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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划槳清垃圾

縣政最TOP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3 日

南投燈會從不看好 變得更好看
為期 11天的 2021南投燈會 3月 1

日畫下句點。為了防疫，今年燈

會活動原本「不被看好」，並延後舉

辦，縣府加強相關防疫工作後，燈一

開，燈會「變得更好看」；煙火秀、水

舞、表演節目，更勝以往，過年的氣

氛，南投燈會最精彩。

受疫情影響，一年一度的南投燈會，

一度決定延後；因為衛福部桃園醫院

發生疫情，縣長林明溱認為，健康第

一，並呼籲各界配合秋冬防疫專案，

盡量不要到人潮聚集的場所，勤洗

手、戴口罩，共同防疫。

隨著疫情趨緩，2月 19日南投燈會
低調開幕，雖然燈開得有點晚，但該

有的主燈、副燈、煙火、水舞、花海、

主題燈區、可愛的哞哞農場，一個都

沒缺席，縣府除採取實名制管制，並

提醒民眾，逛燈會務必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

不做大宣傳的南投燈會，依舊吸引

民眾目光，貓羅溪營造的花海迎人，

白天賞花、晚上看燈的活動，受到歡

迎。為了回饋鄉親，縣府晚上加碼煙

火秀，加上水舞表演，營北國中舞龍

隊與九天民俗技藝團、十鼓擊樂團等

表演，叫好聲不斷。

營北國中今年結合舞龍與鳳凰的演

出，讓人耳目一新；九天民俗技藝團，

戰鼓隆隆，博得滿堂彩；南投燈會燈

一開，遊客就來，228連續假期，南
投很多景點人氣滿貫，燈會活動好彩

頭，也點亮了觀光。

配合燈會舉辦，縣府第四度在貓羅

溪推廣 SUP立式划槳運動，幾乎場
場爆滿；教練和民眾發現河川漂來不

少垃圾，主動發起淨河運動，傳為地

方美談。

今年划立槳體驗，在水舞區水域舉

辦，貓羅溪上游漂來許多空瓶子和塑

膠垃圾，壞了美麗的河川，教練和民

眾發起淨河運動，並沿著貓羅溪水域

撿垃圾。

孩子問爸爸，「怎麼有這麼多的垃

圾啊！」家長趁機教育，不該亂丟垃

圾，要做環保愛地球，這才是最有意

義的事。

划立槳運動，帶著孩子淨川，給下

一代上了一堂課。參加的民眾說，如

果還有機會，他們還想來。

一次的淨河活動，清出至少 50公
斤的垃圾，縣府呼籲民眾愛護環境，

挺生活的未來。

上一堂環保課

TVBS民意調查中心年初公布調查
說，南投縣長林明溱施政表現持續獲

民眾肯定。有 65%民眾表示滿意，相
較 106年底調查，滿意比例增加一成。
這項調查說，林明溱連任縣長兩年

來，持續發展觀光策略，雖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仍辦理多項活動，吸

引民眾參加，同時開發多個產業園區、

規劃青年政策，增加就業機會，並推

動燃煤鍋爐停用汰換，改善空氣品質。

TVBS民調中心調查結果顯示，有六
成以上（67 %）民眾表示滿意（26%
非常滿意、41%還算滿意），僅 8%表
示不滿意，另外 25%民眾沒有表示意
見。

相較 106年底調查結果，民眾滿意

林明溱的比例增加一成，不滿意度則

略減 1個百分點，林明溱施政獲得民
眾肯定。 
對於最近一年生活，有 50%南投縣

民表示過得快樂，包括 10%非常快樂，
40%還算快樂；23%表示過得不快樂，
另有 27%未表示意見。另外，有 72%
南投縣民眾覺得住在南投是光榮的，

包括 24%感到非常光榮，48%還算光
榮，這和 106年底調查比較，南投縣
民光榮感增加 6個百分點。

67%縣民滿意縣長林明溱施政表現

50%覺得近一年過得快樂

TVBS民調中心針對連江以外的 21個
縣市，進行縣、市長施政滿意度、各

縣市民眾的快樂指數，及對居住縣市

的光榮感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南投

縣長林明溱滿意度 67%排名第五。
 21縣市長施政兩周年滿意度調查排

名， 新北市長侯友宜（77%）居冠，花
蓮縣長徐榛蔚（71%）第二，嘉義市長
黃敏惠、桃園市長鄭文燦，滿意度皆

為 69%，並列第三。

南投縣施政

滿意度第五名

為了防疫

▲南投燈會煙火秀「精彩」

▲燈會旋轉木馬，炫耀奪目。

▲燈會活動未宣傳，布置一樣用心。

▲玩立式划漿，遊客順手撈垃圾，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竹山高中朱以軒和林芳郁錄取台灣大學，林明溱縣長前往祝賀並贈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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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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間苗圃將轉型親子生態園區！最

