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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8

原本只租不售的九二一平價住宅，

縣府辦理專案讓售，現住戶災民

可將過去交的租金折抵購屋款，108 年
計售出 20戶，累計已有 63戶一圓家屋
夢。縣長林明溱日前親自發給 17戶購
屋人房屋權狀，看到弱勢災民終於有自

己的家，感到高興。

921過後，政府依照 921重建暫行條
例興建平價住宅，用以安置受災戶，

但隨著暫行條例終止，經濟弱勢的受

災戶，無力承購平價住宅，向縣府陳

情，希望以合宜價格承購，縣府為此

修改「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不

但獲議會支持，中央也同意這項政策，

全案並分成三期辦理專案讓售。

10月 26日縣府召開縣務會議，林
明溱縣長聽取業務簡報，對第二期

九二一平價住宅讓售辦理情形，表示

關心。

縣府建設處表示，九二一平價住宅

專案承購戶數共有一百二十二戶，107
年己經承購 43戶，108年第二期承購
戶數有 20戶，出售金額計 1981萬元，
目前還有 59戶可供申購。
林明溱表示，九二一受災戶，很多

是經濟弱勢戶，災後過了二十年，陸

續看到災民買下房子，有了屬於自已

的家，他感到欣慰。

縣務會議後，17戶平價住宅承購人，
到縣府領取房屋權狀，為了這張房屋

權狀，他們努力了近二十年。林明溱

親手將房子權狀交給住戶，每位屋主

不禁樂開懷，林明溱並恭喜購屋人終

於有自己的家。

從縣長手中拿到房屋所有權狀，一

位災民說，她高興到睡不著覺，感謝

縣府團隊的努力，讓他們一圓家屋夢。

地震後在埔里鎮北梅、南光社區；

南投市茄苳社區、草屯鎮紅瑤社區、

竹山鎮柯子坑社區、中寮鄉大丘園社

區興建平價住宅安置災民，目前還有

餘屋可售給現住戶。

努力近
二十年      買下九二一平價住宅
縣長給權狀 災戶「樂透」

園冶獎系列報導（4）

獵刀砍藤慶通車，清流部落西寶一

號橋完成重建。

仁愛鄉清流部落西寶一號橋去年 8

月連遭利奇馬、白鹿颱風沖毀，縣府

爭取中央復建補助 1800萬元，今年 4
月發包重建新橋， 5個半月的時間便
完工通車。

  10月 29日西寶一號橋重建落成，
部落長老古調吟唱祈福，賽德克族傳

統獵刀砍藤儀式「剪綵」，部落歡慶

通車。縣長林明溱、地方耆老、民代

一起走過新橋。

縣長林明溱表示，西寶一號舊橋原

有兩座橋墩，因橋墩基礎較淺，颱風

來時，暴漲的溪洪沖刷淘空，導致舊

橋崩塌斷裂，一度讓清流部落在地居

民聯外交通中斷。災後，縣府提報災

害復建，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

定 1800萬元補助，縣府隨後發包重建，
部落對外交通馬上獲得改善。

重建後的西寶一號橋，不再有妨礙

水流的橋墩，而且 34公尺多的橋面拱
起大幅增加洪水暢流斷面，除復建兩

端引道橋台總長約 40公尺，上下游兩
側護岸也共復建了約 90公尺，大大鞏
固了新橋結構的安全性，4月2日開工，
9月 15日就完工，真正是做得快又好。

獵刀砍藤慶通車  清流部落「通樂」災後復建工程 --

百年老校愛蘭國小  煥然一新

學童數超過 500人的百年
老校埔里鎮愛蘭國小，舊活

動中心窄隘不敷使用，縣府

為讓師生擁有更大的室內

活動集會場地，籌資 3600
多萬元，新建樓地板 417坪
的活動中心，並且利用剩餘

空地闢設兼具滯洪功能的

生態池，百年老校煥一新。 
更重要的是保留原有大

樹老樹，讓整座活動中心雖

是嶄新建成，卻擁有最難得

林蔭綠意，也獲得建築園冶

獎肯定。

愛蘭學生活動中心設計

特重通用化與友善環境，大

屋頂順應兩側大樹既有樹

冠，讓大樹擁有持續生長的

空間，退縮但不影響功能的

建築，讓林蔭得以灑落步道

和牆面，並提供友善的無礙

環境，連舞台側都規劃無礙

坡道，廁所也是採光良好的

無礙空間。

▲地震過後，政府興建住宅安置受災戶，圖為竹山柯子坑平價住宅。

▲一張權狀，努力近 20年。921的故事，南投
人很有感覺。

為協助青年買房，縣府積極推動青

年住宅政策，第一期工程於 11月 3日
公告招標，如發包作業順利，動工時

間指日可待，首批青年住宅預計興建

45戶住宅，最快可望在 2022年完工。
青年住宅第一期工程，招標金額約

2億元，縣府計畫在南投市南投市文

化路縣有土地蓋房子，住宅類型包括

3房型 39戶，4房型 6戶，共計 45戶。
縣府建設處表示，縣議會去年通過

「南投縣幸福家園自治條例」，縣府

將據此擬定租售管理辦法，預計明年

中公告，讓民眾可以申購。

青年住宅招標  動工時間指日可待

1

▲青年住宅建築基地示意圖

▲九二一平價住宅受災戶，從縣長林明溱手上
拿到房屋所有權狀，每個人都很開心，也感
謝縣府用心。

▲仁愛鄉清流部落西寶一號橋重建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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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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中臺灣農業行銷展售會，在中
興新村掀起消費高潮。10月 31日彰

