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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廣告）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一炮而紅
清境如仙境 遊人似仙人

由水利署申請納入中央前瞻計畫

的草屯鎮鳥嘴潭人工湖案，經

費 200億元，因土地徵收價格和地

主期待落差極大引發地方反彈，縣長

林明溱建請中央保障地主權益，並修

改集水區管制限制及回饋地方，否則

縣府將難辦徵收。

該工程需地 262公頃，其中 165

公頃是私有地，水利署訂定徵購的

價格，每分地從 372萬元到 482萬

元不等，地主認為這是做人工湖，

而非蓋房子，不能以臨不臨道路等

來評定收購價格，要求採取均一價，

主張合理價格應為 750萬元。

林明溱說，鳥嘴潭人工湖開發案，

依現行法令集水區鄉鎮市被列為環

境敏感區後，開發受到極大限制，

嚴重影響草屯、國姓、埔里、魚池

等鄉鎮未來開發區域發展，如果水

利署和內政部不修改法令，為南投

解套，縣府將無以為繼。

他說，鳥嘴潭人工湖取用南投土

地和水資源，主要供應彰化縣用水，

卻未規劃回饋機制，這種犧牲南投

縣權益作法，縣民無法接受。

工務處長陳錫梧表示，集集攔河

堰和桶頭攔河堰都設在南投，但水

資源卻分配到雲林、彰化，中央又

缺乏回饋措施，導致南投部分農地

無水可用，致鳥嘴潭人工湖計畫引

起地方反彈。

遠見雜誌 5月 31日公布最新民

調，南投縣長林明溱無論是施

政分數，還是滿意度都是中部第 1

名。對於民調結果，林明溱感謝縣民

支持，他表示縣府一定會更努力，創

造南投最大福祉。

遠見雜誌公布最新民調，南投縣

長林明溱施政分數首度突破 70大

關，達 71.5分，在藍綠選民勢均力

敵的中部，排名第一。和去年比較，

南投縣進步了 4.4分，更是非六都及

離島的 12縣市中第 3名。

至於滿意度，南投縣今年拿下

66.7％，亦居中部之首，比去年的

58.4%增加 8.3個百分點，進步幅

度是全台第四。至於不滿意度，只

有 12.8％，是 21縣市負評第四低。

14位首任縣市長中，最可能連任更

排名第 4。

林縣長表示，繼日前周刊王民調

獲得第 5名，這次在遠見施政滿意

度民調得到 4.5顆星的成績，未來還

有努力的空間，縣議會縣政總質詢

時議員期待縣府行政效率再加強，

他承諾不會因為得到好成績而自滿，

會繼續加強努力。去年年底，TBVS

民調結果，林明溱縣長施政滿意度

也是中部縣市第 1名。

立法院審議前瞻計畫特別條例

吵得沸沸揚揚，行政院核定

的前瞻計畫中，南投縣政府提報的

五個「亮點」，爭取納入其中的城

鄉計畫卻全數落空。副縣長陳正昇

表示，中央施政應無分藍綠，希望

還有補正追加的機會。

縣府依中央規定，提報前瞻計畫

的五個「亮點」都屬「城鄉建設」

計畫。但該計畫總經費１,372億

元，南投縣全未獲採納，

這五個計畫分別是埔里鎮的福

興溫泉區計畫─整治區外茸坑野溪

和新闢聯外道路共 6.4億元；草屯

鎮手工藝智慧園區─設置工藝觀光

工廠專區、綠園遊廊、休閒服務專

區，共 3.5億；竹山鎮竹藝園區─

包括第一級竹藝產業、第二級竹藝

加工產業和第三級竹藝觀光工廠，

共 55億元。

還有中興新村的活化計畫─重

新檢討高等研究園區計畫、中央

設專責單位統籌基礎設施及共同管

線、活化宿舍修繕、招商進駐等共

41.15億元。

另南投市旺來產業園區計畫，縣

府不要求補助，台糖原同意協議價

購方式開發，後改為租用方式，縣

府希望中央協助解決仍以協議價格

方式開發。

林文和╱攝影

鳥嘴潭掀地方反彈 
   縣府力爭中央解套

南投五亮點全失色 
   爭取補列前瞻計畫

南投縣施政滿意度 再度蟬聯中部第一

「清境如仙境，遊人似仙人」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一炮

而紅。

全長 1.2公里的國內首條高海拔無障礙高空觀景步道，

首度運用科技管理總量管制，每天上下午各開放兩千遊

客，以網路 APP預約購票，馬前總統由縣長林明溱陪同，

體驗透過手機 QRCODE認證，完成驗票手續進場。

清境高空景觀步道，開放首日，人潮湧至，但印證了網

路預約策略奏效，現場秩序井然有序，讓遊客都能享受一

趟高品質的高山步道之旅。

「清境如仙境，遊人似仙人，徜徉雲深處，世間何處

尋」，馬英九在開幕剪綵儀式後，看到清境美景，詩興大

發，除當場吟詩並大讚清境有如人間仙境，引爆觀光人潮。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全台最高

好巧！林明溱 縣長 頒縣長獎給「林明臻」

信義鄉夏日消暑輕鬆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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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南投運動嘉年華 5月 27日在

鯉魚潭開跑，縣府結合社區及社團

力量，推展運動觀光休閒活動，吸引

人潮，促進產業行銷。

第二屆南投運動嘉年華，以埔里鯉

魚潭風景區為主場地，舉行一系列的

文化表演與嘉年華競賽活動，今年特

別加入在地原民元素，讓參加者深度

體驗原民文化。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埔里文化多

元，匯集許多族群的故事，尤其日據

時期，鯉魚潭周邊是 德克族以物換物

的地方，也是獵人的獵徑，今年活動

以賽德克族永不放棄的精神為主題，

希望參加活動的民眾勇於挑戰自己，

發揮潛能。

南投運動嘉年華除了舉辦走秀，行

銷地方農特產品外，並舉辦 2.2KM路

跑，17.6KM接力賽，還有使用竹筒

與回收塑膠桶，繩索等材料的自力造

舟競賽。

第二屆南投運動嘉年華 創造運動觀光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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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駕駛不違規，降低肇事保平安。 

    享受芬多精 

溪頭銀杏橋 信義平瀨琉璃光之橋

    負離子最旺 

  中寮龍鳳瀑布空中步道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全台最高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可能是今年暑假最夯的景點，長 1.2

