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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9

南投推             領先各地
「網路廣播」崛起   聽到南投的聲音

南投是觀光大縣，提供免費無線上

網服務，可供遊客打卡、搜尋地方美

食，並達到宣傳目的。今年新增台灣

地理中心碑、雙龍七彩吊橋、東埔溫

泉區，及埔里身心障礙福利復健服務

中心等無線 WiFi 網路服務熱點。

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涵蓋外國遊客，

主要提供安全、安心的網路環境。縣

府佈建無線上網服務，以遊客熱門之

觀光景點為主，如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鳶峰景觀及瑞龍瀑布，並以民眾洽公

場所為輔。   
107 年 12 月擴增 8 點，108 年增設南

投縣婦幼館等 2 熱點，今年開放的信

義雙龍七彩吊橋等地也列入。

另為提升中高齡

者資訊應用能力，縮

短城鄉之數位落差，縣府 109 年度中

高齡友善資訊服務計畫 - 免費平板教

學，提供 45 歲以上民眾，或新住民免

費平板電腦教學，範圍普及 13 鄉鎮市。

草屯垃圾場悶燒８天，燒出一堆

問題。僅管行政院之前同意補助 3 億

移除垃圾，但未來能否能全數外運焚

化，地方不敢樂觀，縣府決定自籌經

費，計畫在草屯垃圾場附近，先將垃

圾移除，並打包暫置。縣長林明溱 2
日下午由立委馬文君、許淑華，及草

屯鎮長簡景賢陪同，前往了解，評估

可行性。

縣府表示，3 年多來，中央承諾草

屯垃圾運往外縣市焚化的支票，經常

跳票，原因在於縣市議會反對代為處

理，或是焚化爐歲修等因素，以致於

問題叢生，縣府決定主動出擊，並將

在垃圾場附適合地點，將垃圾打包、

暫置，改善草屯垃圾場現況。

前縣議員張維華得知草屯垃圾無處

去，願意提供個人土地，做為草屯垃

圾打包等待外運焚化前的暫置場所。

為此，林明溱縣長等人前往了解。

張維華提供的土地，位於烏溪鳥嘴

潭人工湖下游處，且非行水區，林明

溱認為地點適宜，並請縣府相關單位

進一步研議。

林明溱表示，感謝張維華關心垃圾

問題。他說，草屯的垃圾量屯積５至

６萬噸，數量相當可觀。上週發生火

災，影響環境，張維華願意提供土地，

暫時堆置打包的垃圾，這些措施可避

免造成自燃等問題。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沒有焚化爐，

南投縣綠能永續中心完成前，草屯垃

圾山可先打包移除，先暫時安置到

新的場地，他請縣府相關單位研議對

策，並行文環保署處理。

包括立委馬文君、許淑華也認為，

南投的垃圾運到外縣市處理，難度愈

來愈高，縣府應儘速成立「綠能處理

中心」，達到減量、回收再利用的目

標。面對地方垃圾大戰，環保署最後

還是得面對問題。

網路廣播興起，一支手機也可以「聽

消息」。南投縣政府領先各地， 
11 月 11 日推出 podcast 廣播台，播送南

投吃、喝、玩、樂及縣政等訊息。用手

機可以隨時隨地聽廣播，不用一天到晚

滑不停。

使用手機聽廣播，漸漸流行。個人

廣播平台，已經在網路世界佔有一席

之地。

podcast 廣播已經是無遠弗屆的新媒

體，連傳統廣播電台也跟著跨進平台，

設法多角化經營，以免跟不上潮流。

隨著網路廣播人口增加，podcast 不

但吸引商業廣告，希望增加曝光率，

網路廣播今年更可說是大鳴大放，個

人化的製播風格，談天說地，各種話

題應有盡有，一點也不拘泥。

podcast 廣播不但令人耳目一新，網

路還有收聽排名，傳統媒體包括財經

雜誌紛紛跨進這個領域，爭取曝光機

會。

由於 podcast 百家爭鳴，縣府跟著趨

勢走，領先各地開始製播節目，11 月

11 日推出南投 podcast 第一集，並預計

每週推出新的節目，讓喜愛廣播的民

眾，可以隨時收聽南投最新消息。 
南投 podcast 初聲試啼，已經成功跨

出第一步。根據後台資料顯示，南投

podcast 第一集上架沒幾天，歐洲便有

人上網收聽，網路廣播新媒體的未來

將受到更多注意。

長時間看手機，可能傷害眼睛。但你

可能不知道，聽網路廣播 podcast，閉目

養神就可以接收訊息。

廣播電台是傳統媒體，但有錢不一

定有機會，因為設立電台門檻高，要向

NCC 申請電波、頻率之外，想成為電台

「廣播人」，口齒一定要清晰。

網路時代 Podcast 興起，Podcast 又

叫做「播客」。播客等於是網路裡的

廣播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聲，說出

自己的想法。

網路當播客，比電台廣播人簡單多了，

只要一隻手機，或是一台筆電，將聲音

錄下來，申請到平台，便可以放到網路

供人收聽。

每一位播客，都希望建立聽眾群，只

要言之有物，並建立個人風格，便有機

會達成目的。當播客人人都可以，但想

成為傑出的播客，這得要看功力。

縣府 Podcast 開播，為民眾開闢新的

訊息管道，更重要的是將南投行銷出

去。

新 聞 秘 書

草屯垃圾場火災過後   縣府覓地另闢垃圾打包暫置場

行銷觀光風景點 無線上網  
免錢

▲網路廣播正流行。南投縣政府率先推出 podcast，手機就可以聽到南投的聲音。

▲縣長林明溱偕同立委馬文君、許淑華等人，覓地處理草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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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你我都安心。