化縣長王惠美、雲林縣長張麗善及地主

南投縣長林明溱聯袂為活動造勢，掏腰

包拚場，現金大採購，消費滿 500、300
元摸彩送大獎，參觀買氣旺旺。

彰化縣長王惠美、雲林縣長張麗善特

別強調，明後年輪到彰雲兩縣主辦，一

定效法南投，將活動辦得更大場，創造

農友、消費者雙贏。

這場活動，縣市首長及農業主管卯勁

促銷。王惠美扮彰化優鮮農產最佳叫賣

員，林明溱縣長也送出大優惠 750的好
物讓消費者 400元就到手，激起搶購熱
潮。張麗善帶頭有獎徵答，一名猜中所

在場館是「雲林良品」的消費者，當場

獲得農產禮盒大獎。

中興新村中興會堂前廣場舉辦的 2020
中臺灣農業行銷展售會，匯集苗栗、台

中、彰化、南投、雲林五縣市的優質農

特產品，『品味南投』、『臺中農好』、

『彰化優鮮』、『幸福苗栗』、『雲林

良品』五大主題館，還有美食區，150
多個攤位十分熱鬧。

縣府表示，三天的展售會，遊客人數

約 10萬人次，銷售金額約 500萬元。
明年輪到彰化縣主辦這項活動，王惠美

表示，彰化縣政府一定效法南投縣長林

明溱，將展售行銷辦得更好。

2020 中臺灣農業行銷展售會

咖啡是國姓鄉重要作物，為行銷咖

啡產業，國姓鄉農會改建廳舍，並在

10月 24日成立「九二咖啡故事館」，
讓消費者就近購買，並認識國姓咖啡

從無到有的故事。

縣府農業處長陳瑞慶，代表縣長林

明溱前往祝賀。他並表示，縣府重視

國姓咖啡發展，民眾可以到國姓農會

九二咖啡故事館，品味全國唯一產銷

履歷及產地認證的國姓優質咖啡。

國姓咖啡建立品牌，20多年前的
921大地震是轉捩點。地震前國姓鄉檳

榔園林立，地震過後淺根性的檳榔，

被認為是水土流失的元兇之一，農民

嘗試轉作咖啡，在不斷努力下，國姓

咖啡的名號，重新被提及。目前全鄉

栽種面積已有 200公頃。
農會理事長胡水發表示，「九二咖

啡故事館」的數字，代表不同意義，

有「就愛」的諧音，921大地震震爆點
九份二山就在國姓，攝氏 92度水溫沖
泡咖啡最適合。「九二咖啡故事館」，

讓遊客品嘗香醇咖啡，並認識國姓咖

啡從無到有的故事。

三年一次的「金牌農村競賽」正式

開跑！

縣府於 10月 27日舉辦「南投縣第
二屆金牌農村競賽」說明會，公佈縣

內初賽規章，更邀請到第一屆代表南

投縣參賽並榮獲銅牌獎的仁愛鄉南豐

社區，分享備賽經驗及獲獎心得。這

項競賽分成縣市初賽，及全國決賽兩

階段進行，縣府將在年底選出代表社

區，角逐全國金牌農村決賽。

 金牌農村競賽，是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及水土保持局主辦之全國賽事，

希望透過競賽選拔，激發農村社區榮

譽感及向心力，提升農村社區學習風

氣，營造農村特色風貌，邁向農村多

元永續發展目標。

 農業處表示，南投縣擁有優質的
農村環境、豐富的農村產業、多元的

生態物種，縣府多年來透過農村再生

計畫，協助農村發展，讓農村可展現

其特色及魅力。並期望在第二屆金牌

農村競賽拿到好成績。

第一屆金牌農村比賽，南投拿下

好成績，埔里鎮一新社區、仁愛鄉南

豐社區分獲銅牌、水里鄉上安社區優

選。

有關南投縣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報

名網址 (https://reurl.cc/E71Xm0)、南投
縣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簡章 (https://