公里的高山景觀步道，採取總量管制措施，每天限量 4

千名遊客攬勝，想到這條步道遊玩，先預約門票比較保險，

以免白跑一趟。

想參觀的民眾除可先至「南投好好玩」網頁 (https://

nantou.welcometw.com/)購票外，並請利用假日付費接駁車

服務（依現行核定公路客運票價收費），或搭乘公共運輸前

往清境地區，輕鬆玩樂，走步道、賞綿羊。

 自行開車者，可將車停放埔里鎮大城路與公誠路一帶的台

糖停車場轉乘南投客運接駁車前往清境、合歡山地區，5月

27日到 6月 25日的假日，並增開疏運班車，民眾出發前可

先電洽南投客運預約接駁班次（預約電話：049-2984031分

機 29）；如無預約，請搭乘非預約一般時刻疏運班車，詳情

可至南投客運公司網站（http://ntbus.com.tw）或電洽 049-

2984031。

 搭乘公共運輸者，可從台中、彰化、南投搭乘下列路線至

各客運埔里站，並從「南投客運埔里站」轉乘前往清境、合

歡山地區路線班車。從臺中出發的，可搭乘國光客運 1832

路線（臺北 -國道 1號 -埔里）、台中客運、南投客運聯營

6899路線（臺中 -埔里）、全航客運 6268路線（臺中 -埔

里）、南投客運 6670路線（臺中 -日月潭）；彰化出發，

彰化客運 6910路線（彰化 -埔里）；南投、水里出發，可

搭乘彰化客運、南投客運聯營 6875路線（南投 -埔里）、

豐榮客運 6289線（水里 -埔里），以上路線其餘站點請至

各客運公司網站查詢。

全國第 1座木結構橋梁，已

經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誕

生，由台大林管處打造的「銀杏

橋」，全長 36公尺、以疏伐柳

杉為主建材，和大學池竹拱橋並

稱溪頭兩大名橋。

銀杏步道跨越神木溪原本有

一座小型的水泥拱橋，但土石流

沖毀後，遊客通行不便，在寶成

國際集團、裕元教育基金會支持

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師生聯

手建橋，並將「彎曲集成材的技

術，留在台灣」，成為全台最漂

亮、最長的彎曲集成材木造橋

梁。

溪頭以森林浴聞名，銀杏橋週

遭圍繞著大量的芬多精，值得體

驗。

有玻璃橋之稱的「坪瀨琉璃光

之橋」，橋面是透明玻璃，底下

就是深邃溪谷，刺激程度常讓許

多遊客「軟腳」。

琉璃光之橋全長 88公尺，玻

璃橋面 54公尺，橋面距溪谷高

度 50公尺。由於園區步道總里

程數來回為3公里，約須耗時1.5

小時，先評估自身健康狀態再行

決定是否遊覽園區。

中寮鄉龍鳳瀑布「Ｕ」字型空中步

道，仿造美國大峽谷天空步道設

計，步道位於龍瀑布源頭斜上方 5公

尺高的地方全長 30公尺、伸出瀑布上

方約 13公尺，整座橋梁是透明的、站

在步道最外緣，可俯視 50公尺深的山

谷，懸空加上透明步道，考驗遊客的

膽量！

由於空中步道下方就是龍鳳瀑布，

山林之間充滿負離子能量，讓人心曠

神怡。

南投的橋很夯，每一處景觀橋都是遊客造訪景

點，南投的橋有什麼好看？走過的人都說，

每座橋的感覺都不一樣，最近啟用的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不但全台最高，更創下預約門票收入破

百萬元紀錄，還沒營運便開始進帳，絕無僅有。

鋪路造橋，利益眾生。隨著工程技術發展，現

代的橋愈蓋愈大，投注的經費愈來愈高，雄偉的

造型讓人驚嘆，但感覺總是比較生硬，少了鵲橋

的傳奇、少了楓橋夜泊的詩意。但南投的橋就是

不一樣，「大橋小橋」通通有，不僅可供通行，

還串起很多人的成長回憶。

最讓人懷念的南投橋，應該是溪頭大學池上的

竹橋，竹製的橋梁，承載著千萬人的成長記憶，

當年走過竹橋的小孩，如今是白髮蒼蒼的老人，

生命的傳遞，烙印在很多人的相簿中，溪頭竹橋，

搖出很多人的回憶，也搖出回流不絕的遊客。

這幾年最夯的南投橋，從竹山天梯、南投市天

空之橋、中寮龍鳳瀑布天空步道、到信義坪瀨‧

琉璃光之橋，都很有名氣，投資金額不高，卻能

創造觀光效益。例如南投市天空之橋，投資 2千

2百萬元，四個月不到便回收建設成本，小橋可

以立大功，也可以細水長流，慢慢發酵，繁榮地

方。

最近南投二座新橋啟用，值得一提。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溪頭的「銀杏橋」，都是未演先轟動。

位於高山清境農場的高空觀景步道，長 1.2公

里，不光是風景秀麗而已，首次應用 AＰＰ管理，

網路預約門票，進行總量管制，都是全台第一。

烏溪風景線有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濁水溪線則

有新建的溪頭銀杏橋，銀杏橋長 36公尺、寬 1.6

公尺，是全台最長戶外木橋，兼具教學與觀光功

能。

　南投的橋可以看熱鬧，也可以看門道。921

大地震後改建的中寮鄉和興村龍興吊橋，鏤空的

橋面，曾讓人流連；橫跨烏溪的草屯雙十吊橋，

全台最長⋯⋯，縣府希望串起景點，搭起觀光的

橋梁。

大橋小橋千嬌百媚 
南投橋觀光立大功

明溱
夜話

南投縣長

暑假到了，南投有好多景觀橋可以遊玩，有全台最高的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有圍繞芬多精的溪頭銀杏橋；負離子最旺的中寮龍鳳瀑布

