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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4

「振興消費來南投！」振興三倍券 7
月 15日上路。縣長林明溱表示，即日
起至年底，只要到南投消費滿 500元，
即可取得一次抽獎機會，縣府將在茶

博會、跨年晚會抽大獎，各送汽車一

輛；住宿還有刮刮樂現刮即中活動，消

費愈多，中獎機率愈大。

疫情趨緩，各項活動陸續解封，7月
1日起實施「安心旅遊」補助，7月 15
日振興三倍券也上路，配合觀光消費

潮來臨，縣府計畫推出多項大型活動，

包括「日月潭萬人泳渡」、「南投世

界茶業博覽會」、「南投巧克力咖啡

節」以及「南投街舞比賽」等，招攬

人氣。

縣府整合旅宿業者、觀光工廠、特

色店家等，推出各項優惠活動。林明

溱也宣布，從 7月 1日起至年底止，
只要到南投縣消費滿 500元，即可參
加抽獎活動。

縣府說，民眾在南投消費滿 500元，
並到建置的網站登錄，登錄就有機會

獲獎。第 1次抽獎時間，預計在南投
世界茶業博覽會閉幕當日抽出汽車得

主；第 2次抽獎則於跨年活動舉行，
獎項除了汽車以外還有頂級飯店住宿

券等。

另為刺激消費，縣府從 8月起推出
月月抽獎活動，搭配大型活動抽出特

色獎品；另和縣內借問站或特色店家

合作，舉辦立即抽刮刮樂，消費者憑

店家消費發票及合法旅宿業住宿單

據，即可取得刮刮樂 (限量 50,000張 )，

現刮即中。

南投縣獎勵消費的抽獎活動，是可

以累積的，只要進入抽獎系統登錄，

若未獲獎，即可再參加下一次的抽獎，

越早消費抽獎機會越多。

南投觀光景點多，縣府除了推出「中

台灣好玩卡」，並整合至少 60家業者
推出振興券使用優惠，相關訊息可上

「南投觀光導覽網站」以及「樂旅南

投 FB」查詢。

振興消費來南投！

縣府抽獎送汽車舉辦特色活動
年初爆發肺炎疫情，防疫緊繃，

各界緊張不已。隨著疫情趨緩，獲

得控制，相關活動也陸續解禁。但

國際疫情仍十分嚴峻，縣府提醒民

眾，參加各項活動，注意保持距離，

防疫未結束，不可掉以輕心。

疫情影響生活，也波及經濟活動，

但由於民眾配合，落實防疫工作，

在無新感染案例情況下，相關活動

也陸續解禁。

最近，旅遊風景區湧入人潮、餐

飲業陸續回復營業、廟會活動也重

啟。縣府規劃的大型活動，也逐步

回到正軌，茶博會、日月潭萬人泳

渡蓄勢待發，希望努力找回觀光人

氣，並帶動消費，提振地方經濟。

防疫兼顧經濟活動，需要更加小

心。縣府表示，從國外疫情嚴峻來

看，疫情尚未結束，民眾參加活動，

仍得保持適當距離，做好個人防護，

保護自已也保護別人。

疫情陰影猶在  
活動保持距離

35萬能做什麼造景設計？來草屯碧
洲社區就可以看到！經過社區居民討

論達成共識，結合鐵工、木工、水泥

工、水電工、園藝師傅、建築師傅等

專長，居民向政府申請 35萬元，在社
區內規劃友善公園，打造出一個優質

社區環境，並得到建築園冶獎社區文

化景觀營造類。

碧洲社區發展協會及當地居民在總

企劃李介世帶領下，以「友善」為出

發點，規劃木頭椅及乘涼處供大家休

憩，一旁也有兒童玩沙區及洗手台，

讓居民能親近大自然。

李介世說，最初在規劃時，大家

最想要的是讓長者與孩童有個安全的

遊憩場所，過去廟宇前及活動中心前

廣場是大家交流互動的地方，近年部

分場域規劃為籃球場，以利青少年運

動，但相對減少老少休憩空間，因此

大家討論設立友善公園，讓居民有一

處安全又舒適休閒環境。

縣府建設處表示，碧洲友善公園為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35萬，社區居民共
同規劃而成，除了獲得縣長林明溱肯

