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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最TOP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3 日

▲鑫永銓發給社會邊緣紓戶困金

▲縣府到宅表揚模範父親

▲中興路分洪工程示意圖

發給紓困金 鑫永銓足感心
疫情影響生計，南崗工業區鑫永銓

啟動「民間版紓困案」，率先提

撥 3千萬元，供南投市、名間鄉、草屯
鎮領不到政府補助的邊緣戶申領救助

金，8月 3日首波發給 300多人，善行
義舉「足甘心」！

鑫永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季

進，在縣長林明溱見證下，親自發放

每人萬元急難救助金。他說，「鑫

永銓只是出錢而已！精準照顧到邊緣

戶，全靠縣府協助。」

林季進表示，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

活，受疫情影響，經濟弱勢在社會角

落苦撐，更需要救助，鑫永銓籌 3千
萬元，給最需要的人，每人 1萬元急
難救助金，希望這些家庭得到喘息，

在疫情中撐下去。

鑫永銓協助的對象，是政府社會福

利網無法照顧到的弱勢者。林季進表

示，申請的民眾非常多，縣長特助林

儒彬主動協助，引介縣府社會及勞動

處協助審核資格，每人 1萬，每戶最
多 6萬元的救助金。
防疫期間，一些民眾生計發生困難，

鑫永銓提供 3千萬現金，救助需要的
民眾，對象是家住南投市、名間鄉及

草屯鎮的弱勢家庭，且領不到政府補

助的邊緣戶，並從南投市漳和里開始

發放。

漳和里長張幸生表示，鑫永銓林董

事長是漳和里民，該公司選擇從漳和

里開始發放救助金，讓 120多里民得
到現金救助，實在「足感心」，期待

受助者堅強努力，未來有能力時，也

能站出來成為行善的志工，讓鑫永銓

大愛散發出去。

鑫永銓是知名橡膠輸送帶公司。林

明溱縣長表示，該公司扎根南投 40多
年，產品不但名揚國際，公司也長期

投入社會公益，林季進董事長認養助

學的弱勢孩子多達百人，是企業回饋

社會的典範。他期盼更多企業跟隨鑫

永銓腳步，捐款助弱於急難，讓疫情

下的台灣社會，有更多善的力量。

仁愛鄉法治村武界部落投 83線 25K發生
大山崩，道路遭大量土石掩埋，山壁石塊

不斷掉落，縣長林明溱、立委馬文君冒險

到現場了解，林明溱希望儘速清理落石，

搶通道路，早日恢復親愛、萬豐、法治三

部落交通。

颱風引進西南氣流，加上之前地震，仁

愛鄉投 83線 25K武界隧道附近山壁崩塌，
交通中斷，災情嚴重。

林明溱偕同立委等人，8月 9日下午到
仁愛勘災，山崩現場土石滾落，包括工程

人員等飽受虛驚。

縣府工務處長陳錫梧說，投 83線 25K處

致災，主要是 8/7豪雨導致邊坡土石荷重
增加，加上淘刷，邊坡土石鬆動 ,使土體
滑落，經勘查崩塌量體高度約 250M,長度
約 150M,武界隧道出口及路面已被土石淹
沒。