天空步道、及信義平瀨琉璃光之橋，還有挑戰自我的竹山天梯。大橋

小橋玩透透，到南投可以「清涼一夏」⋯。

天空之橋 飽覽彰化平原

竹 山 天 梯 挑 戰 體 力

南投市八卦山天空之橋，可以說是轟動

一時的景觀吊橋，工程經費二千二百

多萬元，開通不到四個月時間，光是門票

收入便足以回收成本，創下公共工程投資

回收紀錄。

天空之橋位於猴探井風景區，共有 265

階梯，兩端高低落差達 5.65公尺，站在橋

頭眺望，有登天的錯覺。橋中間可以遠眺

彰化平原，視野極佳，吊橋高距約70公尺，

山谷間往返彷彿漫步雲端，值得一遊。

如果將景觀吊橋分級，天空之橋可以列為

「普級」，竹山天梯則是「挑戰級」景觀，

適合體力好，喜歡登山的民眾遊憩。

親近大自然的旅遊行程，南投早有口碑，橫

跨太極峽谷與竹海風景區的「天梯」，不但由

日本技師操刀，更是台灣首座階梯式吊橋。

竹山天梯迷人之處在於，208個梯階，橫跨

在山谷之間，天梯的刺激，可以讓人享受峽谷

壯闊之美。而且天梯都在山林之間，自然生態

豐富，漫步在林間，讓人感覺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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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