快今年夏天開放迎賓。

縣府改造名間苗圃，第一期完成愛

心大草坪、松林環狀步道、親水噴泉、

生態池的生態園區，在縣長林明溱督促

下，縣府斥資 2,450萬元打造各式遊具，
包括溜滑梯、盪鞦韆、景觀平台等。相

關工程已於 2月 24日動工。
林明溱表示，中興新村兒童樂園假日

人擠人，很多人反映，南投縣需要共融

公園及遊樂設施，可以親子休閒。這個

暑假，南投縣民不用再等，名間苗圃生

態園區將擁有一處場所，讓老青少可以

盡情玩耍的地方。

名間苗圃園區轉型，縣府先斥資 2,900

萬元，將占地 2.5公頃的苗圃改造成大
草坪、落羽松環狀步道、生態池、親水

區噴泉，變成小型遊樂設施的生態園

區。

林明溱進一步請農業處規劃設置裝

置藝術及大型遊具，並再投資 2,450萬
元進行相關工程，包括設置 5公尺高、
長 31公尺的磨石溜滑梯、草坡攀爬區、
無障礙愛心緩坡道、景觀平台、鳥巢盪

鞦韆及各式遊具等。未來將成為極具特

色的休閒遊樂場域。 
尤其，名間苗圃生態公園與農產運銷

公司的豬樂園相鄰，停車方便，民眾也

可以到豬樂園參觀、用餐及採購農特產

品。

名間苗圃 轉型

遊樂公園
今夏迎賓

桃米休閒農業區獲金牌

長照接送情 就醫好便利

金牌農村初賽

3年舉辦 1次的「金牌農村競賽」，
南投縣選出 1金、2銀、2銅及 6個優
等社區，南投縣前三名，參加全國評

比。

這項競賽，分為縣市初賽及全國決

賽兩階段，南投縣共有 86個農村參加
初賽，經書面審查及現場訪視後，初

賽排名包括：

埔里鎮桃米休閒農業區金牌；銀牌

有仁愛鄉南豐社區、埔里鎮珠仔山社

區；銅牌竹山鎮延正社區、埔里鎮一

新社區；優等社區為水里鄉槑休閒農
業區、中寮鄉永福社區、鹿谷鄉竹林

社區、鹿谷鄉永隆社區、鹿谷鄉彰雅

社區、南投市福山社區。

縣長林明溱表示，金牌農村競賽是

為了選出能彰顯臺灣農村發展願景的

典範社區，其發展必須是在生活、生

產、生態以及未來規劃都是有一定成

績，縣府嚴謹審查，除了肯定入選農

村的努力，未來也將持續輔導參加全

國賽。

長照服務，「交通接送」情。行

動不便或須乘坐輪椅的失能者，縣府

提供車輛，到府接送到醫院就醫，符

合條件者，可洽詢長期照顧服務專線

1966，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安排專人
到府評估。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範圍，以南投鄰

近縣市為主，包含台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65歲以上失能老人、55歲以
上失能原住民、50歲以上失能之失智
症者、失能之身心障礙者、及日常生

