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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失能長者輔具，

縣府自今年度起加碼

貼心服務，不但申請輔具

補助時間縮短，只要長照

中心確認資格，可免除等

待公文核定時間。

失能老人申請輔具，過

去的申請流程較繁瑣，民

眾得向南投縣長期照顧管

理中心提出申請，經輔具

需求評估後，再由縣府核

定，民眾收到核定公文後

才能購置需要輔具，從提

出輔具需求到核定大約需

一個月時間。

由於民眾使用輔具有急

迫性，縣府推出貼心服務，

將核定書委託由輔具資源

中心併於輔具評估服務同

時進行，民眾申請後經輔

具中心確認輔具需求及完

成評估後便視同核定，即

可購置輔具辦理核銷。

另外，因應長照 2.0新
制上路，南投縣失能者輔

具補助對象更擴大納入 49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50 歲
以上失智症者；輔具補助

項目更由 34項增加為 64
項，擴大受惠民眾。社會

及勞動處呼籲，輔具購置

價格昂貴，若家中有閒置

的輔具，可與輔具資源中

心聯繫，本縣輔具中心會

派輔具服務專用車提供到

宅回收服務，幫助更多有

輔具需求的民眾。

●南投縣第一輔具資源中

心 (設置地點：南投縣
綜合性身心障礙福利復

健服務中心，地址：埔

里鎮北安里八德路 17
號 )負責轄區：埔里鎮、
草屯鎮、魚池鄉、水里

鄉、國姓鄉、信義鄉、

仁愛鄉，服務電話 049-
2420338。

●南投縣第二輔具資源中

心 (設置地點：南投縣
政府綜合大樓，地址：

南投市三和一路 8號 )
負責轄區：南投市、竹

山鎮、集集鎮、名間鄉、

鹿谷鄉、中寮鄉，服務

電話 049-2228086。

南投捷運夢 一覺二十年

行動不便輔具申請  縣府貼心服務

新聞透視鏡

南投人的捷運夢，一夢過了 20
年。20年來捷運規劃只聞樓

梯響，不見捷運開進來，中興新村

光華國小圍牆外標定的捷運測設

點，訴說捷運的陳年往事，縣府多

年來努力爭取捷運延伸到南投，延

續 20年前的夢想。
南投的捷運夢，源自於大省府時

代。1990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
展處規劃「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規劃」，並報中央審查，進行計

