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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五倍券上路，南投縣長林明

溱、立委許淑華、網紅含羞草等

人狂灑「鈔票雨」，宣布「南投玩很大．

千千萬萬獎不完」發票登錄抽獎活動，

即日起到明年 5 月 6 日止，這段期間，

每個星期 5、週週抽 10 萬、旅宿福袋，

還有兩次百萬特別獎加碼抽，及兩次

國稅局南投分局抽獎，獎金、獎品總

獎額超過千項、超過 500 萬元。

配合政府發行五倍券，縣府召開

「南投玩很大．千千萬萬獎不完」記

者會，邀請南投在地網紅含羞草―

「草爺」站台獻唱，縣長林明溱帶著

裝滿滿的「現金箱」帥氣登場，並說

明週週抽 10 萬、加碼抽百萬的「南投

玩很大現金送夠夠」好康活動內容，

林明溱並偕同立委許淑華等人，拿著

「現金槍」，灑鈔票雨，正式宣布「南

投玩很大．千千萬萬獎不完」正式啟

動。

「南投玩很大．千千萬萬獎不完」

發票登錄抽獎現金，是全台最久、長

達半年的振興券加碼抽活動。民眾只

要拿出今年 10 月 1 日到明年 4 月 30
日在南投縣消費超過 200 元的發票，

上活動官網 https://funnantou.jil.tw/ 登錄

就可參加。

縣府表示，滿 200 元發票登錄即可

獲得一組序號，滿 400 元兩組，以此

類推，最多可累積 500 組序號，消費

越多，抽獎機會越多，週週還可抽 10
萬現金。

此外，為獎勵到南投旅遊住宿，只

要登錄南投合法旅宿發票，還可再獲

一重序號，額外累積最多 500 組抽獎

序號，週週抽超值福袋，福袋獎品有

住宿券、風景區或遊樂區門票、體驗

券與伴手禮兌換券等等，一袋在手玩

爆南投。

除了週週抽獎，還有百萬元加碼特

別抽及國稅局南投分局加碼抽，各兩

次的加碼抽大獎，百萬元加碼特別抽

將於 11 月 20 日及明年 02 月 20 日辦

理，每次均有頭獎 3 個分別為 50 萬、

30 萬及 20 萬元現金，還有超值獎品

等。

國稅局南投分局配合活動，也推出

總獎額 168,888 元的雲端發票捐贈加

碼抽，只要在活動官網綁定雲端發票

者且符合活動資格，在捐贈期限內，

將發票捐贈給南投縣已申請捐贈碼之

愛心慈善團體，每捐贈一張發票即獲

一次抽獎機會，最大獎為價值 3 萬 5
千元的自由行抵用券。

林明溱表示，縣府和觀光旅宿餐飲

業者，推出系列活動，歡迎各地民眾

加入「南投玩很大」，參加週週 10 萬、

百萬元加碼抽大獎的活動。

由於南投消費振興抽獎活動，持續

到明年 5 月，縣府也將整合縣內資源，

陸續公布其它優惠活動，民眾可以鎖

定「樂旅南投」臉書粉絲專頁及活動

官網 https://funnantou.jil.tw/。

福興農場溫泉開發  獲建築園冶獎
縣府第 2 次參加建築園冶獎評選，

成果豐碩，計有 11 件作品獲獎。

縣府主辦埔里福興農場開發案，獲

得建築園冶獎「公共建築景觀類」獎

項肯定；值得一提是，埔里福興農場

溫泉開發也榮獲「2021 年國家卓越建

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競賽金質獎。

 久美國小及新鄉國小校舍拆除重

建，在「建築景觀類」中獲獎；「社

區文化景觀營造類」得獎有「109 年

度中央社區看見後埔仔田園減則碑竹

風情公共生活空間改造計畫」、「玉

峰樂齡星球」、「東光社區貓頭鷹森

林公園景觀營造工作」、「珠仔山社

區生番空入口意象營造工作」、「九

峰水沙連，烏溪鱸鰻潭」、「平林社

區東側入口景觀區」、「窳陋空間改

善 - 轉角 88 加欣園」及「碧洲忘憂園」

等 8 項作品獲。

副縣長陳正昇參加活動表示，感謝

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用心推廣，提供

全台建築景觀產業舞台，讓社區營造

到公共建築，都有表現機會。

協會理事長李正聰表示，由於參加

建築園冶獎不需要報名費或贊助任何

費用，更能廣邀各縣市基層的建築作

品參賽。

考慮疫情，今年建築園冶獎到各縣

市頒獎，南投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陳明賢、陳副縣長、李理

事長及 2021 年建築園冶獎主任委員黃

啟倫上台一一頒發獎盃，南投縣計有 
11 位得獎作品，各開發案的建築師也

一併受獎。

請領五倍券管道多，網路綁信用卡、

到超商、還是到郵局辦，很多民眾搞

不清楚。南投縣政府貼心服務，針對

無法自行領取五倍券的民眾，請村里

長了解並協助預約申領，做好服務到

家工作。

南投縣老年人口比例高，請領五倍

券，很多老人家「弄不清楚」。考慮

民眾福利和權利，縣府主動幫忙，並

發文各鄉鎮市公所，請村里長動起來，

加強為村里民謀福利，並做好服務工

作。

縣府表示，因應中央發放振興五倍

券工作，對於村里轄區內無法自行領

取五倍券的民眾，請各鄉鎮市公所轉

請村里長協助。

縣府說，村里長可以協助收集民眾

的健保卡，統一透過網路或電話預約

後，到各地區郵局領取。但一次僅限

5 人以下之預約及代領。11 月 1 日起，

則視疫情狀況，開放一次 6 人以上未

預約者到郵局代領。

領五倍券管道多
縣府貼心服務請村里長協助

南投玩很大．千千萬萬獎不完
振興五倍券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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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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班有冷氣，南投縣各學校力拚年