今年是嚴峻的一年，疫情挑戰各地，

不但經濟遭到波及，很多人更是

感嘆「這一年過得不容易」。歲末年

終，縣府公布施政成績，感謝民眾配合

防疫，大家在平安的路上打拚。

縣府表示，年初發生疫情以來，很多

國家封閉城市，圍堵病毒擴散。截至 11
月 13 日止，光是美國、印度確診死亡

人數，幾乎破 37 萬人。

各地拚防疫，阻絕病毒入侵。南投也

是繃緊神經，近一年來，不但成功守住

社區，讓南投的社區成為淨土，並展現

逆勢突圍能力，因為南投既要防疫，也

要照顧縣民生計。

在防疫前提下，縣府舉辦日月潭萬

人泳渡、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等大型活

動，並加碼舉辦第一次的巧克力咖啡

節、街舞大賽，為振興經濟注入強心

劑。

交通部觀光局統計，除了六都，今年

一至八月，南投縣有 764 萬觀光人次，

觀光排名，南投名列前茅。

南投的發展，不是靠活動敲鑼打鼓，

看不到的偏鄉道路改善，路燈、溝渠修

繕，更是點點滴滴，默默在進行。

值得一提是，信義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開放、埔里福興溫泉區完成基礎建設，

都在今年完成，未來將壯大地方發展根

基；還有社區福利，長照服務等工作，

紮紮實實的深入家庭。

縣府表示，過去一年來，環境風聲鶴

唳，但南投不畏風雨。辦活動，縣府感

謝各界配合防疫；拚經濟，縣府和民眾

併肩而行，期待疫情趕快過去，大家在

平安的路上打拚。

年初發生疫情後，縣府在 1 月 21 日

成立應變中心，嚴防特殊傳染性肺炎

傳染，在全民配合下，將病毒阻絕在

社區外，疫情未解除前，防疫戰鬥寸

土不讓。

根據統計，今年迄今，南投縣通報

送驗 1,698 例，通報個案 280 例、社區

採檢 1,418 例，確認案例雖有 2 例，

但均平安出院，並解除隔離。

肺炎防疫保衛戰，是繼 SARS 後，

最嚴重的病毒傳染事件。縣府全面戒

備，超前布署。衛生局協調 13 家衛生

所及 106 家藥局協助販賣實名制口罩

外，並到夜市、傳統市場、風景區宣

導防疫。

縣府舉辦各項活動，也是以防疫為

前提，防範看不到的病毒入侵。

隨著其他國家相繼被病毒攻陷，封

城管制造成經濟衰退，我們的社區防

疫有成，讓許多外籍人士稱羡。

抗疫沒有鬆懈的空間，縣府早在 4
月 15 日進行「封城禁足」模擬兵棋推

演，並呼籲民眾繼續遵守防疫規定，

這場防疫保衛戰，仍在進行。

防疫保衛戰 社區寸土不讓

日月潭泳渡 活動防疫標竿

疫情嚴峻  建設向前行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是今年南投最美

的風景， 6 月 20 日開幕的吊橋，把布

農族「依希岸」妝點得更亮麗。

雙龍七彩吊橋，橋長 342 公尺、深度

達 110 公尺，約有三十層樓高，是全台

最長、最深的吊橋。

很少人知道的是，這座吊橋是縣府、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信義鄉公所

籌措經費打造，吊橋階梯以彩虹七彩顏

色配色，成為南投縣觀光新亮點，並帶

動信義鄉觀光發展，促進地方繁榮。

七彩吊橋今年 3 月完工，於 6 月 20
日正式對外開放，截至 11 月初，觀光

人次有 16 萬 6,075 人，收入約 1,250 萬

元，為雙龍地區帶來人潮與商機。

推動多年的埔里福興溫泉開發計

畫，今年完成基礎設施工程。未來除

了優先供廬山溫泉業者購地開發，如

有多餘土地，將對外開放標售。

佔地 55.677 公頃的福興溫泉區，公

共設施用地約有 31 公頃，可建築用

地達約 23.8 公頃。

縣府完成的基礎設施，包括排水工

程、道路、橋梁、污水廠，溫泉井、

自來水、溫泉專管等，還有遊客服務

中心、壘球場、停車場及親水設施，

成為最完善的溫泉區。

埔里福興溫泉區，位於仁愛清境及

日月潭風景區之間，土地遼闊，未來

溫泉業者投資、經營，將帶來觀光商

機，並牽動地方發展。

