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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4

南投縣政府管理 1611座橋
梁，橋梁雖多但管理績效

好，得到中央肯定，並獲得橋梁

維護「金路獎」。鋪橋造路又得

獎，工務處長陳錫梧 8月 21日
代表縣府接受交通部公路總局表

揚，並表示將戮力維持橋梁正常

功能，保障用路人安全。

工務處表示，縣府雖然財政不

寬裕，但仍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橋梁檢測、維修工作，配合中央

補助老舊橋梁改善政策，去年共

投入約 2億，進行桶頭橋等 9座

橋重建、整修工作。

工務處說，全縣 13鄉鎮市 6
公尺以上橋梁共有 1611座，橋
梁維護工作，除日常巡查、安全

檢測外，並針對具高沖刷潛勢橋

梁進行特別檢查，透過多面向的

檢測方式，確保橋梁安全。

為有效管理縣轄橋梁，縣府自

民國 89年起，配合交通部辦理
全縣橋梁普查、及安全檢測，掌

握縣內橋梁狀況，並排列優先順

序進行維修、補強。

國道六號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綠雕

園區，最快將在年底完工。設計

公司 7月 22日在縣務會議中提出設計
報告，林明溱縣長表示，希望年底前

完成綠雕公園，讓國姓成為旅遊新亮

點。

歷經多次溝通，綠雕公園規劃案已

大致底定，投資金額近 4千萬元，包
括道路、路燈、廁所等基礎建設約 1,322
萬元；綠雕公園造形設計與綠美化約

2,668萬元。
綠雕公園設計概念，以呈現優質觀

光環境、展現在地特色、呈現地方產

業為理念，兼具安全、堅固、實用、

休憩、美觀、生態原則，入口廣場計

畫以糯米橋為意象，還有黑熊、福龜、

石虎等大型綠雕，並設置繡球花、草

花、鳶尾花等花毯區及桐花造型圖騰，

另有農特產展售區，方便遊客採買地

方農產品。

這項建設主要分成二個階段，第一

階段是硬體工程，目前進度進入發包；

第二階段是綠雕規劃細部設計，並參

酌相關意見，希望這座公園能盡善盡

美，讓民眾滿意。

縣府秘書長洪瑞智表示，設計公司

已完成花海、綠雕、休憩空間、兒童

遊戲區等規劃，縣府經費也已經到位，

請設計公司盡快完成，讓國姓鄉有新

的景觀亮點。

維護橋梁績優 南投縣獲頒金路獎

橋聳雲天綠雕公園 最快年底完工

國姓鄉國道六號國姓交流道，墩柱高度超過

五十公尺，是全台最高的高架交流道，公路迷曾票

選「橋聳雲天」為全國公路八景冠軍，縣府規劃在

高架橋下興建綠雕公園，將帶動觀光旅遊人氣。

國姓交流道計有 69支橋墩柱，平均高度至少 55

公尺，最高橋墩相當於 23層樓高，「橋聳雲天」因
而得名，更因為匝道線形優美，成了國道一大美景。

縣府在橋聳雲天下籌建綠雕公園，國姓鄉將多

了一處景點，除了提供遊客觀光，更將帶來產業

發展契機。

長照服務  涵蓋率 全國第一
南投縣長照服務涵蓋率全國第一 !
南投縣約有 8萬 7千多位老人，長

照需求人數為 1萬 9,632人，縣府積極
推動長照 2.0，今年上半年相關長照服
務及機構式、社區式、居家式服務涵

蓋率達 75.78%，排名全國第一。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表示，65歲以上

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14%，台灣正式邁
入「高齡社會」。南投縣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及 C級巷弄長照站，截至
108年 8月共計 109個點，巷弄長照站
有 89站，並不斷充實長照站硬體設施
與人力，鼓勵社區執行延緩失能、失

智方案，提升老人照顧的質與量。

社會及勞動處同時表示，縣府也積

極擴展偏鄉餐飲服務，目前有 10個單
位投入相關工作，且今年起提供兩餐

(午 /晚餐 )，讓獨居等長輩生活不失
健康與營養。另有19家居家服務機構，
653位照顧服務員，投入服務工作；現
有 10家日間照顧中心，在今年內預計
至少再增加 2家。

