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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 雜 誌 於 5 月 30 日公布
各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

南投縣長林明溱獲 5 星肯定，滿
意度全國第 4、施政分數全國第
3，居中部各縣市之冠。

遠見雜誌調查說，林明溱縣
長施政滿意度 75%，排名全國
第 4，去年 71.3% 全國排名第
7。

施 政 分 數 方 面， 今 年 獲 得
75.3 分，排名全國第 3，去年
分數為 73.3 分全國排名第 5，
無論是滿意度或施政分數，都
比去年進步，和 2015 年相較，
滿意度從 14 進步到第 4、施政
分數從全國 17 進步到第 3。

遠見民調調查進一步分析，
南投縣整體施政平均滿意度全
國第 5，民眾對 ｢ 觀光休閒」
最有感，滿意度居全國第 2，
僅次於連江縣。

而在教育、警政治安、道路
與交通、消防與公共安全、醫
療衛生、觀光休閒、經濟與就
業等 7 個面向都進入全國前段
班，僅有環保位居全國 13。

縣長林明溱 7月1日由立法委員馬文君陪同，
會勘埔里基層建設，和民眾面對面，了解

地方需求，並同意儘快改善道路品質號及排水
溝設施，保障民眾行的安全。

林明溱縣長等人，先前往施工中的愛村橋，
了解重建工程進度。由於愛村橋重建進度己達
85%，縣府希望該項工程完工後，不必再受颱
風豪雨影響，出入可以更便利。

隨後，林縣長等人由福興里里長帶領，勘查
福長路 26 號旁排水溝問題，得知該路段遇雨
時常淹水，決定加強改善，縣府將重新鋪設
AC 路面約 110 公尺長並施作路邊排水溝，總

經費約 123 萬元。
另外，南村里南村段 286 地號的產業道路，

以及中山路 4 段 470 號旁的道路損害，林明
溱聽取民眾意見後，當場同意進行路面改善工
程，並責由縣府工務處進行後續工作。

路遙知馬力，南投縣民對於縣府施政評價，
如倒吃甘蔗般，漸入佳境。

林明溱表示，他剛上任時民調在後段班，
但是踏實努力下，去年拿到 4.5 顆星，今年
再進一步拿下了最高星等 5 顆星。

值得注意是，南投縣整體施政不滿意度，

各縣市排名是最低，即便已經是最佳狀態，
但民意如流水，縣府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林明溱說，民意調查，給南投縣肯定，但
也是一種期許，他要求縣府團隊持續努力，
為民服務，讓南投幸福指標繼續邁進。

遠見民調顯示，南投的教
育、警政治安、道 路交

通、消防與公共安全、醫療衛
生、觀光休閒、經濟與就業等
7 大面向評價，都有好成績，
但環保工作仍有待努力。

南投環保工作，民調排名
全國第 13 林明溱縣長說，環

保工作，成績不是很理想，主
要是受空污、及垃圾影響，民
眾對空污不諒解。   

他 說， 台 電 中 火 排 放
PM2.5，影響民眾健康，縣
府 為 此 提 告 中 火 涉 嫌 公 共
危險罪，並要求中火減量燃
煤，確保民眾健康。

對於垃圾清運處理，縣府
認為，還有努力空間。呼籲民
眾落實垃圾分類，縣府也會
積極處理。

《遠見雜誌》2019「縣市長施政滿意度大調查」
揭曉，縣長林明溱獲得 5 星肯定，滿意度全

國第 4，施政分數更是全國第 3。
 該雜誌 11 日於台北市舉辦五星縣市長贈獎

典禮，由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致詞開場，並
主持贈獎儀式，包括縣長林明溱等 5 位獲得 5
星肯定的縣市首長出席領獎，並說明施政理念
與得獎感想。

林明溱縣長表示，他是南投縣首位拿到 5 星
肯定的縣長，南投縣施政評價，從後段班急起
直追，不斷超越自已，唯有超越自已，才能踏
實前進。

遠見雜誌舉辦民調，已經有十幾年紀錄，攤

開歷史，南投施政民調從後段班，變成五顆
星，真的是不容易，也顯示這 5 年來的努力獲
得肯定。

林明溱指出，南投土地面積很大，資源看似
很多，其實只是外表而已，稅收少，從城市競
爭的角度來看，真的很吃力，從 5 年前上任南
投縣長那一天，縣府的負債有 167 億餘元，經
過這幾年的努力開源節流，已降至目前的 107
億元。