工務處建議，短期修復，以搶通恢復道

路通行為主 ,上邊採鋼軌樁防護柵，分階
方式開挖清除崩積土石，維護行車用路人

安全。長期修復方面，建議未來蓋明隧道，

估計需二億元。

林明溱表示， 清除崩塌土石為第一要
務，希望愈快愈好，希望武界、萬豐居民

早日恢復通行。

民間版紓困 邊緣戶最高 6 萬元

中興路分洪工程施工  民眾小心交通

雖然政府提供各項補助，但有些民

眾可能因為沒有勞保、未加入工會等相

關因素致資格不符，成為社會救助網下

的遺漏者，鑫永銓希望這些領不到政府

補助的邊緣戶，能得到應有的照顧。

鑫永銓救助活動，已於 7月 13截止

申請，該公司提供每人現金 1萬元、每
戶最高 6萬元的急難救助，幫助民眾度
過疫情，經過縣府協助審核資格，該公

司從 8月 3日開始陸續發送。讓防疫期
間生活陷入困境的民眾，即時得到關懷

和協助。

縣府協助審查縣府協助審查

父親節前夕，縣府社會及勞動處處

長林志忠分赴各鄉鎮，代表林明溱縣

長向全縣模範父親致意，並頒贈縣長

賀匾、血壓計紀念品及縣長茶盤賀禮，

祝賀所有爸爸們「父親節快樂！」。

 林志忠表示，今年全縣共選出 16
位模範父親，平均年齡將近 78歲，模
範父親有埔里鎮王添順、水里鄉葉李

淵、竹山鎮江燈炎、鹿谷鄉黃宋、信

義鄉劉順和、魚池鄉黃金石、南投市

張献城、草屯鎮張銘賢、名間鄉蔡光

雄、中寮鄉林玉成、集集鎮陳和清、

仁愛鄉詹信義、國姓鄉蔡明焜、竹山

鎮曾明正、魚池鄉楊宮本及埔里鎮石

豊祺等 13人，另有竹山鎮曾明正、魚
池鄉楊宮本及埔里鎮石豊祺當選身心

障礙模範父親。

縣府原定 8月舉辦模範父親表揚大
會，受疫情影響，改到宅頒發賀匾，

表揚模範父親，讓模範父親的典範傳

揚下去。

模範父親也要防疫  縣府到家表揚

新 聞 幕 後

中興新村中興路分洪工程正在進行

中。縣府工務處表示，民眾行經該工

程路段，請減速慢行，確保安全。

工務處說，南投市中興新村中興路

分洪工程，於 109年 8月 5日開工。
其中，德興國小段分洪箱涵配合台電

與自來水管遷移，施工期程調整自 110
年 8月 10日至 11月底。
縣府表示，由於施工範圍緊鄰德興

國小與中興國中，縣府已要求承包廠

商依規定做好交通維持工作，民眾行

經管制區域，請依照指示行駛，並減

速慢行，確保安全。

武界山崩路斷    縣府要搶通

▲防疫紓困，民眾等領現金

▲縣長林明溱協助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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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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影響農產品通路，消費習