中 部 3 縣 市 龍 舟 聯 誼 賽
南 投 縣 再 度 奪 冠

社 區 評 鑑 優 勝 出 爐
明 年 逐 鹿 全 國 決 賽

好巧！林明溱 縣長 頒縣長獎給「林明臻」

今年總統教育獎，南投縣有埔

里高工陳旻享、旭光高中黃

俊賢、草屯國小許旭東等三人在逆

境中奮發向上，光榮上榜， 7月 7

日頒獎。

埔里高工的陳旻享在 921大地震

出生時，因震災醫療不及，造成腦

部缺氧，體能狀況嚴重遲緩，直到

上小學前才學會爬行，但很容易跌

倒，學習過程障礙重重，家人藉由

游泳幫他復健，沒想到「泳出一片

天」。

陳旻享個性開朗，總以微笑面對

困境，高中參加全國中等學校身心

障礙者會長盃游泳錦標賽獲得 100

公尺蛙式第一名、100公尺仰式第

一名，去年在香港特奧會游出 2金

1銀 1銅佳績，他期望下一步邁向

殘障奧運。

旭光高中的空手道選手黃俊賢

來自仁愛鄉卡度部落的布農族，父

親是模板工人長年在外工作，自幼

由阿嬤撫養長大。國小畢業後，黃

俊賢主動爭取進入旭光高中學空手

道，踏出圓夢的第一步。

黃俊賢曾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四度勇奪空手道金牌，在國三那

年，他代表國家參加東亞運，贏得

空手道金牌，他訂下目標，努力打

進 2020奧運會。

就讀草屯國小六年級的許旭東，

父親在七年前罹患漸凍人症，身為

家中獨子的他，上國小後就學習協

助媽媽照顧生病的父親，放學回家

後，會幫忙父親咳痰、更換、清洗

呼吸管、協助餵食、洗澡等工作，

還負責

洗碗。他樂

天地說，這

些 都 是 他

應該做的，

從不覺得辛

苦。

去年他獲得孝

行獎，今年四月當選全縣模範兒

童，如今獲得總統教育獎，將由媽

媽會陪著到台北領獎，會在領獎後

把當天實況告訴爸爸，讓爸爸分享

喜悅。

國立南投高中畢業典禮，南投縣長林

明溱頒發「縣長獎」給南投統測狀

元林明臻，致贈 5萬元大紅包助學；兩

人姓名讀音相同，寫法還滿像，林明溱

直呼百年難遇。

南投高中畢業生林明「臻」，今年

四技二專統測以每科平均 95分，總分

達 662分的好成績，成為南投縣統測榜

首，即將進入台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就讀。

《遠見》雜誌最近公布縣市長施政滿

意度，林明溱勇奪中部縣市長第 1名；

林明臻同學則是總測榜首，兩位「第 1

名」相見歡。

林明臻表示，父母幫她取的名字，與

縣長林明「溱」名字同音，平常同學私

底下就叫她「縣長」。畢業典禮看到真

的縣長跑來頒獎，她覺得很高興。

「2017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國

際龍舟錦標賽，開幕的中部縣市聯

誼賽，5月 30日在鹿港鎮福鹿溪舉行，

南投縣政府隊將士用命，繼去年後再度

拿下冠軍，創下 4年內 3度第一的佳績。

鹿港龍舟競賽，延續去年模式，於夜

間舉行，參賽隊伍包括南投、台中、彰

化 3縣市政府，以及彰化縣議會、國際

青年商會中區會長隊、water girls 模特

兒隊等共 65支隊伍。

今年南投縣政府隊由副縣長陳正昇、

秘書長洪瑞智領軍，勇奪第 1，獲得競

賽水道兩岸觀眾熱烈掌聲。第 2名是台

中市政府，第 3名彰化縣政府。

比賽期間，福鹿溪兩岸坐滿了觀賽民

眾，彰化縣長魏明谷說，根據統計人數

每天都超過 10萬人次，相當熱鬧。

南投縣今年度社區評鑑共有 25個社區參

加，經過二個多月的實地考評後，優勝

社區出線，卓越組優等為竹山鎮延正、國姓

鄉南港社區；績效組優等為國姓鄉國姓、草