畫修正。 
  1996年 8月間，台中捷運測設
點悄悄地進入中興新村裡，留下歷

史印記；1998年省住都處完成中部
捷運規劃，建議路網約 69.3公里，
路線分為捷運紅、綠、藍三線，串

聯臺中市、臺中縣潭子區、太平區、

烏日區高鐵特區、南投縣中興新村。

1999年 7月，捷運規劃因為精省
業務轉移，高鐵局接手後續工作，

但因經費龐大、被質疑效益不佳而

延宕多年；直到台中捷運列入愛台

十二項建設之一，工作推動有了轉

機。

目前台中捷運，由臺中市政府承

辦，並進行烏日文心北屯線興建工

程，南投縣政府於 2009年中部三
縣市長聯繫會議再度提出建議，希

望台中捷運系統藍線，從烏日高鐵

站延伸到南投市、名間鄉。

南投興建捷運，地方負擔不起，

需要中央金援。2014年中彰投苗區
域治理平台會議，縣府要求參與並

研討台中捷運相關問題；去年並爭

取補助 1680萬元，辦理台中捷運
藍線延伸南投可行性研究，副縣長

陳正昇也曾應邀到台中逢甲大學出

席「前瞻計畫」有關會議，他代表

縣府向交通部長賀陳旦爭取捷運建

設延伸到南投。

陳正昇說，今年 2月 2日行政院
長賴清德訪視南投，縣府再次建議

「台中捷運藍線延伸至南投市」，

交通部將和台中市政府討論，將延

伸部分及早做必要規劃。

陳正昇說，台中捷運延伸到南投

縣，是南投人的夢想，縣府願意配

合建設，希望中央支持地方多年願

望。

從鐵路到捷運，南投人有濃濃的鐵路情結。
南投曾經有十分發達的鐵路網，到台中有鐵路中南線、到彰

化有彰南鐵路線，還有甘蔗小火車、人力輕便車深入各鄉鎮。
中興新村大門外，曾設有鐵路招呼站，當年的南投子弟到台

中讀書，都得搭著火車上學，火車載走青春，也載走歲月記憶。
1959 年八七水災過後，鐵路嚴重受創，加上鐵路無法和公路

競爭，南投鐵路網被拆除，走進歷史。

歷史
回顧

讀報
秘書

南投敬老愛心卡，通行中部四縣市，合作客運包括南投、彰化、

員林、全航、豐原、總達、豐榮、台中、仁友、台西及杉林溪客運等，

另外統聯 1657南投到高鐵站、台中客運 6188竹山到台中、台西
客運7138斗六-林內 -竹山 -國道3到台中朝馬，都可以通行使用。
南投敬老愛心卡不但在中部能使用，台北捷運、高雄捷運、桃園

捷運也可以一卡通。

坐車免錢─出遊好心情

申請看板

南投敬老愛心卡真好

用，可以免費搭

公車，到處走走。林明

溱縣長決定自 104年 3
月起，每人每月免費乘

車補助從 300元調高到
1,000元後，免費乘車
服務愈做愈好，不但台

中、彰化、雲林及南投

的公車可以搭乘，台北、

高雄及桃園捷運其實也

可以通。

為照顧老人福利，縣

府發出的敬老愛心卡免

費乘車，已有 5萬 2千
多張，這張卡好處很多，

可以讓老人家外出購物、

上醫院看病、探親、訪

友，並進行休閒旅遊活

動，一卡在手，想玩就

玩，想走就走。

去年 5月間，清境高
空觀景步道完工啟用，

一位來自草屯的民眾看

到林明溱縣長，直說老

人愛心卡真的好用，他

就是利用愛心卡到清境

進行旅遊活動。

用敬老愛心卡搭免費

公車，可以走遍南投、

台中、彰化、雲林等中

部四縣市，12家客運業
者都可以搭乘，南北捷

運也可以通。縣府社會

及勞動處表示，老人免

費乘車，4月至 8月利
用率較高，以休閒旅遊、

探親、訪友及購物佔大

宗。

縣府表示，敬老愛心

卡讓老人家走出戶外，

參與社會活動，讓銀髮

族享有健康、快樂的生

活。

用敬老愛心卡 坐公車免錢
一卡玩透透  捷運南北通

中興新村光華國小圍牆外，台中捷運的測設點，超過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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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跑過國際大賽 南投公路不輸人

縣長每天忙什麼？一張舊的行程表，
洩露林明溱縣長行蹤。

民眾最關心食、衣、住、行等生活問
題，尤其是交通，安全擺第一。

一張過時的行程表，透露林明溱縣長
日常工作重心，他為了改善道路，經常
是馬不停蹄。

縣府重視道路交通問題，看到的道路
要改善，看不到的產業道路也要整理，
大路小路都要修，從縣府到鄉鎮市公

所，各有大街小巷要處理。
  去年 5 月 1 日縣府行程表，勾勒出

縣長林明溱的足跡，那一天上午，他率
領業務主管，察看草屯芬草路道路問
題，並到南投市南新路、大庄路看路面；
隨後直奔名間、鹿谷、竹山、集集等地，

一天之內跑了 6 個鄉鎮市，全為解決路
不平的問題。

修路的工作，永遠沒完沒了。如果有
一天在路上遇上林明溱縣長，千萬不用
懷疑。

2018 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3 月 14 日
騎進南投競賽，來自全球五大洲、200 位

國際選手，挑戰 171 公里路程，沿途學生及
民眾為選手加油打氣，透過網路直
播，南投好風景也行銷到國際。

南投縣是 2018 國際自由車環台
賽的第四站，林明溱縣長致詞表示，
感 謝 自 由 車 協 會 將 南 投 縣 納 入 賽
程，透過國際媒體轉播，提升南投

知名度，讓更多國際人士認識台灣，他並希望
透過這場國際賽事，帶動自行車運動風氣。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風光秀麗、環境優美，
透過這場比賽，沿途可以欣賞集集綠色隧道、
明潭水庫、水里蛇窯、埔里酒廠、臺灣藝術大
道、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日月潭等知
名景點，南投也提供最優質的比賽環境。

第四站南投站以山線路段為主，自縣府出發
後，繞行大南投 1 圈，行經南投市、名間鄉、
集集鎮、水里鄉、魚池鄉、埔里鎮、國姓鄉、
草屯鎮等 8 大鄉鎮，最後繞行日月潭環潭公
路 1 圈後在向山遊客中心終點站衝線，共計
約 171 公里。