今年獲得五星縣長肯定的縣市長，包括桃園
市長鄭文燦、新竹市長林智堅、南投縣長林明
溱、屏東縣長潘孟安、花蓮縣長徐榛蔚及連江
縣縣長劉增應等人。

民調「倒吃甘蔗」不滿意度最低

環保工作  有待努力

（南投縣政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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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長

南投好山、好水，風景秀麗；清境、日
月潭等景點，令人神往。

從擔任縣長開始，便設定「觀光首都」
為目標，唯有發展觀光，南投才有未來。

拚觀光，不是口號，縣府舉辦各項活
動，帶動人潮。

過年假期，南投燈會登場，遊客慕名
而來，白天遊景點、晚上賞花燈，創造
旅遊風潮；日月潭萬人泳度、自行車比
賽，讓南投成為運動觀光聖地；南投世
界茶業博覽會、梅子節等活動，行銷農
業也帶動觀光。

為了繁榮地方，增加就業機會，縣府
推動福興農場溫泉區、埔里微型園區、

草屯智慧工藝園區、南投市旺來園區、
竹山竹藝園區等開發計畫，未來將有深
遠影響。

另外，縣府恢復 ｢ 縣民時間」，到各
鄉鎮接受民眾陳情，設法解決問題，也
讓縣府聽到最基層的聲音。

捲起袖子做事，掌聲的後面是期許，
我和縣府團隊會繼續努力，感謝南投縣
民支持和鼓勵。

縣

長
的

話

南投首位 5 星縣長
林明溱獲遠見頒獎

得

獎

感

言

遠見調查 看到什麼？

多位縣市長，同台獲獎。

南投縣環保工作有待加強。

林明溱縣長、馬文君立委走訪基層，協助解決地方問題。

南投縣長林明溱獲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頒為「五星縣長」。

林明溱、馬文君會勘基層建設
縣府加強改善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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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邁步履慢，過街停看聽。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6月 17日偕同夫人
曾馨瑩回南投參訪，探訪他捐贈的

南投縣立棒球場，林明溱縣長到場歡迎，

並致贈感謝狀，謝謝郭台銘夫婦支持南投

的棒球運動。

郭台銘由妻子曾馨瑩陪同，回到南投，

第一站便到縣立棒球場。南投縣立棒球場

又稱「郭董棒球場」，主要是郭台銘透過

永齡基金會出資 5,000萬元，加上縣府編
列預算興建而成。2017年六月棒球場落成
時，曾馨瑩到場開球，郭台銘則是第一次

站在自己捐贈的球場上。

為了歡迎郭台銘夫婦，中興國中棒球選

手在縣立棒球場舉辦活動，郭董夫婦和球

員互動外，郭台銘投球試手感，林明溱擊

出安打，兩人高興得擊掌慶祝。

隨後，郭台銘夫婦和球員座談，球員致

贈謝卡，場面溫馨。

一位球員感性發言， 謝謝郭董協助，讓
出身弱勢家庭也能有好的練球環境，曾馨

瑩更忍不住頻頻拭淚。她說，自己是南投

人，從小在這裡長大，有許多回憶，落淚是

高興學弟有好的環境可以打球。

郭台銘則期許球員努力，只要有機會，

希望看到球員贏球。

鳳凰花開，驪歌初唱的季節，縣

長林明溱於 6月 15日頒獎表揚
466名拿到縣長獎的畢業生，祝福學
子鵬程萬里，行有餘力時，可回饋鄉

里，未來成為國家棟梁。

全縣大專、高中、及國中今年應

屆畢業生，共有 466位畢業生獲得縣
長獎，縣府邀請得獎學生接受表場，

林明溱期許畢業生，志氣比玉山高，

眼光比濁水遠，品格比明潭美，將來

成為南投的菁英，國家的優秀人才。

2019總統教育獎得主草屯國中翁
杏涵，同獲縣長獎。她感謝家人及老

師、教練的指導，克服失落低潮，在

全中運挑戰自我，完成角力 3連霸目
標。 
林明溱縣長逐一頒發「學行俱優」

悠遊卡給獲獎學生，並合影留念，很

多家長出席活動，看到孩子得到肯

定，比拿到縣長獎還高興，因為縣長

獎是很值得紀念的「學習勳章」。

林明溱縣長贈感謝狀郭台銘夫婦訪縣立棒球場

國中小發展一校特色、一校一技

藝，今年大豐收。107學年度全
國學生音樂、舞蹈、戲劇比賽中，

全縣共有 8所國中小獲得 10項特優。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舞蹈、
戲劇比賽，南投成績耀眼，勇奪十