慣也跟著改變。為幫助農民開拓

市場，縣府協助農會行銷蔬菜箱，新鮮

配送到家，民眾不用上市場，也可以吃

到新鮮蔬果，減少接觸感染機率，宅經

濟創造產消雙贏。

防疫期間，農業消費失衡，除了都

會區消費減少，加上餐廳、小吃店僅提

供外帶，以致於產地農產品銷售大不如

前。

為協助農民打開市場，也讓都會民

眾吃到新鮮、安全的蔬果，縣府結合農

會、青農，透過中投有線公司建立行銷

平台，強調新鮮、天然在地食材，物超

所值，搶攻宅配市場。

縣府表示，防疫期間，包括仁愛鄉

農會、南投縣農會、草屯鎮農會及南投

青農都推出蔬菜箱，其中仁愛鄉農會推

出 3+5高山蔬菜箱，其中 3種蔬菜由農
會統一搭配，另外 5種因應產季隨機出
貨，如高麗菜、彩椒、牛番茄、櫛瓜、

筊白筍、南瓜等，產地直送。

南投縣農會推出防疫食品組合包，每

個禮拜都有不同的食品組合，也不定期

推出最新最優惠的產品。並透過粉絲團

及「空中市場便利購」群組行銷。

草屯鎮農會推出的熱銷農產品合歡

米、糙米精、果乾系列等，多種選擇一

次滿足也讓消費者吃的安心，消費者可

到草屯鎮農會超市，或上草屯鎮農會官

網、稻香風情館電子商城選購。

南投青農推出食品組合，蕉叔薯、乾

香菇、百香果果凍、龍眼花茶、愛玉子、

天然明列子、龍眼百花蜜等產品，品項

豐富又超值。

另外，福壽山農場、碧綠溪大禹嶺、

翠峰合歡山、清境大同及奇萊山等五大

高海拔知名茶區，推出的高山好茶、春

季評鑑茶，每一款茶都各具特色，還有

苦茶油、香菇、梅子、梅醋等農特產

品，消費者都可以透過網路下單，進行

採買。

各農會推出的蔬菜箱，可到各該農會

網路了解或下單。

防疫不出門 蔬菜箱便利購

慈濟購蔬果箱 配送弱勢家庭
為照顧弱勢，協助農產品行銷，

縣府與慈濟基金會合作，向農會購買

健康蔬果箱，並搭配裝有生活物資的

安心生活箱，配送給縣內弱勢學童家

庭，計有 166校、共 2062弱勢戶學童
受惠。

這項活動於 7月 9日在南投市平和
國小舉行捐贈儀式，副縣長陳正昇頒

贈感謝狀，感謝慈濟與農會大愛，透

過行銷在地農產推動慈善公益，讓弱

勢學童在家中安心度過疫情。

健康蔬果箱由南投縣農會、草屯鎮

農會、仁愛鄉農會協助採購在地農產

品，慈濟以優惠價格購買蔬菜箱，農

會贊助運費，並將蔬果箱配送到各學

校，安心生活箱則放有餅乾、泡麵、

五穀粉、燕麥片、素肉鬆、麵條、咖

哩塊、拌醬等物資。暑假期間，每戶

將收到兩次健康蔬果箱及安心生活箱

的組合，共計送出 8,248箱物資。

防疫期間消費緊縮，農產品市況變差，

南投縣家長會長協會單位，買在地芒果送

給第一線醫護人員，為防疫打油打氣，不

但一舉多得，更是社會善的循環。

南投縣家長會長協會結合中華民國記帳

及報稅代理人公會，採購 200箱縣內農友
栽種的優質芒果禮盒，在副縣長陳正昇見

證下，7月 5日捐贈給衛福部立南投醫院。
協會理事長許聰民表示，今年芒果產量

多，品質又好，卻因價格不振，讓農友憂

心，醫護人員站在第一線勞心勞力抗疫，

希望透過採購芒果並捐贈，達到幫助農

友、慰勞醫護人員的目的。

副縣長陳正昇也由教育處長陸正威陪

同，到南投醫院感謝家長會長協會等民間

社團的善舉，他們一起加入義工，協助搬

運，並將芒果禮盒送交給南投醫院，由副

院長洪世昌代表接受，過程簡單隆重。

陳正昇說，疫情嚴峻，但社會展現愛

心，民間團體採購 200箱芒果禮盒，慰勞
醫護人員，更直接幫助農民。關鍵時刻的

愛心與行動力，相信可以很快度過防疫難

關。

信義鄉自強村烏松崙道路是梅花季

的觀光要道，也是居民出入及農產運

輸要道，因年久失修，縣府向中央提

出改善計畫，爭取前瞻計畫建設經費

720萬元，另縣府自籌款 180萬元。縣
長林明溱表示，南投是觀光及農業大

縣，希望儘快改善路面，提供用路人

更安全舒適的道路。

烏松崙道路為既有道路，部份路段

破損龜裂嚴重。裂痕、坑洞、路面凹

陷、孔蓋周邊破裂，沿路可見，且部

分道路過於狹窄，會車不易。

縣府計畫將道路整平，加強排水性、

改善安全設施。從 0K至 6K+190，計
有 10個路段將進行施工，總改善長度
2,430公尺，總經費共 900萬元。

改善烏松崙道路 賞梅更順暢改善烏松崙道路 賞梅更順暢

▲縣府協助農會推廣蔬菜箱

▲蔬菜箱打開新市場

▲評鑑茶也可以宅配

▲副縣長陳正昇協助搬芒果給醫護人員

買芒果送醫護 為抗疫打氣
幫農友、慰勞醫護人員 .......