底前完成。

為了解教室加裝冷氣情況，縣長林

明溱 10 月 7 日走訪埔里國小查看相關

工程進度，對於校園電力輸送、管線配

置，及教室冷氣主機裝設，表示滿意。

林明溱表示，班班有冷氣政策，他

是第一個公開向行政院長提出建言的，

南投縣樂見中央傾聽民意，並落實這項

政策，提供校園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南投縣各校冷氣安裝進度目前逾

40%。林明溱表示，埔里國小冷氣安裝

作業，不但進度超前，施工品質完善，

電力設置、冷氣及管線排列，施作細節

一點都不馬虎，可供其他學校的學習、

觀摩。

去年 7 月，林明溱縣長於縣務會議

中，公開呼籲中央，在國中小學加裝冷

氣，解決教室酷熱問題，且很快變成中

央政策，為達成任務，林縣長多次到各

校會勘國中小電力改善盤點，關心施

工情況及進度。隨著校園陸續安裝冷氣

機，預計明年 3 月可進行試運轉，學生

上課、吹冷氣的環境，看起來是愈來愈

近了。

教育處表示，教育部中央統籌分配

款、前瞻基礎建設匡列經費，補助南投

縣國中小加裝冷氣。

為執行這項政策，中央計補助 8 億

9,352 萬元，縣府則自籌 1 億 1,043 萬元。

雖然縣府財政拮据，但仍全力籌措。預

計改善縣內 173 校、3,619 間教室，並

裝設 7,235 台冷氣，約有 4 萬 2 千名師

生受惠。

班班有冷氣 力拚年底完成

信義鄉久美國小重建啟用
甫獲 2021 年建築園冶獎的信義鄉

久美國小新建校舍及操場，10 月 23
日在部落族人祝福下啟用。縣長林明

溱、原民會副主委谷縱·喀勒芳安、

校長田春梅在布農族傳統儀式，及長

老、獵人歌詠聲中，以獵刀砍斷藤蔓，

開啟教育新里程，林明溱縣長期勉部

落孩子，在全新的校園中認真求學，

未來成為社會中堅，讓部落更繁榮幸

福。

信義鄉久美國小校舍及操場落成啟

用，像辦喜事一樣，並同時進行原住

民實驗教育揭牌，久美國小也成為布

農、鄒族雙族語實驗學校。

活動當天，田春梅校長身穿鄒族

傳統服飾，師生並演出以久美為背景

的歌舞劇，配合布農族嬰兒祭命名儀

式，賦予新校舍生命力，過程熱鬧而

隆重。

久美國小 106 學年度申辦「Cou 與

Bunun 民族教育實驗課程」，108 年辦

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成為

屏東縣長榮百合國小之後，第 2 個雙

族語的實驗學校。

學校期許未來繼續精進，連結外界

資源，教育具「玉山魂」、「世界觀」、

「科學眼」、「人文情」、「實踐力」

與「反思心」的現代鄒與布農。

久美國小因為重建，擁有在地文化

的綠建築，19 間教室、1 間廚房及 1
棟宿舍 ，三層樓建築，承襲傳統布農

房舍建築空間，校舍外觀方正莊嚴、

色調沉穩，鄒與布農元素穿插其中，

榮獲 2021 年建築園冶獎的殊榮。

久美國小原有校舍過去採「老背少

方」式擴建，又在 921 震災中受損，

遇雨嚴重滲漏、在縣議會、縣府團隊

努力下，獲教育部補助 9,076 萬元，

加上縣府自籌 883 萬 6,400 元，才能

辦理校舍重建。且新建校舍動工時，

考慮該校操場老舊，縣府教育處另提

計畫，爭取新建操場，體育署同意補

助 620 萬元，久美國小校園煥然一新。

創校逾 53 年的南投市南崗國中，歷

經九二一大地震屹立不搖，但基於安

全考慮，縣府展開校舍改建，並獲得

教育部 1 億 9,530 萬元補助，108 年 5
月開工後，終於完工，預計 12 月啟用，

將提供師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縣長林明溱 10 月 20 日偕同立委許

淑華、縣議員張嘉哲、教育處長陸正

威、校長陳國俊等人，了解南崗國中

新校舍環境，並對施工品質表示滿意。

立委許淑華說，舊校舍已過使用年

限，如今新校舍即將啟用，學生年底

就能進駐，師生將有更安全、更現代

的學習環境。　

張嘉哲也表示，南崗國中新校舍，

不但增加多元學習環境，也創造校園

適性揚才機會。

校長陳國俊表示，感謝縣府爭取經

費，並給予指導，新校舍即將完成，

學校將營造人文、科學、創意、美感

的求學環境，讓學生快樂的學習。 
  南崗國中新校舍於舊校舍及活動中心

中間，建設總經費 1 億 9,530 萬元，其

中縣府自籌百分之十費用；新校舍分

Ａ、Ｂ、Ｃ三棟，Ａ棟為地下 1 層、

地上 3 層建築，Ｂ棟為地上 3 層，Ｃ

棟則為地上 3 層，內含 44 間教室、10
間廁所、20 座樓梯、地下室 4 間，總