定，中央評審委員也讚賞有加。

35 萬打造友善公園
碧洲社區獲建築園冶獎

「第一屆國民小學世界

盃全國足球賽」7月 13日
進行決賽，水里國小女子足

球隊，勇奪全國冠軍，這一

戰也讓南投走出足球沙漠，

一腳定江山的實力，威名遠

播。

由教育部主辦的「第一

屆國民小學世界盃全國足球

賽」，在台北舉行，水里國

小女子足球隊一路過關，踢

出好成績，不但拿下冠軍，

球員曾宇萱、胡臻也分別獲

得大會金手套獎、及金球

獎。

  首次舉行的國小世界盃
足球賽，水里國小女子足球

隊新北蘆洲國小對決，最精

彩，開賽不到一分鐘水里國

小率先進球，氣勢如虹，最

後以 4：0奪得金盃，現場
觀戰的民眾直說感動，太精

彩了！

水里國小女

子足球隊表現

出色，在這之

前也奪下全

國少年盃足球

錦標賽女子小五

及小六雙冠后，成了最大贏

家。

南投足球運動，愈打愈犀

利。縣府表示，推廣足運，

從小扎根，水里國小女子足

球隊打出好成績，感謝學校

老師、教練的努力，讓南投

足球沙漠變綠洲，未來將進

軍全運會。

國小世界盃足賽  水里女足隊奪冠
走出足運沙漠

園冶獎系列報導（1）

跨越樟平溪連接南投市軍功、內興

里的龍興大橋，7月 21日新橋落成。
營北國中祥龍隊舞龍通車，縣長林明

溱和地方民眾都很高興，這座新橋徹

底解決舊橋安全問題。

龍興大橋改建落成
舞龍通車

▲龍興大橋通車。
▲水里國小女子足球隊踢出好成績

▲年底前，縣府將舉辦大型活動，刺激消費，圖為日月潭萬人泳渡。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二 2 生活大Tips 3鄉親High起來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二 

★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你我都安心。 ★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旅遊的顏色就是開心
色彩掛天邊 吃喝在眼前

