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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7

為期 10 天的 2020 南投世界茶業博

覽會，10 月 18 日閉幕。今年茶

博會創下活動開辦以來，防疫最嚴、

首辦巧克力咖啡節等紀錄，交易金額

也破 1.7 億元，為茶農及地方產業帶來

收益。

今年茶博會以「拾憶茶香」為主題，

代表活動進入第 11 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今年多了防疫工作，週邊全

部用柵欄圍起，縣府一點都不敢大意。

活動期間，防疫滴水不漏，接駁上

車，安排工作人員協助測量每位遊客

體溫、酒精消毒、佩戴口罩，如有發

燒禁止搭乘，緊急事件即時連絡會場

指揮官；遊客進入會場前進行紅外線

體溫偵測儀通道進行測量及消毒，

並貼貼紙以為識別，如有發燒禁止進

入，確認檢查並要求遊客佩戴確實口

罩。

茶博會多了防疫，但不影響活動進

行。縣府安排連續假日舉辦馬拉桑千

人野餐、千人擂茶、千人茶會、還有

山茗水袖揉茶等等千人活動，茶香飄

在秋高氣爽的季節裡，參加民眾留下

美好回憶。

年年創新的南投茶博會，第一次推

出咖啡巧克力節，茶博會場設置巧克

力、咖啡等主題館，行銷南投在地的

咖啡與可可產業，透過活動正式宣

告，南投的茶不但是世界香，南投的

咖啡、可可巧克力，也將佔有一席之

地。

茶葉飄香
茶博會創新紀錄

南投觀光玩起來抽獎活動，10 月 18
日下午順利抽出 10 月頭獎，縣民楊先

生獲得 TOYOTA VIOS 汽車，縣府觀光

處長陳志賢除了致電祝賀，也呼籲民

眾，年底前南投消費，將發票登錄，

仍有大獎可拿，不要錯過機會。

「南投觀光玩起來」，消費滿 500
元的發票，登錄抽獎活動，統計共有

36 萬人次登錄，登錄金額已近 2 億元。

10 月 18 日進行直播抽獎，縣府觀光

處長陳志賢在公證人張國楨律師見證

下，抽出 21 個獎項，楊姓民眾得到汽

車一輛。

陳志賢表示，這項活動將持續到 12
月底，只要在南投縣消費滿 500 元，

並到「南投觀光玩起來」網站登錄發

票，就會產生一個序號，後續還有近

百萬元獎項， 12 月底跨年晚會將再抽

出另 1 台汽車得主。

發票登錄金額近 2 億  楊姓民眾喜獲汽車

行政院農委會最近成立農田水利

署，南投縣自來水普及率不足，農業

灌溉用水也欠缺，南投縣副縣長陳正

昇出席「農田水利署南投縣管理處」

揭牌儀式時，為南投縣民的用水困難

請命。

陳正昇說，位在烏溪畔的草屯鎮平

林社區沒有自來水，八卦山旱灌計畫

遲未完成，都希望新成立的水利署能

多加重視，快快跑完最後一哩路。

陳正昇說，南投縣濁水溪有豐沛的

水資源，政府興建集集攔河堰，把水

送到雲林麥寮供台塑六輕使用，和興

建攔河堰一起規畫的「八卦山旱灌計

畫」卻遲未竣工，南投、名間地區的

八卦山農民，灌溉水取得很不方便，

山上的茶農、薑農仍要花錢買水灌溉，

這對農民很不公平。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烏溪水域。

水利署在烏溪興建鳥嘴潭水庫，計畫

把烏溪的水資源送到彰化縣使用。但

是位在烏溪旁的草屯鎮平林社區，就

是毓繡美術館周邊的聚落，迄今仍沒

有自來水可用。烏溪的水資源足以供

應彰化縣的民生用水，平林社區沒有

自來水卻遲未解決。

這件事除了讓人感到不舒服，也凸

顯了南投縣自來水普及率不足的老問

題。

副縣長陳正昇：南投用水待解決農田水利署成立

園冶獎系列報導（3）

南豐校舍翻修 新建活動中心獲園冶獎
融合賽德克家屋、望樓、穀倉特色

及傳統圖騰色彩的新校舍，讓部落家

長和孩子自然體會「文化回家」的親

切與感動！南豐國小校長陳麗惠談到

獲得園冶獎肯定，自豪又激動。