樓地板面積達 7,241 平方公尺。新校舍

啟用後，舊行政大樓將拆除，並進行

周邊景觀工程。

南投縣國中會考「增 A 有成、減 C
有效」，成績連年進步。縣長林明溱

日前表揚績優學校。並承諾協助學校

教學設備，提升校園學習品質。

會考成績優異，受表揚的學校有，

旭光高中校長何光明、草屯國中校長

黃美玲、宏仁國中校長李孟桂、名間

國中校長燕裘麗等，林明溱縣長肯定

教學成效，頒贈獎狀及 10 萬元獎勵

金。

教育處長陸正威表示，南投縣幅

員廣，偏鄉學校比例偏高，會考成績

屬待加強 C 的人數也相對多，縣府

自 107 年度起推動「國中教育會考學

校成績進步獎勵計畫」( 簡稱增 A 減

C 計畫 )，透過精進教師的課程能力

及活化教學模式，增加學生的學習成

效，連續三年成功提升全國會考縣市

評比成績。

南投縣國中會考繼去年進步 3％，

今年持續進步，以數學進步最多，整

體成績除六都外，從 12 名進步到 11
名。其中宏仁、草中減 C 有成，C 的

學生比率減少約 10%，名間、旭光、

宏 仁、 草 屯 4 校 4A、5A 學 生 成 長

10~30%。

林明溱表示，縣府推動增Ａ減Ｃ計

畫後，國中會考成績每年持續進步，

希望校長務必用心，促進學生學習興

趣，他也承諾，全縣 169 所學校需要

的教育經費，縣府會全力支持，提供

優質教育環境。

雙族語實驗學校

4 萬 2 千多人受惠

國中會考增 A 減 C 成功 縣長表揚亮眼學校

南崗國中新校舍斥資 1.9 億 預計 12月啟用

北梅國中籃球場地完工
　縣長林明溱 10 月 25 日會同立委許淑華

等人，前往國姓鄉北梅國中了解籃球場

改善工程，對籃球場改善情況表示肯定。

北梅國中室外籃球場 921 地震後重建，

由於日曬雨淋，場地剝落破損，學校於

109 年度提出「修（整）建運動場地」

計畫，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補助，獲核

定 80 萬，完成球場鋪面工程。

　由於球場設施及周邊環境尚待改善，

林明溱縣長和立委許淑華到場了解後解

後，將籌措經費協助，並研議改建為半

開放式運動場，讓校園運動環境更安全。

旭光科技中心揭牌 展現科技教育成果
旭光高中「旭光自造教育及科技中

心」10 月 26 日揭牌，成為縣內第三所科

技中心，服務草屯鎮、中寮鄉、國姓鄉

39 所國中小，代表南投縣科技教育新里

程碑。

旭光高中旭光科技中心，主要任務是

教材研發、辦理教師研習、學生營隊活

動、到校支援課程及硬體設備借用等。

課程主軸為「機電整合機器人」，結合

「IoT 物聯網」與「智慧機器人」，實際

應用於教學上，展現創客教育整合力。

109 學年度全國資訊科技創意實作競

實，榮獲全國銅牌獎的佳績，也曾榮獲

WRO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南投縣校

際盃冠軍及全國總決賽佳作的佳績，充

分展現出旭光團隊科技教育成果。

校 園 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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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10 月 1 日舉行

新、卸任局長交接典禮。新任局長

李易書正式到任，副縣長陳正昇代

表縣長林明溱出席擔任監交人。李

易書表示，將透過縣市合作，解決

南投的垃圾問題，並發展綠色再生

能源，營造南投舒適、宜人的生活

環境。

副縣長陳正昇，則感謝前環保局

長方信雄對環保業務的用心與領導，

因生涯規劃考量，林縣長勉予同意

轉任縣府參議。南投無垃圾焚化爐，

為解決南投垃圾、廢棄物等問題，

縣府從環保署借將，希望借重經驗，

為縣民提供更優質宜居的環境品質。

李易書表示，目前仍有不少垃圾

堆置在草屯、南投、竹山和名間，

上任後將協調縣市代為處理，逐步

去化垃圾，並作好堆置區的管理和

環境維護，避免衍生污染問題

對於南投每天產生的 250 公噸垃

圾，他說將加強宣導垃圾分類和資

源回收觀念，落實垃圾減量政策，

未來朝向綠能化方式，解決垃圾處

理，並發展綠色再生能源。

新任環保局長李易書，具國立台

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碩士學位，歷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正、環境督察