潭南村 / Walawi
潭南村原名「瓦拉米」，因鄰近日

月潭南邊而更名為「潭南村」。

潭南村民多屬中部布農族卡社群，

宗教信仰以天主教及基督教為主，經

濟作物則以龍鬚菜及檳榔為大宗，目

前約有 6百多人居住在部落之中。
921震災為潭南村帶來災難，也開

啟潭南村的契機！潭南國小重建得到

建築獎，操場圍著教室，相當有特色。

紅、橙、黃、綠、藍、

靛、紫，踏上雙龍

瀑布七彩吊橋，

階梯的顏色，拉

近山谷的距離。

七彩吊橋像一條

倒掛的彩虹，高

掛在天際，奔騰的

瀑布，上演雙龍搶珠

戲，壯觀的景象，讓人驚

嘆不已。

　南投的觀光印象，隨著七彩吊橋

開放，變得更亮麗。清境農場草原的草

綠，搭著藍天白雲；日月潭的水色，在

群山峻嶺間變換光影。溪頭、杉林溪的

綠意，在季節中調整色系。

顏色也是心境，旅遊的顏色讓人開

心。合歡山的白雪、紅紅的山櫻，桃花

紅、李花白，風鈴木、阿勃勒黃花怒放

在心底，橘色、綠色、藍色、金色的寺

廟屋頂，大紅梁柱，紅色的燈籠，這些

顏色跑到照片裡，變成旅遊的回憶。

雙龍七彩吊橋成了熱門景點，突顯觀

光色彩。五花十色的行程，可以從水邊玩

到山顛，可以從天邊玩到水面，五顏六色

的美食、特產，也可以沿途嘗鮮。

到雙龍部落走吊橋，到水里可以嘗

二坪枝仔冰。紅色、黃色、白色冰棒隨

你吃，各種口味可以買回去。南投的水

果，色澤、香氣，四季不同，鳳梨、荔

枝、龍眼、枇杷、甜桃、香蕉、葡萄、

百香果、紅龍果等等，

饋贈、自用兩相宜，

來個彩色水果大

拼盤也可以。

走七彩吊橋，

遊走南投各地，

也是可以自創彩

色料理，觀光遊憩

加上美食創作，旅程

安排多了驚喜。

集集農會紅龍麵、金蕉

麵、地瓜麵線；水里農會的日曬三千麵；

名間鄉農會的薑黃麵線，風味不同。南

投市的意麵很有名、市場的彩色水餃很

稀奇，將這些麵食自由混搭在一起，視

覺盛宴就有戲。

麵食經過細心廚藝料理，或許可以

締造美食新傳奇。挾起彩色麵條，想

起七彩吊橋的意境，碗內乾坤可是色、

香、味兼具，就像走進南投，不言可

喻。

走進南投，茶可不能缺席。「茶顏

觀色」，濃淡總相宜。紅茶、綠茶、

黃茶、白茶、黑茶、青茶，風味不同，

但顏色可以把玩在手裡，茶杯在手、茶

香撲鼻，茶意透亮晶瑩，茶的故事說不

盡，回甘的滋味在心底。

遊七彩吊橋、吃五顏六色冰棒、來

個彩色水果大拼盤，享用色彩繽紛的麵

食，品嚐顏色不同的茶味，只要你喜

歡，彩色人生不必尋，到南投就可以。

清境農場年度盛事「2020清境一夏 ~
風起飛羊」系列活動已經登場，高山風

情在呼喚，縣府整合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瑞龍瀑布園區，推

出山林悠遊套票，歡迎上網購票，到南

投來一趟慢活旅遊。

「2020清境一夏－風起飛羊」系列活
動，重點擺在暑假假期，活動主題以特

製黑面、白面及黑白相間的 3種 Q版羊
為主，運用稻草等天然材料以擬真彩繪

的方式裝置「飛羊」藝術，在藍天綠地

的環境陪襯下，搭配各種彩虹風車裝置，

彷彿吹走了夏季的酷熱，也為遊客帶來

滿滿的幸福感。

除了精彩的羊咩咩脫衣秀及馬術秀

外，每隔週六日也有夢幻泡泡表演活動，

大型的七彩泡泡迎風舞動，不僅為藍天、

綠地與白雲增添色彩，更為大家創造繽

紛的農場回憶；另外，每週三、六開團

的「一日牧羊人體驗活動」，也帶大家

認識牧羊人的工作，感受全國獨一無二

的牧羊人生活。

炎炎夏日，最棒的旅遊行程就是埔里、

日月潭、清境以及合歡山暗空公園觀星，

縣府整合雙龍瀑布七彩吊橋、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瑞龍瀑布園區，即日起推出

山林悠遊套票，歡迎大家上網購票，到

南投來一趟慢活旅遊。

集集水里線～搭火車、走吊橋

潭南線～從水邊玩到山顛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交通資訊

雙龍七彩吊橋  縱情山水之旅

八部合音祈福              動人歌聲飄山谷

為推動部落觀光，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6月 20日開幕，遊客慕名而來，上
網預約入園熱絡，不但帶動地方觀光發

展，日月潭附近也多了一處好玩景點，

縣府開闢旅遊新路線，讓遊客可以縱情

山水，不少遊人搶著「體驗」。

很多人都知道，雙龍瀑布七彩吊橋在

信義鄉；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七彩吊

橋其實是日月潭南方秘境，想從日月潭

到七彩吊橋，只要事先上網預約入園、

訂好日期，遊程安排可以玩得很盡興。

一條旅遊線，截然不同的觀光風情，

到南投旅遊，變得更豐富、有趣。從日

月潭到七彩吊橋，已形成新的旅遊動線，

遊山玩水一次到位。到日月潭可以體驗

邵族文化、遊湖、進行生態旅行；到七

彩吊橋可以爬山、觀瀑，了解布農文化

之美。

到七彩吊橋遊玩，還有另一條路線可

以考慮。從集集、水里可以一路玩進信

義，途中經過民和社區、地利部落，可

以感受不同的聚落風情。

新建的七彩吊橋，跨越壯闊的山谷，

如彩虹般掛在天際。這座橋長 342公尺、

最深達 110公尺，是全台最深的吊橋，
適合漫遊山林森呼吸。橋串起的觀光效

益，已經在網路傳開，受到各界注意。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6月 20日開幕，
布農族「依希岸」部落觀光嘉年華也同