2018 國際自由車環台賽，除了 TVBS 網路
直播，還有歐洲等 100 多國家，20 種語言轉
播，透過專業攝影團隊取景，讓全球觀眾看見
南投日月潭等風景區美景，南投有國際性比
賽，世界也看到南投。

南投公路品質不輸人，跑過國際大
賽，躍上世界舞台。2018 國際

自由車環台賽國際好手自縣府出發，
挑戰 171 公里路程，這場比賽也是公
路品質檢驗賽。

國際自由車環台賽，自由車協會連
續三年將賽程安排到南投縣比賽，除
了南投風景秀麗，沿線公路品質更是
考慮因素。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國際自由車環

台賽行經路線，代表的是門面，比賽
路面坑坑洞洞，上不了台面。南投的
公路、及好人情獲得自由車協會肯定，
世界選手在南投的路上競技，透過網
路等媒體，把南投介紹出去。

今年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共有 5 站
包括台北市、桃園市、台 3 線 ( 新竹、
苗栗到台中 )、南投縣、及屏東大鵬灣
等地。

一張行程表 洩露 縣長行蹤
▲去年 5月，林明溱縣長走訪大觀市場，路面不平，明顯可見。

▲大觀市場路面整鋪平後，整個不一樣。

去年 5 月 1 日，林明溱縣長走訪草屯大觀市場；數個月後道路煥
然一新，不但攤商進出貨便利，民眾買菜也有好心情。

草屯鎮芬草路大觀市場路段，及拐彎的中山街，通稱大觀市場，
大觀是草屯最大市場，人來車往，道路使用頻率高，加上多年使用
未整修，路面坑坑洞洞、凹凸不平，每逢下雨便是泥濘，攤商叫苦，
買菜的民眾也覺得不方便。

去年 5 月 1 日，林明溱實地走訪，應地方民眾建議，決定進行路
面改善。縣府斥資 267 萬元，芬草路重鋪柏油 240 公尺、中山街
307 公尺，一次解決很多問題。

 去年 11 月，路修完工，里長與附近居民都很滿意，民眾說：「大
觀市場路不平，終於解決了」。

路不再坑洞、雨不再泥濘 
草屯大觀市場 鋪好路

讀報
秘書

公路養護採分級分工原則，國道、省道主管機關是中央
單位；縣道、鄉道主管機關是縣政府。
市區道路非屬公路系統的村、鄰、里道路修築、改善及
養護，由鄉鎮公所負責，主管機關是縣政府。

國
際
自
由
車
環
台
賽

 

南
投
騎
進
世
界

2018

一條馬路有不同管線。路底下有
水管、涵管、瓦斯管、地下纜線

等線路，路剛修好，水管破了，不得
不重挖，挖挖補補的路，最容易引發
民怨。縣府執行「路平專案」，禁止
亂挖馬路。

去年底，已鋪平南投市民族路，因
自來水管突然破裂，水公司向市公所
申請開挖獲准，只是路面新開挖，造
成民眾不便，縣府出面會勘，要求水
公司務必將路面整平，確保用路人
安全。

由於南投、草屯、埔里等地，道路
整修工程在進行，加上地下水道工
程開挖，縣府強調，工程收尾路面一

定要鋪整路面，施工期間如造成民
眾不便，希望諒解。

工務處表示，道路封層，事前都會
同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等管線
公司協調，確認無虞才施作；若重挖
鋪設不平，或敷衍了事，縣府將代為
處理。

「路平專案」禁亂挖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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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門多看一眼，交通安全多一點。

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被網路評為
最美的交流道，縣長林明溱決定

打造成南投觀光景點，縣府今年度準備
4 千萬元，規劃花卉綠雕主題公園，相
關作業正緊鑼密鼓進行。

林明溱縣長多次到國姓橋聳雲天會
勘，認為該處發展花卉公園，具有觀光
潛力。依目前規劃，將設置綠雕主題園
區，初步構想是透過植物雕塑，呈現國
姓水鹿、糯米橋、打石文化、咖啡產業
及福龜地標樣貎。

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下方，未來將出
現停車場、綠雕主題區、農特產市集、
忘憂森林、落雨松步道、咖啡廣場、展
演場活動草坪、彩虹步道等設施供遊客
遊憩，縣府於 4 月 19 日召開說明會，將
進行修正。