reurl.cc/Gra8zy)、全國第二屆金牌農村
競賽官網 http://www.gvm.com.tw/event/
ruralvillagecompetition。

南投出神農！中興大學農藝系博士

謝瑞裕，種植有機薑黃，結合產、官、

學建立「博士紅薑黃」品牌，帶動薑

黃養生熱潮，創造產業經濟效益，獲

推薦並得到全國十大神農獎項，他產

學雙棲，堪稱南投農業之光。

謝瑞裕在求學期間，結合理論和實

務，致力研究養生作物栽培及選種，

是臺灣薑黃與石斛的重要推手，他建

立薑黃有機栽培模式，建立SOP流程，
生產符合臺灣中藥典規範的薑黃有機

藥材。

謝瑞裕創立「博士紅薑黃」品牌，

成立「豐滿生技精緻農場」，專業生

產薑黃，另推動薑黃品質量化標示，

提升市場對薑黃品質認識與要求，推

廣薑黃有機 GAP栽培技術，促進農村
就業與發展。

  謝瑞裕更首創有機石斛 3D立體生
態栽培模式，運用石斛附生於檳榔枝

幹技巧，提高原 2-3倍的產量，並精
煉萃取技術，所產石斛酚高於中國石

斛 40-80倍，並通過有機驗證與兩岸共
5項專利。
謝瑞裕是繼 2017年獲選農漁類十大

傑出青年後，2020年更榮獲全國十大
神農獎！

另外，農民王朝偉，在茶類作物表

現亮眼，將初級茶產業升級至六級化

休閒農場，建立 HO HO CHA品牌、打
造日月潭紅茶文化，獲得評審團青睞，

獲得模範農民肯定。

有故事的產業  
國姓成立九二咖啡故事館

中部五縣市農產品大拚場

在縣府輔導下，草屯南埔成立社區

產業實體店面了。並在 10月 27日舉辦
開幕活動，縣府社會及勞動處處長林志

忠、草屯鎮長簡景賢及共同合作的社區

到場相挺，欣見社區產業往前邁開一大

步。

林志忠表示，南埔成立社區實體店面

後，希望藉由這個平台，增加社區產業

銷售機會，進而推廣地方農產品，提供

新的行銷通路，社區實體店面營收，也

可以挹注社區福利服務。

  南埔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謝明原表

示，實體店面除了展售社區產品，也能

提供其他社區的產品上架，達到資源共

享、聯合行銷的目的，並希望能透過營

收，增加社區自籌財源能力，也讓社區

有更多的經費能夠辦理社會福利工作，

回饋在地居民。

縣府自 106年開始推動社區產業行銷
計畫，109年有南投市、埔里鎮、草屯
鎮、竹山鎮、魚池鄉及名間鄉等 34個
社區加入，南埔社區是繼平林社區之

後，草屯鎮第 2個、全縣第 10個社區
產業實體店面，

南投出神農  謝瑞裕獲獎

金牌農村競賽 起跑
▲南投縣長林明溱、彰化縣長王惠美、雲林縣長張麗善 10月 31日出席中台灣農業行銷展售會。

▲金牌農村起跑，圖為第一屆得獎的南豐社區夢谷瀑布。

▲謝瑞裕博士獲神農獎。

▲國姓鄉農會九二一咖啡故事館揭幕。

▲日月潭萬人泳渡，今年活動特別注意防疫。

回饋社區福利 
南埔社區成立實體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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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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興溫泉基礎建設完工