日月潭泳渡活動近 40 年，今年活動

「一波三折」最難辦。還好縣府超前布

署，將防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加上泳

客配合，不但順利完成活動，日月潭也

成為運動防疫新標竿。

被視為國際盛會日月潭萬人泳渡活

動，遠近馳名。五月間疫情趨緩，中央

宣布 6 月 7 日疫情全台大解封、三倍券

出籠，為振興經濟，刺激觀光等措施上

路，縣府決定 7 月 11 日泳渡開放報名，

但考慮疫情，規劃縮小規模，限縮 2 萬

人報名，並禁止國際境外泳客選手參

加。

泳渡活動不被看好，報名反而增加，

人數達 21,828 人，包括一百多位住台外

藉人士，及 171 位身障朋友加入。

由於活動舉辦前，境外管制陸續有

染疫個案，活動是否如期舉辦，一時陷

於兩難。縣府評估，如果停辦，飯店等

觀光行業，損失至少 8 千萬元。

縣政府於 8 月 24 日函文中央，向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體育署請示，

並 9 月 14 日在疾管署與體育署開完防

疫會議後，活動不但如期進行，防疫也

築起高牆，日月潭辦了史上「防疫最

強」的泳渡活動，對參與者來說，是很

難忘的經驗。

南投幅員遼闊，民眾發生心肌梗塞

疾病，往往搶救不及。

為了搶救民眾生命，縣府除了協助

草屯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建立心

導管室，署立南投醫院今年 10 月下旬

起，也提供 24 小時心導管服務，提升

醫療品質。

南投足球運動，從沙漠變綠洲。足

球培育發展中心今年 5 月間揭牌，馬上

傳出好消息。足球運動得到企業的奧

援，水里國小女子足球隊 7 月拿下全國

少年盃足球錦標賽女子小五及小六雙

冠后，及四年級殿軍，為南投寫下新的

足球史。

為期 10 天的 2020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

會，創下活動開辦以來，防疫最嚴、首

辦咖啡巧克力節等紀錄，交易金額破

1.7 億元，創歷年新高。

茶博會年年創新，今年推出咖啡巧

克力節，大力行銷南投在地的咖啡與可

可產業。為了防疫， 雖然今年茶博會

多了防疫措施，但整個活動不受影響。

信義雙龍七彩吊橋

埔里福興農場溫泉區  公共設施完工

左手做防疫　右手拚經濟

阻絕病毒入侵 ing

挑戰最艱難活動

今年最夯景點

影響最大的開發案

美麗
亮相

協助醫院建置心導管室
搶救民眾生命

南投足球元年～
足球培育中心掛牌

茶博會再創紀錄
交易破 1.7 億元

為協助青年返鄉開創事業，協助中

小企業發展，縣府去年 10 月中旬開辦

「青年創業款及中小企業一般融資貸

款」，融資規模為 1 億元。

這項貸款截至今年 8 月底止，共受

理 32 件，條件不符，無法核貸有 8 件。

目前已協助 21 位青年及 3 家中小企業

取得創業及營運資金，金額有 1,795 萬

元。

青創貸款 
挺年輕人未來

縣府開源節流，減少債務，但不影

響各項建設推動，甚至做得更多。

截至今年 10 月，縣府負債額 102 億

5,290 萬元，比起 102 年 178 億 9,680 萬

2,000 元，已經減債 76 億 4,390 萬元。

減債有成  建設做更多

▲林明溱縣長率縣府團隊建設南投，不受疫情影響。

▲福興農場基礎建設，今年完工。

▲日月潭萬人泳渡，防疫急先鋒。

▲縣府宣導防疫，深入夜市及風景區。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今年開放。



生活大Tips 3鄉親High起來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四 

★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溫泉小旅行  快意泡湯趣
天氣轉涼，2020 南投溫泉季開始了。縣府推出