活需協助的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經

長照管理中心評估為一般地區 CMS第
4級以上失能程度者，信義鄉、仁愛
鄉、魚池鄉、國姓鄉、中寮鄉等偏遠

地區，CMS第 2級以上失能程度者，
可提出申請。

  衛生局表示，符合服務對象者經核
定後，於欲使用服務三天前，可撥打

電話至安排的特約服務單位預約。

截至 110年 1月，縣內交通接送服
務提供單位共有 24家 76台車輛，109

年服務人數計 9,467人，服務次數計
46,157人次，每月平均 3,846人次使用，
相較 108年使用率成長 59.7%，顯示長
照交通接送需求愈來愈多。

長照交通接送就醫，每月最多補助 8
次單趟接送，每趟補助 250-300元，其
中每趟次民眾須自行負擔部分，一般

民眾為 62-63元、中低收民眾 20-21元，
低收入戶則全額免費，超過補助金額

的費用由長照需要者自行負擔。

 有需求的民眾可洽長期照顧服務專
線 1966、洽南投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專線 049-2209595，或至衛生局網站我
要申辦長期照顧服務線上申請 (網址
https://www.ntshb.gov.tw/Default.aspx)，亦
可就近至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公所申請，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會儘速安排專人到

府評估。

南投縣農林漁牧業普查處 3月 2日
成立，普查工作將自 5月 1日起至 6
月 30日止，全台同步進行，縣府籲請
縣民配合訪查，提供普查資訊。

  成立農林漁牧業普查處，副縣長陳
正昇、縣府主計處長陳美秀、農業處

長陳瑞慶、民政處長吳燕玲等人共同

揭牌。

陳正昇表示，農林漁牧業普查每 5
年辦理 1次，普查資料不會作為課稅
依據，希望民眾放心。這次普查將動

員人數約 650人，預計全縣受調查戶
數 52,000戶。

 縣府主計處表示，本次普查對象，

包含經營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

畜牧服務、林業、漁撈及水產養殖等

生產與休閒活動的業者。

縣府也將嚴格要求工作守則，普查

員不會洩漏個資給任何人、不會詢問

與普查表無關資料、不會要求提供帳

戶或存摺；且普查員會佩戴普查員證，

也會親自遞送致受訪戶函，調查訪問

時間除了上班時段外，普查員也會利

用平日晚間及假日訪查。

 受訪農民如有疑慮，可電話給縣政
府主計處 049-2232875、2201024，或各
公所查詢，也可以透過 165反詐騙專
線來確認普查作業。

社區評鑑已經展開，今年共有 28個
社區參加，社區將展現成果，爭取全

國社區選拔最高榮譽。

評鑑第一站到竹山鎮延正社區，還

有竹山鎮籐湖社區。

延正社區茶葉及蕃薯聞名，是全台

適合種植紅蕃薯的產地，社區推動老

人食堂服務外，109年起擔任小旗艦計
畫領航母雞，帶領桂林、籐湖等 2個
社區，其中籐湖社區曾獲南投縣社區

評鑑單項特色獎。

 籐湖社區 108年辦理社區關懷據點
供餐，賣老藝術團、「千歲團」40人，
平均年齡超過 75歲，是社區特色。
今年 28個社區參加縣級評鑑，包括

竹山鎮富州、竹山鎮延正、竹山鎮竹

山、南投市營南、草屯鎮平林及埔里

鎮珠仔山等 6個社區，曾獲全國績優。
其中，竹山鎮富州準備參加銀質卓越

組，22個社區參加績效組，其中竹林、
養靈、敦和等 3個社區都是第 1次參
加。

社區發展成績亮眼，南投縣參加中

央選拔，累計獲得 1個銅質卓越、7個
卓越、16個優等、16個甲等全國績優
社區。

農林漁牧業普查處掛牌 
5 月起普查請民眾配合

福 利 報 報

社區評比 28 個社區受評

名間苗圃將轉型遊樂園

▲苗圃內還有噴水設施，最快今夏開放。

▲農林漁牧普查在縣府掛牌

▲金牌農村競賽，南投縣選出優勝社區參加全
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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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啟動中興分洪工程解決萬人水患
為解決中興新村中興路以西內轆淹