南投縣長照服務涵蓋率第一名

綠雕公園示意圖
橋聳雲天  全國公路八景冠軍

鹿谷、溪頭假日大塞車，未來可

望獲得紓解 !因為縣府正計畫拓
寬 151乙線。
縣府於 8月 20日在鹿谷鄉公所舉

辦公聽會，邀集道路沿線地主與會，

聽取縣府工務處簡報 151乙線道路拓
寬計畫。縣長林明溱表示，這項計畫

已獲中央核定補助，縣府將以市價徵

收用地，讓工程早日完成。

  溪頭是知名觀光景點，每逢假日

車潮湧入導致公路壅塞，車陣綿延

數公里，影響鹿谷鄉民生活品質，縣

府積極研議改善之道，拓寬計畫已獲

核定補助 1.3億元，並將拓寬原來的
靖山農路（開基地王廟線）提升為縣

道 151乙線，將由鹿谷鄉中正路 2段
拓寬靖山農路至仁愛路，從瑞田村

接 139線，再連接至國道 3號，未來
將可發揮疏解車流功能，改善塞車困

境。

工務處處長陳錫梧表示，139線終
點初鄉段與 151線交會處路段房屋密
集，拆遷困難，加上路況僅供小型車

通行，無法會車，附近陡坡大轉彎是

處危險路口，地方希望早日解決。經

多次會勘與地方建議，最後選定拓寬

原靖山農路，路線起點是由鹿谷鄉中

正路二段 352號旁向北拓寬延伸至縣
139線仁愛路上。

紓解鹿谷、溪頭車潮 縣府計畫拓寬道路

環鄉『最後一哩路』南北中寮將打通

中寮「環鄉公路」，只剩『最後一

哩路』!縣府和立委馬文君聯袂
爭取，第一期經費 4億 7百 53萬元有
了著落，環鄉公路網終於要實現了！

中寮鄉山多、地形崎嶇，各村聯繫

不便，影響地方發展，鄉親期盼將中

寮投 22線與投 26線打通，建構「環
鄉公路」，公路總局已經同意拓寬龍

鳳瀑布接到觀音亭，並納入補助，第

二、三期工程也將逐年編列經費。

南北中寮環鄉公路，約有 8.54公里
待拓寬，計畫分三期施作，第一期投

22線龍鳳瀑布到觀音亭，長度 2,406
公尺，經費 4億 753萬元，縣長林明
溱於今年四月間率工務處至和興村、

清水村說明會後，交通部公路總局同

意納入南投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

計畫，後續將著手進行道路工程之細

部設計及道路用地取得。

立委馬文君、縣長林明溱到中寮開會說明

維護橋梁績優縣府獲得金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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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9月 21日，凌晨一點四十七
分，芮氏 7.3級的強震狂襲大地，短