項特優成績，獲得特優 8所國中小學
校，接受縣府表揚。

得獎名單包括，「草屯國中」榮獲

打擊樂合奏，特優第一名；「宏仁國

中」榮獲行進管樂特優第一名；「漳

和國小」榮獲口琴合奏特優第一名；

「北山國小」古典舞特優；「草屯國

中」閩南語系特優、「民和國中」東

南亞語系及原住民語系特優；「新鄉

國小」原住民語系特優、「羅娜國小」

原住民語系特優 ;「延平國小」戲說
家鄉故事榮獲特優等。

縣府於 6月 13日頒發獎狀及獎金，
肯定學生優異表現。副縣長陳正昇表

示，經過多年努力，每所學校幾乎都

有藝文團隊，全縣超過 100多個藝文
團體經常參與各項活動，學生能站上

舞台，展現的是學習自信。

一校一特色大豐收 8 國中小10 項全國特優

驪歌初唱 466 名畢業生獲縣長獎

畢業生獲縣長獎，家屬一起合照，家長比領獎
者還高興。

郭台銘夫婦訪縣立棒球場，球員送謝卡，感謝蓋球場。

創校逾 50年的南崗國中，原行政大樓及部分建
築老舊，縣府爭取改善，教育部同意補助 1

億 9千多萬元進行重建，已於 5月 28日開工。縣長
林明溱主持動土典禮，希望新校舍能成為培育人才

的搖籃。

南崗國中規劃興建校舍，包括 2棟三層樓建築，
及 1棟四層樓建築，建築內有 44間教室、9間廁所、
20座樓梯、地下室 4間、川堂 2座，總樓地板面積
約達 7,241平方公尺。
南崗國中校長陳國俊，感謝縣府等單位協助爭取

經費，校舍重建約需 500餘天，完工後將提供學生
更好的學習環境。

 打造學習空間南崗國中校舍動土重建

南崗國中校舍改善動土，林明溱縣長到場主持。

好康報報

報名集團結婚 水陸空

大進擊

「集團結婚、情定情日月潭」，受

理報名，限定五十對新人參加，新人

將享有纜車、愛之船遊艇、幸福巴

士，水陸空 3D婚禮，接受親朋好友
祝福。 
自即日起至 9月 1日止，報名集團
結婚，可以先到縣府網站下載列印

報名表，今年集團結婚，將於 10月
4日星期五舉行，報名集團婚禮，可
向鄉鎮市公所民政課提申請，額滿為

止，逾期不予受理。

購買小型農機 申請補助

各鄉鎮市農會正受理小型農業機

具補助，合於資格的農民，可以提出

申請。 
108年小型農機補助申請，申請檢
核補助期限至 10月 31日止；補助申
領期間至 11月 30日止，相關訊息可
上縣府網站 (熱門消息查詢 )。

地政櫃檯無紙化服務

為提升民眾洽公便利性，南投縣各

地政事務所自今年起全面啟用地政

雙向櫃檯服務，民眾至本縣各地政事

務所申領各類地籍謄本免再填寫紙

本申請書只需於雙向顯示螢幕確認

後，在數位手寫板簽名即完成謄本申

請程序，節能減紙又便捷。

申購九二一平價住宅

為照顧弱勢，九二一震災後興建之

六處平價住宅，即日起開放承租戶申

購，申購時間到 8月 2日止。
縣府說，九二一震災後，政府為安

置災民，興建的平價住宅，開放給承

租戶申購，過去所繳納的租金，可以

併入購屋金計算。

合於資格的承租戶可以在期限內

向縣府提申請，或洽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電話：049-2222106轉 1431-1432

副縣長陳正昇和羅娜國小得獎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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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衣服鮮豔或反光，夜間外出有保障。

為提昇國產咖啡品質、
強化市場競爭力，縣

府及國立暨南大學、國姓農
會合作，舉辦「2019 年南
投縣咖啡評鑑活動」，主辦
單位邀來日本專家同台評
審，72 支咖啡生豆參與評
鑑，來自仁愛鄉的森悅咖啡
脫穎而出，獲得特等獎。縣
府表示，咖啡是重要經濟作
物，透過評鑑活動，咖啡飄
香，南投茶葉和咖啡，將坐
穩飲料市場。

