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保護個人資料，南投福報郵寄讀者個資，不做其他用途，如不想取得本報，請電（049）2231574告知，本報將停止寄送。 南投福報謹啟

「核子醫學科」與「高壓氧中心」

（南投縣政府廣告）

1地方大代誌

南投郵局許可證

南投免字第387號

雜　　　　誌

中華郵政南投誌字

第24號登記證登記為

雜誌交寄

國　　內

郵資已付

Nantou News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7

「心感冒了 !」～憂鬱症

心理諮商   衛生所「搞定！」

南投基督教醫院  10 月 1 日成立

據衞福部推估，台

灣目前約有 150萬
人罹患憂鬱症，憂鬱症

患者 15%死於自殺。自
921大地震後，南投縣自
殺率曾一度升高，在衞

生局持續努下，自殺率

已大幅降低。憂鬱症並

不可怕，配合治療，非

常重要。

副縣長陳正昇呼籲民

眾，多關心周遭親友心

理健康問題，減少憂鬱

症發生可能，透過持續

治療促進患者生活品質

及健康。

衞生局長黃昭郎表

示，沒有心理健康，就

不算健康，因應人口結

構改變與社會變遷，衛

生局在各項政策中推動

全民心理健康，提供全

方位長期照顧服務。

憂鬱症也被稱為「心

的感冒」，是常見的心

理疾病。治療方式主要

為心理諮商、藥物治療，

當罹患憂鬱症時，包容、

關懷與支持是陪伴是重

要支持與力量。

為強化民眾心理衛生

服務，縣府於 104年全
國首創 13鄉鎮市衛生所
設置心理諮商服務站 (全
縣涵蓋率 100%)，提供
可近性精神醫療服務，

達到早期預防早期治療

的目的。

南基醫院 10月 1日正式轉型為南投
基督教醫院，並於 11月 4日舉辦

開業感恩禮拜與揭牌活動。

原急性一般病床數也由 78床擴充至
150床，加護病房 10床、血液透析 30
床，診療科別有內科、外科、骨科、

家醫科、神經科、復健科、麻醉科、

急診科、放射診斷科、中醫一般科計

10個科別，未來也規劃增設牙科，結
合醫學中心資源。

南投基督教醫院手術台 2床也將再
增加 1床，將加強與社區醫院及基層
院所間的合作，配合「分級醫療與轉

診」政策，縮小城鄉醫療資源分佈不

均，持續進行南投偏遠地區醫療照護，

並朝「社區醫療，厝邊好鄰居」目標

努力。

南投基督教醫院前身是南雲醫院，

民國 76年創建後，於民國 84年擴院遷
至現址，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合作

的南雲醫院，93年更名為南基醫院，
今年 10月成為南投基督教醫院。

縣府宣傳憂鬱症治療的重要。

林明溱縣長了解南投基督教醫院設備。

竹山秀傳醫院與全球傷口治療龍

頭 AcelityTM / KCITM公司合作，
10月 18日成立「整合性傷口照護中
心」，由秀傳醫院院長謝輝龍、縣府

衛生局副局長吳美玲及地方人士共同

揭牌，照護中心的啟用，將為南投偏

鄉醫療的環境挹注更多的優質資源。

縣府衛生局副局長吳美玲表示，竹

山秀傳醫院整合性傷口照護中心，不

僅服務長期臥床的病人，也可照護其

他常見的慢性傷口，也紓緩醫院病床

供需不足的困擾，讓居家醫療服務品

質更優化。

 負壓治療在傷口康復的過程中，
可減少傷口疼痛及換藥次數，住院天

數也相對較少。

為維護縣民健康，縣府衛生局採購

13萬 7000劑四價流感疫苗，今年
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自 11月 15日起「開
打」。

縣府衛生局說，今年採購的四價流

感疫苗，包含 2A：H1N1、H3N2、2B：B
型山形株、B型維多利亞病毒株，可提
供更完善的疫苗保護力。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自 11月 15日
展開，採分批接種，對象為 11月 15日
學生族群 (入校集中接種及合約醫療院
所補種 )、醫事人員；12月 8日起 65歲