「浴」見幸福，食泊暖湯之旅。南投溫泉小旅

行包含了溫泉、景點、美食，可以讓遊客快意泡湯，

可以享受秋冬風情。

南投縣的主要溫泉區有北港溪、東埔、埔里等三

處，溫泉季系列活動，不但展現溫泉區特色，並呈

現農產美食，相關開幕活動包括，11 月 21 北港溪溫

泉嘉年華打頭陣、11 月 28 i 慢玩埔里溫泉季登場、12
月 5 日東埔溫泉季。

縣長林明溱表示，秋冬是泡湯季節，到南投溫泉

區泡湯，好玩又有趣，縣府正積極開發埔里福興溫泉

區，並透過前瞻計畫改造東埔溫泉，提供更好的泡湯

及旅遊環境。

觀光處陳志賢處長說，歡迎各地民眾參加南投溫

泉季，12 月 20 日前，在南投消費旅遊，只要單筆消

費滿 500 元，將發票登錄「南投好好玩」，便有機會

抽汽車。

南投溫泉季
2020

北港溪溫泉嘉年華

玉山戀
東埔情

i 慢玩－

埔里溫泉季

國姓鄉北港溪溫泉區，位處於紅香、

瑞岩泉脈，泉質是弱鹼碳酸泉，水質

透明、可浴可飲，沐浴後有益健康，

有助於滋養皮膚，因此也獲得「美人

湯」的稱號。

11 月 21 日國姓北港溪溫泉區搶先開

幕，泰雅渡假村當天上午 11 點前釋出

民眾免門票入園的優惠，現場還有溫

泉美食展示會與農特產展售，「農特

產市集」、「咖啡飄香展售會」，還

有「溫泉美食展示會」推廣優質食材

及美食。

泰雅渡假村佔地達 56 公頃，是一處

結合泰雅族原民文化、歐式浪漫宮廷

花園、巴洛克式別墅旅宿、優質溫泉

泡湯享受的多功能度假樂園。

玉山戀東埔情 - 東埔溫泉季 12 月 5
日開始舉辦，當天晚上有烤大豬等美

食饗宴，還有知名的浴衣火把踩街活

動，更是一年一度盛會。另外，東埔

溫泉區經整建，新的樣貌也逐一呈現。

玉山下的東埔，有溫泉、有山巒美

景，適合戶外健行，及泡湯活動。為

了改造東埔，縣府獲內政部營建署「前

瞻計畫」補助 3 億元，進行溫泉區改

造，包括道路及街區閒置空間綠美化、

廣告招牌整理、擋土牆生態綠化、溫

泉廣場空間改造等，並在溫泉廣場打

造「白鹿傳奇」地標，於12月5日啟用，

預料將成為東埔新的拍照打卡熱點。

此外，台灣好行「東埔線」，今年 8
月開通，東埔的交通更為方便，吸引

更多泡湯人口。

埔里溫泉區在 11 月 28 日登場，主打「i 慢玩 - 埔

里溫泉季」行程，並在鯉魚潭天泉溫泉會館舉辦開

幕活動。

埔里溫泉季，開幕當天，開放戶外 spa 池讓民眾

免費體驗，並提供產業導覽與 DIY 手做體驗，適合

全家遊玩體驗。

埔里溫泉季有「原野尋湯趣」，並和大型越野賽

結合，讓選手登上稜線，奔跑在雲海之間，大埔里

的山巒景色，一覽無遺。

當足跡穿越竹林、涉過溪流後，溫泉可以帶來了

暢快與舒適，也將埔里溫泉推廣出去。

天泉溫泉會館的埔里溫泉，屬碳酸氫鈉泉，活動

結合埔里地方特產，有溫泉南瓜、白糕、溫泉蛋、

溫泉飲品及餐點等 , 提供遊客品嚐溫泉美食 , 創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養生新風味。

位居台灣地理中心的埔里，環境優

美、到埔里泡湯，有很多景點可玩，鯉

魚潭、虎頭山、中台禪寺都在附近，或

是往日月潭遊玩、往山區走則可以到清境農場，走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如遇到下雪，合歡山一定是觀

光熱區。

鄰近景點有惠蓀林場、九份二

山、縣定古蹟糯米橋等。國姓咖

啡、鹿茸產量和品質都是第一，

福龜的草莓也是遊客最愛，客家美食

與休閒農業資源，值得細細探訪。

北港溪溫泉區，不但有國姓客家文

化，也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因泉區

鄰近仁愛清流部落，可以親近部落風

情，附近還有梅園，梅花盛開時，是

一處賞梅秘境。

到信義東埔溫泉區泡湯，沿途

可以遊玩的景點很多，今年最夯

的景點是，新開幕的雙龍瀑布七

彩吊橋，遊七彩吊橋、泡溫泉已經是

全新的旅遊行程。

信義冬季梅花盛開，也是知名的賞

梅勝地，往前新中橫進，豐丘葡萄觀

光果園、草坪頭玉山觀光茶園，新中

橫塔塔加，都有很棒的取景地點。

東埔溫泉季

景點
玩透透

景點
玩透透

景點
玩透透

▲南投溫泉季開鑼。

▲北港溪溫泉泡湯。

▲國姓糯米橋。

▲東埔彩虹吊橋。

▲埔里溫泉。

▲東埔溫泉踩街很熱鬧。
▲埔里 - 虎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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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進口萊豬，引發食安爭議。縣府推薦