南投縣咖啡評鑑活動，5
月底在國姓國中舉辦，透過

國姓農會等單位，廣邀咖啡
農參加競賽，農民拿出最好
的咖啡豆，彼此觀摩學習，
爭取榮譽，計有 72 支咖啡
生豆參與評鑑。

這次咖啡豆評鑑，邀請台
灣咖啡達人茶業改良場劉
千如組成評審團隊，還有三
位日本籍國際評審。評鑑
過程包括，生豆特性鑑定、
篩選、統一烘焙等，並比照
SCAA 美國精品咖啡協會鑑
定表，進行官能鑑定。

縣 府 說， 今 年 有 10 個
鄉 鎮 參 賽， 平 均 分 數 達

81.91，比去年高。得獎名
單特等獎─森悅咖啡，分數
達 86.14；頭等獎─森悅咖
啡、黃碧霞 ( 光現咖啡 )；
金質獎，禾荳咖啡、向陽咖

啡、 光 現 咖 啡、 百 勝 村 咖
啡、吳俊全、觀九峰咖啡；
優等獎有吳俊全、沈艷志
( 日 月 星 舞 )、 新 品 莊 園、
蔡建皇、以勒咖啡。

2019 年南投縣咖啡評鑑，仁愛鄉森
悅咖啡「花開併蒂」，一次拿下

特等獎、頭等獎，堪稱今年最大贏家。
森 悅 咖 啡 連 得 兩 個 獎 項， 業 主 吳

振 宏 表 示， 得 獎 咖 啡 是 種 植 在 海 抜

一千四百公尺的高山上，生長環境是
優勢外，咖啡後製管理也很重要。

他表示，咖啡烘培技術，手法其實
都差不多，但透過競賽可以彼此觀摩，
追求成長。

南投茶很有名，其實南投的咖啡

也很出色。茶與咖啡，南投「雙

響泡」，雖有不同愛好者，但一樣是

遠近馳名。

南投的茶產業，可以追溯到清朝時

期，鹿谷茶香，飄到現在；日據時期，

日本人在日月潭種紅茶，魚池茶改場

「老叢」紅茶，依舊綠意盎然。

為行銷茶產業，縣府每年舉辦南投

世界茶業博覽會，茶客聞香而來，茶

區鄉鎮農會茶比賽，縣府舉辦縣長茶

比賽，獲獎茶葉堪稱「茶界精品」。

南投茶有名氣，南投咖啡也正急起

直追。昔日中潭公路，猶如咖啡大道，

惠蓀林場等在地咖啡，吸引路人啜

飲。現在國姓、魚池、中寮等地，農

民投入咖啡產業，更加積極。

縣府和國姓鄉農會等單位合作，舉

辦咖啡比賽，還請來日本人當評審，

努力將咖啡搬上國際舞台，南投茶與

南投咖啡，未來是併駕其驅。

就業博覽會 在地廠商、大陸台商求人才

獲得 銅 質 卓 越 獎 的 竹 山 富 州 社
區，不斷創新。在縣府輔導下，

社區產業實體店面於 6 月 13 日開幕，
8 個竹山社區到場相挺，熱鬧有餘，
因為店面不只賣東西，還有濃濃人
情，遊客就是要買這個味，這才是
對味的東西。

富州社區於 107 年獲得衛生福利
部銅質卓越獎，聲名大噪，全台各
地社區慕名而來「取經」，參訪團
體絡繹不絕，也為社區帶來產業生
機。

縣府推動社區產業行銷計畫，在
富州活動中心設置實體店面，展售
竹山鎮富州、延正、竹山、中崎、

山崇、和興、桂林、籐湖等 8 個社
區的優質產品，很快引來參訪者注
意。

富州社區業實體店面，濃濃的人
情也是商品。高齡 93 歲的許清華阿
公負責顧店做生意，招攬客人幽默
又風趣，他會高喊東西一包只要 100
元，他自己也可以賣，通通只要 100
元，參訪人士笑到掏錢買東西，也
結交好朋友。