國姓橋聳雲天位於國姓鄉福龜村附
近，縣府希望透過花卉公園及綠雕打造，
帶動地方觀光發展，並促進國姓咖啡、
草莓等農特產品行銷，活絡中潭公路商
機。

一步一腳印  勘查道路
中寮鄉大都在山區，交通不是很便

利，縣長林明溱 4 月 11 日、12
日分赴中寮清水、龍安、爽文、龍岩、
永和等多個村落會勘野溪及道路，指
示相關人員儘速規劃施作，完善基礎
建設，維護居民安全。

清水國小旁巷道後方階梯陡峭，又
無護欄，民眾通行不便且危險。林明
溱縣長認為有改善必要，縣府將提撥
經費辦理。

另外，清水段 141 地號附近、龍安
村福德巷及爽文村竹坪巷，這數條產
業道路都因雨水沖刷造成路面龜裂破
損、低窪積水、路面下陷或掏空，林
明溱縣長指示相關人員儘速施工，避

免災害擴大。
林明溱縣長隨後查看龍岩村龍草 3

號橋道路，永和村紅土銀坑產業道路
等地，並要求相關單位加強改善，便
利農產運輸，維持農民生計。

客 家 園 地

橋聳雲天綠雕公園 國姓未來新景點

▲中寮永和村產業道鉻，部分路段塌陷，林明溱
縣長到場了解。

國姓鹿神祭好熱鬧 
銷鹿茸林明溱拍廣告
2018 年國姓鄉鹿神祭暨枇杷評鑑展

售產業文化活動，3 月 17 日在國
姓鄉南港客家水鹿大街盛大舉辦，為
了推廣鹿茸，縣長林明溱不但參加祭
典，還拍廣告加強行銷，將優質的鹿
茸介紹給消費者。

國姓水鹿數量、品質全國第 1。林
明溱縣長表示，鹿茸、枇杷、咖啡及
草莓是國姓重要農特產，尤其鹿茸有
助身體健康，歡迎消費者購買。

國姓鄉鹿茸採收期為每年 2 至 6 月，
鹿 茸 年 產 值 超 過 1 億 元。 鹿 神 祭 在
產期舉辦活動，十多年來已經成為國

姓重要祭典，與國姓咖啡並列鄉內重
要產業，也是南投客家庄重要產業經
濟。

北山 C 级巷弄
長照站揭牌
長照深入社區。國姓北山「長照

2.0」C 级 巷 弄 長 照 站 2 月 27
日揭牌， 落實「找的到、看的到、
用的到、負擔得起」的長照服務。

「北山、北山、好所在；山明水
秀，好遊玩，愚人之友真正好，來
到社區設老所 ...」。 93 歳的胡碧雲
阿嬤，用《捕魚歌》填詞編寫長照
歌曲，迎接長照福利深入社區。

北山 C 级巷弄長照站，由愚人之
友基金會負責， 該基金會執行長李
希昌説，921 地震後，該基金會在
縣府支持下，在埔里等地投入老人
日托等工作， 深耕多年的北山活力
站老人服務，升等「長照 2.0」C 級
巷弄長照站，服務社區長輩。

歷經九二一 北山派出所落成
縣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北山派出所完

成重建，3 月 22 日辦理落成啟用
典禮。

林明溱縣長表示，原派出所老舊亟
需重建，縣府投入 1,300 多萬元興建，
現在美輪美奐的辦公廳舍落成啟用，
可以提供洽公民眾更舒適空間，提高
員警們為民服務效率。

北山派出所在 921 大地震造成建物
受損，去年 3 月 5 日動土興建，廳舍

內部設有執勤檯、所長辦公室、員警
辦公室等空間，整體建築設計有相當
新穎。

類別 工程名稱 件數

縣市道路改善工程
鄉縣道 147 線 4K-10K 沿線道路養護工程、 
國姓鄉 147 線 1.4k 處道路緊急災修復建工程、 
133 線 0K~6K 沿線道路養護改善工程等

12

村里道路＆
農路改善工程

104 國姓鄉大旗村福旗巷村里聯絡道路改善工程、 
金子坑產業道路災修復建工程、 
國姓村竹坑巷清石產業道路災修復建工程等

106

野溪 & 排水整治工程
柑林村 5 鄰昌榮巷 97-2 號旁野溪整治工程、
南港村東山路港頭巷左岸新建工程、
南港村東山路港頭巷左岸新建工程等

23

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南港村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乾溝村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 
南港村 ( 東山段 ) 偏遠地區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等