南豐國小新校舍大樓，融入賽德克

元素，半穴居的家屋、守護部落的望

樓及高腳屋的穀倉結構，逐一在新校

舍重現。

陳麗惠校長說，斥資 4200 多萬元耗

費 1 年半打造的南豐新校舍，坐北朝

南，面臨眉溪背靠守城大山，新校舍

的設計引進自然南風，時時吹拂，就

連盛夏也不必開冷氣就很涼爽。

通風採光設計，梯間、圖書館都能

展現不同的光影變化，而望樓鐘塔頂

部的造型窗櫺則考量部落族人信仰，

設計出形狀如教堂彩繪玻璃大窗，但

採透明玻璃，借景戶外藍天綠林映照

形成渾然天的成的彩繪玻璃，又能讓

採光發揮最佳效果。

瞭解認識賽德克部落建築文化圖

騰，到南豐國小走一趟，隨便都能具

象解說的一清二楚。這也是新校舍讓

所有南豐師生最感榮耀的地方。

跨年
還有機會

▲消費拿發票，縣府送汽車。 ▲觀光處長陳志賢公開抽獎

▲南豐國小融入賽德克文化元素  

▲茶博會揉茶活動親子共歡

中央政府決定，明年起開放美豬進

口，並修訂豬肉含萊克多巴胺容許標

準放寬為 0.01ppm； 南投縣政府縣務

會議則在於 10 月 12 日通過更嚴格的

「南投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草

案，要求零檢出，違反者最高可處 10
萬元新台幣罰鍰。

依照該自治條例草案，萊克多巴

胺在內的「乙型受體素（俗稱瘦肉

精）」，凡在南投縣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及作為

贈品或公開陳列的豬肉及相關製品，

一律不得檢出。

縣長林明溱表示，俗稱瘦肉精的乙

型受體素約有 40 種，也包括美豬施打

的萊克多巴胺，人類長期大量食用，

可能產生心跳加速、血管擴張、肌肉

顫抖、焦慮及代謝異常等中毒症狀，

明顯有危害國人健康之虞，南投縣政

府嚴格把關，捍衛縣民健康。

南投縣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將提請南投縣議會審議，希望趕在年

底前完成立法公告實施。

瘦肉精零檢出  縣府通過自治條例

南投觀光玩起來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四 2 生活大Tips

★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你我都安心。

9月 27日日月潭萬人泳渡登場。為
了防疫，活動上緊發條，縣府發動

志工加入行列，呼籲泳客保持距離，

「下水前、上岸後戴口罩」， 2萬多
人完成泳渡壯舉，日月潭更成為防疫

標竿。

日月潭泳渡活動，南投縣政府主辦

近 40年，經驗豐富，但今年碰到疫情
問題，活動「一波多折」，縣府面對

重重挑戰。

因為疫情，縣府曾考慮活動停辦。

五月間疫情趨緩，中央宣布 6月 7日
疫情全台大解封、三倍券出籠、振興

經濟，刺激觀光等措施上路，縣府決

定 7月 11日開放泳渡報名，但考慮
疫情，縣府還是希望 縮小規模，限縮
2萬人報名，並禁止國際境外泳客選
手參加，評估今年參加人數將大幅減

少。

今年泳渡活動不被看好，沒想到報

名反而增加，人數達 21,828人，包括
一百多位住台外藉人士，及 171位身
障朋友加入。

「人算不如天算」，由於出境人士

到國外傳出染疫問題，而日月潭已經

完成報名階段，活動是否如期舉辦，

陷於兩難。

當時縣府評估，今年泳渡如果停

辦，飯店等觀光行業，將面對退房等

問題，損失至少 8千萬元；如果活動
繼續辦，2萬多名泳客，加上陪同的
親朋好友，估計有 5萬多人群聚在日
月潭，染疫風險，很難承擔。

縣政府於 8月 24日函文中央，向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 (CDC)及教育部體育
署請示，並 9月 14日在疾管署與體育
署開完防疫會議後，才確定活動如期