縣府從 106 年起開辦社區產業行
銷計畫，獲得迴應。今年有南投市、
埔里鎮、草屯鎮、竹山鎮等 21 個社
區加入，富州社區是全縣第 4 個社
區產業實體店面。

南投縣政府自 106年起推動社
區產業行銷計畫，今年共有

南投市、埔里鎮、草屯鎮、竹山鎮

等 21個社區加入計畫。
已經開幕的實體店面包括魚池

鄉、國姓鄉、竹山鎮富州等社區。

社區產業行銷計畫，主要是希望

社區有能力自籌財源，讓社區有更

多經費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並增加

中高齡長者二度就業。

就是賣「這個味兒」！ 
富州社區產業實體店面開張

行銷在地產業 社區自力耕生

特等獎、頭等獎全拿  今年最大贏家

茶與咖啡  南投「雙響泡」

南投咖啡評鑑 森悅咖啡拿下特等獎

富州社區實體店面開幕

竹山社區實體店面

縣府舉辦就業博覽會，林明溱縣長到場了解，希望廠商找到人才，求職者找到工作。

「南投人才勤奮、可靠，是企業老

板最愛」。南投縣政府舉辦就業

博覽會，大陸台商、在地廠商搶人才。

林明溱縣長說，舉辦就業博覽會，希

望求職者找到想要的工作，廠商找到

想要的人才。

南投縣政府「2019閃亮南投 .吉薪
照」就業博覽會，5月 25日在南投縣
會展中心登場，上市公司大立光、上

銀、南投工業區廠商、觀光業者及大

陸台商，超過 50家廠商提供 6,000餘
個職缺，現場徵求人才，不少民眾湧

入會場，拿著資料，希望找到理想工

作。

林明溱縣長說，縣府選擇在畢業季

節前夕，舉辦就業博覽會，希望即將

踏入社會的年輕人能找到工作外，為

了解決住宅需求，縣府也正規劃興建

青年住宅，進行中的埔里福興農場溫

泉開發計畫，埔里微型園區、南投市

旺來園區建設，未來將提供更多就業

機會。

就業博覽會另增設「樂齡職涯第二

春專案服務區」，透過提供職涯探索、

求職技巧傳授、職缺訊息等，協助銀

髮族發揮所長，重返職場。

      讀報     秘書

炒咖啡豆，陣陣飄香

南投咖啡評鑑頭等、特等都是他。

南投咖啡評鑑，得獎者合影留念。

新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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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走行人穿越道，遵守交通號誌。