總隊科長等職務，擁有相當豐富的

環境領導管理經驗。

高雄城中城大樓火災，造成多人

傷亡，為免類似事件發生，縣府消

防局 10 月 19 日在草屯集合住宅進行

消防安全檢查，及火災搶救演練，

呼籲民眾重視防火安全，加強緊急

應變能力，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消防演訓及安全檢查那一天，副

縣長陳正昇由建設處長李正偉、消

防局長林聰吉等人陪同，前往草屯

嘉美及大衛王集合住商大樓，進行

公安設備稽查，並瞭解火災救難演

練情形。

現場模擬火災發生，由指揮官率

警消執行高樓搶救，啟動大型灑水設

備、佈線入室搜索，及人命搜救，

並逐樓層檢測營業場所，及住宅各

項消防設備是否符合消防法規，宣

導業者及民眾防火安全的重要性。

這次消防演訓及安全檢查，嘉美

大樓逃生通道堆積雜物、未規劃火

災逃生避難設施，當場開立限期改

善通知，並要求業者改善。

大衛王大樓雖大致符合消防公安

相關法規，但局部場所防火管理措

施需加強。

縣府表示，將持續要求住商大樓

注重公共安全，落實消防安檢，杜

絕火災發生，為民眾創造更好的住

宅環境。

班班有冷氣 力拚年底完成

李易書接任環保局長

草屯舉行消防安檢、火災搶險演練

★ 譴責性別暴力，尊重身體自主權，人人互敬愛，性別平等從你我做起。

「百年戲院，風華再現」。南投戲

院經過政府補助，完成外觀修繕，

重現民國 55 年時的樣貌，老建築因為這

樣有了新生命，感覺回到當年熱鬧喧囂

的場景，也召喚著客人「來去看電影」。

百年的南投戲院，經過「文化部私有

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總工程經

費投入 147 萬餘元，南投人又看到了熟

悉的戲院風景。１０月 6 日舉辦「百年

戲院，風華再現」啟用典禮，與會人士

揭開紅色帷幕，走進歷史記憶的時光走

廊，一起穿越百年的文化足跡，欣賞懷

舊電影，感受歷史建物的文化氛圍。

縣長林明溱到場參加活動表示， 30
年前南投市還有 4 家電影院，每逢假

日、強片上檔或春節，戲院裡擠滿民

眾，街頭巷口的阿嬤宣傳聲及外牆懸掛

的手繪電影海報，讓人回味無窮。

目前僅存南投戲院，縣府為留住南

投人的歷史記憶，讓老建築有更好的活

化與保存，由政府與業者各自出資一

半，進行建築物的規劃與整修，再加上

業者也進行內部的整修，讓南投戲院

能煥然一新，重新出發，令人感動。 

　

南投戲院負責人蔡定宏，感謝政府提出

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給業者一個轉

型的契機，他從上一代接手到現在，

就是秉持著虧錢也是要堅持下去，現

在他交接給接班的第三代，相信年輕

人更有變革的動力和創新的想法，他

只希望這家戲院的能永續經營下去，

由 下 一 代 來 延 續 百 年 老 店 的 命 脈。 
　第三代的經營者蔡杰峰則指出，肩負

文化傳承使命，南投戲院努力尋求突

破，啟動由外而內的轉型，讓老戲院從

娛樂端向文化端靠攏，更貼近文創面

向，希望南投戲院百年老店傳承下去，

邁向下一個百年。

電視機出現前，南投各鄉鎮電影院

林立。看電影是南投人的記憶。從沒

有聲音的黑白電影、有聲電影，進入

到彩色電影；從舞台戲、王哥柳哥遊

台灣，到日本片、西洋片，南投的電

影院是生活文化，也是歷史。

台灣光復後，草屯鎮至少出現七家

戲院。南埔的戲院、太平路的進發戲

院、還有附近的大世界戲院，那時大

大的電影廣告看板，都是手繪的作品。

另有大觀戲院、草屯戲院、銀宮戲

院、東亞戲院，在草屯的市區營運，

看電影「真趣味」，也是當年的休閒

活動。

南投市的戲院也不少，有萬國、國

賓、聯福、南崗、大同、南投等戲院，

分布在市街裡；另有中興新村中興會

堂，以前也安排電影播映。 
除了草屯、南投市，竹山鎮也曾經

有電影院，山都、第一、國泰、竹山

戲院；水里有水里、遠東、美都、漢

都等 4 家戲院；集集鎮有集集等戲院；

包括中寮的戲院都曾經風光一時。

目前南投縣僅存二家戲院，南投戲

院之外，還有埔里的山明電影院。

仍在經營的電影業者，隨著時代變

遷及市場需要，更新視聽設備，和網

路電影區隔，很多人認為，到電影院

內看大螢幕電影，臨場感的視聽享受，

目前是無可取代的。

懷舊又現代   南投電影院知多少？

百年南投 戲 院  風 華再 現

盼更多 50 年以上的老建築再生
南投戲院透過「文化部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重現 50 年代樣貌，