水問題，縣府啟動分洪工程。連

接南投市和中興新村的祖師橋已經封

閉，封閉期預計至 9月底，施工期間
民眾需繞道通行，確保安全。

南投市內轆至小溪橋路段、祖祠

路因地勢低窪，常遇雨成災，縣府向

營建署爭取到經費，執行中興新村中

興路分洪相關工程，希望解決淹水問

題。

由於內轆慶福寺南牌樓正好位於分

洪工程線上，為此在慶福寺南牌樓進

行動土典禮。縣府同時向營建署爭取

120萬元經費，開闢南營路直通中興路
光明南路口的「利民便道」，解決牌

樓遷移施工期間，南營路交通問題。

陳正昇強調，中興路分洪工程明年

3月完工後，將保障內轆地區廣達 7公
頃、近萬居民免除水患威脅。

中興路分洪工程屬「南投縣管區域

排水外轆排水系統規劃」治水方案，

總工程經費 2.2億元。其中，縣府負擔
18％，約 4,000萬元，由縣府發包動工，
並在內轆橋及中興路設置分洪箱涵及

排水設施，未來解決內轆近 1萬居民
水患威脅。

瑞岩部落聯外道路，路面破損，縣府決

定施工改善，預計 4月發包，年底前完工。
縣長林明溱 3月 4日率領縣府原民局長
史強、工務處長陳錫梧等人抵發祥村的瑞

岩部落，並召開部落聯外道路改善工程說

明會。

原民局指出，部落瑞岩橋接投 89線，
總長約 3.8公里，因多處路面破損，縣府
計畫斥資 1,390萬元，包括 AC刨除重鋪及
截水溝等，用以改善部落交通。

林明溱表示，縣府重視地方建設，只要

地方有需求，縣府會盡力配合改善，瑞岩

部落住戶約有 440人，對外交通不好走，
確實有改善的必要。

他並表示，力行產業道路在縣府多年來

的努力改善下，目前路況已比以前進步改

善許多，縣府花費數億元改善路面，未來

也會繼續努力，完善原鄉的交通品質。

力行產業道路是全台最難修的路，

大雨一來就崩塌。為了山區民眾出入

安全，縣府等單位挑戰不可能，

並引進貨櫃工法，穩固

邊坡，這項工法如

通過汛期考驗，

力行沿線六大

崩塌點將如法

炮製，改善危

險路段。 
縣長林明溱 3
月 4日到仁愛鄉投
89線力行產業道路會

勘，了解 49K處貨櫃加固邊坡工法及
活動式鋼橋施工進度。

他表示，力行產業道路 49K
嚴重崩塌，縣府斥資

1,600多萬元加固
路基，並利用

貨櫃堆疊保

護駁坎外，

鋼軌樁保護

邊坡也更加

穩固，這項工

法如確實可行，

未來其他 6處崩塌點

將比照辦理。

另外，投 89線 46K+300處的明隧道
工程，經費達 1億 3,900多萬元，去年
9月動工至今，進度超前，可望在年底
提前完工。

為確保沿途三村 9個部落 2千多位
居民交通安全，讓地方生產的蔬果、

茶葉順利運到市場。林明溱表示，縣

府提報投 89線工程改善計畫，已獲公
路總局核定近 1.2億元補助經費，縣府
會再次到部落召開地方說明會，聽取

地方意見，預計今年 9月發包，10月
施工。

貨櫃加固法如通過考驗
力行產業道路 6大崩塌點 比照施工

擦亮路邊反光鏡 五歲小朋友學做公益瑞岩部落道路破損 縣府決定改善

南投市 139 丙線
二期工程 動土

為紓解台 3線車潮，斥資 3億 3千
多萬元的南投市 139丙線二期工程，
於 2月 23日動土，預計 111年 4月完成。
這項道路工程完工後，可大幅改善

南崗路段上下班交通壅塞，南崗工業

區及南投市交通可以更便捷。

動土活動這一天，包括縣長林明溱、

立委許淑華、馬文君及地方人士參加，

對這項建設表示重視。

林明溱表示，139丙線第一期工程，
已經帶給用路人方便，未來旺來園區

落成後，在產業運輸也能提供很大的

幫助，進而帶動南投市經濟與工業的

發展。

南投市是縣府所在地，也是地方行

政中心，受地形影響，交通問題有待

改善，縣府進行 139丙線開通計畫，
第一期工程於 108年 12月通車後，第
二期工程將從嶺興路往南跨三興坑排

水、同源圳後銜接樂利路，通往旺來

產業園區及五育中學。

響應「擦亮世界角落」，草屯國際青

商會 3月 28日動員十多位會員，前往北
投里社區當義工，協助擦拭路口反光鏡；

五歲小朋友林紘震也拿起抹布擦鏡，做

公益從小學起。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長林志忠，代表縣

長林明溱也加入「拭鏡隊伍」。林志忠

表示，各道路架設的反射鏡，因風吹日

曬、雨淋，經常布滿灰塵，草屯青商會

發起「擦反光鏡」活動，真的很有意義。

 草屯北投里慶安宮，當天來了一群年
青人，他們的聚集引起社區居民及香客

注意。這些年青人完成會合，馬上集體

行動，拿抹布的、架鋁梯的，分工合作，

開始逐一擦拭路口反光鏡。擦完一個反

光鏡後，便轉往下一個路口，一個上午

便擦完 32個反光鏡。
擦拭反光鏡的年青人，其實是草屯國

際青商會會員。他們除了擦拭北投里反

光鏡，第二天也前往新豐里的路邊「拭

鏡」。

草屯青商會長曾建閔表示，響應聯合

國公布永續發展目標（SDGs），永續城
市，青商會舉辦「擦亮世界角落」活動，

透過擦亮路口反光鏡，希望提高用路安

全。根據統計，2019年全國道路交通事
故超過 34萬件，青商會發動擦拭反光
鏡，也期社會注重安全的生活環境。

▲投 139丙線二期工程動工

▲為解決內轆淹水問題，中興分洪工程已經啟動。

▲林明溱縣長向仁愛鄉親說明道路改善計畫

▲小朋友擦反光鏡，跟著大人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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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遇有兩段式左轉標誌應兩段式左轉。南投縣政府關心您