步展開！數千遊客蜂擁而至，掀起接駁

車潮，平靜的雙龍部落變成旅遊熱點，

人潮強強滾， 七彩吊橋開幕，縣長林
明溱偕同立委孔文吉、馬文君、許淑

華、日管處長洪維新、地方民代、部落

議會主席等人，舉行揭牌儀式，部農族

八部合音祈求豐收的曲調，迴盪在天

邊，感動的音符，在山谷跳躍。

雙龍七彩吊橋，是全台最深的吊橋。

林明溱表示，預售門票 3個月時間已經
超過 3萬張，以這種速度估算，不僅很
快能回收投資，七彩吊橋同樣能創造清

境高空步道觀光商機。

林明溱特別拜託三位立委，協助縣府

促成七彩湖開放，並發展生態旅遊，讓

七彩吊橋和七彩湖成為雙七彩南投新勝

景。

到集集、水里遊玩，可以增加「延

長線」！雙龍七彩吊橋開放後，集集、

水里搭火車、信義走吊橋，將是全新

的觀光旅遊體驗。

喜歡火車旅行的遊客，集集線向來

是熱門旅遊點，集集小鎮觀光興盛，

租一輛騎腳踏車，可以悠遊綠色隧

道、集集火車站、武昌宮、攔河堰等

景點，集集的香蕉、紅龍果、蕃石榴，

風味香甜。

水里車埕，是集集鐵路終點，最後

的火車站，走傳統木業風、蓄木池都

值得一遊。

想要從水里到信義七彩吊橋，記

得在水里火車站下車，再轉搭豐榮客

運前往，走這條線最佳選擇是先預購

「雙龍暢遊電子套票」，以免搭了火

車，卻走不到吊橋。

七彩吊橋藏在遠山部落裡，美景如

畫，南投縣不但多了一處景點，橋的故

事，也寫下新的紀錄。

說起橋的故事，南投的景觀橋，最有

話題；溪頭大學池的竹橋，遊客來來去

去，一家人三至四代，走過同樣的橋，

竹橋歷久不衰，串連著世代。

除了溪頭大學池竹橋，烏溪畔的九九

峰吊橋，長度全台第一。這座老橋，走

過遊人如織的年代，目前亟待整修，重

現風華。

近年來，縣府打造的景觀橋，每一座

都帶動地方觀光發展，話題接二連三。

竹山天梯於 98年間營運，帶動景觀

橋興建風潮，2千 3百萬元興建成本，
創造農業及觀光效益，為公庫帶來約 6
千萬元收益。

八卦山天空之橋，由交通部參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縣府等單位合力建造，

二千二百萬元的投資，三個月時間，便

收回成本，這項紀錄至今無人能及。至

去年 5月底止，門票等收入超過 1億 7
千多萬元。

前後斥資 7千 4百多萬元的清境高空
觀景步道，門票收入逾 8千 6百萬元，
超過投資成本，高山的景觀橋，將繼續

賺錢，也為民間帶來一波波觀光財。

新建的信義雙龍瀑布七彩吊橋，由

信義鄉公所、縣政府、日月潭風景區管

處三方出資興建，工程克服天險，打造

絕美又壯麗的彩色橋，引吸許多遊客攬

勝，縣府對這座橋的效益，同樣深具信

心。

南投的橋故事，承載著觀光景點興衰

紀錄，可以肯定的是，造橋鋪路可以利

民，也可以帶來財富，美麗的橋更會是

人生的駐足處。

開幕

中央、地方打造景點   南投「瞧什麼橋」？
│橋的故事│

●遊覽車轉乘接駁車：

搭乘甲類大客車者要先自行轉搭乘乙類

大客車 (俗稱中小巴 )或九人座車輛前往
雙龍橋旁停車接駁處，再轉乘園區內接

駁專車。

●自行開車：

路線一：車停放雙龍橋旁停車接駁處，

搭乘接駁專車。

路線二：車停放水里收費停車場，搭乘

豐榮客運 6228號至雙龍活動中
心站下車。

●搭乘客運：

水里火車站前搭乘豐榮客運 6288號至雙
龍派出所站下車。

豐榮客運網址：http://www.gbus.com.tw/sys/
modules/tinyd2/index.php?id=8
●雙龍吊橋接駁專車路線 :
去程：雙龍橋旁停車接駁處上車 ð雙龍