舉辦。

全球疫情緊張，防疫期間，泳渡活

動差點辦不下去，縣府請示中央，決

定加強防疫工作， 並提供參賽者名單，

請中央協助勾稽過濾，拒絕最近出入

境者、居家檢疫者、隔離者下水，構

築第一道防線，務求滴水不漏；防疫

第二道防線是，南投縣衛生局在 9 月

18 日公告，9 月 27 日凌晨 4 時起至下

午 4 時止，日月潭泳渡活動區域，應

全程戴口罩。

泳渡活動，為此設下層層關卡，無

論是泳客、陪伴的親朋好友，岸上一

律戴口罩。

為服務泳客，下水前，上岸處，縣

府均有安排擦手紙巾及口罩發放服務，

另有口罩回收處，防止亂丟，製造污

染；泳客上岸後用餐，遠離人群，落

實防疫安全。

今年泳渡的最大挑戰是防疫工作，

縣府除了事先擬定防疫計畫提供疾管

署審查，也確實執行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離的規定，加上泳客的配合度也

相當高，縣府感謝企業贊助，讓防疫

工作做到最完善。

日月潭泳渡，考驗各單位應變能力。

活動動員很多單位，光是負責水上、水

下救生任務，便包括消防局、警察局、

衛生局外，中華民國潛水救難協會、新

北市救護志工聯合會、彰化縣海浪救生

協會等單位，相當龐雜。

另外，彰化秀傳醫院、彰化基督教醫

院、沙鹿童綜合醫院、台中榮總埔里分

院、埔里基督教醫院聯合投入醫護支援，

負責安全醫護任務。大會也請內政部空

中勤務總隊出動空中救護直昇機乙架，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人員搭配支援負責空

中緊急醫療轉診任務。

今年泳渡也動員 SUP 立式划槳無動

力救生浪板，加入救生行列，並再次聘

請安全管理顧問團隊加入水上救生行

列，配合水上勤務即時影像監控設備，

建構陸、海、空安全網，讓泳客游的更

安心。

「魚幫水、水幫魚」。泳渡活動，

帶來觀光商機，日月潭飯店業者也動

員清理垃圾，並協助淨灘，縣府和相關行業

一條心，共謀發展。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日月潭萬人泳渡活動，動軋

數萬人參加，光靠縣府等單位，不足以成事，需要

各行各業配合或贊助，才能把事情做好

他並特別感謝雲品酒店，不但配合活動捐助物資，

還發動人力，整理環境。

雲品酒店配合日月潭泳渡，推出運動週，讓遊客

到日月潭玩立式划漿 SUP，進行攀岩、參加舒活瑜

伽等活動。 
雲品溫泉酒店總經理張羽說，日月潭泳渡是大事，

該飯店第一次提供環保杯給所有的泳者使用，希望

為環境與生態盡一分心力；泳渡後號召二百位雲品

住宿的客人以及員工，進行日月潭大淨灘，還給日

月潭原有乾淨面 。

多道防線  降低感染
2 萬多人大活動  應變能力強

泳渡日月潭  運動防疫標竿

泳渡隊伍中，有在台外籍泳客、國

內各大科技公司、中小企業團體、各

游泳協會、各機關、學校等泳隊伍，

今年活動更獲得教育部「夯運動大賞」

打造台灣國際品牌賽事殊榮，萬人泳渡

帶來運動觀光產業商機。

例如，海龍離岸風電揪團報名參加

泳渡，在台外籍高層幹部，包括加拿

大、丹麥、哥倫比亞、羅馬尼亞等國籍

人士，連同家屬共 47 人，宛如小型聯

合國泳渡隊伍，他們 26 日晚住進飯店，

27 日一早下水泳渡。

國外疫情緊繃，外籍人士看到日月

潭還可以舉辦大型活動，感覺台灣防疫

工作完備，生活正常，能參加泳渡日月

潭這種大型活動，真的是太幸運了。

泳渡防疫  外籍人士稱讚
業者淨灘恢復環境  縣府感謝

▲今年日月潭萬人泳渡，縣長林明溱、前總統馬英九、前副總統吳敦義等人，
為活動鳴槍。隨後，馬英九第 8 度完成泳渡壯舉。

▲泳渡活動，副縣長陳正昇對日月潭飯店業者加強行銷，並進行環境整理，
表示感謝。

▲日月潭萬人泳渡，今年活動特別注意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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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二年內班班 有冷氣
學校向悶熱 說掰掰