歷經多年努力，埔里福興溫泉區

基礎工程已經完工。55.677公頃
的開發面積積，有 31公頃以上的公共
設施用地，可建築用地達 23.8公頃，
成為最完善的溫泉區。未來溫泉業者

投資、經營，將牽動地方發展。

福興溫泉區開發計畫，是縣府重大

投資案。原屬台糖土地的農場，滿布

植物和雜草，經施工、整地後，已經

出現溫泉區發展樣貌。

這塊前景看好的溫泉專區，縣府完

成的基礎設施，主要包括排水工程、

道路、橋梁、污水廠，還有看不到的

溫泉井、自來水、溫泉專管等，另有

遊客服務中心、壘球場、停車場及親

水設施，一應俱全。

福興溫泉區交通方便，無論是到埔

里市區，或是到其他風景區，都十分

便捷。

尤其，溫泉區距國道 6埔里交流
道很近，溫泉區內便可以看到中台禪

寺，遊客上清境合歡山旅遊，或是到

日月潭遊憩，福興溫泉正好是中繼

站，深具觀光發展潛力。

埔里福興溫泉開發案，完成公共設施建設，等待業者進駐投資。空拍望去，園區遼闊，深具發展潛力。( 柯貞宇 拍攝 )

▲福興溫泉遊客服務中心 ▲園區新興建壘球場，未來可推動國際比賽，
並培養選手。

回饋社區福利 
南埔社區成立實體店面

斥資 16 億 6 千萬元

福興農場溫泉開發簡表

遷移溫泉區 
史上第一遭
災變後遷村案例很多，遷走溫泉

區，廬山將是第一個。隨著福興溫泉

完成基礎建設，埔里溫泉美地，已經

成形。

廬山溫泉，日據時期早已開發，仁

愛鄉山區裡的泉脈，享有天下第一溫

泉美譽，廬山的風華，因溫泉而馳名，

但因過度開發及氣候變遷，廬山溫泉

的盛況，逐漸埋沒在災變裡。

民國 97年辛樂克颱風、98年莫拉
克颱風，為廬山帶來慘重災情。經調

查，廬山母安山有地質滑動現象，影

響範圍達 52.4公頃，一但發生崩坍，
恐無法治理。

為防範未然，中央和地方多次評估

後，縣府於 101年 5月 31日公告廢止
廬山溫泉區，並召開易地遷建會議，

最後擇定埔里福興農場做為廬山溫泉

遷建地。

埔里福興溫泉開發案，於 104年通過
計畫，同年核定區段徵收方案，土地有

了、計畫也有了，但關鍵的溫泉在哪

裡？萬一挖不到溫泉豈不前功盡棄？福

興溫泉開發，留下一段被遺忘的秘辛。

原是台糖土地的福興農場，被選定為

溫泉開發區後，曾利用地球物理探勘，

但粗略的探勘，地底下倒底有沒有溫

泉？還只是地熱？未經確認前，誰都不

敢打包票。

這個開發案在 106年 3月簽訂統包工
程合約，並通過水保計畫審查後，計畫

鑿多個井孔，第一要務就是先找到溫泉

脈，挖泉大作戰，悄悄地進行。

萬一挖不到，該怎麼辦？縣府備妥因

應腹案，並著手評估替代方案，惠蓀溫

泉、觀音溫泉都納進考量，必要時接管

因應，消息傳出後，地方人士關心計畫

成敗。

107年 5月 12日，福興 1號溫泉井完

工了，探勘井流出熱熱的水，看似挖到

寶了，主辦單位將水樣本送驗，5月 24
日傳來好消息，水質報告確認無異，44
度C溫泉水，福興溫泉區真的有溫泉水，
而且是這份報告為溫泉開發案，立下里

程碑。

福興溫泉基礎工程、挖溫泉的工作，

就這樣齊頭併進，很快的 2號溫泉井、
4號溫泉井、3號溫泉井的水質報告，陸
續在 108年下半年出來，並確認水質水
量及水溫無虞，今年元月間，第一階段

基礎工程完工。

隨著福興溫泉區開完成發，土地

讓售也將進行，廬山溫泉業者列為

優先讓售對象，如有剩餘土地，將

辦理標售。

有關福興溫泉區專案讓售，縣府

於 109年報內政部審核；專案讓售給
34家業者，讓售總價約 19億 9千 9
百多萬元。另有 34筆土地尚未處分，
估計價值超過 14億元。

縣府說，根據土地開發管制規定，

申購 福興溫泉土地，並取得土地所
有權後，應於 2年內取得建照；並
於之後 3年內路取得使用執照。
旅宿業者取得使用執照後２年內

應取得旅館業經營許可；商店業者

也是一樣。

依上述規定推估，想看到福興農場

溫泉業正式營運，還得等一段時日。

福興農場開闢溫泉，為便利交通，

縣府爭取中央補助，興建聯外道路

（投 76-1線），目前也已經完工。
 (投 76-1)新闢工程，交通部核定

經費 5億 1,070萬元，這條道路在

108年 8月 5日開工，11月初完工。
縣府於 12月間舉辦 (投 76-1)通車
活動，這條聯絡道路不但讓地方居

民出入更便利，也有助於未來溫泉

區觀光發展。

時  間 內 容
97.9 辛樂克颱風，廬山溫泉災變

97.11 廬山溫泉風景區復健計畫

101.9.18` 興辦事業計畫同意

104.6.26 通過開發計畫

104.10 核定區段徵收

106.3.18 簽訂統包工程

106.8.7 第一階段基礎工程動工

107.5.1 第二階段建築及設備工程動工

107.5.12 探勘井（１號溫泉井）完工

109.1.25 第一階段基礎工程竣工

109.4.30 第二階段基礎工程竣工

109.4.30∼ 驗收階段（辦理初驗、驗收）

土地讓售   廬山業者優先

投 76-1 線竣工 　地方交通更便利

溫泉在哪？ 掀開湯的秘辛

▲福興溫泉區優先讓售給廬山業者。

▲災後的廬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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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疫情衝擊，影響經濟發展，為了讓