派出所前下車

回程：雙龍景觀營地前上車 ð雙龍橋旁
停車接駁處下車

接駁時間：營運日 08：00∼ 16：00（坐
滿就開，未坐滿 15∼ 20分鐘一班）。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啟用，為鼓勵民

眾搭乘大眾運輸，縣府和豐榮客運推出

雙龍暢遊電子套票，全新彩繪車展開水

里到雙龍的客運服務，遊客可以多加利

用。

雙龍部落聯外公車，以豐榮客運 6288
號公車為主，從水里站發車後，30分鐘
即可抵達雙龍部落，一天來回各 6班次。
為鼓勵遊客多利用大眾運輸，並推廣

智慧觀光，縣府特別發行「雙龍暢遊套

票」電子票，內容包含豐榮客運水里─

雙龍來回票及吊橋門票，套票 79折特惠
價只要 165元。
「雙龍暢遊套票」電子票，採線上購

買，購票民眾只要持套票 QR code到豐
榮客運水里站即可兌換乘車券，並可免

預約直接進入吊橋，對於民眾遊程規畫

相當彈性便利，遊客可搜尋「中台灣好

玩卡」、「南投好好玩」網站購票。

買電子套票 坐公車遊雙龍

清境一夏 ~ 風起飛羊2020

配合雙龍吊橋開幕，南

投縣政府不但推出雙龍暢

遊套票，更加碼推出三橋

聯票，整合「清境高空觀

景步道」、「竹山瑞龍瀑

布園區」以及「雙龍七彩

吊橋」，民眾一次購買，

可以暢遊三園區，到不同

景點「森呼吸」，相關優

惠票資訊可上「南投好好

玩」APP及網頁查詢、購
買。

「 清 境 高 空 觀 景 步

道」、「竹山瑞龍瀑布園

區」及「雙龍七彩吊橋」

三橋聯票，可以從仁愛清

境玩到信義山區，還有竹

山瑞龍瀑布，各有不同旅

遊體驗。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可

以一覽中央山脈峰峰相連

美景，臨近的清境農場，

高山氣候，夏天怡人，白

天遊清境，夜間還可以觀

星，探尋宇宙奧秘。

竹山瑞龍瀑布園區，位

於竹山鎮坪頂里加走寮溪

沿岸，距離市區約 15公
里，上游就是太極峽谷。

園區從停車場行走竹林

棧道到瑞龍吊橋約 500公
尺，再從吊橋處走向瀑布

區約 500公尺；從觀景平
台可遠望瀑布之整體美

景，而再向前行經岩壁廊

道後，與瀑布只有咫尺距

離。

縣府表示，隨著疫情趨

緩，南投縣許多優質戶外

景點，值得遊覽，防疫之

餘，南投森呼吸，最有趣。

縣府也將落實七彩吊橋及

景點總量管制，注意各項

防疫措施，希望帶動部落

觀光之餘，也維護部落環

境及遊客安全。

三橋聯票 悠遊山林

雙龍村 / Isingan
雙龍村也叫依希岸 Isingan，依希岸也

是「寂靜之地」。8百多位居民絕大部
分是布農族人，部落房舍沿著地形分布

在山區裡，安安靜靜的氛圍，讓人

放鬆心情，遊客進入部落，

請尊重居民生活環境。

前往雙龍瀑布七彩吊

橋，可視為健行登山之

旅，遊客可以選擇水圳

步道前進，或經由天時棧

道走到目的地。

地利村 / 達瑪巒
地利是進入丹大林區必經之路。藍

天白雲、高山連綿的部落，遊客平常

不多，但舊名「達瑪巒」（布農族語

Tamazuan）的地利，環境優美，居民以
務農維生，山裡的「慢城」聚落，有

生活的原始感動。

走進地利村，地利國小的浮雕牆，

呈現布農傳說故事，訴

說布農祖先災後求

生過程，也牽動癩

蛤蟆、紅嘴黑鵯

的由來傳說，人

和動物為了生存，

傳遞火種的傳奇，讓

人感動。

信義鄉潭南、地利、雙龍村是鄰近

日月潭的秘境，2011年底納入日月潭
風景區後，循著潭南線遊玩到信義雙

龍瀑布，等於是從水邊玩到山顛。

日月潭名聲響亮，國內外遠近馳名，