短三十秒內，地牛先後發動三次強襲，

天崩地裂、鬼哭神嚎，經歷過的人至今

心有餘悸。

921大地震，我們付出慘痛代價，
二千多條人命，三千多億元財產損失，

讓人痛心。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從災

難中學到什麼，需要不斷自省。

921大地震當年，我是震央集集鎮的
鎮長，今天則是南投縣的縣長，談起

921很有感覺，也感到憂心。
20年前，南投是災區；20年後，南

投變成觀光勝地；20年的時間，南投
房地產從震後崩盤、拋售，到復甦，走

過好長的一段路，921大地震受災戶重
建貸款，也可望陸續還清。 
南投從災後站起來，背後的力量是

信心。災後每個人都在找出路，只要從

旁扶一把，生命的出路就會找到陽光。

集集觀光重建後持續

發光，當年我建議將

震倒的武昌宮保留

下來，不但後來變

成景點，更是活生

生的防災教育，想

知道地震有多

可怕，武昌宮

會告訴你。

另外，南

投空手道從

默 默 無 名

變成常勝軍，社區營造年年得獎，南投

的重建故事，不勝枚舉。還有老人送餐

等社會福利，幾乎可說是目前長照政策

的先驅，愛的力量在持續，921是南投
感恩日，感謝當年伸出援手的人士，給

南投人最大信心。

九二一有感恩，也有警惕。過去的

二十年，我們居住的地球並不平靜，南

亞海嘯、中國大陸汶川地震、日本 311
地震與核災，這些災害損失，不但遠遠

超過 921，危害更是甚鉅。
  身為地球村的一員，經驗分享，防

患於未然，變成是一種責任，因為災害

的發生，已經不限於國家或地區。向大

家報告的是，台灣的 921震災與重建經
驗，曾分享到國際和其他地區，大家彼

此學習。

隨著氣候異常，複合式災害隨時可

能來臨，災害模式變得愈來愈詭異，為

了因應可能挑戰，南投防救災工作不斷

精進，去年還拿下全國第一名，還有深

耕計畫，縣府加強與鄉鎮防災整合與連

繫，921是國家防災日，我們不能忘記。
有句話說「料敵從寬、禦敵從嚴」，

預防災害已經是當務之急，因為今天沒

有想法、沒有規劃，明天將面對災變困

境。

★疑似人口販運性剝削，保護專線 113、檢舉專線 110，醫療驗傷採證協助您。

921是國家防災日，防災教育往下
紮根，縣府每年都舉辦校園防災演

練，多一分準備，才能減少一分災害。

二十年前的 921，南投縣共有 136所
學校重建；受害情況包括全毀、半毀、

建築鋼筋外露等等。幸虧地震在清晨

發生，並非白天上課時間，否則可能

帶來更大傷亡。 
為了建立防災觀念，921二十週年
防災活動，於 9月 20日上午 9點 21分，
在竹山社寮國中舉辦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南投縣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同時間