以上長者、學齡前幼兒，可到合約醫療

院所接種；社區接種站設站將於 109年
1月 1日後視疫苗供應量適度開放設點，
服務廣大縣民。

 衛生局表示，今年公費流感疫苗，
順應全球流感疫苗供應及使用趨勢，全

面接種四價流感疫苗，但因世界衛生組

織 (WHO)延遲選株，造成較去年延後一
個月開打，衛生局提醒尚未接種疫苗的

民眾，記得落實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

保持良好個人衛生習慣，降低感染風

險。

竹山秀傳醫院成立整合性傷口照護中心

流感疫苗升級四價 12 月 8 日起 65 歲老人接種

如有類流感症狀，出入公共

場所應配戴口罩；打噴嚏時用

面紙、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

袖代替；若有發燒、合併咳嗽

等類流感症狀，應就近就醫並

在家休息至痊癒，以降低流感

病毒傳播風險，也鼓勵未具公

費接種資格的民眾，可自費接

種一劑流感疫苗，保護自己及

家人，提升群體保護力。

  若有需求可洽縣內所轄衛生
所或合約院所，相關疑問可至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

或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
0800-001922洽詢。

64 週年院慶

民國 44年創立的衛生福利部南投
醫院，10月 31日舉辦 64週年

院慶，並成立「核子醫學科」與「高

壓氧中心」，持續朝升格區域教學醫

院再邁進一大步。

林明溱縣長、衛福部醫福會王森稔

副執行長、院長洪弘昌及地方人士共

同切蛋糕為南投醫院慶生，南投醫院

過 64歲，努力打造幸福南投、健康
醫院。

 洪弘昌院長指出，該院延攬專科
醫師，終於在今年成立核子醫學科，

為患者帶來更完善的醫療服務，並提

供心肌灌注掃描、骨骼掃描、腫瘤發

炎檢查、肺部灌流及泌尿 系統等多項
檢查。

南投醫院也引進單人式高壓氧治療

艙，高壓氧給予患者 100%的氧氣治
療，強化感染的控制、加速傷口癒合。

南投醫院經歷了 64年寒暑，除持
續精進醫療設備外，不斷提升醫療品

質，自 106 年迄今已經完成近千例人
工膝及髖關節置換、近 400 例微 創脊
椎手術，212例腦瘤及腦出血手術 ,
現在癌症患者從篩檢、診斷、手術及

治療都可以在南投醫院進行，今年度

婦科腫瘤、胃癌、肺癌、口腔癌、大

腸癌及食道癌等癌症手術已達 78例。

南投醫院的高壓氧中心

南投醫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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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第一個以觀光工廠為

主題的產業園區─「埔

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10月 29日啟用，並提供中小
企業進駐，帶動地方產業經

濟。

埔里微型產業區揭幕，在

地的葛哈巫平埔族表演傳統

歌舞，循古禮祭祀祈福。縣

長林明溱親臨主持，包括立

委馬文君、縣議員王彩雲、

黃世芳、林芳伃、陳宜君、

葉仁創等多位地方民代參加。

林明溱縣長致辭表示，開

創一處新的工業區，尤其是

獨具特色的埔里微型產業園

區，縣府克服許多困難，「小

而美」的園區將為地方帶來

發展。

立委馬文君指出，埔里微

型產業園區，將至少為地方

創造 300 個以上就業機會，
每年創造 18億元產值，並為
南投縣政府帶來 5到 6 億元
的資產活化效益。配合觀光

人潮， 將可進而帶動地方經
濟發展。

購地就投資逾一億元的金

都董事長林素貞代表說出投

資廠商的心聲。她說，感謝

縣府的努力打造這麼完善的

產業園區，同時還輔導取得

初期投資八成的貸款，協助

廠商擴大投資創業。

縣府建設處指出，「埔里

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土

地面積 5公頃，其中產業用
地達 3公頃分成七大塊，公
共設施用地約 2公頃，提供
六大公共設施，園區已確定

有金都花園餐廳有限公司、

埔工坊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選定其中三塊基地，目前

尚有多家廠商洽談中。

馬拉松水陸雙棲 國際賽走進南投 108年全國運動會，10月
24日落幕。南投縣運動
成績亮麗，共獲得 15
金 15 銀 13 銅，排名
全國第 7，並獲頒監
察院長獎 (六都以外
第 1名 )。寫下南投運
動史新紀錄。

