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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花海  免費參觀

愛在南投跨年 

光之庭園燈區～燈當畫布

南投燈會新春特別演出，是民眾必

看節目。2020年南投燈會將續邀
請台灣、大陸及國際演藝團隊演出，

透過燈會活動進行藝術交流。

南投燈會的表演節目，廣受歡迎，

不但吸引人潮，也被視為最強的燈

會。除了南投及台灣在地演藝團體參

與演出，銅梁火龍、陝西腰鼓、百葉

龍、九獅圖、七彩雲南等表演，受到

歡迎。

滿堂喝彩的銅梁火龍，造成全台轟

動，生鐵熔化成鐵水，往空中打出的

火花，百看不厭，是南投燈會必看表

演。

2020年南投燈會持續邀請台灣、大
陸及國際演藝團體在春節期間演出，

截至截稿為止，洽商等相關工作仍在

進行。

南投燈會開辦以來，貓羅溪畔營造

花海，不但是遊客取景之地，並

營造白天賞花、夜逛燈海的樂趣。

南投燈會期間，南投市貓羅溪河

床，將營造五顏六色的花海，花海搭

配情人橋，無論是居高臨下取景，或

是親近花海，都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配合燈會活動，今年規劃開放夜間

花海，並結合夜間發光的藝術裝置，

以各色燈光照亮花海，不同於白天的

花海，遊客可以徜徉在夜的花海中，

營造另一種浪漫風情。

「2020愛在南投」跨年晚會，將於
12月 31日晚間 7點起，在南投縣立體
育場舉行，縣府安排勁歌熱舞活動，

與民眾同歡，縣長林明溱也將到場，

迎接新年到來！

這次跨年，縣府安排梁赫群、邱慧

雯擔任主持人，在地表演團體飛暘樂

團、曼暉舞蹈團打頭陣，年輕世代喜

愛的 BOXING、草屯囝仔、臭屁嬰仔
上場帶動氣氛，知名歌手 RED芮德、
Chris唐仲彣、潘裕文、閻奕格、曹

雅雯、甲子慧也將輪番上陣，壓軸由

全民小天后鬼鬼－吳映潔與世界美顏

小姐才藝第一名的高曼容擔綱倒數演

出。

另外，配合合歡山取得國際暗空公

園認証，清境跨年將推出「觀星、賞

雪、迎日出」相關活動，跨年活動舞

台設在國民賓館旁統一超商停車場；

小瑞士花園舉辦觀星導覽，元旦清晨

還有及脊梁山脈看日出，迎接 2020年
的到來。

南投燈會從 2018 年開始，利用貓
羅溪溪水，展現動人的水舞表演

後，水舞一直是燈會亮點活動，並各開
創燈會創意的各種可能。
水舞成功的演出，也順勢整合新春

加演場域，變成燈會水舞廣場，吸引許
多民眾觀看。
2020 年南投燈會，計畫擴大水舞表

演規模，結合高灘夜間燈飾，進行水舞
與燈飾共同律動，五光十色的燈光和水
柱光影結合，打造非凡氣勢，帶給遊客
震撼的視覺饗宴。 2019年南投燈會首次以「大地即畫

布」的概念，創造大面積燈毯，

受到遊客好評。2020南投燈會將再擴
大面積，成為燈會最大燈區。

光之庭園燈區位於南投會展中心

後方，並將以庭園風格進行佈展，燈

飾布局以南投物產及景點做表現，交

織南投特色。

會展中心外牆也計畫布燈，打造

立體感，包括燈區內走道，也計畫透

過投影技術，將五顏六色的花朵，投