老建築在歲月中展現新生命，讓南投人有「想回憶、嘗味道、聽叫賣」的感覺，

也能用五官感受戲院的百年榮景與風光。

文化局表示，希望未來有更多 50 年以上的老建築加入，申請補助，帶動南

投文化的發展。

金牌農村競賽 南投奪雙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第二屆金

牌農村競賽」比賽結果揭曉，埔里鎮珠

仔山社區、桃米休閒農業區榮獲金牌；

仁愛鄉南豐社區優等，總計二金一優成

績，也是唯一獨得雙金的縣市，南投縣

打造優質農村受到肯定。

榮獲金牌的珠仔山社區，文化底蘊

豐富，社區居民演出歷史舞臺劇，評

審委員印象深刻；桃米休閒農業區曾是

九二一地震重災區，重建後生意盎然，

轉型成為全國知名的生態村，友善環境

與青蛙、蝴蝶等生態共好共存。

榮獲優等的南豐社區也是曾歷經土

石流嚴重肆虐的災區，在重建時期不只

重視在地生態復育，也保存了賽德克原

民文化，亦是災後重建的社區典範。

縣長林明溱表示，「金牌農村競賽」

是國家級的競賽，為臺灣農村競賽的

最高殿堂，本屆獲得 2 金 1 優的優異成

績，大大突破上一屆的成績，足以展現

出近年來本縣農村社區的成長幅度與實

力，更期勉未來能有更多優秀的社區出

來接棒參賽，繼續為南投縣爭取最高的

榮耀。

記取高雄火災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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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選加工食品，食品標示清楚看，吃得健康又安心。