亦展開演練活動，以「趴下、掩護、

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為演練實施重

點，當地震稍歇時，聽從師長指示，

依平時規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遵

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進行

避難疏散。

縣府表示，南投縣幅員遼闊，學校

平時重視防災教育，每學期透過辦理

校內逃生演練、推動家庭防災卡、繪

製校園安全及災害潛勢地圖、定期檢

查滅火器、緩降機等，健全學校內部

自主性的救災行動，才能在災害來臨

時臨危不亂、有效疏散、並為校園安

全做好準備。

防災演練 9 月 20 日 9 時 21分同時展開

愛在南投，流動在記憶。921大地
震後，寶成捐一百棟組合屋到集

集鎮，安置災民；921二十週年前夕，
寶成又捐救護車等器材給南投，希望照

顧更多的人，企業的愛溫暖人心。

縣府於 8月 16日舉行「視你如寶，
救心有成」捐贈活動，寶成集團總裁

蔡其瑞用個人名義，捐贈高階雙向位

自動心臟電擊器 22台、救護車 1輛及
隨車救護器材給消防局及衛生所執行

緊急救護使用。

林明溱縣長代表接受，並致贈感謝

狀，感謝寶成集團總裁善行義舉。林

明溱表示，921大地震時，蔡總裁捐贈
100棟組合屋給集集賑災，蔡總裁回饋
社會，不遺餘力，這次的捐贈物資，

讓救護人員執勤時有更多的安全感，

也強化南投縣緊急救護醫療網的急難

救護能力，

蔡總裁表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與南投的結緣也是因為這裡的好山

好水、風光明媚，希望透過回饋社會、

關懷弱勢，將這份情誼流傳下去。

寶成集團蔡總裁，去年捐助四輪傳

動救護車，提供國姓鄉緊急救護使用，

迄今已服務 768位需緊急救護民眾。今
年 6月，蔡總裁也曾捐贈消防局 22台
高階自動心臟電擊器，1個多月的時間
成功救回 3位縣民寶貴生命。

921 捐組合屋 20 週年前夕再捐救護車

寶成總裁蔡其瑞 愛在南投

蔡其瑞捐救護車

今年是 921大地震 20週年，台北
愛樂管弦樂團重返中寮，用音

樂見證奇蹟。

20 年前，發生 921 大地震，台
北愛樂管弦樂團到災情最嚴重的中

寮，在倒塌的中寮國小旁奏樂，撫

慰災民的心。20年後，台北愛樂帶
著各界愛心，重回中寮，見證災後

重生。

地震災難，是一場椎心徹骨的學

習。台北愛樂團長鄧凱鴻、愛妮亞

總裁陳威中、台北醫學大學教授賴

文福等人之前到縣府拜會，說明台

北愛樂規劃到南投展演。對此，林

明溱縣長表示歡迎，他並邀請曾經

協助 921的各界人士，參加茶博會
等活動，了解南投不但已經災後重

生，而且比二十年前更有活力。

地震無情，人間有愛。那一年，

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取消大型音樂

會，將演出資金全數捐給當年的文

建會，以實際行動支持災區，他們

在中寮的廢墟中演出，安撫人心。

20年過去，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在基
金會、士林扶輪社等公益團體支持

下，重返南投，繼續用音樂散撥愛

和關心。

台北愛樂 9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
在中寮國小舉辦演奏會；同日下午 2
時在文化局演藝廳加演一場。

台北愛樂和南投人心連心，他們

用音樂紀念 921。

921 二十年音樂傳愛 台北愛樂重返中寮

921南投感恩日

集集鎮國寺設有 921震央中心點，紀念碑。

南投縣長

921大地震 20週年前夕，慈濟南投
願力館啟用，除了紀念這段災難

往事，也是活生生的震教育館。

縣長林明溱於 8月 18日出席慈濟
南投願力館啟用開展儀式，他特別感

謝慈濟上人與志工，因為 921大地震
慈濟人投入災區救災、援助災民，協

助學校重建，讓南投重新站起來。

南投願力館啟用活動，除了林明溱

縣長到場，包括包括林源朗前縣長、

立委許淑華、馬文君及縣府各單位一

級主管、各地住持法師及慈濟志工也

參加剪綵儀。

林明溱說，地震時他是集集鎮長，

因為慈濟的力量和志工的幫助，孩子

才可以正常上學、災民有棲身之處。

近 20年來，有災難的地方就可看見
慈濟志工的身影，讓人敬佩。

南投願力館是一個內容多元的地

震教育館，有還原 921地震後當時場
景的戶外克難教室、組合屋、鋼構建

物、51所慈濟援建學校的影音多媒
體、地震知識互動遊戲、防災減災的

科普教育、當時發生的各種感人故

事，另外還有慈濟科技人文館及 54
年來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等 4大志業的全球足跡，內容豐富多
樣，深入簡出，值得參觀體驗。

看現重建歲月 
慈濟願力館啟用

慈濟願力館啟用

死亡：2,505人
房屋全倒：51,392戶。
房屋半倒：53,455戶。
校舍：283校

921 大地震全台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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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標示清楚看 吃得安心又健康。