屯鎮碧峰、南投市福山社區。

甲等為南投市鳳鳴、竹山鎮竹山、仁愛鄉

廬山、名間鄉田仔社區；另單項特色獎為魚

池鄉魚池尖、埔里鎮五十甲、中寮鄉和興、

南投市漳和、草屯鎮復興、集集鎮八張、信

義鄉信義、埔里鎮蜈蚣、水里鄉北埔、竹山

鎮山崇、鹿谷鄉清水社區；縣府另加發潛力

社區獎，由埔里鎮南村、仁愛鄉南豐社區獲

得獎牌。

由於衛生福利部社區評鑑採南、北二區輪

流辦理，南投縣今年不用參加全國評鑑，縣

府明年 3月初仍會繼續辦理全縣社區評鑑，

選拔優秀社區角逐全國決賽。

花期最早   南投「桐讚」
桐花祭是客家重要活動，今年南

投桐花祭計有埔里、魚池、水

里及草屯等 4鄉鎮共同參與，豐富多

元的客庄產業文化，不但增加南投客

家辨識度，希望未來也能提升整體觀

光產值。

南投是全台桐花最早開花的縣市之

一，早期因經濟目的引進的油桐樹，

多數集中在客家族群聚集的山區，桐

花山林也代表客家二、三百年「開山

打林」，勤奮、硬頸的精神，傳達客

家先民篳路藍縷與族群團結的一面。

　今年南投桐花祭系列活動，包括

埔里的喫茶野餐趣、水里的藝桐趣遊

水里、漫遊草屯舞春風、還有魚池鄉

的桐舞翩翩星空響月等活動，吸引不

少民眾參與。

　南投縣的桐花祭，結合在地客家

庄美食、客家流行音樂、工藝市集體

驗及表演活動等等，串連社區景點觀

光，逐步形成客庄深度之旅。

客 家 園 地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一開張便

火紅不已，將清境觀光推向

另一個高峰。幕後除了縣府用心經

營外，清境觀光協會是重要推手。

921大地震後，由清境觀光業

者組成的觀光協會，從創會理事長

施武忠，到現任理事長魏振宇，一

直都扮演重要角色，從舉辦清境跨

年晚會，到配合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啟用，協會默默付出，幫助地方發

展，也幫助觀光產業成長。

魏振宇說，協會的工作，除了配

合縣府推動觀光，也負起應有的社

會責任，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啟用前

夕，協會發動會員及全國各地志工

到步道下種樹，10年來持續植樹

及淨山，倡導國土保育外，平時也

注重在地文化發展，並舉辦清境火

把節等活動，為地方注入活力。

為了疏解清境高空觀景步道車

流問題，協會協調相關業者，配合

挪出可用的車位，提供遊客停放車

輛，對於容易出車禍的路段，魏振

宇也反映縣府加強管制，齊心努力

為觀光，大家都盡了不少心力。

最近，62水災發生後，網路謠

傳清境的路不通，打擊清境民宿觀

光生意，魏振宇馬上跳出來在臉書

貼文，澄清不實謠言，消弭遊客疑

慮。

魏振宇說，對於清境高空觀景步

道帶來的觀光熱潮，業者都希望細

水長流。如何繼續保有清境觀光盛

況？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地方人物誌
清境觀光幕後推手

協會理事長魏振宇

力爭上游
南投三人得總統教育獎

▲竹山延正社區評鑑獲卓越組優等

總統教育獎得主為許
旭東（左）、黃俊賢
（中）、陳旻享（下）

▲國姓南港社區評鑑獲卓越組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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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已過去，性別平等新趨勢，重視婚姻及家庭價值。