8

補助活動中心 & 集會所
等設施工程

南港社區活動中心遮陽網工程、  
長福社區活動中心購置筆電點唱機電視、   
長福社區活動中心廚房設施設備等

42

補助學校設備 & 修繕工
程

北梅國中 PU 跑道整建、  
長流國小充實行動學習教室設備、  
國姓國中 106 年度國姓國中校舍防水隔熱計畫 ( 第 2 次補助
) 等

11

◤ 縣府協助國姓建設小看板 

南投縣 13 鄉鎮市，超過一半沒有
眼科醫療，縣府協調眼科專科醫

師進駐服務，衛生所開辦眼科門診，
從中寮出發，縣長林明溱也到場關心。

今年 1 月 4 日中寮衛生所啟動眼科
門診服務後，名間、集集、鹿谷、國
姓、魚池等 6 鄉鎮衛生所也增加眼科
門診，民眾可就近看診，免奔波到外
地。

中寮衛生所啟動眼科門診那一天，
林明溱縣長和民眾一起檢查眼睛，希
望大家注意保健，常保眼睛健康。

開辦眼科門診  
從中寮出發

投 17 線拓寬一年多 
北中寮交通更便利
斥資 5 億 7 千多萬元的投 17 線拓

寬工程，歷時 4 年又 10 個月時
間，通車已滿一年多，成為北中寮通
往草屯南埔重要道路。

投 17 線關係北中寮 7 個村落對外交
通，經過截彎取直後，目前從草屯中
潭公路到中寮爽文村，全長 7.8 公里的
路段，平坦舒適，地方產業運輸、對

外交通都方便，前往龍鳳瀑布等觀光
景點更順暢，有效帶動區域觀光及在
地產業發展。

投 17 線拓寬，縣長林明溱表示，「從
南埔交流道，到中寮鄉北中寮爽文地
區，大概不到 15 分鐘，就可以通到爽
文村，為中寮鄉帶來很多的方便。」

◤ 縣府協助中寮建設小看板
類別 工程名稱 件數

縣市道路改善工程
投 17 線拓寬改善工程、
中寮鄉縣道 139 線道路養護工程、
中寮鄉投 22 線道路養護工程等

14

村里道路＆農路改善工程
07-105 年度 7 月尼伯特颱風中寮鄉崁頂村愛興道路災修
復建工程、 
106 中寮鄉清水村 4 號道路路面改善工程、 
106 中寮鄉廣興村桃仔崙農路改善工程等

90

野溪 & 排水整治工程
永樂路下九芎護岸工程、 
淨土寺旁野溪整治工程、 
永芳村 10 鄰野溪整治工程等

46

補助活動中心 & 集會所等
設施工程

廣福社區活動中心充實設備、 
仙樂社區活動中心充實設備、 
廣興社區活動中心噴霧機及電鋸等

16

補助學校設備 & 修繕工程
中寮國小 106 年度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工程經費、 
體育署補助中寮國小人工跑道新建工程及補助廣福國小
及爽文國小 106 年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等

20

（104 年至 106 年底）

（104 年至 106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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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日前公布新
增麻疹確 定病例，衛

生局請民眾提高警覺，如有
疑似症狀應戴口罩儘速就
醫並告知旅遊接觸史。

麻疹的傳染力強，患者
出 疹 前 後 4 天 最 具 傳 染
力，因此，接種麻疹、腮
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可 有 效 預 防，
家中如有年滿 1 歲幼兒，
請儘速至衛生所或預防接
種 合 約 院 所 接 種 疫 苗。 
  衛生局表示， 自流行地區
返國如有發燒、鼻炎、結
膜炎、咳嗽、紅疹等症狀，
應儘速戴上口罩就醫，並
告知醫師旅遊及接觸史。

民眾如有相關疑問歡迎
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全球資訊網、撥打國內免
付費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
或可撥打衛生局諮詢專線
2220904 或 洽 詢 各 鄉 鎮 市
衛生所。

步入大鞍竹海風景區 體驗太極美地的魅力

竹山鎮的大鞍竹海風景區佈滿孟宗竹
林之綠意與芬芳，「冬筍、好茶、清新
空氣、美景」是大鞍四寶。來到這裡，
可順道品嘗一下當地特產「竹筍番薯
包」或「冬筍餅」。大鞍竹海風景區中
有多處天然景點及步道，包括天井瀑
布、太極峽谷、孟宗竹蔭林道及軟鞍八
卦茶園等。風景區內大片孟宗竹林處號
稱為「竹海」，其迷人的「孟宗竹林隧
道」綿延 2.2 公里，不僅可欣賞兩旁錯
落筆直的竹林，享受滿眼的綠，與山林
間的霧氣朦朧美，還可呼吸到飄逸的竹