班班有冷氣，向悶熱說「掰」!
縣府配合中央政策，啟動

盤點作業，了解國中小需求，預

計在二年內斥資 11 億餘元，教室

全面裝設空調。

縣長林明溱 8 月 25 日會同立委

許淑華、馬文君、縣議員張嘉哲

等人，前往南投國中會了解電力

系統改善評估作業，並在 9 月底

前，盤點各學校冷氣需求。林明

溱表示，配合中央政策，縣府將

實現班班有冷氣目標，提供學生

優質學習環境。

教育部今年度核定南投縣國中

小電力系統改善計畫 1 億 2,400 萬

元，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南

投縣學校電力系統及裝設冷氣有

8 億 9352 萬元，加上縣府自籌 1
億 1043 萬元，縣府力拚在 111 年

2 月底前，完成全縣國中小教室

安裝冷氣的目標。

包括立委許淑華、馬文君，

全力支持這項建設，對於後續冷

氣電費開銷，將督促教育部全額

補助，避免造成地方政府財政負

擔。

林明溱縣長今年 7 月 6 日於縣

務會議上，建議中央將國中小學

教室加裝冷氣，並爭取前瞻計畫

補助，以解決教室酷熱難耐，上

課揮汗如雨問題。中央善意回應

地方需求，教育部也同意匡列經

費改善，規劃於 111 年 2 月底前

完成高中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及冷氣裝設事宜。

過半學校  利用  太陽能發電

為掌握各校冷氣教室需求，

縣府和台電到全縣 173 所學校盤

點，了解校舍電力使用情形，並

進行老舊電力系統評估，加裝能

源管理系統、太陽能光電系統

估算等，便於後續工作推動。 

  另外，縣府執行「民間參與南

投縣縣管公有房舍及學校屋頂設

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計畫」，

推廣學校屋頂裝設太陽能板進行

發電，每年約有 1000 多萬元的

電費回饋金，目前縣府鼓勵其他

學 校 參 與「109 年 度 綠

能屋頂全民參與與推動計

畫」，或自行辦理太陽能光電

標租，減輕未來冷氣電開銷，

同時發展綠能發電。

讀報
秘書

縣府媒合廠商和暨南國際大學，設置 1.5 百

萬瓦 (MW)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8 月 20 日舉行

簽約儀式，成為全台第一個破百萬瓦容量的綠

能屋頂，工程最快年底完工，發電容量超出六

都綠屋頂總量，排名第一。

暨南國際大學校長蘇玉龍、新明能源董事長

張桂菱 20 日在縣府簽訂太陽能發電設置案，

縣府秘書蘇瑞祥代表縣長林明溱出席，期盼綠

能在南投遍地開花。

縣府表示，燒煤發電、製造空污，威脅健康，

暨大太陽能發電案，將成為南投綠能火車頭。

因為百萬瓦 (MW) 太陽發電設備，是目前綠能

屋頂政策最大裝置，也為南投縣綠能產業開啟

新的里程碑，具有指標意義。

  暨大學校長蘇玉龍表示，該校榮獲 (UI 
Green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評比為 2019

年世界排名前 50 大之「世界綠色大學」，學

校響應綠能政策，希望成為綠能發展典範。

暨大學釋出部分校舍屋頂空間裝置太陽光

電，1.5 百萬瓦 (MW) 裝置容量，每年約可發

170 萬度電，約可提供 485 個家庭一年用電量，

減少碳排放約 1,000 噸。

為推動綠能屋頂，縣府成立「南投縣綠能屋頂入口網」，

做為民眾與營運商、台電及縣府的溝通平台。近期並密集

舉辦說明會，廣納民眾加入綠能計畫。

「民眾零出資 政府零補助」，「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

畫」，由縣府遴選營運商後，並協助媒合有意蓋發電綠屋

頂的民眾。

參加這項計畫的好處是，無須負擔太陽能光電建置及維

護費用；售電收入比例固定 ( 回饋比例為 13.9%)20 年給予

民眾，且更有售電費率上之 3% 之加乘；統一由南投縣政

府經公開招標遴選優質廠商建置，履約較有保障；發生履

約爭議時可由第三方 ( 南投縣政府 ) 協調處理。

縣府並鼓勵新建房屋屋，加裝太陽光電，無須另外出錢

蓋鐵皮屋頂，即可享有隔熱降溫好處，太陽光電發電所得

回饋金，也可供屋主另作財務規劃，如水電費支出、房屋

貸款、家用設備汰換…等，好處多多。

想知道綠能屋頂相關訊息，可至南投縣綠能屋頂入口

網，了解最新進度：http://solarhouse.nantou.gov.tw/index，或

撥打免付費電話 0800-600-670 。「南投縣綠能推廣服務辦

公室」有專人提供資詢！

這個厲害～發電容量比六都綠屋頂總量高

民眾零出資 政府零補助

暨大設 1.5 百萬瓦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屋頂發電  縣府辦說明會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畫媒合會及說明會