南投縣重視運動人才培

育，今年全運會共獲得 15金
15銀 13銅，包括空手道（5
金 1銀 2銅）；划船（4金 3
銀4銅）；輕艇（1金2銀3銅）；
曲棍球 (2金 ) ；女子壘球 (1金 )；
角力 (1金 4銀 4銅）；拳擊（1
金）；保齡球（2銀）；跆拳
道 (1銀 )；柔道 (1銀 )；自由
車 (1銀 )，重點發展的體育項

目，都有亮麗的成績。

108年全國運動會 10/19-10/24
於桃園市展開，24日賽程全
部結束，下午進行閉幕典禮及

頒獎，南投選手表現亮眼，創

造了南投參加全國運動會史上

最佳成績，全國獎牌排名第七

名，六都外第一名，獲得大會

監察院長獎殊榮。

日月潭 10 月 27
日清晨舉辦 2019第
七屆環湖馬拉松，

5500多位跑者體驗
日月潭之美，更投

入「每跑一公里 ,
捐贈一塊錢」公益

活動。

 南投發展運動觀光，今年是豐收年。
一般人可能很少人注意，今年馬拉

松泳賽、環湖馬拉松路跑賽，和往年有

很大差異，在縣府及相關單位努力下，

這兩項活動正式登上世界舞台。

日月潭水陸二棲馬拉松賽，今年和

國際賽接軌，背後的運動觀光的效益，

不光是飯店旅宿業而已，週邊產業也一

併獲益。

世界馬拉松泳賽，今年正式列入南

投站。十公里的國際游泳大賽，前前後

後爭取了四年，也讓泳渡日月潭活動，

邁入新紀元。

國際馬拉松賽，南投日月潭變成比

賽場地，是值得一紀錄的。

今年 8月 31日舉辦第 5屆日月潭公
開水域游泳挑戰賽；9月 1日舉行萬人
泳渡；9月 7日首度正式舉辦 2019馬拉
松游泳世界巡迴賽南投站比賽，各國奧

運選手報名參加， 地方的南投縣政府
和中華泳協，就這樣扛起國際體壇大

賽。

  日月潭從區域活動，變成世界比賽
場地，後面是時間經驗累積。四年前縣

府和中華泳協攜手合作，2015年開始
爭取，2016年再爭取，2017年向國際
游泳總會（FINA）提出到日月潭舉辦馬

拉松游賽、2018年
舉辦測試邀請賽，

確認安全無虞，今

年首度舉辦 2019
馬拉松游泳世

界巡迴賽南投

站賽事。

9月辦完國際水上馬拉松泳賽， 路跑
馬拉松國際賽緊接而來。10月下旬舉
辦的日月潭環湖馬拉松賽，吸引 5500
人報名參加，包括來自 33個國家地區
以及 585名外國選手。其中，報名 42
公里全程馬拉松有一千多人，參加 29
公里超半馬挑戰組有三千五百人。