之芬芳。
大鞍還有美麗的茶園，親自見識才能

懂它的美，在清爽高地、薄霧露珠與新
鮮空氣中醞釀出來的大鞍好茶絕對能夠
讓你滿意。終年雲霧繚繞的軟鞍八卦茶
園茶樹層層環繞，狀似八卦，是許多廣
告取景的當紅地點。層層排列一望無際
的翠綠茶園映入眼簾，美好景緻令人讚
嘆。

八卦茶園除美景之外，還有饒富人情
味的茶農。當地種植的高山茶香醇回
甘，吸引無數國內外遊客慕名前來。每
逢採茶時分，這裡也成為攝影愛好者必
定拍攝之處，堪稱全台最美的茶園。

位於投 49 線，從竹山市區往竹山梯
子吊橋（竹山天梯）方向，距離天梯的
岔路口一公里距離處有一觀竹海樓。觀
竹海樓是一個以鋼骨打造而成的觀景建
築結構，高度約三、四層樓左右，上面
約只能同時承載 15 位遊客，爬上觀竹
海樓可以一覽鹿寮方向一帶山區壯闊的
竹林景色。

太極峽谷中，有座竹山梯子吊橋（竹
山天梯）位於深山。竹山天梯由日本技
師設計，是全球第二座梯子吊橋，全長
約 136 公尺、共有 208 階。竹山天梯
兩端高低落差約 20 公尺，從任一端眺
望，都能感受吊橋的驚人氣勢，還能見
到鄰近天梯的青龍瀑布。天梯下方的立
秋寮溪走向宛如太極圖形，讓這裡有著

太極峽谷的美名。
梯子吊橋橫跨縱深百米的太極峽谷，

在橋上居高臨下，放眼所及盡是奇岩峭
壁、奔流瀑布，有西部太魯閣美譽。要
體驗太極美地的無限魅力，推薦來趟南
投竹山天梯健行，一覽壯闊奇景，造就
最美麗的山中傳奇。

▲富人情味的茶農點綴層層排列的翠綠茶園。

▲軟鞍八卦茶園品茶藝術造景。

▲三、四層樓高的觀竹海樓由鋼骨打造而成。
▲

冬 筍 餅 在 60 年
代零嘴選擇性少
的 時 代，陪 伴 許
多五年級生度過
童年。

縣長茶比賽
6月8日截止報名

2018 南投縣長茶比賽，自 5 月 28 日
起至 6 月 8 日止報名。縣府歡迎茶

農到各鄉鎮農會報名。
南投是重要茶產地，台灣茶園面積

約 16,255 公頃，南投縣種植面積佔了 
48.9 ％，為推廣南投茶，林明溱縣長
創辦的「縣長茶」比賽，已經在茶界

建立品牌和市場，這幾年並透過南投
世界茶業博覽會辦理行銷活動。

南投縣長茶的特色，從嚴把關絕不
妥協。在農藥殘留檢驗部分按比例抽
檢，嚴格把關確保「縣長特等茶」安
全無虞，也讓消費者安心。 

賞螢季節來臨，縣府發表「南投賞
螢地圖」，並公開四大賞螢區、

24 條賞螢路線，4 月下旬賞螢進入高
峰期，7 月高山賞螢活動將接力，南投
螢火蟲生態旅遊熱不停。

南投縣被譽為全台最大賞螢基地，
日月潭、竹山鹿谷、奧萬大森林遊樂
區以及國姓地區，縣府規劃這四大賞
螢區地圖，及賞螢路線，邀請各界走
進南投賞螢火蟲、嚐美食，攬美景。

特生中心螢火蟲博士何健鎔說，受
天候影響，今年螢火蟲在四月下旬進
入高峰期。縣府則表示，杉林溪因海
拔關係，賞螢活動將在七月展開，
並首度串聯 2018 世界螢火日盛大辦
理。

預防感染麻疹
幼兒應按時接種疫苗

▲竹山天梯為全球第二座梯子吊橋，全長約
136 公尺。

南投賞螢趣 
從春天看到夏季

★食品業者有登錄，民眾看得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