埔里玫瑰農場「玫開四度食用玫瑰

園」，採用臺灣玫瑰入柑橘果醬，最

近拿到「世界柑橘類果醬大賽」奪下

1 金、1 銀、4 銅，成績耀眼；縣府
農業處長陳瑞慶代表縣長林明溱致贈

「金牌獎」牌匾，予以肯定。

章思廣、郭恩綺夫婦，埔里經營食

用玫瑰花農場，夫婦倆在中式餐點、

西式料理各有所長。由於歐洲客座主

廚試吃「玫開四度食用玫瑰園」的玫

瑰，發現臺灣玫瑰不似歐洲品種苦

澀，外國的主廚都給予肯定。於是他

們開始研發，準備進軍國際比賽。

臺中的柑橘搭配自家的玫瑰，他們

做出三款果醬參加「世界柑橘類果醬

大賽」，柑橘玫瑰醬、柑橘加玫瑰花

瓣、柑橘玫瑰太妃糖醬， 在素有「果
醬界奧斯卡」之稱的「世界柑橘類果

醬大賽」中，大放異彩，拿下美味果

醬（一金、一銀、一銅）及有趣食材

（三銅）等六面獎項。

農業處表示，「玫開四度」成立廿

週年，拿到世界大賽的名次是玫開四

度最好的禮物。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

村好物推薦玫開四度食用玫瑰園可預

約手作體驗、產品訂購服務 (網址 : 
www.lohasrose.com)。

玫開四度食用玫瑰園   獲國際金獎
採用臺灣玫瑰
入柑橘果醬

▲農業處長陳瑞慶代表縣長林明溱贈匾

▲慈濟購買蔬菜箱助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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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優先 泳渡日月潭停辦
受疫情影響，今年日月潭萬人泳渡