青年人留在家鄉服務，縣府 10月 31
日在草屯鎮體育館舉辦就業博覽會，

1,855位民眾前往謀職，最後超過千人
找到工作，媒合率達 58%。
「2020閃耀南投 .創薪未來」就業

博覽會，關係職涯發展，縣長林明溱

前往致詞表示，今年因為疫情衝擊，

嚴重影響整體經濟發展，為了讓青

年人口可以留在家鄉服務並增加就業

率，這次就業博覽會徵才廠商提供就

業會，希望需求的民眾找到適合的工

作。

林明溱同時表示，縣府推動埔里福

興農場溫泉開發、埔里微型園區、南

投市旺來園區建設，未來將提供更多

就業機會，另外，縣府也正規劃興建

青年住宅，幫助在地青年留在家鄉工

作，期盼未來就業市場能漸入佳境。

這次就業博覽會，共有 51家優質廠
商到場徵才，提供 2,290個熱門工作機
會。其中，九族文化村提供中高階主

管職缺，大立光、上銀科技、矽品精

密、上緯興業提供許多技師及工程師

職缺，阿斯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更是

祭出最高月薪 8萬元。

縣長林明溱 10月 30日出席南投縣
第 74屆商人節慶祝大會，他感謝商業
界為經濟發展貢獻心力，將本縣優質

產品及農特產品行銷國內外，帶動就

業，也為農民帶來收益。

林明溱同時祝賀獲省商業會和縣商

業會表彰的優良商號、資深商號、禮

貌從業人員及優良工會。期許商家運

用創意及數位行銷，創新商機，讓南

投縣各項產品行銷國際，促進經濟成

長，讓社會更繁榮富裕。

 11月 1日是商人節，南投縣商業界
於 10月 30日在南投市南島婚宴會館
舉辦慶祝大會，由南投縣商業會理事

長陳宜劍主持，會中頒獎表彰入選省

商業會優良商家的 10家業者及 10位
禮貌從業人員；以及入選縣商業會資

深商號的 45家業者、22家優良商號業
者、21位禮貌從業人員及 48個優良工
會，儀式簡單隆重。

林明溱說，每年商人節都會表揚優

良商號及禮貌從業人員，獲獎商家及

相關人員都是業界的榜樣。面對疫情

衝擊國際經濟環境，他希望業者求新

求變，以創意加值，運用數位行銷創

造優勢，創造生產、銷售及消費三贏。

「創薪未來」就業博覽會 就業媒合率 58%

南投縣政府 10 月 31日舉辦 109年全
縣環保志工感恩及表揚大會，副縣長陳

正昇代表縣長林明溱頒獎表揚服務滿 5
年、10年、15年的績優志工，並感謝
默默奉獻的環保志工，呼籲更多年輕人

加入志工行列。

全縣環保志感恩及表揚大會，計有數

百位績優志工參加，縣府表揚服務滿 5
至 15年的志工；其中，服務滿 15年的
志工，相當不容易，包括草屯鎮富寮社

區劉雪、山腳社區林明訓、碧峰里莊碧

桃、碧洲里林炳陽、石川社區洪文白、

復興社區林來圓、雙冬里賴武松，南投

市嘉和社區陳金源，埔里鎮杷城社區張

惠雪、慈恩社區施俊佑，鹿谷鄉鹿谷社

區呂月娥，竹山鎮社寮里黃素珠。

雙冬里環保志工賴武松及杷城社區

環保志工張惠雪都說，擔任環保志工，

