草屯也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廟宇，其
中「敦和宮」主祀五路財神之首－武
財神趙天君，頂樓高達 162 公尺的趙天君
像非常醒目，每逢春節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參拜求財，農暦 3 月 15 日的趙天君財神
爺聖誕慶典系列活動也十分熱鬧。

來到草屯千萬不能錯過的就是藝術與
工藝特色，九九峰鍾靈毓秀、景觀優美，
多年來吸引許多藝術創作者來此形成群
聚效應，山下的平林里也在藝術的薰陶發
展成巷弄美學特色的社區，加上九九峰保
存良好的自然山林間蘊含豐富生態資源，
走訪其中更顯悠閒愜意。草屯是台灣工藝
發展的重要基地，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也是一個很適合參觀的知性
園地，可以看到許多具備設計感、創

意、質感的生活精品，展現現代的時尚工
藝精華，還能參加有趣的工藝體驗。

比較 少有人 知道的「雙十吊橋」總長
360 公尺，白色橋頭與紅色橋身線條十分
優美，是目前台灣保存最良好、最長的吊
橋。雙十吊橋跨越草屯雙冬地區的烏溪，
從橋上可俯視潺潺溪水，還能眺望九九峰
美景，有機會的話不妨前去走一趟！

歷史古韻與現代風華兼具的文化散步

南投拚經濟  不受選舉影響

魅力森巴 fun 埔里 千人裝扮遊街趣

▲南投三大書院建築之一的登瀛書院

▲雙十吊橋是台灣現存最長吊橋

▲平林社區打造巷弄美學 ▲親子一起體驗工藝手作

▲敦和宮財神像高達 162 公尺

▲工藝園區內的駐站工藝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