射到地面上，讓參觀的遊客能留下深

刻印象。

2020年是鼠年。南投燈會規劃「富
貴錢鼠」燈區，凸顯鼠年外，超

過 10個主題的燈區，將創造視覺震
撼感。

2020年南投燈會，將透過數以萬計
的燈飾，營造不同的賞燈氛圍。

依照規劃。燈會入口意象「金鼠福

祥門」，用於引導遊客走入燈區，也

代表新年吉祥好運；會展中心外面則

設置大型鼠年主燈，並暫訂明年 1月
17日先試燈，1月 18日舉辦開燈儀
式。

　除了主燈外，南投燈會將設置祈

心動願燈區，展現宗教特色，並供民

眾祈福；縣府同時邀請友好城市共襄

盛舉，成立「友朋聚樂區」，以燈會

友，透過花燈展現不同城文化，開拓

觀光旅遊契機。

南投燈區規劃「富貴錢鼠」燈區，

可說是燈展特色主題。縣府希望以老

鼠娶親的故事為題材，創造喜氣洋洋

的作品，呈現學生天馬行空的創意。

另外，「好樣南投」燈區，邀請在地

企業、觀光業者佈燈，達到企業曝光

與宣傳效果。

南投燈會多樣化，尋奇樂園燈區，

以展現原住民文化為主題，透過原住

民圖騰、部落風俗的呈現，邀請遊客

探索原住民豐富的文化底蘊。

另為呈現社區營造成果，社區製作

的花燈將在「溫厚山城燈區」展現；

會展中心內還有雕塑主題展、室內展

示燈區；其中，雕塑主題展，將展示

南投各類雕雕塑作品，如石雕、竹

雕、銅雕等，期望推展南投人文藝術

的深度與高度。

一年一度的南投燈會，明年元月 18
日將開燈。有別於往年燈會，今

年燈會將「遍地開花」，縣府在貓羅溪

畔的會展中心周邊展燈外，南投市等鄉

鎮市也計劃佈燈，「燈開全南投 觀光總
動員」的盛況，精彩可期。

縣府表示，2020年南投燈會，即將
邁入第五年，相關活動正緊羅密鼓推動

中；延續過去燈會成功經驗，新年燈會

活動將再進化，並結合觀光、文化，創

造最有人情味的燈會體驗。

2020年南投燈會，將充分利用南投會
展中心周邊環境，及貓羅溪兩岸空間，

計劃打造超過 10個主題燈區，搭配不
同的光環境，展現燈會活潑樣貌外，水

舞、景觀花海、浪漫情人橋一樣不缺

席，燈會風情更勝以往。

此外，燈會將打造數個光環境，包括

華燈之路、漂浮之境、銀河之廊、主題

燈飾等等，打造燈會熱鬧氛圍。

其中，漂浮之境計畫在會展中心後方

的滯洪池上，設置大型主題花燈，花燈

水倒影，呈現五光十色效果，展現燈節

美景。

為慶祝合歡山爭取到暗空公園國際認

証，南投燈會在華陽路入口處，規劃銀

河之廊的光環境，並將布置星際隧道，

呈現銀河的無限想像；另在美食攤位的

動線上，布置「星光之道」，以星星為

主題，並連接浪漫情人橋，呼應貓羅溪

對岸的銀河之廊。

2020 南投燈會

南投燈會搶先看    燈區特色展

新春特別演出

光影 水舞 

下月18 日開燈

12/31（二）
晚上登場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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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信義鄉雙龍七彩吊橋，將在