十年磨一劍，南投縣原民青少棒代表

隊在原民運動會青少棒錦標賽中大展身

手，勇奪全國第 3名。副縣長陳正昇 3
月 18日前往南投縣立棒球場，對選手
的表現，表示嘉勉。球隊隊長伍傑森也

呈獻獎盃，報告戰果，南投縣體育會總

幹事洪銘惠代表該會理事長潘一全致贈

2萬元加菜金，慰勞球員。
陳正昇表示，2年一度的原民運動

會，青少棒代表隊表現傑出，獲得全

國第 3，這是南投青少棒最佳紀錄，他
感謝教練團用心指導，期許選手們再接

再厲，未來在棒壇闖出一片天，成為棒

球界菁英，也希望各界關心南投的棒球

運動，讓南投棒球和壘球一樣，揚名國

際。

球隊總教練增鈺傑說，感謝縣府對球

隊的支持，還有各界對球隊的協助，讓

球隊有良好的訓練環境，培養克敵制勝

實力。這次決賽，面對實力堅強的高雄

市代表隊，球員都能面對，冷靜迎戰，

最終擊敗強敵，拿下全國第 3。
  獲得 2勝戰績的投手幸宏恩說，隊

友在攻防上相挺，才能打敗強敵，以後

會更努力，希望能有更好成績。

位於南投市貓羅溪畔的南投酒廠，

隸屬於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是該

公司最早轉型觀光化發展的製酒工

廠，朝向多角化經營與多樣產品開

發，遊客到此可以瞭解酒品生產過程

與製酒產業文化，還有種類豐富的酒

品與伴手禮可以選購。

南投酒廠以葡萄酒聞名全台，是

全台獨樹一格的水果酒廠，收購全台

盛產之水果釀製各種水果酒，包括葡

萄、鳳梨、楊桃、荔枝、李子、梅子

等，藉以增加水果產值與農民收益。

除了各種水果酒之外，產品還包括蘭

姆酒、威士忌及蒸餾酒等。自 2014
年起，南投酒廠投入生產 OMAR單一
麥芽威士忌，歷年來參加世界各地威

士忌烈酒競賽獲獎連連，成為這裡代

表性酒品之一。

走進南投酒廠，就可以看到一個

大橡木桶造型的鮮明地標建築，這是

1986年落成啟用的品酒屋，象徵了
台灣開啟觀光酒廠的里程碑。水池上

的大型玻璃窗建築則是產品推廣中心

與綜合展示區，在這裡可以採購威士

忌、白蘭地以及荔枝酒、烏梅酒、青

梅酒 、蘭姆酒等各種酒類產品，還
有酒香泡麵、紅麴香腸、豬腳、酒冰

棒等酒類副產品，也有台酒生技系列

商品及清潔美容保養周邊產品，多數

均有禮盒設計，送禮自用兩相宜。其

他區域包括「酒銀行」及「葡萄酒品

評專區」，後方的綜合展示區則有外

租櫃位展售其他產品，還有一排餐廳

座位區。

除了一般遊客參訪之外，15人以
上團體可以跟廠方接洽 VIP付費導覽
服務，認識更多製酒知識文化與品酒

體驗。戶外的綠地植栽、鏡面水池、

景觀生態池，搭配製酒主題的裝置藝

術擺設，打造了一處悠閒愜意的開放

園區，有機會來到南投旅遊不妨來此

徜徉半日時光。

南投青少棒原運會

為打造無毒校園，縣府等單位與《撼

動 H.D.A》網紅男團合作，展開反毒巡
迴宣導活動，元宵節在南投國中登場，

該團體成員個個身手矯健，顏值又高，

無論特技、唱歌表演都難不倒，受到學

生熱烈歡迎，更加深學生對反毒認識。

本次反毒巡迴宣導活動在一個月內

深入 10所國、高中進行反毒宣傳，第