日月潭環湖馬拉松賽，今年不僅成為

AIMS認證賽事，並與世界馬拉松大滿
貫賽事主辦單位 AbbottWMM完成簽約，
晉升為 2021亞培萬達分齡世界冠軍資
格賽事，成為台灣第一場，也是全台唯

一的一場分齡世界冠軍資格賽。

值得一提是，日月潭環湖馬拉松，

參賽選手「每跑一公里 ,捐贈一塊錢」
做公益，今年捐贈 10萬元給南投縣麻
煩小天使協會，幫助發展遲緩或身心障

礙的孩童，另捐贈 5萬元協助划船委員
會，累積這些捐款已達二百萬元，讓活

動更有意義。

  馬拉松游泳賽、日月潭環湖馬拉松，
二項運動從地方走向世界，和國際競賽

接軌，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希望年年的

活動，可以帶進更多世界各國觀光客，

分享南投美麗的風土民情。

另外，南投是觀光大縣，也是培養運

動員的搖籃。今年全運會，南投運動員

稱王搶后，除了六都，可說體壇稱霸。

看看很多國手級的運動健將，都和南投

有關，他們在世界比賽為國爭光，幕後

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需要各界支持、

鼓勵，運動員才能在體壇發光。

★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10 月 29 日啟用

埔里微型產業園區以食品觀光工廠

為發展主軸，擁有完善基礎建設，包

括汙水廠、綠帶、生態滯洪池、水電

瓦斯管路及寬 12公尺的道路排水路
燈，讓投資廠商建廠後一次到位，不

必再額外投資。

更重要的是園區交通位置超讚，距

離國六埔里交流道僅二分鐘車程，鄰

近還有麗寶國際籌建中的埔里赤崁頂

遊樂園、福興溫泉區、具有絕佳的人

潮、錢潮吸引力。

南投縣長

全運會南投選手搶下15 金 15 銀 13 銅改寫過去紀錄

美利達盃百 K單車嘉年華盛會今年
邁入第 19屆，10月 26日首度移

師南投縣，吸引近 4,000名車友們參加
體驗。南投在地好手盧紹軒，及馮俊

凱、黃亭茵領騎，全程陪伴車友挑戰

百 K路程，體驗南投風情。
這項活動，由副縣長陳正昇與美利

達董事長曾崧柱共同主持。曾崧柱表

示，美利達舉辦單車運動嘉年華，感

謝南投縣政府幫忙，首次移師中興新

村開騎，102公里的挑戰路線，幾乎
囊括南投縣最美麗的景點，真正讓大

家一邊騎乘一邊欣賞南投優美人文景

觀，也能享受南投美食，希望來年能

在南投繼續辦下去。

2019美利達盃南投百 K單車嘉年
華，從中興新村出發，騎經中潭公路

等地，整個路線騎過南投多處著名景

點。此外，美利達盃今年加入了兒童

PUSH BIKE挑戰，吸引親子同樂。

美利達盃單車嘉年華 近四千車友挑戰百 K

「跑一公里、捐一塊錢」
環湖馬拉松 5 千多人響應

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啟動活動

美利達盃單車嘉年華，中興新村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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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二期工程，已經

完工。10月 30日舉行開幕活動，
50頭毛絨絨綿羊率先「開道」，步道加
長不加價，一般票價 50元，便可享受
清境高山風情，適合親朋好友散步、旅

行。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第二期工程約四百

公尺，全線因此延長到一千六百公尺。

開幕當天，步道插上 168支國旗，象徵
南投觀光一路發，加上綿羊大軍「首

航」開道，林明溱縣長直呼，走清境步

道，讓人有幸福感。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沿著合歡山景
觀公路興建，全台最高。走在步道上，

能高、奇萊山峰，中央山脈壯闊山容，

讓人放鬆。

步道延伸至樹林間，架在空中的步

道，如山中遊龍，沿線鳥鳴不絕，高山

生態豐富，遊客走在步道上，可避開車

潮，藍天綠地，處處可以取景留念。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一期自 106年 5
月底啟用，已超過 220萬人次前往賞
景，第二期步道由南商圈票口端向上延

伸 402公尺，橫跨台 14甲線後銜接青
青草原故事館端，總長 1.6公里的步道，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更臻完善與圓滿

後，加長不加價，票價維持原本的 50
元，就是要讓遊客來清境享受到最物超

所值的旅遊休憩品質。」林明溱縣長這

樣說。

縣府修正「南投縣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管理辦法」，增加

榮民、志工、兒童及身心障礙人士等優惠措施；並增列「凡

一次購買三千張以上全票，每張以優待票價（30元）計費」
之大量購票方式，惟僅販售予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