年後擇期開放。

全長 342公尺的雙龍吊橋，建築在海
拔約 800公尺的陡峭山壁上，走起來真
的是「親臨深淵」，無論是景觀、還是

高度，都讓人震撼，也挑戰遊客膽量。

縣府表示，為了發展信義鄉觀光，縣

府在信義鄉雙龍村施設雙龍吊橋，工程

接近完成，正進行週邊配套設施。

信義雙龍七彩吊橋採階梯式橋面，

橋面並以彩虹七彩顏色配色，合計 420
階，吊橋離河谷深度達 110公尺，長度

和深度都居全國之冠。且吊橋通往雙龍

瀑布，瀑布並分為上瀑及下瀑，景色有

如雙龍吐珠一般，十分壯觀。

縣府注重吊橋施工品質與安全，吊橋

兩邊主索皆是由 7支 42.5mm的鍍鋅鋼
索組合鎖定，承重及安全係數設計皆是

超標，將會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景觀

吊橋。

縣府並表示，由於目前吊橋周邊道路

及平台仍在持續施工中，呼籲民眾們不

要擅自進入，或跑到旁邊的水管吊橋上

打卡拍照，以免發生危險。

信義雙龍七彩吊橋，原預計元旦開

放，但地方反應可能影響賞梅活動，

縣府從善如流，決定避開賞梅花期。

信義雙龍七彩吊橋，沿著當地水管

上方興建，還沒正式開放，網路已經

陸續「發燒」。縣府希望完善相關配

套措施，讓這處新景點，可以兼顧安

全及遊憩功能，發揮觀光功效。

未來雙龍七彩吊橋開放，縣府規劃

車輛接駁，並販售套票，確保旅遊品

質，避免出現亂象，影響外界觀感。

為紓緩溪頭停車壓力，縣府希望拓

路拓寬 151線公路，並增設 200
個臨時停車位。

「不砍樹為原則，拓寬延溪公路，

可增加停車空間，溪頭風景區至少可

多出 200個停車位！」縣長林明溱 11
月 14日赴溪頭，針對溪頭假日停車位
爆滿，影響地方交通，尋求解決方案。

工務處長陳錫梧表示，溪頭入口下

方約 800公尺處的投 151線，目前路寬
僅 11到 12公尺，兩側拓寬至少可增
加 200個停車位，若再加上利用棧橋
或路外竹林增設路外停車場，可增加

的停車空間更可觀，而且施工難度低

速度快，經費也僅需 1000萬元左右。 

  假日的溪頭，停車位一位難求，縣府
原計畫興建立體停車場，但可用土地

上百年老樹林立，為蓋停車場而砍樹，

縣府認為不宜，即使花費上億經費蓋 5
層樓立體停車場，也只能增加 100多個
車位，完全不符經濟效益。

縣府擬拓寬道路  
增加 200 個臨時停車位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二合一選舉將於 109年 1月 11日舉行投票，時間從上午 8點起至下午 4點止。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前往投票。

信義雙龍七彩吊橋年後開放

縣府增設 6 處購物袋循環使用站
從源頭減塑

隨手做環保，縣府鼓勵民眾重複使

用購物袋。

縣府去年推動購物袋循環再使用站

後，民眾響應熱烈，為落實減塑政策，今

年 11月初起，縣府和超市、果菜市場及
觀光夜市合作，增設 6處使用站，提供
民眾免費取用。

6處購物袋循環再
使用站包括，南投大

盤大超市 (南崗店、
復興店 )、 新三和
黃昏市場；埔里鎮

第三市場、埔里城觀

光夜市；草屯鎮草鞋

墩人文觀光夜市等。

環保局表示，塑膠不易自然分解，造

成對環境嚴重之危害，各國也紛紛訂定

出減塑或禁塑之規定，環保署統計，平

均每人每年使用 660個購物用塑膠袋，
用量很多。

為降低塑膠袋使用量，縣府希望更多

賣場、市場、夜市響應減塑政策，從源頭

減塑，可以讓我們的生活環境更美好。

假日溪頭車位難求 ~

挑戰膽量的橋

遏止工廠製造空污 環保監測把關
為降低工廠製造空污，縣環保局

不但在南崗工業區裝設監視

器，並運用無人機攜帶攝影機或紅外

線熱顯像儀進行巡查，全面掌握工廠

排煙狀況，只要發現工廠異常排放，

既稽查要求改善，如有重大違規，便

告發處分。

由於稽查人力有限，環保局今年 7
月在南崗工業區擇三處制高點裝設監

視器，即時監控工廠排煙狀況，並透

過無人飛行載具（UAV）執行污染監
測，直接到工廠上空進蒐證，判斷污

染排放源，及排放事實。

據統計，環保局至少已經執行 6次
無人機空拍作業，並發現 4家工廠異
常排放，其中 2家工廠未設置空氣污
染物防制設備，遭到告發處分，另 2
家工廠被要求限期改善。