土本豬肉產品，強調民眾可以放心。林

明溱縣長表示，南投縣堅持萊克多巴胺

零檢出立場不變，並列入食品安全自治

條例草案，縣府經營的農產運銷公司，

拍賣屠宰生鮮國產豬肉，都有嚴格把

關，品質有保證，民眾可放心食用。

南投縣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是肉品市場，過去以拍賣屠宰豬隻為

主，近年轉型複合經營模式，除原先拍

賣及電宰業務外，也積極開發國產豬肉

相關產製品行銷推廣。

面對進口萊豬風波，農產運銷公司加

強行銷，強調本土豬肉安全外，並介紹

熱銷產品，例如，利用豬膽研發法麗系

列化妝品，「好膽來洗頭」、「好膽賣

皂」，便是緣自老阿嬤的豬膽法寶，深

受消費者歡迎。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日前創設

「南投博物館家族」專屬網站平

台，希望能夠提高在地博物館和

地方文化館能見度，進而推廣各

鄉鎮市的文化觀光旅遊。為了提

高民眾參與的意願，今年特別將

縣內具有潛力的觀光工廠擴充列

入家族成員，在文化題材中加入

更多活力與趣味，更推出「三五

成群南投踏點趣」活動，鼓勵大

家深入認識南投換好禮！

進入「南投博物館家族」專屬

網站就可以看到現有館舍成員的

基本資料，以及家族歷來活動的

成果分享，同時還能夠從網站平

台的報名系統參與家族的活動。

文化局配合「三五成群南投踏點

趣」活動印製摺頁地圖，規劃了 3
條主題路線，活動期間依規定完

成踏館集章就可以兌換贈品。

位於南投市的「南投文化園區」

就包含了三處館舍，其中最醒目

的就是由日治時代的武德殿所轉

型成立的「南投縣史館」，仿唐

式的建築融合了中國北方與東洋

風格，造型優美、氣勢非凡。縣

史館內典藏許多文物及資料，深

具南投縣歷史研究之參考價值。

位於園區後方的「南投陶展示

館」展現陶與南投的深厚淵源，

可以窺見南投陶工藝的約略全

貌。文獻可考的南投陶超過二百

年歷史，與先民生活各層面息息

相關，日治時期陶業更達到鼎盛，

至今南投陶藝仍佔有舉足輕重地

位，優秀陶藝家輩出，在全省陶

藝界中大放異彩。

另一棟「南投縣藝術家資料館」

除了記錄縣內歷年藝術家的個人

資料，還有可供藝術家聯誼、休

憩的場地，以及辦理作品發表與

賞析、專題講座的簡報室，二樓

則有展覽空間提供平面固定展示

之用。

園區內三處館舍緊密相連，一

次踏訪就能完成「走讀文青風，

南投漫遊趣」主題路線的集章任

務，其他兩條路線也各具特色，

不妨都去挑戰一下！

南投博物館家族官網：

https://ntlc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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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陶展示館內部廊道。