號、法人、機構或團體等，相關購買辦法可洽南投縣風景區

管理所。

冬遊南投，省錢又好玩。

到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旅遊，可以搭

配交通部觀光局「秋冬旅遊補助」方

案，住宿每房最高可補助 1000元外，
溫泉優惠也加碼。

即日起到年底，憑入住秋冬補助的

旅客，可以到配合的溫泉業者免費泡

湯，包括泰雅渡假村、馥麗溫泉大飯

店、天泉溫泉會館、漾之谷溫泉民宿、

帝綸溫泉渡假飯店等。

南投旅遊活動一籮筐，詳情可上網

搜尋「樂旅南投」臉書粉絲團。

埔里鎮愛村橋二年多前遭洪水沖

毀，中央核定 1億餘元重建，由
縣府發包施工，原訂今年 11月底完工
的工程，提前完成，並於 11月 7日舉
辦通車活動，愛蘭、南村、鐵山、房里

等 4里居民進出交通獲得改善，回家的
路更安全。

埔里愛村橋被洪災沖毀，當時的行

政院長林全到現場勘災，並決定全部

拆除重建，縣府也向中央提報 1億 1千
多萬元重建經費，後來併入南港溪牛

相觸防災減災工程，併案發包。

愛村橋重建，去年 7月 7日開工，

原預定 11月 28日竣工，因公所協助順
利取得土地，施工進度超前，提前辦

理通車。至於橫跨溪床的鋼構便橋則

功成身退，由包商進行拆除。

冬遊南投「好康」多多

回家的路更安全   
埔里愛村橋通車

縣長林明溱 11月 5日偕同立委
馬文君到草屯炎峰國小、及

中寮國中會勘，並決定協助學校解

決設施問題。

炎峰國小無遮雨走廊連接校舍，

影響教學及學童活動；中寮國中人

工草皮跑道年久失修，損毀嚴重，

影響體育課教學及學童活動安全，

林明溱指示教育處儘速彙整改善計

畫，呈報教育部國教署爭取經費補

助進行改善。

炎峰國小在 921大地震中毀損嚴
重，災後由慈濟基金會捐助重建，

但校舍採獨棟設計，棟與棟間無遮

風避雨之走廊，造成下雨天學生往

返教室不便，且下雨天地面濕滑，

也有安全疑慮。

學校希望於誠心樓、至善樓及剛

毅樓之間施作遮雨走廊，提供師生

安全的學習環境，另該校戶外球場

每逢夏季天氣炙熱，經陽光曝曬，

悶熱難耐，影響師生活動，希望增

設遮陽簾避免陽光直接曝曬，改善

經費約需 698萬元。
林明溱表示，縣府將爭取教育部

國教署補助，並請馬文君立委協助

爭取，縣府也將籌措約 86萬元配
合款，完善校園教學環境。

  中寮國中同樣在 921大地震後
重建，操場跑道面層係採人工草皮

材質，迄今已 20年之久，跑道面
層已嚴重磨損殆盡，破損嚴重，經

常造成師生受傷，且排水系統遭青

苔蕨類破壞，導致跑道積水濕滑，

亟需改善。

林明溱表示，縣府也將呈報請教

育部體健署補助，改採 PU材質做
為跑道面層，以提供學校及學區民

眾優質的教學及休閒運動場地，所

需經費約需 600萬元，馬文君立委
也同意全力協助爭取。

炎峰國小、中寮國中設施改善  縣府爭取補助

加長不加價的「幸福路」羊咩咩率先開道

921大地震，今年滿二十年，震後興
建的學校跑道等設備，因破損、毀壞，

陸續進入更換期。縣長林明溱、立委

馬文君、許淑華，深入校園，了解校

園需求，並聯手出擊，向中央爭取學

校補助，希望師生安心上課，也讓校

園更美麗。

  南投縣的學校硬體建設，比其他縣
市還新，主要是二十年前地震後重建，

但隨著時間過去，一些設備開始毀壞，

需要汰舊換新。

雖然縣府財力有限，但教育投資不

能省，縣府和立委了解學校需求，分

工合作，由教育處彙整改善計畫，呈

報教育部國教署爭取經費補助，立委

則協助追蹤，並督促中央解決，校園

問題很快迎刃而解。

縣府和立委同心，合作爭取中央補

助，建設更有力。學校只是案例而已，

很多地方需求，立委努力爭取補助、

縣府出配合款執行，受益的是基層人

民。

縣府、立委分進合擊 建設更有力
 │新聞幕後│

改善教育環境～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走過半世紀雙十吊橋  縣府爭取整修

曾是全國最長的草屯雙

十吊橋，年久失修，

縣府計畫和公所籌措 150
萬元先加固橋墩，未來將

改善觀光休閒環境，讓吊

橋風華再現，

雙十吊橋逾 50年歷史，
當年是雙冬里及平林里重

要的聯絡橋樑，該橋全長

360公尺，曾是全國最長
吊橋，走過半世紀的橋，

充滿歷史記憶，隨著中潭

公路及國道 6號陸續通車，
逐漸轉為觀光休閒功能。

這座吊橋，多年來缺乏

經費維護，加上烏溪水文

改變，吊橋鋼纜銹蝕、橋

面破損、橋墩淘空等情況，

安全堪慮。

縣長林明溱 10月 16日
偕同草屯鎮長簡景賢等

人，到吊場勘查，並針對

吊橋鋼纜銹蝕、橋墩淘空，

公共設施不足，周邊環境

零亂等問題進行討論。除

擬由縣府、公所共同籌措

150萬元，將橋墩加固外，
有關鋼纜更新及公共設

施、觀光休閒環境改善方

面，縣府請公所提計書，

由縣府轉報交通部觀光局

爭取經費改善。

曾是全國最長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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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走行人穿越道，遵守交通號誌。