到日月潭可以遊湖、可以健行、攬勝，

騎自行車環湖、進行宗教心靈之旅，

或是進行生態旅遊，每個飯店、民宿、

景點，經由拍照、紀錄，留下許多觀

光回憶。

到日月潭遊湖，是傳統旅遊路線，

遊湖後從伊達邵進入潭南線，可以連

結信義雙龍瀑布吊橋，在這裡可以登

高望遠，可以享受瀑布負離子，日月

潭邵族文化，潭南、地利、雙龍布農

風情，都值得體驗。

伊達邵通往潭南的道路較小，較適

合自行開車，或九人座接駁車旅行，

遊客可以洽詢旅行社，或詢問日月潭

管理單位，可以取得相關旅遊資訊。

▲日月潭風景區。

▲集集小火車。

▲雙龍七彩吊橋，景色壯麗。

▲水里五顏六色的枝仔冰。

▲潭南國小。

▲地利國小浮雕牆。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雙龍瀑布。

▲地利附近的土虱灣，是攝影、取景好地方。

▲搭公車，遊雙龍七彩吊橋。

▲清境農場很好玩。

▲竹山瑞龍吊橋。

▲雙龍瀑布七彩吊橋開幕，歡迎來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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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暑假的旅遊旺季來臨，想要出

去走走、放鬆心情，又不想因為

太過擁擠掃了興致，那麼南投市

貓羅溪沿岸就是一個老少咸宜、

交通便利，值得推薦給您的好選

擇。

踏上貓羅溪堤防就可以感受涼

風陣陣襲來，沿岸自然生態豐富、

溪畔風光迷人，不僅設有步道、

自行車道，而且採分層式設計規

劃，兩條路線不會互相干擾，可

以帶著老人、幼童居高散步賞景，

或者親近水岸迎

風踏騎，避免單車

與行人發生危險。

貓羅溪觀光自行車道從綠美橋

延伸至南崗大橋，總長度約 4公
里，路面寬敞、坡度平緩，騎著

自行車可以欣賞一望無際的水岸

景致，騎起來格外怡然自得。溪

畔高灘地一片片綠意盎然的水生

植物，偶有野生花卉襯托其中，

隨風擺盪搖曳生姿，不時可見各

種水鳥自在遨翔，走上堤防步道

還能用更高的視角

駐足欣賞。清晨或黃

昏時刻到此散散心、吹吹

風，都能趕走夏日的暑氣，享受

心曠神怡的片刻寧靜。

在溪畔悠遊之餘，這裡的兩座

橋也是很好拍的打卡熱門場景，

有如一條白色巨龍越溪而過的

「貓羅溪情人橋」，橋身以純白

色鋼骨建構而成，規則排列的白

色線條，搭配上好天氣的藍天白

雲，很符合清新風格照片的訴求。

專供機踏車與行人通行的「綠

美橋」是當地重要的地標，完成

橋體結構改善工程後整座橋更加

穩固，兩側人行步道還設計了生

態賞景平台，欄杆以鐵板點綴鏤

空的小動物圖案。原本紅色的綠

美橋已更改為藍白色粉刷，減少

與周邊生態空間的違和感，與黑

色橋身護欄的線條搭配也更具現

代美感，不妨來此好好拍一下！

散
散
步
、
騎
單
車
，
夏
日
消
暑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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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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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防疫期間，飯店不景