歷經兩年多的閉園整修，竹山天梯

園區於 11 月 7 日正式重新開園，由於

正值國內疫情趨緩、旅遊逐步解封之

際，全國第一座觀光吊橋的弧線之美，

以及太極峽谷鬼斧神工般的山水地形

美景，就是您假日出遊、走向戶外的

最佳選擇。

太極峽谷擁有美麗的奇岩峭壁、瀑

布奔流等景致，曾被譽為「西部太魯

閣」，20 多年前日本技師以當地道路

危險，設計在加走寮溪上興建階梯式

吊橋，全長 136 公尺，共有 208 階，

兩端落差達 20 公尺，橫跨在深達百公

尺的太極峽谷之上，因此獲得「竹山

天梯」的封號，吸引大批遊客前來參

觀。

從竹山天梯園區入口進入後，需經

過一連串的棧道階梯、土坡、竹林後，

約 40 分鐘路程才有機會欣賞它的美麗

弧線。有一些遊客因為害怕，在橋頭

拍拍照就離開，那實在非常可惜，實

際走一趟到達對岸，才能用更寬廣角

度欣賞橋下的壯闊景色。接著繼續往

前走，還可以前往百年土地公廟、青

龍瀑布一賞，到達福山吊橋後折返，

才是完整的一趟天梯行程。

兩年多前因為園區外部分道路交通

中斷，竹山天梯就實施封園整修，並

且同時加強方便年長者等旅遊設施，

日前已經完成整建。由於竹山天梯位

置較為偏遠，原管理單位竹山鎮公所

若繼續投入營運，勢必需要承擔大量

人力、物力，因此重新開放的園區採

用委外經營的模式，相關收費方式以

現場公告為準。

與竹山天梯相距約 7 公里的「八卦

茶園」是很多遊客順道遊的選擇，其

正式名稱是「竹山軟鞍茶區」，以種

植高山烏龍茶為主，茶產品質深獲市

場消費者高度評價。這裡的茶樹行列

因為順著地形栽種，形成環狀圍繞的

形狀有如八卦排列，所以才被人稱作

「八卦茶園」，風光宜人、氣候涼爽，

還有一處特別的「八卦回音亭」，中

午前後常常就開始飄起濃霧，詩情畫

意美感油然而生。

鹿谷、竹山是南投縣政府推動的「太

極美地」旅遊區塊，以茶、竹美景與

產業文化為鮮明特色，茶香令人嚮往

情鍾，竹子有著亮節高風，自然風光

與人文產業完美相融。除了天梯、八

卦茶園，還可串連紫南宮和溪頭、妖

怪村、杉林溪等景點，帶給您一趟豐

富又多樣趣味的完美旅程。

仁愛鄉「巴蘭農民特色市集」10 月

7 日落成啟用，遊客買氣強強滾，縣長

林明溱歡慶剪綵並宣布，將南投林管

處合作，在霧社、清境、合歡山沿線，

闢建 3 處大型停車場，增加 1,000 個停

車位，展接駁導覽遊程，帶動仁愛鄉

觀光產業發展。

巴蘭農夫市集落成啟用，最高興的

是攤商，聽到攤商說市集環境煥然一

新，好停車又方便，生意比以前好，

林明溱縣長也樂了。

林明溱表示，巴蘭市集改頭換面，

縣府爭取交通部觀光局 380 萬元補助，

縣府配合 220 萬元，新建無障礙公廁，

30 多個停車空間，這裡的攤位展售高

山蔬果、茶葉及山當歸等特色農產品，

加上鄉農會把關的 QR code 產地溯源、

殘藥檢測，將開拓原鄉農產市場通路。