 │新聞幕後│

縣府透過「醫學中心支援計畫」

輔導草屯佑民醫院、埔里基督

教醫院成立心導管中心後，到 10月
底已救治 617人，病患不必轉診到
中彰等外縣市，一樣能得到妥適照

顧。

搶救心肌梗塞病患，如同和時間

賽跑，病患如出現疑似心肌梗塞症

狀，如胸痛等，宜及早就醫，延誤

治療時間，相當危險。

南投醫療資源有限，縣府爭取

「醫學中心支援計畫」，在草屯佑

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成立心導

管中心，病患就近診療，減少心血

管疾病轉診風險。

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成立

的心導管中心，維持 24小時運作。
今年 2月啟用的佑民醫院心導管

中心，到 10月底，執行心臟血管相
關手術有 406人次，平均每月服務
51人次。埔里基督教醫院心導管中
心，自 7月啟用至 10月底，共執行
心臟血管相關手術 211人次，平均
每月約服務 52人次。

心導管中心已救六百多人草屯佑民、埔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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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標示你認識 健康均衡非難事。

縣府增設 6 處購物袋循環使用站

遠見雜誌於 5月 30日公布全國各縣市長施
政滿意度調查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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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南投縣首位拿到 5星
肯定的縣長。

南投縣民對於縣府施政評價，如倒吃甘蔗

般，漸入佳境。林明溱剛上任時，民調排名在

後段班，但是縣府團隊持續努力，去年獲得 4.5
顆星，今年進一步拿下了最高的 5顆星。

遠見雜誌的調查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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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委託艾普羅行

銷市場研究公司全國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林

明溱縣長在首長滿意度及交通滿意度，都拿下

項金獎。中國時報社長兼總編輯王綽中，11月
20日到縣政府向林明溱祝賀，並由艾普羅公
司總經理李大為代表頒發金獎。

歲末年終，108年即將過去。回顧過
去一年，曾經發生許多事情，凡走過必

留下痕跡，本報整理一年來南投縣十大

新聞，供各界參考。

108年這一年，南投開春就很熱鬧，
南投燈會鬧元宵；遠見雜誌民調，林明

溱縣長施政滿意度獲五星，是南投縣第

一次；南投的長照涵蓋率，全國第一更

值得一提；縣府推出青年創業貸款，更

是落實照顧年輕人的政策；合歡山取得

認証，成為國際暗空公園，真得不容易。

還有茶博會，今年進入第十年，活動

主題年年創新，茶香回甘，近悅遠來，

創造茶產業遠景；日月潭的游泳馬拉松、

路跑馬拉松，爭取多年後，今年正式列

入國際比賽場域；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今年全線完工並啟用；災後重建的埔里

愛村橋完工通車、南投市 139丙線完工
等等，這些事都發生在我們生活周遭。

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發生，曾

經參與過的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回

顧過去，迎向未來，今年的努力將成就

來年新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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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
已達 14%，台灣正式邁入
「高齡社會」。南投縣布建

13A-126B-89C，積極辦理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及 C級巷弄長
照站，目前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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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橋梁績優

 第一個觀光工廠主題園區

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10 月 29 日啟用

爭取多年  

回家的路更安全    

遠見民調 林明溱縣長施政滿意度獲 5 顆星

108 年南投十大新聞
回顧與展望 

長照服務  涵蓋率全國第一

全台最高的「幸福步道」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全線完工

縣府開辦青創貸款 利息全額補貼

縣府自 10月 16日起推出
青年創業貸款，每人最

高可貸一百萬元，有別於一

般融資案件，南投縣政府的

青創貸款，由縣府編列預算

全額補貼利息，讓創業的年

輕朋友能「輕鬆貸」。

縣府於 10月 16日舉行記
者會，宣布實施青年創業及

中小企業優惠貸款政策。

縣府表示，為協助青年就

業，並幫助中小企業發展，

縣府和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証基金合作，為缺乏擔

保品的創業青年及中小企

業，提供融資一億元信用保

証，青年創業貸款最高可貸

一百萬元、中小企業貸款最

高為 200萬元。

號稱台全最高的「幸福步道」，清境高空觀景

步道全線完工，並在 10月 30日開幕啟用。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工程分成二期。第一期在 106
年 5月底完工後，超過 220萬人次前往賞景，4千 3
百萬元的投資，經由門票收入全部回收，且繼續為

公庫帶來財源。

　步道第二期工程，長約四百公尺，10月底啟
用後，步道全長延伸到一千六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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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將戮努力