氣，業者關門歇業、員工放

無薪假，甚至傳出倒閉消

息。溪頭米堤大飯店逆流而

上，不但獲得交通部五星級

標章，更成為南投第三家五

星級飯店，業者李裕麗向觀

光客喊話，溪頭水質好、

空氣清新，適合養生觀光

活動，他對南投觀光充滿信

心。

溪頭米堤大飯店去年被評

選中部及離島地區「最美麗

的飯店」第 1名；防疫期間
又獲評為五星級飯店，展現

經營實力。南投縣五星級飯

店也呈現溪頭米堤、日月潭

涵碧樓、雲品溫泉酒店三足

鼎立之勢。

溪頭是知名避暑勝地，夏

天涼爽怡人，悠遊其間，讓

人心曠神怡。

李麗裕表示，溪頭米堤大

飯店周邊都是森林、竹海環

抱，還有山泉水游泳池，環

境營造出豐沛的負離子，今

年獲交通部觀光局評選「五

星級觀光度假飯店」，成為

全國海拔最高的國際觀光旅

館。

副縣長陳正昇說，米堤大

飯店在有小瑞士之稱的溪頭

投資發展，加強硬體建設及

服務，成為五星級飯店，實

至名歸，也讓南投觀光更有

國際知名度。

防疫期間摘五星  溪頭米堤大飯店突圍
▲晴空下的情人橋怎麼拍都美

▲換上籃白色新妝的綠美橋

▲綠美橋欄杆鏤空的動物圖

▲溪畔寬廣視野讓人心情放鬆

南投足球運動，將從沙漠變

綠洲。由產、官、學合作成立

的足球培育發展中心，5月間在
南投縣立體育場揭牌，副縣長

陳正昇表示，歷經五年規劃，

培養足球選手的計畫，終於成

真。

由國立臺灣體育大學、熱心

企業及南投縣政府促成的足球

培育發展中心，於 5月 22日成
立，舉在縣立體育場辦揭牌記

者會，這個中心不但是全台第

一，包括副縣長陳正昇、臺體

大校長林華韋、璉紅實業董事

長莊瓊紅、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副秘書長焦佳弘及相關學校也

到場參與。

足球培育發展中心，全名叫

「義大利 MAPEl璉紅臺體 -南

投縣足球培育發展中心」，正

式宣布足球運動在南投扎根，

在校園起飛，璉紅實業並贈送 4
所國中、13所小學及 1所幼兒
園，每校 10顆足球，希望帶動
校園足球風氣。

陳正昇表示，南投過去可以

說是足球沙漠，縣府經過 5年
規劃，培育足球選手計畫終於

實現，感謝在台體大及璉紅實

業的支持與協助下，南投足球

培育發展中心正式揭牌啟用，

開啟南投足球元年。

足球培育發展中心掛牌   滾動體壇風雲

▲足球培育發展中心掛牌

溪頭米堤大飯店，最近摘下五

顆星，成為全台海拔最高五星級

飯店，米堤的故事，寫下台灣飯

店業傳奇。

米堤不是新飯店，但走過的歲

月，和南投緊緊連在一起。不管

是天災、還是遇到不如意的環境，

米堤總能挺過去，奮鬥重生的故

事，讓人省思人與自然的關係。

米堤大飯店從誕生到現在，經

過 921 大地震、桃芝風災，今年
更碰到新冠肺炎不景氣，在飯店

業最艱困的時刻，米堤力爭上游，

獲得五星級標章，証明業者的努

力，也為南投觀光在打拚。

海拔最高的
飯店業傳奇

讀報
秘書

南投足球元年

▲溪頭米堤大飯店

防疫耗時間，教育不能等。為

避免校園發生疫情，造成停課問

題，縣府未雨綢繆，在學校舉辦

線上補課演練。互動式的線上學

習，和教室上課沒兩樣，有家長

認為，這套系統非常好，甚至可

以做為課後補充教材。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趨緩，但

病毒威脅並未解除，疫情可能影

響學生學習，從中央到地方教育

單位，開發線上學習系統，縣府

並在埔里大成國小舉辦「示範演

練」，透過 google meet等系統、
教育部「因材網」網站，進行學

習活動。

線上學習很靈活，學生透過

ipad、手機或電腦，即可練習數
學題目，有問題也可以向老師提

問，就像平時上課一樣，只是老

師和學生，待在不同地方而已。

學生上網最愛玩遊戲，但上網

上課另有一番樂趣。線上學習，

已經拋開看教學錄影帶的模式，

隨著科技進步，線上學習不但同

步做作業，老師也可以直接透過

視訊，直接和學生互動、解說，

家長也可以申請帳號登入，透過

因材網陪伴並隨時了解孩子的學

習狀況，功能相當多元。

預防學校停課 線上教學做好準備
防疫耗時間，教育不能等

教育部「因材網」學

習網站，是線上學習管道，學生

可申請帳號，即可應用。

縣府演練的線上教學，有同步

線上教學、非同步線上教學與混

成式線上教學三種模式，教育部

已透過防疫不停學 -線上教學便
利 包（https://learning.cloud.edu.
tw/onlinelearning/）平台掛載相關
線上教學概論、線上同步、非同

步與混成教學實施方式等影音

課程供教師參考。

▲防範學校停課，預備線
上教學。

讀報
秘書

▲

長約 4公里的貓羅溪自行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