921地震後，港澳賑災捐款，昔日熱力
依舊溫暖。九二一紀念公園及會展中

心，正是運用港澳捐款興建。南投燈會、

就業博覽會、工商展售會等活動，都在

這裡舉行。跨海來的愛心，變成地方發

展推手，南投人心存感激。

南投縣重大活動場地，921紀念公園及
會展中心，最值得一提。每年南投燈會主

燈區，就在會展中心，從空中看去，燈會的

光如串起珍珠，漂亮又炫目；友好城市來

展燈，香港花燈佔有一席之地。

會展中心舉辦過恐龍展、柯南動漫

展、昆蟲展等活動，搭配週邊花海、情

人橋，可說是過年時的歡樂區。

另為增進就業機會，會展中心也辦過

好幾場就業博覽會。由於場地便利，企

業求才、民眾找工作，變得更順心。

會展中心其實也是防災教育據點，二

樓的 921震災史料展覽室，設有防災虛
擬實境體驗區，相關關影片和設施，目

前開放給國中小學校申請使用，由於課

程安排結合虛擬實境體驗、創意、科學

及科技，加上防災桌遊遊戲等，讓防災

教育變得生動、有趣。

昔日港澳捐款 今日南投照亮

那一年港星帶頭募款 濟助南投
921發生後，港
澳同胞發起賑災，

位於南投市貓羅

溪畔的九二一紀念公

園，及會展中心，正是捐款興建的紀

念物，為這段歷史留下見証。

921救災期，港澳各界發動募款。
香港無線電視台舉行電視籌款晚會，

港星劉德華、張學友、張國榮、梅艷

芳、郭富城、吳奇隆等數十位知名影

歌星帶頭。共募得港幣四千多萬元 (合
台幣約一億六千多萬元 )。
另外，「香港演藝界九二一傳心

傳意大行動」賑災晚會，出席藝人超

過二百五十人，一萬多名觀眾坐滿紅

磡體育館，也籌得一千六百多萬元港

幣，這些錢全送到 921災區，表達關
心。

會展中心舉辦燈會等活動  南投人感激

防災演練 9 月 20 日 9 時 21分同時展開

1999年 9月 21日，深夜大地震重
創南投，攝影師簡慶南震後用鏡

頭 留下災變現場。20年過去了，照
片會說話，將帶領大家走進那段歲

月。

9月 1日起，貓羅溪畔的會展中心，
舉行為期一個月的「風華再現」攝影

展，簡慶南率南投貓羅溪社區大學

攝影課學生，提供近百幅攝影作品，

呈現地震破壞情況，透過今昔對比方

式，彰顯南投生命力。 
簡慶南表示，「風華再現」攝影

聯展，以 921大地震歷史照片為基本
題材，再由學生選擇拍攝地點，拍出

現況，災變與重生的攝影手法，透過

攝影師的視角， 拉近人與土地的感
情。

為了讓與會者能了解攝影師背後

創作的動機與故事，這次攝影展配合

智慧影音導覽解說，透過手機掃描攝

影作品下方的 QR Code條碼，就能跳
出約 2分鐘 YouTube影片，由攝影者
或受訪者親自解說攝影作品背後的

創作理念，聽聽看南投在地的故事。

「南投縣 921二十週年風華再現攝
影展」，在南投縣南投市祖祠東路

26號工商展覽中心舉辦，活動至 9
月 30日止，開放參觀時間，上午 10
點到下午 5點，每逢週一休館。

921大地震屆滿 20年，震殤已遠離，
留下的是重生的堅毅，以及互助的

情誼。長期投入 921震後重建及社區營
造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在埔里紙教堂

辦理系列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包括。

● 10月 8日止，舉辦「921地震 20週
年印象展」，結合影、音、物多元

媒介和互動、讓民眾認識並體驗災

難與復原的歷程。

● 9月 20日，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舉辦
「跨越．共和」921地震 20週年國際研
討會，集結台、日、中 30位專家學者，
進行「防災與韌性」、「生命＆翻轉」、「產

業＆復興」、「生態＆共和」、「復原＆

創生」等議題。

● 9月 20日晚間七點，於紙教堂舉行
「讓愛轉動整個宇宙 2019」民歌演
唱會。 

● 9月 21日下午兩點到六點，舉辦「生
態共和祭」。

● 9月 22日，晚間六點半舉辦「跨越．
共和」921地震 20週年紀念音樂會。 

簡慶南師生攝影展 道盡災後與風華

「跨越‧共和」 

921 照片會說話

921 地震 20 週年系列活動

（圖：簡慶南提供）

921 二十週年專題

集集鎮國寺設有 921震央中心點，紀念碑。

中港澳台四地愛心獎  邱慶禧送餐二十年

挑戰武嶺「永不放棄」 921 開跑
打斷骨頭顛倒勇 !921地震後，南

投道路殘破，經過多年努力，

南投道路不但舉辦各項競賽，國際自

由車環台賽列入南投站，讓南投站上

國際舞台

舉辦 14年的「鐵屁股武嶺挑戰
賽」----「永不放棄」競賽，今年選在
921二十週年登場，象徵災後重建絕
不放棄的意義。

每一個人都可以登上屬於自已的人

生顛峰。腳踏車武嶺挑戰賽，路線規

劃，做了設計。從埔里台灣地理中心

出發，攻上全台公路最高點武嶺，從

平地攀爬到高山，需要充足的體力，

及不畏挑戰的耐力。

九二一大地震後，為發展運動觀

光，激勵不向環境低頭的意志，縣府

舉辦號召腳踏車騎士挑戰武嶺，「鐵

屁股武嶺挑戰賽」一跑就是 14年，
挑戰武嶺也是挑戰自已，更深層的意

義是災後重建後，南投脫胎換骨，變

得更美麗。

鐵屁股武嶺挑戰賽，每年都吸引

數千位騎士參加競賽。為了讓活動

更具紀念性，縣府 8月 26日開會籌
備 921二十週年自行車競賽事宜。 
921已經二十年，地震悲情已經遠去。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透過運動競賽紀