維持橋梁正常功能，保障用路人安

全。

埔里鎮愛村橋二年多前遭洪水沖

毀，中央核定 1億餘元重建，由
縣府發包施工，並於 11月 7日舉辦通
車活動，愛蘭、南村、鐵山、房里等 4
里居民進出交通獲得改善，回家的路更

安全。

另外，縣長林明溱擔任立委時爭取的

南投市 139丙線道路建設，已經完工通
車，這項建設不但比照省道規格，打造

路寬 22公尺的 4線道，更改善南崗工

業區上下班塞車問題，增進南投市西側

區域發展。

全臺第一個以觀光工廠為主

題的產業園區─「埔里地

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10月
29日啟用，這座園區提供中小
企業進駐，帶動地方發展。

這座園區，估計 將帶來更多
就業機會，每年創造 18億元產
值。因園區地點在國道 6交流
道附近，距福興農場溫泉區開

發案又不遠，加上麗寶也計畫

在埔里開發遊樂區，未來發展

深具潛力。

10月 27日舉辦的日月潭環湖馬拉
松，今年不僅成為 AIMS認證賽事，
並與世界馬拉松大滿貫賽事主辦單位

AbbottWMM完成簽約 ,晉升為 2021亞
培萬達分齡世界冠軍資格賽事，成為

台灣第一場，也是全台唯一的一場分

齡世界冠軍資格賽。

另外，世界馬拉松泳賽，今年正式

列入南投站。並在 9月 7日舉辦。

全台第一、亞洲第三

合歡山是天文迷天

堂，縣府向國際暗

天協會爭取認證，今年 7
月 31日正式成為亞洲第
三個「暗空公園」。觀

星熱將在南投發燒，清

境也多了一個「星空小

鎮」的外號。

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

10/30

啟用

過關

南投市 139 丙線完工 埔里愛村橋通車

茶博 10 年 再創佳績
香郁拾穗  回甘有勁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進入第十

年，香郁拾穗的活動主題活動，

取「相遇十歲」諧因，今年首創的千人

擂茶，叫好又叫座；千人茶會、千人揉

茶，馬拉桑野餐趣，場場爆滿，茶客聞

香而來，十分熱鬧。

茶博吸引遊客，也帶來一波波商機。

今年茶博會 11天活動，參觀遊客近 60
萬人次，銷售金額約 8500萬元，也是
歷年來最好成績。

茶博會近悅遠來，創造多贏，茶博會

帶動茶買氣，愛茶人士也找到喜愛的茶

飲，以茶會友的活動，不但是文化的交

流，更創造產業生意。南投茶世界香，

南投茶博會，已經是聞名全台的品牌活

動。

「水陸兩棲」馬拉松
日月潭首年開賽南投縣獲頒 金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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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安全罩、安全到。