民小百科縣

▲親愛國小學生練琴準備遠征維也納

▲親愛國小弦樂團全國音樂賽奪冠

南投縣原住民學生，音樂天賦不僅只

有美妙歌喉，拉樂器也是一把罩。

仁愛鄉的親愛國小發展弦樂團，去年在全

國音樂比賽抱回冠軍。最近他們籌措到

500萬元旅費，七月赴奧地利維也納參加

國際青少年音樂競賽，讓原鄉的優美琴聲

遠播海外。

位於深山部落、全校只有 56名學生的

親愛國小，在王子建、陳珮文、蘇怡菱三

位老師的帶領下，組訓出一支弦樂團。在

去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以 91.7的高分

奪得 B組（普通班）冠軍，全數評審都

給了超過 90分的特優門檻，是國小 A、

B組中唯一獲得特優的隊伍。評審長指出

親愛國小的孩子節奏感強，充分理解音

樂，展現了高度技巧與默契，致能脫穎而

出。

今年他們想出國遠征維也納的國際青少

年音樂競賽，但 35人出國 14天的費用

高達 500萬元，除外交部補助 37萬元及
企業、團體、個人捐款計 284萬元，不

足部份，師生決定自行籌措。他們除了舉

辦 3場售票演奏會，還義賣手工紀念品。

王子建表示，奧地利維也納的國際青少

年音樂比賽，與賽者來自世界各地 25歲

以下音樂精英，指定曲要演奏莫札特的作

品，自選曲則是演奏台灣原住民的泰雅序

曲、馬卡道狂想曲，為了出國比賽，孩子

們利用課餘、假日勤奮團練。

親愛國小弦樂團 自籌旅費遠征維也納

南投福報粉絲好康送
即日起到「南投福報臉書粉絲團」

按讚，並參加粉絲回饋贈獎活動，

就有機會獲得每期精選好禮，活動

辦法請參閱粉絲團活動公告！

水美梅森 Q餅
1 盒 /16 片

申請災害減免稅捐  記得 30 天內提出

南投家扶中心受助母親彭淑娟，丈夫罹患食道癌及

肝硬化過世，獨自扶養罹患神經性纖維瘤的女兒長大，投入社會

公益服務，榮獲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表揚傑出單親母親。

南投縣立旭光高中石政中、韓棨賢在澳門舉行的東亞盃青少年空

手道錦標賽奪得金牌，石愛琪銀牌。

南投縣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選出特優 6件，其中埔里鎮大成國

中 2件、宏仁國中 2件、普台高中國中部 1件、及普台國小 1件，

將代表南投縣參加第 57屆全國科展競賽。

南投縣國中、小學生認識租稅書法比賽各組第一名：國中組南投

國中洪瑜君；國小組南投區永樂國小張舒涵、埔里區南光國小林

宸熙、竹山區竹山國小錢宥任。

草屯鎮同德家商多媒體動畫科學生謝梅娟、李孟諦、蔡培妤組隊，

參加全國高中專業群科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獲得藝術群創意組

第一名。

南投縣 105年度公共造產績效考核，名次依次如下：埔里鎮公所、

草屯鎮公所、南投市公所、魚池鄉公所，名間鄉公所及鹿谷鄉公

所並列第 5名。

南投縣水里鄉民和國中「濁岸合唱團」，在全國鄉土歌謠、全國

音樂比賽中拿下三項特優殊榮。

譽榜榮

第五波

時序颱風豪雨季節，6月 3日豪雨己開始帶來災情，稅務局提醒民眾，如有房屋、土

地或車輛等損失，應於災害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請地方稅減免。

其中房屋受災，房屋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3成以上不及 5成者，房屋稅減半徵收；