一場南投國中便造成轟動，因為宣傳內

容迎合年輕人口味，並將國慶表演等級

的特技帶進校園，傳達正向能量，受到

學生歡迎。

撼動 H.D.A是由一群熱愛文化、擅長
特技的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所組

成，他們用歌唱表演、特技、街舞及有

獎徵答等方式融合反毒議題，增加與同

學互動性，發揮各項創意，讓學生心靈

感動、身體行動，以擴大宣導，並促進

師生認知與參與。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舉辦反毒宣傳是

希望打造無毒校園，縣府在反毒、反霸

凌做了很多努力，但毒品無恐不入，宣

導工作採取多元性，並增加趣味性及表

演，讓學生在互動中學習，潛移默化對

反毒認知，進而拒毒。

鹿谷鄉距離溪頭約 15分鐘車程的林
間路旁，有一棟純白鏤空建物，這是由

王品集團暨益品書屋創辦人戴勝益所創

立「益品美術館」，館內展示戴勝益長

期學畫的作品。

戴勝益說，益品美術館與益品書屋

相同，都是他感念創立王品集團後，

得到回饋社會的機會而命名的，希望

能帶動「美學教育」與「鼓勵閱讀」

的風氣。美術館與書屋一樣，每人入

館費用 100元，提供不限量的咖啡與
茶，每天下午還有現場小提琴演奏，

沒有其他商業的銷售行為，未來還會

舉辨講座與音樂會，為台灣提供一個

藝術交流的學習平台。 
益品美術館為何會落腳鹿谷？台中

人又愛山的戴勝益說，溪頭是他每週必

來的地方，他和家人都喜歡這裡氣候多

變、雲霧繚繞的美感，此外，空氣清新、

悠閒自在也是戴勝益所鍾愛。因此，他

花了一年的時間，在當地尋找美術館適

合的家。將美術館設在這裡，「觀光客

很多，美術館就不會虧太多錢了」，戴

勝益連提倡美學教育，都不忘幽默一

下。 
 益品美術館不只採用純白色外觀，

館內百餘坪純白色基調空間呈現出現代

感，凸顯出簡約樸實的設計風格，更襯

托出畫作與館內空間的自然融合，讓美

術館散發出自在優雅氛圍，更與當地景

緻融合一氣，是所有熱愛藝術與自然的

人，必定造訪之處！

網紅男團特技反毒 巡迴南投撼動師生

戴勝益投身美術館 為鹿谷添藝術氣息

酒類與副產品琳瑯滿目  戶外休憩園區悠閒愜意

南投酒廠  貓羅溪畔醇酒飄香

勇奪季軍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防疫期間開放區域與參訪規定，

請依照現場公告並遵從相關指示。

南投酒廠

電話：049-2234171轉 555、556
地址：南投市軍功里東山路 82號

▲產品推廣中心展售台灣菸酒公司的各類商品 ▲中心內設有用餐座位區

▲益品美術館提供

▲網紅男團進入學校宣傳反毒，受到學生歡迎。

▲南投國中反毒活動，場面熱烈。

▲在此也可以選購各類副產品

▲南投酒廠以各類水果酒為特色

▲南投縣原民青少棒代表隊，拿下全國第 3，副縣長陳正昇等人豎起姆指「比讚」。

▲埔里酒廠最鮮明的地標是橡木桶造型的品酒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