決定停辦了。

日月潭泳渡活動，每年在中秋節前

後舉辦。副縣長陳正昇表示，今年泳

渡活動決定停辦，是件無奈的事情，

一切以防疫優先考慮，即使現在籌

辦，時間也不許可。

今年五月以來，社區陸續爆發確

診案例，全台各地相繼淪陷，並確定

病毒已經進入社區，即使各界有效防

堵，防疫降等，但社區想在短時間內

「清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

稍有不慎，疫情仍有可能再度擴散。

疫苗不足，防疫防護網，仍有待加

強，加上出現變種病毒，威脅加劇，

是今年日月潭萬人泳渡決定停辦主

因。

縣府表示，日月潭泳渡無法舉行，

還有幾個重要原因；第一是醫護人力

目前全力投入防疫，泳渡活動往往要

調動大批醫護人員支援，縣府認為疫

情當前，不宜因為舉辦泳渡活動，增

加醫護人力負擔。

還有，每年日月潭泳渡活動，數萬

人湧到魚池鄉、埔里鎮等周邊鄉鎮，

無論是交通治安、秩序維護，也需要

大量警方配合；防疫期間，警察勤務

吃重，泳渡活動也不適合這個時候舉

行。

新冠肺炎疫情，去年並未在社區造

成流行，南投縣政府不但如期舉辦泳

渡活動，更締造防疫期間舉辦大型活

動的紀錄。「下水前、上岸後」嚴格

要求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樹立防疫辦

活動標竿。

泳渡日月潭是國際級大型活動，

每年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讓觀光旅宿

業、餐廳等各行業因活動大發利市，

地方經濟也得以發展；但今年考慮疫

情，不得不停辦。

美景、漫步、文學。日月潭畔今年

新增涵碧文學步道，這條步道不但可

以賞讀南投文學作家「愛情」作品，

賞詩文、看美景，日月潭更添風情。

縣府文化局和交通部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合作，設立「涵碧文學步

道」，並完成整理。 12座文學碑牌，
矗立在日月潭畔，成為悠遊日月潭景

點。

這條文學步道，全長約 1.5公里，地
點在涵碧半島水濱，沿著步道可以遠

眺日月潭湖光山色，對面的青龍山、

玄光寺、玄奘寺、慈恩塔，倒映在如

鏡的湖面上，風光旖旎。

「有一把鎖扣住，日光月影與情愛

共聚潭水…」南投知名文學作家岩上

的日月心鎖，和日月潭風景，相互輝

映。 12座文學作品文字，刻印在鋼板
或石材上，外觀並做成山水、雲、書

本、白鹿等造型，將文學融入地景，

也讓日月潭風景區多了人文氣息。

到日月潭遊憩，別忘了到這一條文

學步道走走，閱讀作家們的情與愛文

學，別有一番意境。

涵碧文學步道 ♥浪漫「愛情」小品

自行車乘風快意 遊日月潭要防疫

★尊重多元性別認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日月潭萬人泳渡，今年停辦（本報資料照片）