性質 辦理地點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營運商媒合會
埔里鎮公所 9 月 29 日（已完成） 已取得設置意願之民眾 ( 未決

定但有意願參與之民眾亦可參
加 )。草屯鎮新厝里集會所 12 月 2 日

綠能屋頂推廣說明會

信義鄉公所 10 月 27 日（已完成）

推廣縣內民眾加入計畫鹿谷鄉公所 11 月 3 日（已完成）

國姓鄉公所 10 月 26 日（已完成）

縣政府 7 樓國際會議廳 10 月 26 日（已完成）

出租屋頂發電    
南投縣 13.9% 回饋率最高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

畫」，依規定營運商提撥售電

收入至少 10% 給民眾，作為出

租屋頂設置太陽能板回饋金，

南投縣回饋比 13.9% 高於其他縣

市，顯示南投發展綠能條件好，

廠商精打細算，願意投入市場。

太陽能，被視為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能源。一般人認為，

南部日照充足，一年見到太陽

的天數比南投多，南部縣市設

置太陽能板回饋金，應該比南

投縣高， 但實際情況，反而在

預料外，讓人不禁想問，南投

縣是如何辦到的？

太陽能發電營運商，評估太

陽能板回饋金高低，成本考慮

很多，包括社區屋頂出租數量

評估、週邊配線是否便捷等等。

還有主管機關的態度，彼此配

合度也很重要。

縣府推展綠能工作，除了將

舉辦說明會，並提供完整的日

照資料供參考，加上暨大高容

量的太陽能裝置案，大大提高

廠商意願，這些優勢是其他地

方料想不到的。

》》》新聞幕後》》》

南投縣共有 173 所學校，其中 102 所完成太

陽能光電設置。也就是說，超過半數的學校，

已經利用太陽能發電。其中，雙冬國小去年節

電 11999 度，節電量和前年相比，高達 443%，

媒體封為「南投校園節電王」。

太陽能光電技術，愈來愈好，發電效能也愈

來愈高，除了公有建築、風景區景，帶頭示範，

架構太陽能發電設備，推廣綠能也符合環保需

要。 
對於尚未裝設太陽能板的學校，縣府鼓勵加

入「109 年度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與推動計畫」，

或自行辦理太陽能光電標租，減少校園冷氣開

銷。

▲暨大將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暨大提供）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縣府協助暨大和廠商簽訂計畫。

▲屋頂發電說明會，吸引民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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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9 月第 3 週是交通安全週，縣