秋天逐漸過去，冬日的腳步也慢慢逼

近，許多人的臉書、Instagram上的相片
分享，開始出現一些充滿異國風情的場

景，紀錄大自然在這個季節交替時刻上

演的變裝秀，而綠樹上妝點金黃色、橘

紅色交織的落羽松，就是其中的主角之

一。

位於南投與彰化交界的八卦山 139線，
就有一處近年小有名氣的落羽松森林，

不需衝高山、不必走太多路，這片落羽

松森林就在大馬路邊，不僅交通十分便

利，附近還有不少可以吃喝玩樂的延伸

景點，難怪可以成為近期很夯的打卡勝

地。

這片落羽松森林佔地大約 1公頃，是
一片私有地，地主很大方的開放讓人免

費參觀，而且還在裡頭設置了不少糜鹿

造型的木頭椅、木製休憩平台、可供一

群人聚在一起的休憩桌椅等，相較於別

處的落羽松景點，這裡的休憩設施比較

多，而且地勢平坦乾燥，所以一家老小

都適合來此參觀。此外，這些人工設施

完全採用原木為製作材料，與落羽松場

景的氣息完美融合，無論是網美特地前

來拍照取景，還是父母要幫小朋友拍張

紀念照，都可以讓畫面與擺出的姿勢更

有變化，用更豐富的視角拍下屬於深秋

的浪漫色彩。

南投 139線原本就是中部地區的熱門
旅遊路線，包括可以登高賞景的「猴探

井遊憩區」、全長 204公尺的「天空之
橋」，賞鳥愛好者勝地「八卦山賞鷹平

台」等，都在這一條路線上，方便您規

劃順遊旅程。

無論您是從南投市區來此，或者從彰

化方向沿著八卦山脈稜線東麓進入此路

段，您會發現路旁交織著一片片茶園、

鳳梨田──屢屢創造特產伴手禮消費奇

蹟的台灣土鳳梨酥，就是從南投市的八

卦山開始發跡。分佈在主道路兩旁就有

許多鳳梨酥業者，有些店家還會打造鳳

梨酥特色主題園區，不妨順道前往逛逛，

盡情試吃品嚐再採買幾盒帶回家！

南投八卦山落羽松森林 輕鬆好玩異國風

埔里美女高曼榮，最近

榮獲「世界美顏小姐」第

四名，林明溱縣長致贈南

投之光獎座，22歲的高曼
容，16歲就參加美人腿
公主選拔，也得過台灣

小姐第一名，這次參加世

界美顏小姐選美，榮獲

第四名並在才藝項目

得到第一名，真的

不容易。

南投縣府、草屯鎮公所向公路總局「公

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爭取補助

及配合款，購置兩部廿人座全新巴士，於 12
月 2日正式開通「草屯幸福巴士」。
縣府表示，草屯幸福巴士民行公車，是

全縣繼中寮、集集、埔里、信義、魚池之後

第六個鄉鎮設置，全縣已有 10輛幸福巴士
加入營運，縣府除與鄉鎮公所分攤配合款，

每年每輛車也補助 8到 10萬元維修費用。
12月 2日起，南埔、坪頂、北勢湳、頂崁、

石川、北投、敦和、新庄、頂茄荖等聚落，

每天都有一到兩班的幸福巴士可以費免搭

乘。

另外，中寮幸福巴士也在 12月開辦。中
寮幸福巴士參考彰客路線，分為「頂城子－

鄉親寮－大坑－鄉親寮」、「鄉親寮－粗

坑－大坑－鄉親寮－頂城子－鄉親寮」、

「鄉親寮－頂城子－鄉親寮」、「鄉親寮－

大坑－粗坑－鄉親寮－頂城子」等 4條路
線，每天 5班車，行經中寮鄉 5個村，共
27站。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縣長林明溱關心偏
遠鄉鎮交通，感謝公路總局與監理站對南

投公共運輸的協助，幸福巴士試行後將研

擬未來營運方向，希望滿足地方的需求。

中寮、草屯幸福巴士 12 月上路 移民節慶祝活動 溫馨熱鬧
縣府 11月 16日在縣府大禮

堂辦理 「2019走入南投的
家 -新住民的新故鄉」移民節慶
祝活動，會場融合了異國風采，

讓人仿佛置身外國嘉年華，許多

新住民朋友全家大小一同參與，

親友間的互動更顯溫馨而熱鬧。

陳正昇副縣長表示，約莫 20
年前新住民在台灣因社會風俗

民情的差異，適應上仍有許多

需克服的地方，近年在縣府及

各團體的努力下，明顯地已經改

觀，新住民在台灣各領域有所

成就。他並以竹山桶頭國小王

業校長為例，王校長是印尼新

移民第二代，不僅在教育領域上

發揮所長，同時為排球國手、教

練，並組成 NTT樂團在南投各
地演唱各種語言好聽的歌曲。 
 12月 18日是國際移民節，縣府提
前舉辦慶祝活動，安排印尼、越南

歌曲、哼哈哈響賀音樂家最相思

旗袍扇舞、新厝里舞蹈班表演印

尼舞、上林全方位舞團團表演韓

風流行舞；現場並有各政府單位

的政令宣導及諮詢服務，活動會

場豐富而熱鬧 。

妮娜巧克力在「ICA世界巧克力大賽」
榮獲 1金 2銀的佳績，縣長林明溱 12
月 3日頒發「南投之光」獎座予以鼓勵，
肯定業者魏振宇及張承惠夫妻的用心和

創新，在產品中加入南投在地水果，協

助在地產業發展，將南投特色行銷至全

世界。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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