▲日月潭也有文學步道

日月潭九蛙想更親近了。新水蛙頭

平台已經完成整修，並從 7月 31日起
解封，成為日月潭熱門景點。 
近年來，九蛙已經成為日月潭指

標，疊在一起的九雙大大小小青蛙，

有幾隻露出水面，大概就可以略知蓄

水情況。九蛙全部現身，且長期曝曬

在陽光下，通常就是乾旱了。

舊的水蛙頭平台，20年前興建，因
地基沉陷、塑膠木地板容易淹水且濕

滑，而且距離九蛙疊像較遠。在高水

位時期容易造成遊客滑倒，在低水位

時，遊客又常為了近距離欣賞九蛙，

冒險違規翻越步道的安全護欄，於是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進行改建。

新水蛙頭平台以九蛙為圓心，打造

圓弧觀景台，遊客可以從各種角度，

捕捉九蛙疊之美。新的平台，拉近與

九蛙的距離，遊客不必再冒險翻過步

道欄杆，也能欣賞九蛙之美。

日管處也提醒遊客，旅遊不忘防

疫，欣賞九蛙之餘還是要戴口罩與保

持社交安全距離。

水蛙頭平台  近看九蛙
日月潭九蛙，是南投縣政府主管

日月潭時期所興建，當時主導興建

的人，正是現任副縣長陳正昇。

日月潭除了是風景區，更是生態

旅遊的景點，當年縣府興建九蛙，

主要是希望結合旅遊，強調生態的

重要，沒想到數年後九蛙因媒體而

爆紅，九蛙彷彿成了日月潭的代表。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改建新

水蛙頭平台，還另外設立戶外監視

系統，遠端提醒遊客安全防疫事項，

監視系統在每天上午 8點到下午 5
點提供直播服務，即使在家也能欣

賞日月潭九蛙風采。

新 聞 幕 後

「涵碧文學

步道」12 件文
學作品有，岩

上〈日月心鎖〉、向陽〈行旅〉、林

黛嫚〈情之卷帙〉、李瑞騰〈潑墨山

水〉、陳義芝〈水岸〉、羅智成〈日

月潭〉、嚴忠政〈你是我的半島〉、

林廣〈水色〉、紀小樣〈在涵碧〉、

鄧相揚〈愛在日月潭  情定蜜月湖〉、
廖嘉展〈日月交心〉、陳憲仁〈在這

裡〉。其中 11件作品是鋼板材質，1
件為石材雕刻，以雲形、山水、書冊、

白鹿等造型，詩文雷射雕刻後固定於

鋼板，後置霧面壓克力板，傍晚時分

並以燈光投射出藝術美感，鋼板則刻

意做鏽蝕處理，呈現古樸歷史感，象

徵愛情之亙古和堅定，並與自然環境

互相融合，遊客在觀覽日月潭山光水

色時，亦能欣賞優美的文學，提昇旅

遊的層次和深度。

NEWS
新聞秘書

日月潭環潭自行車道，在 2017年曾
被 CNN選為「世界上十條最佳自行車
路線」之一。騎自行車環湖日月潭，

讓人展放身心。

疫情統計，就像血壓機，高高低低

的數據，不免讓人心理感到壓抑；防

疫有條件解封時，到空曠的日月潭走

走，或是騎腳踏車環湖，是不錯的選

擇。

提醒大家的是，防疫警報並未解除，

任何活動還是要依照規定，戴好口罩、

勤洗手，保持適當距離，遊山玩水做

好防疫措施，才能避免感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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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衛生五要點：要新鮮、要洗手、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加熱、要低溫保存