過了立冬之後天氣就明顯轉涼了不少，

每到冬天最迷人的休閒選項就是泡湯旅

遊了，「南投溫泉季」系列活動也在此

時於各溫泉區陸續登場，豐富活動加上

好康優惠絕對讓您大呼過癮！

位於信義鄉的東埔溫泉是南投歷史悠

久的溫泉風景區，也是玉山山麓下的布農

族的部落原鄉，來此不但可以暖呼呼的

享受泡湯的樂趣，還可以欣賞玉山國家公

園的優美山景、體驗純樸的原住民文化、

品嚐部落美食，是安排冬日旅遊的最佳

選擇之一。

早在日治時代東埔溫泉就已經被發現，

進而開發設立專屬於警察及日本官員的

浴場，光復後這些設施先是由警方接管，

後來溫泉資源也逐步開放給民間經營，

東埔地區因此發展成為一處知名的溫泉

遊憩區。這裡的泉質為微鹼性碳酸泉，

就是可以讓皮膚光滑細緻、促進養顏美

容的「美人湯」，水質透明清澈，泡湯

後有助於消除疲勞、放鬆身心，就算不

是女性遊客，男女老少也都會愛上它。

難能可貴的是，東埔溫泉的水溫大約在

攝氏 48度左右，對人體來說溫度適中，
不必加冷水稀釋就可以直接享受它，所

以能提供非常珍貴的「原湯溫泉」享受。

東埔溫泉區位處於海拔 1,200公尺高度
的內陸地區，玉山成為這裡天然的屏障，

終年氣候溫和涼爽，山脈間溪流貫穿其

中，形成許多瀑布流水、山林溪壑，山水

交融的自然景致美不勝收，鮮少人為開

發，為此處保留了非常純樸的自然風貌，

天氣好的日子造訪甚至可以遠眺至白雪

皚皚玉山頂峰。

如果想要體驗人文、品嚐特色美食，

不妨走入當地的布農族部落！為了迎接

遠道而來的各地遊客，當地原住民也將

布農族鮮明的狩獵文化包裝成探索體驗

活動，結合特色景點、生態旅遊等元素，

加上傳統部落飲食與在地農特產的美食

品嚐，提供給遊客在泡湯之餘更多的賞

遊樂趣。

原湯溫泉、原始山林美景、原住民部

落風情，安排一趟「原味十足」的東埔

溫泉冬之旅，保證能讓您體會「度假，

原來可以這麼美好！」

東埔溫泉 玉山下的布農族部落原湯

竹山下坪吊橋

為了發展仁愛鄉觀光，縣長林明溱

10月間二度前往紅香部落秘境帖
比倫瀑布會勘，並決定在盡量不破壞

大自然的前提下，設置步道及觀景平

台，讓慕名而來的觀光客能在安全的

位置欣賞大自然美景。

林明溱表示，紅香部落帖比倫瀑布

非常漂亮，近年越來越多人前往，但

目前通往瀑布的步行路線是「人力走

出來」的，部分路段甚至得拉繩索、

攀爬梯子通過，為了安全考量，縣府

將規劃相關設施，未來遊客到紅香泡

溫泉，也能有安全的步道，及平台欣

賞瀑布美景。

帖比倫瀑布位於紅香部落廿分鐘車

程深山，車行盡頭還須徒步約 30分鐘
才能抵達。由於瀑布崖壁色彩斑斕地

質很特殊，沒有開發照樣吸引大批遊

客。 
  值得注意是，帖比倫瀑布潭水很

深，且漩渦湍急，加上潭邊巨石光滑，

極易失足落水。瀑布管理權責屬於東

勢林管處，為了公眾安全，縣府希望

週邊設施能改善，避免發生意外。

帖比倫景點，是一處未開發的秘

境。縣府認為，秘境是神秘的，但安

全更重要。瀑布美景連結紅香溫泉會

館，可以帶動仁愛鄉觀光，做好安全

防護不可少，這是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帖比倫瀑布 遊憩安全待加強