念 921，是一種身心激勵，歡迎到南
投運動、觀光旅行。

國姓鄉在九二一地震中受重創，

全鄉十五人罹難，屋倒超過

六百戶。

當地的機車店老闆邱慶禧立即投

入救災，擔任「全盟」（全國民間

救災聯盟）國姓鄉負責人，為弱勢

居民送餐，二十年不輟，邱慶禧也

因此獲頒「中港澳台四地愛心獎」。

邱慶禧說，九二一之後幾天，

餘震不斷。他和村民從倒塌的土角

厝，挖出往生的阿婆時，一波餘震

襲來，抬著大體的眾人，不敢放手、

進退不得，大家緊握著擔架，只見

遠方的「九九峰在跳舞」，山頭的

綠樹隨著土石滑落，大地反撲實在

可怕。

震災後，「全盟」送來一波波的

賑災物資。「這是一場長期抗戰」； 
邱慶禧心想，外來資源終將結束，

「自己的村民要自己救」，他決心 
投入災區送餐。

國姓鄉的幅員大，有時跑了十

幾公里路程，只為送一個便當。一

些獨居老人不是沒飯吃，而是吃著

「隔夜、再隔夜」

的飯。一名住

土角厝的阿

公，電鍋打

開，不知是幾

天前的飯，「白

米飯已變成黃色」。

邱慶禧說，有回送餐敲門進入，

發現老人倒臥在客廳，趕緊送醫救

回一命。原來老人有糖尿病宿疾，

重複用藥，致血糖驟降而昏倒。

透過生活重建協會送餐，讓老人

感受到外界關懷的溫情，協助災民

走出悲情。為了讓送餐永續，邱成

立九二一社會企業，生產白玉耳露

上市，將部分所得挹助送餐。九二一社會企業生產白玉耳露 
洽詢電話：049-2720640

打斷骨頭顛倒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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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生命，讓救護車先行；與救護車同向 2車道向兩側靠。