守護社區環境衛生和清潔，看到髒亂的

環境變乾淨，就有莫名的成就感，由於

撿垃圾的人少、亂丟垃圾的人多，希望

大家愛護環境外，並希望更多人加入環

保志工行列。

商人節表揚優良商號
林明溱期許南投更繁榮富裕

▲就業博覽會吸引求職民眾參加。

▲副縣長陳正昇代表縣府，表揚環保志工。

表揚環保志工

副縣長正昇盼年輕人加入行列

日前正式揭牌的「九二咖啡故

事館」讓喜歡國姓咖啡的朋友們

多了一處品味香醇咖啡、認識咖

啡故事的據點。國姓這個典型的

客家農鄉除了咖啡之外，還有其

他農產也是台灣數一數二的生產

重鎮。在福龜、糯米橋兩處休閒

農業區發展多年之後，打造為適

合遊憩體驗、充滿特色的客家農

鄉風情。

國姓具備日照穩定、土壤肥

沃、濕氣充沛等優勢地理氣候條

件，最適咖啡生長，早在日治時

代就已經開始種植咖啡豆，在 921

地震之後又重新開始積極推廣種

植，目前栽種面積與產量均居全

台最大。國姓咖啡豆特色是香氣

馥郁、口感溫潤、甘醇少苦澀。

除了生產之外，業者們在烘豆技

術方面也日益精進，經常獲得國

內外評鑑大獎；陸續開設許多特

色咖啡餐館，頂級的咖啡香味搭

配在地的客家風味餐點，加上創

意風格的布置陳設，把傳統客家

農村跟現代的悠閒風情融合在一

起。

從國道六號國姓交流道進入台

14線省道，道路兩旁就可以看到

連綿不絕的草莓園，這裡便是福

龜休閒農業區最重要的草莓產業

區。國姓的草莓屬於豐香品種，

果實較大、鮮紅有光澤、甜度高、

香味四溢，大約每年 12月開始就
會逐漸進入草莓生產季節，一直

到隔年春天的清明節前後，都適

合大小朋友一起採草莓，體驗休

閒農業的樂趣。

糯米橋休閒農業區位於北港

村，除了豐富的休閒農業之外，

還有暖呼呼的北港溪溫泉等您來

享受！這裡的溫泉屬紅香、瑞岩

泉脈，泉質近中性、水質透明、

可飲可浴，洗浴後身心舒暢，可

以促進健康。業者們精心打造了

各式各樣的溫泉泡湯設施，加上

特有的冷泉資源，滿足遊客的多

樣需求。

當天氣寒意漸重，品飲一杯香

氣撲鼻、濃郁香醇的國姓咖啡，

就足以讓人嚮往不已，如果還能

跟家人朋友一起採草莓、泡溫泉，

順道賞遊糯米橋、惠蓀林場、九

份二山等特色景點，絕對是一趟

充滿幸福感的冬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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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喝一杯頂級咖啡享受悠閒時光

▲冬天就是要來南投泡溫泉

▲縣定古蹟糯米橋

▲國姓的草莓季也將在冬天登場

▲國姓咖啡遠近馳名

▲林明溱縣長參加慶祝商人節活動並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