雖然已經過了立秋，地處亞熱帶氣

候的台灣依舊十分炎熱，如今新冠疫

情已經趨緩，旅遊也逐漸解封，這次

就為大家介紹一個充滿涼意的戶外好

去處――埔里鎮的「能高瀑布」。

能高瀑布是一座人工瀑布，它的位

置緊鄰福興溫泉區，距離知名的宗教

勝地中台禪寺也不遠，依山傍水風景

秀麗，是一個兼具登山、健行、觀瀑、

俯瞰埔里盆地風光等樂趣的好去處，

而且前往能高瀑布無論是車程與步行

路段都十分平易近人，適合各種年齡

層的朋友結伴共遊。

雖然開車就可以直接到達能高瀑布

前，但仍建議將車子停在瀑布下方的

親水公園停車場，可惜受疫情影響這

裡暫時不能戲水，綠樹青山與藍天白

雲的景觀仍讓人心曠神怡。從這裡步

行前往瀑布路面平坦好走，沿路林木

蒼翠、徐徐微風迎面吹來，還有水圳

的悅耳水流聲一路相伴，大概 20分
鐘就能看到瀑布出現在眼前。防疫期

間很多人運動量大幅減少，不妨趁這

個機會活動一下，徜徉在芬多精洗禮

下，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清新涼

意。

能高瀑布的水源來自 1965年開闢
的「能高大圳」，這是一條引水灌溉

的地底水道，全長約 15公里，將北
港溪上游的九仙溪源源不絕的引進，

灌溉大坪頂一帶的高海拔台地。因為

經年水流豐沛，就算遇到雨量較少的

乾季，能高瀑布還是水量驚人、雄偉

壯觀，遠遠的就能看到瀑布前方一片

水霧飄渺。隨著水聲越來越大一路走

到瀑布前，果然看到氣勢磅礡的瀑布

水柱在眼前奔流，還有密集飛濺的水

花迎面襲來，多站一會兒全身就會沾

滿沁涼水珠，傾刻就能暑氣全消，大

口呼吸更可以吸收滿滿的負離子能

量，令人倍感通體舒暢。

這次造訪適巧是在連續下過幾天

大雨之後，不僅能高瀑布的水勢更為

壯觀，一旁還有因溢流而出現另一道

小瀑布，可以貼近拍出水流的柔美線

條，堪稱是此行的另一項驚喜收穫！

邁入第六年的南投縣藝起同樂鄉鎮

表演藝術活動，已經開鑼！

文化局長林榮森表示，今年五月起

疫情緊繃，那時無法確定藝起同樂能

否順利演出，隨著七月底警戒降為二

級，這項活動終於可以上演。他並宣

布活動正式開跑。

藝起同樂活動，希望鼓勵並開發具

有潛力的演藝團隊，也讓民眾能有機

會接觸這些團體。今年活動共將舉辦

13場，林榮森以「1、2、3、3、4」說
明活動內容。

他說，今年南投縣藝起同樂表演藝

術活動，計畫舉辦一場兒童戲劇節目、

二場歌仔戲、三場布袋戲、三場舞蹈

節目、四場音樂性表演。這些活動都

將移至 13鄉鎮市舉辦。活動時間從８
月至 12月止，今年下半年，南投縣藝
文演出讓人期待。

藝起同樂鄉鎮表演藝術首場活動，

選擇在 8月 14日七夕情人節晚上登場，
文化局安排明珠女子歌劇團在中寮玄

義宮演出「鵲橋會」，呈現牛郎、織

女，動人浪漫的愛心故事。

從 104年起，連續七年入選南投縣
傑出演藝團體的明珠歌仔戲團隊，李

靜芳歌仔戲團，長年進行人才培育薪

傳工作，8月 28日晚上 7時 30分，在
集集武昌宮表演白蛇傳「宿世情緣」

等。

文化局表示，相關活動除了配合中

央防疫管制措施外，實際演出將視疫

情規則及氣象動態狀況，做滾動式調

整 ( 延期、錄影或線上直播等 )，後續
相關活動及更新資訊，亦以該局官網

最新訊息、臉書及 LINE官方公告為主，
敬請掃描下方 QR Code或至南投縣政
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nthcc.gov.tw）
最新消息區查詢。

藝起同樂好戲開鑼   表演活動上陣 

氣勢磅礡、平易近人的消暑好去處！ 埔里 能高瀑布

▲園區的細沙池，實際上是顆粒稍大的細石
組成。

▲位於能高瀑布下方的親水園區，建議在此
停車、步行前往瀑布。

▲大雨後水量增加，從旁溢流出現另一道瀑布。 ▲步道沿線都可看到水量豐沛的水圳

藝起同樂表演計畫表
日期 時間 鄉鎮別 地點 表演團隊

8/14(六 ) 19:30 中寮鄉 中寮鄉玄義宮廣場 明珠女子歌劇團

8/28(六 ) 19:30 集集鎮 集集武昌宮廣場 李靜芳歌仔戲團

9/5(日 ) 14:30 名間鄉 弓鞋國小廣場 玉皇宮國樂團

10/2(六 ) 19:00 信義鄉 羅娜國小禮堂 古典室內樂集

10/3(日 ) 15:00 草屯鎮 草屯紫微宮 藝龍布袋戲劇團

10/16(六 ) 16:00 國姓鄉 國姓客家展演廣場 曼暉舞蹈團

10/17(日 ) 14:30 水里鄉 水里國民小學活動中心 九九劇團

10/23(六 ) 19:00 仁愛鄉 清流社區活動中心廣場 玉山民族樂團

11/5 (日 ) 19:00 鹿谷鄉 鹿谷鄉廣興國小 小西洋掌中劇團

11/6 (六 ) 20:00 埔里鎮 埔里仁愛公園 薪傳舞蹈團

12/12(日 ) 15:00 南投市 南投市配天宮廣場 雷峰掌中劇團

12/18(六 ) 19:30 竹山鎮 竹山高中活動中心 集集絲竹箏樂團

12/25(六 ) 19:00 魚池鄉 魚池國小活動中心 南投民族舞團

藝文表演一波三折
防疫期間全台多數藝文團隊不僅

無票房收入，委託創作、編曲、排

練、服裝製作、攝影、印刷及票務等

前期作業費用卻仍照常支出，南投縣

的藝起同樂活動，也因疫情警戒而延

期再延期。幸虧 7月 27日起中央有
條件解封，已逐步漸進開放。

文化局在防疫前提下，密切與各

團隊及鄉鎮場館單位協調配合，希

望下半年透過 13場次的音樂、舞蹈、

戲劇、傳統戲曲等表演藝術演出，

持續提供撫慰民眾心情的優質演出，

也幫助演藝團隊能稍紓解困境。

活 動 幕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