長林明溱不但捐錢，響應靖娟基

金會「捐捐小銅板 兒童安全返」

活動，並以實際行動支持。9 月

15 日前往南投市平和國小擔任導

護志工，保護學童過馬路，也提

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林明溱到平和國小擔任導護志

工外，也和學童互動，提醒學生

過馬路要領，先左看、再右看、

再左看，並注意來車的動向與速

度，確認安全後，再舉手快步

走。接送孩子的家長，看到縣長

林明溱任交通志工，感到驚喜，

紛紛向縣長致意。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近 3 年，

累計 734 位兒童因交通事故傷

亡，我們的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希望汽機車駕駛要停讓行人外，

透過交通安全教育可以讓兒童學

習如何避開危險，保護自己。

他呼籲用路人，行經路口要

慢、看、停，也就是接近路口減

速，擺頭察看左右後方有無人

車，並停讓行人先過，也請汽機

車駕駛能夠配合學校交通導護工

作，不搶快，多禮讓，共同營造

友善的用路環境。

為照顧原住民族，縣府決定，

自今年度起，設籍南投縣且年

滿 60  至 64 歲的原住民，重陽

節發給每人禮金 500 元。

今年核定發放年滿 60  至 64  

原住民長輩，共有 1,541 人。

南投縣推動社會福利政策，

自 105 年度起，放寬重陽敬老禮

金發放對象，由 75  調降為 65  ，

並自 107 年起 65 歲至 99 歲每人

禮金 1,000 元；60 歲以上原住民

發給敬老金，今年是第一年。

縣府感謝長輩的付出與貢獻，

禮金雖然微薄，卻是縣府對長

輩們的心意，未來縣府仍將持

續推展各項老人福利，配合中

央長照 2.0 政策，讓每位長者，

都能快快樂樂、身體健康。

響應交通安全週 林明溱任交通志工

為減輕育兒負擔，南投縣第五家非營

利幼兒園成立了。南投市營盤非營利幼

兒園 10 月 17 日舉辦揭牌活動，並提供

低收、中低收幼兒教育服務。縣府秘書

長洪瑞智說，縣府持續努力，希望提供

優質、平價、普及及便利的幼兒教育環

境。

營盤非營利幼兒園位於營盤國小，可

以就近解決營盤及鄰近社區育兒問題。

洪瑞智說，縣府重視幼保教育，及文化

教育。公共幼兒園數量不足，很多家長

都擔心，縣政配合中央的政策，這些年

推動非營利幼兒園，營盤國小非營利幼

兒園，是南投縣的第五家。

縣府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

基金會成立營盤國小非營利幼兒園，招

收 2 歲以上至進入國小就讀前的幼童，

可招收名額為 106 人，每人每月收費不

超過 3,500 元，低收、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等需要協助的幼兒優先入園，且

免繳費用，托育時間彈性、無寒暑假，

加上延長托育時間，可以讓家長安心工

作。

重陽敬老
60 歲以上原住民發給敬老金

中台灣七縣市聯袂舉辦觀光步

道行銷活動，只要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到指定的 20 條步道踏青，在

每條步道特定標的物前依規定拍

照，上傳到活動網址就可以參加

好禮四重抽，獎項超過 700 份，

最大獎是一部汽車！

南投縣主推的步道包括「信義

鄉雙龍瀑布天時棧道」、「埔里

虎頭山鯉魚潭登山步道」、「鹿

谷長源圳生態步道」，有機會的

話不妨每條都去走一趟，不但可

以擁抱山林、欣賞美景、呼吸自

然清新空氣，還有機會抽汽車等

大獎，還不趁著秋高氣爽的氣候

趕緊衝一波！

虎頭山鯉魚潭登山步道屬於雙

向出入步道，入口位於柳堤盡頭

觀音像後方，向上攀登虎頭山至

飛行傘體驗區旁的出口，全程 1.5
公里，往返所需時間約 1 個小時，

沿途綠蔭盎然可遮蔽烈陽、生態

豐富、路面鋪設完善，算是十分

好走的步道。您也可以選擇從虎

頭山方向進入步道，輕鬆下坡走

向鯉魚潭，不過這麼走回程就是

辛苦的上坡，對體力而言是不小

的考驗。

這條步道兩端山水兼備，可以

輕鬆規劃順道遊程。鯉魚潭被譽

為「小西湖」，沿岸有環潭步道

可以欣賞不同角度的湖光山色，

還有耐人尋味的七大寶穴鄉野傳

奇。虎頭山又稱虎子山，標高 556
公尺，雖然只比埔里盆地高 60 公

尺，卻能擁有絕佳的視野可以俯

瞰埔里市區，吸引不少遊客上山

賞景拍照。虎頭山也是國內有名

的飛行傘體驗場，在風向與風速

條件許可的日子裡，有機會可以

欣賞飛行傘滑翔的英姿。

此外，埔里有「台灣之心」的

稱號，四根柱子組成的「台灣地

理中心天文原點」也在附近虎頭

山頂，是民國 41 年重新測量後真

正的台灣幾何中心點，體力足夠

的話不妨順道前往一遊。

中台灣七縣市觀光步道森遊會

活動網址：https://7ct.chcg.gov.tw/

虎
頭
山+

鯉
魚
潭山
清
水
秀
踏
青
抽
大
獎

▲路面平坦、兩旁綠蔭夾道的輕
鬆級步道。

▲碧水如鏡的鯉魚潭一片綠意盎然

第五家非營利幼兒園

營盤非營利幼兒園
10/17
揭牌

▲本條步道指定的抽獎拍照場景

▲四根柱子所組成的台灣地理中心天文原點

▲虎頭山是非常知名的飛行傘體驗區

▲營盤非營利幼兒園揭幕，縣府秘書長洪瑞智參與「親子活動」。

▲林明溱縣長擔任志工，護送學生過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