▲南投縣史館的建築是日治時代的武德殿。

開放萊豬進口食安憂

縣府推薦 本土肉品

▲藝術家資料館正門。

▲園區內保存了一些古文物。

▲藝術家資料館二樓展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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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精機與友典實業 11 月 23 日。捐

贈「眼科巡迴醫療車」及「數位眼底攝

影機」給南投縣政府。縣長林明溱表

示，醫療車將提供偏遠地區民眾使用，

達到早期篩檢早期治療的目的。

  捐贈這一天，三夏精機與友典實業

董事長曾旭立、陳鶴女士及總經理羅振

裕到場，縣長林明溱代表接受，縣府並

回贈感謝狀，表達謝意

衛生局長黃昭郎說，偏遠地區長輩

因交通不便，無法至都會區進行眼部檢

查，感謝企業界的善心義舉，有了眼科

醫療車後，即可在各鄉鎮市落實巡迴醫

療，未來也會結合 AI 穿戴式視力檢查

設備，為長輩進行眼科疾病篩檢，確實

掌握民眾健康狀況，讓檢查異常的民眾

儘速治療。

此外，縣府以統籌分配稅款籌措 100

萬元購置眼科儀器一套，包括細隙燈

顯微鏡、電腦驗光機、眼壓計、手持

式眼底鏡、間接眼底鏡等，採走動式

服務分別在集集、名間、鹿谷、中寮、

魚池、國姓等衛生所，每月提供至少 1
次眼科醫療服務，照顧偏鄉長輩眼睛

健康，截至今年 10 月底已服務近 3,000
人次。

照顧偏鄉民眾 三夏捐眼科巡迴醫療車

園冶獎系列報導（6）

雙冬社區　公園耳目一新
「圳源湧流、活耀益康」。草屯

鎮雙冬社區，將一座雜亂的公園，改

造成美麗的公園，不僅讓人耳目一

新，也吸引社區居聯繫感情，獲得

2020 建築園冶獎的殊榮。

走進公園，可以看到以社區經濟

農產品玫瑰為發想設計的入口意象，

公園內蓮花池兼顧綠美化、湧泉造氧

及營造生態景觀，石板步道讓居民不

用踩踏草皮也能近距離欣賞池中的蓮

花。

公園內以石砌造景，種植多種植

物，增加景觀豐富性，居民步行通過

樹蔭步道後，可見到創意池塘，一旁

有泥塑石椅、原木座椅等休憩空間，

還有充滿古早味的汲水器，讓大家能

回味早期農業時代的氛圍。

雙冬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曹淑琤

表示，雙冬過去沒有水源，有了來自

國姓鄉福龜村的龍泉圳水源後，雙冬

農作物一年可收成 2 次，可說是雙冬

農作的命脈，社區將水源導入公園內

規劃生態池，讓社區里民有更好的休

憩空間，未來將持續邁向永續、生

態、健康、綠能環保發展。

▲縣長林明溱推薦農產運銷公司生產的產品。 ▲草屯雙冬社區公園獲園冶獎。

▲三夏精機捐贈眼科巡迴醫療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