慶祝商人節 期許共創南投經濟
南投縣商業會 11月

1日舉行慶祝第
73屆商人節大會，副縣
長陳正昇代表縣長林明

溱出席活動，祝賀獲獎

單位及個人。他並期許

秉持工商一條心，勞資

和諧，共創南投經濟繁

榮，百業興盛，一起賺

大錢。

11月 1日是商人節，每
年縣商業會都會舉辦慶

祝動，並表揚資深、優良

商號及禮貌從業人員。

陳正昇說，接受表揚的

商號及從業人員深受各

界肯定，堪為商界典範。

  陳正昇同時指出，為
促進工商發展，增加就

業機會，縣長林明溱帶

領縣府團隊積極開發南

投旺來園區、埔里特色

產業園區等 4大產業園
區及埔里福興溫泉園區

等，吸引投資，創造就業

機會，並帶動觀光消費

人潮，行銷在地產業，助

益地方發展，另辦理青

創貸款，鼓勵青年返鄉

創業，扶植產業新星，厚

植競爭力。這些作為就

是希望南投經濟能繁榮

永續。 
慶祝大會由南投縣商

業會理事長陳宜劍主持，

會中頒獎表揚 37家南投
縣資深商號及南投十大

伴手禮，以及 10家省商
業會優良商號、10位省

商業會禮貌從業人員、

23家縣商業會優良商號、
23位縣商業會禮貌從業
人員及 26個優良公會等
單位及人員，儀式簡單

隆重。

南投縣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試

辦方案自 7月 1日起推行迄今，
已逾 120位農友參與「友善石虎農地
生態系服務給付」，7個社區團體組
成巡守隊參與「社區自主參與棲地維

護獎勵」。

縣府表示，參與農糧署有機及友善

環境耕作補貼的農友，由縣府委託農

委會特生中心協助架設相機，監測到

石虎獲得「農地出現石虎獎勵金」；

通報疑似石虎入侵飼養家禽場域，可

獲得「石虎入侵通報獎勵金」，監測

到石虎可獲得「石虎入侵監測獎勵

金」。

縣府農業處表示，12月 31日前，
竹山鎮、集集鎮、鹿谷鄉、中寮鄉及

水里鄉的農民，若有發現疑似石虎入

侵危害家禽，在不傷害石虎生命，拍

照或保留危害相關事證，立即通報縣

府農業處 (電話：(049)2235556)，經勘
查有危害事證，可獲得「石虎入侵通

報獎勵金」3千元，經評估後續有架
設相機監測之必要，願意配合監測，

3個月內若監測到石虎，每場域再加
發「石虎入侵監測獎勵金」1萬元，
每場域以一次為限。

友善石虎 通報領獎金

南投市郊包尾山是

民眾登山健行路

線，但山腰涼亭年久

失修，安全勘虞；縣

長林明溱 11月 1日前
往會勘，並請觀光處

積極改善。

包尾山觀景涼亭的

視野遼闊，吸引許多

民眾晨昏上山健行運

動，甚至晚上也有攝

影愛好者前往取景，

十多年前搭建的涼亭

因老舊、破損，民眾

反映安全要注意。林

明溱縣長接到民眾反

映後，特地安排時間

前往了解。

林明溱表示，包尾

山觀景涼亭，如果不

及早整修，可能危及

民眾安全，雖然縣府

財政調度不易，仍優

先籌措 180萬元經費，
請觀光處儘速發包改

善，讓民眾到包尾山

登山、健行時，能有

更安全的休憩場所。

觀景涼亭老舊  縣府決定改善包尾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