南投縣集集鎮，是一個具有高知名度

的休閒旅遊熱門小鎮，包括集集線觀光

鐵道、香 Q 的集集山蕉、綠色隧道、
環鎮自行車道⋯⋯都是膾炙人口的旅遊

標的，也曾獲得入選「台灣十大觀光

小城」、「經典漫遊小鎮」的肯定，每

到假日都能吸引大批國內外遊客前來賞

玩。

然而，今日這個美麗、優雅、具備豐

富多樣旅遊樂趣的集集小鎮，很難想見

在 20年前曾經歷過一場驚天動地的巨大
浩劫──至今仍有許多人印象深刻的 921
地震，因為震央位於集集，又被稱為「集

集大地震」。20年過去了，地震在集集
造成的損害也大都修復重建完成，唯有

當年倒塌的集集武昌宮仍被保存下來，

見證這一場歷史浩劫，成為一處熱門的

參訪景點。

武昌宮主祀玄天上帝，1999 年發生
921地震時武昌宮也在一夕之間傾倒，原
本雄偉的二層樓廟宇整個向下傾塌，變

成僅有一樓高度的斷垣殘壁。雖然建築

物嚴重塌陷擠壓，廟內三尊玄天上帝神

像卻絲毫沒有損傷，令所有信眾嘖嘖稱

奇，後來這處震毀的建築也被廟方原地

保留供民眾參觀憑弔。今日的武昌宮，

廟方早已災後重建完成新廟，宏偉規模

更勝以往，而 20年前震毀的舊廟就位於
後方，金碧輝煌與殘破頹圮的新舊建築

呈現極大反差的對比，也讓曾經經歷 20
年前那一夜驚惶恐懼的人們無限唏噓。

地震 20年後的集集早已浴火重生，並
且從休閒觀光的領域再出發，蛻變為嶄

新的觀光小鎮新風貌。今年適逢 921地
震 20週年，各界也在集集舉辦紀念活
動、出版紀念刊物，無論您對於 921地
震還有多少記憶。

有機會來到集集旅遊的話，請記得來

到武昌宮走一遭，除了在見證 921集集
大地震的重要遺跡前緬懷過往，看到漂

亮氣派的新武昌宮建築以及一旁典雅精

緻的泰順廊橋，更能從集集浩劫重生的

歷程感受無比的欣慰與希望！

走過 20年 集集武昌宮見證 921地震浩劫！

集集武昌宮

日月潭泳渡活動 9月 1日登場，
2萬 3千多名泳客參加挑戰，

來自美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

日本等 36國人士「以泳會友」，
歐洲新聞圖片社也派菲律賓籍記

者到南投採訪，做了最佳宣傳，

證明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國際

響亮」。

泳渡日月潭是挑戰台灣的夢想行

程，今年邁入第 37屆，前總統馬英
九、前副總統吳敦義不但到場出席，

也在水社碼頭施放 1萬條總統魚
(曲腰魚 )苗，強調保育生生不息的
重要。    

值得一提是，馬英九「馬力十足」，

第 7度游過日月潭，參加的泳客也
將活動視為一年一度的水上嘉年華

會，萬人悠游在明潭。 
為了活動安全，縣府及埔里四季

早泳會，動員警、消、救生人力、及

醫護人員執行任務，空中有救護直

昇機、水上有快艇，還新增立式划

漿無動力救生浪板，架構出完整的

水、陸、空防護網，縣府只希望活動

「安全第一」、人人「泳出健康」。

林明溱縣長表示，日月潭萬人泳

渡活動，為週邊旅宿及飯店業帶來

商機，是運動觀光產業模範。

1999年 9月 21日清晨發生「921大地震」，
日月潭就在震央集集附近，因此災況嚴重，

中信、天廬、九龍等大型飯店和教師會館倒塌，

許多民宅震毀，昔日的光華島月下老人亭設施

倒塌，日月潭的交通系統、環湖公路、碼頭等

設施嚴重毀損。

921前，日月潭由縣府管理；921過後，為
提振觀光，日月潭管理權交給中央，並由交通

部觀光局成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投入資源重

建，加強建設日月潭，光華島也更名為拉魯島。

日月潭是南投觀光產業發展火車頭，雖然管

理權不在縣府手上，但前縣長吳敦義首創的泳

渡活動，仍然年年舉辦，為地方觀光產業帶來

永續發展。

921與日月潭

世界馬拉松泳賽，今年正式

列入南投站。十公里的國

際游泳大賽，爭取了四年，也讓

日月潭躍上國際舞台。

泳渡日月潭的活動，今年邁

入新紀元，8月 31日舉辦第 5
屆日月潭公開水域游泳挑戰；9
月 1日舉行萬人泳渡；9月 7日
首度正式舉辦 2019馬拉松游泳
世界巡迴賽南投站比賽，各國

奧運選手報名參加， 地方的南
投縣政府和中華泳協，就這樣

扛起國際體壇大賽。

  日月潭從區域活動，變成世

界比賽場地，後面是時間經驗

累積。四年前縣府和中華泳協

攜手合作，2015年開始爭取，
2016年再爭取，2017年向國際
游泳總會（FINA）提出到日月潭
舉辦馬拉松游泳賽、2018年舉
辦測試邀請賽，確認安全無虞，

今年首度舉辦 2019馬拉松游泳
世界巡迴賽南投站賽事。

今年是 921二十周年，地震
災後發展，日月潭從地震後遊

客跑光光，到泳客回籠，還舉

辦國際大賽，道盡二十年滄桑。

10 公里國際泳賽 爭取四年

世界馬拉松泳賽南投站  日月潭首年開賽

挑戰台灣夢想活動

萬人泳渡日月潭 2萬3千人過關

讀報秘書

日月潭萬人泳渡，國際盛會。

（FINA）國際泳賽首度在日月潭舉辦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