他還說，為改停車問題，縣府尋求

和林管處合作，投資興更多停車位，

除可紓解交通壅塞，改善停車困難等

問題，也可發展接駁遊程，提升觀光

品質與服務量能。

巴蘭市集 霧社結市 

竹山天梯園區整修完成  11 月 7 日重新開放

登天梯賞峽谷之美  訪八卦品烏龍茶香

▲八卦茶園常見雲霧繚繞，更增添一番柔美氛圍。

▲通過天梯後可順道參觀青龍瀑布

▲竹山天梯是台灣第一座觀光梯子吊橋

傳承賽德克織布文化

張鳳英 傳統工藝保存者

中興國中棒球隊  金龍盃奪亞軍

中興國中棒球隊參加金龍盃全國青

少棒錦標賽，奪下亞軍，副縣長陳正

昇日前代表縣長林明溱為選手披掛獎

章；並為中興國中棒球隊授旗，鼓勵

選手們再接再厲，為南投棒球運動爭

光。

 中興國中棒球隊由教練增鈺傑等

人訓練，日前到台中市參加金龍盃全

國青少棒錦標賽，勇奪亞軍。陳副縣

長偕縣體育會總幹事洪銘惠等人，到

中興國中加油與祝賀，縣體育會及棒

委會也致贈加菜金，及設備補助金，

鼓勵球員。

教練增鈺傑表示，這次金龍盃預設

目標是進入八強，卻成功闖進金牌冠

軍戰，在幾次拉鋸後，只差臨門一腳

就拿下金牌，球員們雖敗猶榮，只要

努力，有機會再進步。

陳正昇表示，棒球隊參加金龍盃

比賽，越挫越勇，面對強勁對手，展

現運動員精神，感謝學校師長、教練

及縣體育會、棒球委員會長期的支持

與協助，在南投縣建立了少棒、青少

棒、青棒完整的三級棒球培訓體系。

來自仁愛鄉中原部落的張鳳英，是

文化部今年公布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

者（俗稱人間國寶），獲認證為賽德

克族「Gaya tminun 傳統織布」的重要

傳統工藝保存者。

張鳳英對於成為人間國寶，感到榮

幸也覺得責任重大，她希望透過傳習

課程教學、影像、書本等紀錄，能將

這些珍貴的族人傳統織布技藝永遠保

存並傳承下去。

張鳳英說，從小跟外公外婆住，織

布是她思念外婆的方式，每天跟著外

婆生活，對於傳統織布技藝耳濡目染，

老一輩的技藝工法都是存在腦袋裡，

用口傳方式教學，她邊學邊問，邊用

圖形或文字記錄下來，再慢慢自己鑽

研進而創新。

賽德克族特有的織布技法「經挑技

法」，最大特色是，織出來的布很有

立體感，經線包著緯線，可以織出菱

形、豆紋、山形等紋路，每個圖案都

是原住民族群文化和信仰內涵。

學習織布的第一步，是從取得苧麻

原料開始，剝取與製作麻線過程費力，

清洗、晾乾，麻紗還要捻成線後捲紗，

過程繁複，一套流程少要花上半年時

間。

張鳳英重要幫手是她的先生曹立

法，曹先生從學校退休後，幫忙撰寫

計畫和各種文書工作，他說經過 3 年

多的資料收集與編纂修改，專屬於張

老師織布技藝的專書終於今年出版，

今年又得到文化部人間國寶認證，可

說是最大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