隨著學生們陸續開始放暑假，許多朋

友都想要帶著孩子安排一趟清涼消暑的

旅程，高山林立的南投正是您的最佳選

擇，不但可以在高海拔地區擁抱清涼，清

淨、少污染的自然山水更可以讓您享受

充滿綠意的清涼，而蘊含其間的豐富人

文與生態資源，還能帶給孩子更多的驚

喜！

位於鹿谷鄉的小半天以竹聞名，號稱

是台灣孟宗竹林的故鄉，擁有山光水色

的秀麗景緻，成為前往溪頭路上的另一

個旅遊熱門區域。小半天有一條開鑿於

日據時代的「長源圳」，過去是當地居民

重要的灌溉水源，今日則運用自然生態

工法開闢生態步道，步道旁的圳溝內潺

潺流水相伴，水質清澈、魚蝦悠遊，一路

上還有竹林綠蔭遮擋烈陽，走入步道就

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清涼。

「長源圳生態步道」的入口位於投 55
鄉道旁，有小型停車場可供停車，步道起

點還有圓形石頭製成的地標。走進後發

現步道緊傍著長源圳蜿蜒前進，兩旁都

是翠綠的樹木與茂密高聳的竹林，不妨

大口呼吸這裡充滿芬多精的清新空氣，

伴隨著徐徐吹來的涼風，盡情享受遠離

喧囂的寧靜與自在。

步道中途可以看到一條往上爬坡的階

梯，通過全長約2、3百公尺的連續階梯後，
可以通往「孟宗竹林古戰場」，這是清

代乾隆年間林爽文抗清事件中的最後戰

場，在清廷派遣精銳部隊進抵台灣鎮壓

後，林爽文節節敗退，最後便是在這裡兵

敗被俘。如今來到這一片孟宗竹林，其實

很難想像數百年前刀劍相交的壯烈戰況，

所見盡是夢幻般竹林與古樸雅致石板步

道，幸運的話還可以發現國寶級鳥類「藍

腹鷴」出沒唷！

走出孟宗竹林後就恰好回到投 55鄉
道旁，順著柏油路往下走就能回到長

源圳步道入口，這一段健行路程全長

僅約 3公里，除了通往古戰場的階梯
稍具挑戰性之外，大部分路段坡勢平

緩，而且有鋪設良好的石板路面，算

是老少咸宜的輕鬆級路線，非常適合

親子一同來此漫步悠遊，運動健身又

清涼！

消暑樂旅 竹林漫步森呼吸

滿滿綠意包圍的長源圳步道散發清新的自然涼意

位於草屯鎮富寮里的「九九峰可愛

世界」今年五月間動土，並將會

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鳥類動物園；縣

長林明溱到場參與，期許這座動物園

成為南投觀光新亮點。

九九峰可愛世界占地面積約 16.5公
頃，坐落在草屯瓠子寮，為了讓動物

鳥禽有較大活動空間，未來園區內將

設置東南亞最大的天網，面積約 2公
頃，讓鳥類可以自由在天幕中翱翔。

除了動物園，園區內還將設置太空

館及生態教育館，並會結合生態與環

境教育，就近提供中部縣市的學童戶

外旅遊教學。至於第二期工程則將規

劃興建主題飯店與熱氣球體驗等項目。

投資動物園，要有遠大夢想。林明

溱表示，私人興建大型鳥類動物園，

更是不簡單，園區規畫及未來展望都

相當有賣點，相信未來成為南投觀光

新亮點，縣府也會努力打造九九峰生

態藝術園區，串聯鳥園及附近景點形

成觀光路線，帶動草屯的觀光旅遊與

經濟發展。

草屯瓠子寮私人動物園，曾經開放

民眾參觀，並造成轟動。地方樂見這

座動物園，未來不僅是生態教育的場

地，並帶動地方發展。

合歡山有機會成為台灣第一座、亞

洲第二座國際暗空公園，縣府大

推觀星旅遊活動，觀星、望月、賞銀

河，探索無邊無際宇宙，南投觀光又

有新亮點。

縣府去年七月向國際暗天協會 (IDA)
提出申請，爭取合歡山成為台灣第一

座國際暗空公園後，觀星旅遊，開始

熱身，迎接今夏星空。 
配合觀星之旅，縣府建議杉林溪、

清境、溪頭、日月潭及猴探井等五處

海拔較高、光害較低的景點，最適合

舉辦星空季系列活動。

尤其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一

年四季每晚都有專業團隊搭配天文望

遠鏡進行觀星導覽，其他各地則不定

期推出，民眾可多加利用。

另外，縣府首次舉辦「捕捉星空 IG
攝影比賽」，7月 14日前可以上傳自
已的「南投星空作品」到 IG公開帳號，

參加者皆可參與禮券抽獎。詳見 FＢ
「樂旅南投」粉絲團。

游家富是愛鳥人士，從小就希望有

一天能蓋動物園，小小的夢想，

多年後終於實現，九九峰可愛世界園

區不但動工，還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大

鳥類動物園。

動物園內將飼養 250種，數量超過 1
萬隻的鳥類，還有迷你型可愛動物，

第一期工程將會興建約 4,000坪的遊客
中心，外觀設計靈感將以天堂鳥為造

型，落成後將成為園區標誌建築。

九九峰可愛世界，預定明年底完工，

未來還會設置咖啡杯博物館，結合國

姓咖啡推廣在地產業。

九九峰可愛世界 
未來觀光新亮點

有夢最美 游家富蓋動物園

賞銀河、摘星星 南投推觀星旅遊 紫南宮自行車賽，6月 2日舉辦
99.9K挑戰賽，三千位騎士公路

競技，包括 5個國家國際選手，共花
了七個小時，騎經南投縣九個鄉鎮

市，運動觀光，另有一番風情。

由縣府與臺灣自由車運動協會、紫

南宮共同辦理的「2019永不放棄一騎
來發財紫南宮環縣極限挑戰 99.9K」
自行車活動，今年進入第 5年。競賽
當天，三千位騎士從竹山消防訓練中

心出發，挑戰體力。

選手行經名間鄉、南投市、草屯

鎮、國姓鄉、埔里鎮、魚池鄉、水里

鄉、集集鎮，經過 9個鄉鎮，再騎回
紫南宮，全程約 99.9公里。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為慶祝「世界

自行車日」，紫南宮自行車比賽，參

賽踴躍， 5年來能保持這樣熱度，除
了紫南宮加持外，長期在南投縣訓練

的選手，對於南投縣自行車道品質的

肯定，也是舉辦活動的要件之一。

縣府希望在紫南宮等民間團體協助

下，自行車運動能蓬勃發展，並培養

更多選手，為國爭光，透過相關活

動，提升觀光旅宿產業提升。

南投最適合發展自行車運動，日月

潭環湖自行車道曾入選美國 CNN旅
遊台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遠近馳

名，吸引許多愛好者前來體驗，也帶

動觀光消費。

紫南宮自行車賽

3千騎士破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