毀損面積占整棟面積 5成以上，必須修復才能使用者，免徵房屋稅。

土地如因山崩、地陷、流失致無法使用，地價稅全免。

汽車、機車（151ｃｃ以上）受災無法使用或不堪使用，向監理單位辦理報停或報廢

手續者，得自災害發生之日起 1個月內，檢具監理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向稅務局申請

退還自災害日起已繳納之使用牌照稅。

娛樂業者因災害無法營業，可向稅務局 )或當地鄉、鎮、市公所申請扣除未營業之天

數，按比例核減當期娛樂稅。

災害減免稅賦問題，可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話：0800-496969洽詢。

集夏日旅遊的最佳方案就是親山近水，

我們推薦您來到信義鄉沁涼一夏！

提到南投信義鄉，大家第一印象就是

賞梅花、嚐梅子，其實信義鄉的巨峰葡

萄也十分有名，包括豐丘、崁腳寮，都

有生產葡萄的大型專業園區。因為自然

環境佳、栽培農法成熟，信義葡萄一年

可採收可達 3期，暑假的 7、8月正是夏

果盛產期，每一顆葡萄都是果粒碩大、

果香撲鼻、汁多味美的果肉口感極佳，

這時候來到產區在掛滿紫晶色葡萄串的

棚架下摘採現吃，親子

採果其樂無窮！

「坪瀨琉璃光之橋休閒

健行園區」是您不可錯過

的順道遊景點，它原本是

一座通行便橋，後來重新

打造為長 100公尺的景觀

吊橋，橋面距溪谷深 60公尺，橋面鋪設

透明強化玻璃，橋纜塗上亮眼彩漆，圍

欄則點綴葡萄及桐花圖騰，蛻變為鮮麗

奪目的新面貌。通往琉璃光之橋的健行

路線上會經過天然巨石峭壁、靜謐優雅

的溪谷，欣賞一線天飛來石、燕子崖石

壁奇觀，腳下的坪瀨溪因為造山運動與

溪水切割造就了無數奇石巨岩，大自然

鬼斧神工的絕妙令人讚嘆！

信義鄉農會擁有臺灣第一家取得製酒

執照的農會酒莊，921地震後酒莊轉型

擴建成為今

日的梅子夢工

廠，除了是梅

酒及梅子加工生產基

地，並展售農會開發的多樣商品，像是

早年名聲大噪的「馬拉桑」小米酒就是

這裡的產品。除了各式酒類之外，還有

梅子製的蜜餞、零食、健康醋等可供選

購，近年主推的「梅精酵素」系列也非

常成功，已經培養不少長期訂購戶。另

外，園區可以參觀酒窖、學習品酒、認

識布農族文化、體驗 DIY活動⋯⋯四處

可見的梅子公仔娃娃，經常吸引大小朋

友合影留念，成為接觸認識信義鄉梅產

業最重要的休閒據點。夏天雖然不是梅

子的產季，在這裡也能品嚐梅子的豐富

好味道！

城
巡禮
乡城
巡禮
乡 信義鄉夏日消暑輕鬆

親近山水沁心涼 採果嚐鮮闔家樂

GO!

▲信義鄉生產的巨峰葡萄品質冠於全台

▲周邊景點一線天

▲梅子夢工廠的地下酒窖

▲

各式各樣的梅製品伴手禮

▲琉璃光之橋全長約 100公尺

▲透明強化玻璃鋪設的橋面

l牛軋餅再升級再進化
l添加南瓜子、葵瓜子、腰果、核
桃、蔓越莓、葡萄乾⋯⋯

l不甜膩，口感層次豐富！

超熱賣網購名點

◎坪瀨琉璃光之橋健行園區網站

    http://ruri.shini.gov.tw

◎梅子夢工廠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113號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 11號

049-2791949

「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