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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死因統計資料顯示，
南投縣 103-106 年『慢性下呼吸

道疾病標準死亡率」與全國各縣市比
較 , 南投縣排名均居全國第一或第二
順位 , 且高出全國平均許多，PM2.5( 細
懸浮微粒 ) 其濃 度 過高，已經世界衛
生組織及國際期刊證實與肺部疾病有
關。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14 年
就指出，室內與室外空氣污染會對呼
吸道造成危害，包含急性呼吸道感染

和慢性阻塞性肺病，且與心血管疾
病 及 癌 症 亦 具 有 強 烈 相 關 性 (WHO, 
2014)。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 於
2013 年發表「室外空氣污染導致癌
症」報告指出，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暴
露在室外空氣染將導致肺癌及增加膀
胱癌風險 (IARC, 2013)。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
超過 300 萬人 死於肺阻塞，死因排名
全球第四，是最嚴重的慢性疾病之一 

(WH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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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人家除了機能退化以外，抵抗
力、免疫力也都在下降，PM2.5( 細懸
浮微粒 ) 除為致癌亦為致炎物質，長
期暴露高 PM2.5 濃度下，導致氣管、
支氣管、肺部發炎併發伺機性細菌、
病毒、真菌等感染造成死亡，極可能
是「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死亡率高之
原因之一。

「還給南投清靜空氣！」台電台中火力
發電廠製造空氣污染，林明溱縣長 29

日到南投地檢署按鈴告中火涉嫌「公共
危險罪」，替飽受空氣危害的南投縣民
討公道，並向 PM2.5 宣戰。

 林明溱由律師呂秀梅及縣府一級主
管陪同，到南投地檢署遞狀，告發台
電台中火力發電廠涉嫌公共危險罪，
希望中央正視燃煤產生的 PM2.5，對
人體健康的影響，並調整能源政策，
還南投好山好水好空氣。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很難再忍受髒
的空氣，2014 年埔里媽媽組成環保團
體要求改善，中部縣市長會議，南投
多次提案建議，台電也不理，加上民

眾一再質疑，他隱忍很久，最近中火
終於派員到縣府說明，將進行改善，
但得拖到 113 年。他認為，中火改善
空氣污染要時間，但民眾健康不能等，
縣府還是決定提告，希望還給大眾一
個公道。

林明溱表示，南投地區長期空氣品
質不良，居民長年有很高比例死於肺
癌、肺腺癌或下呼吸道病症，縣府握
有數據，南投 PM2.5 懸浮微粒來源，
台中火力電廠過度燃煤排放的污染是
主要原凶。

縣府並依據衛生局、環保局資料，
告發台電涉及刑法第 190 條之 1 污染
空氣公共危險罪。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南投名列前茅

（南投縣政府廣告）

縣府基於地方主管機關保護縣民
健康職責所在，希望藉由告發啟

動司法偵查程序，督促台電公司節制
燃煤發電並徹底檢討國家能源政策，
還給南投好好空氣。

縣府環保局表示，經查中部地區固
定污染源排放資料，南投縣內並無中
部地區前 30 大固定污染源，而中部
前 30 大固定污染源之排放量以臺中
市為最高，其中又以台中火力發電廠
占臺中市 PM 整體排放之 67% 為最
大。

據本縣長期調查轄內空污及蒐集相
關研究指出，以模式模擬全台各縣市
對本縣 PM2.5 之污染貢獻，以臺中市
貢獻量最大約 18%；另模式模擬全台
前十大固定源對本縣 PM2.5 之污染貢
獻佔 11.19%，其中又以台中火力發

電廠佔 6.76% 為最高。
近 4 年環保署中部地區空氣品質自

動測站監測結果，南投縣皆為中部地
區三縣市中空氣品質最差。以 107 年
為例，南投縣空氣品質不良 (AQI>100)
之站日數約佔全年 23%，臺中市及彰
化縣空氣品質不良 (AQI>100) 之站日
數僅約全年 16%。

環保局指出，南投縣內並無重工
業，污染負荷亦為中部縣市最低，但
周邊大型污染源林立，隨著秋冬季節
東北風盛行，加上三面環山地形，當
氣候影響導致擴散條件不佳時，污染
物容易累積而影響縣內空氣品質及縣
民健康

南投縣好山好水。空氣品質這麼
差，實在說不過去。

南投無重工業 中火空污比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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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明溱按鈴告中火涉
           公共危險 罪

南投縣長

依照相關單位 數據，南投縣空氣
品質，一年超標有一百四十幾

天。其中，中火造成的空污，佔百分之
六十七，比例相當高。

南投縣民生活在優美的環境下，卻
得忍受台中火力發電廠空污，真的是
無妄之災。

空污擾亂南投人的生活，民眾晚上
出去運動要戴口罩，早上出門也戴口
罩，身體健康受到很大影響。

縣府希望中火能盡速減少燃煤，但
一直未見有效改善。雖然臺中市政府
針對台中火力發電廠污染，開罰兩千
多萬元，但個人認為，想要達成預期
目標，還有困難。

很多縣民呼籲縣長要站出來，為縣
民健康把關。身為縣長，縣府責無旁
貸，和律師研究結果，決定援用刑法
一百九十條之一規定，進行提告，希
望司法機關明察秋毫，還給南投人一

個公道。
向台電中火提告，是忍無可忍的

事。陽光、空氣、水，是生存的必須，
缺一樣都不行，縣民希望呼吸新鮮的
空氣，縣府有責任出面，為大家爭口
氣。

陽光、空氣、水   缺一都不行

縣民健康不能等 !

嘟嘟總動員燈區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
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什麼是刑法第 190-1 條 ? 這項法律條文主要是這樣規定的：

縣

長
的

話

台中火力發電廠燃煤排放 PM2.5，被視為空污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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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反毒、反霸凌  人身安全最可行。

備受縣民關注的草屯佑民醫院急重

症大樓，在今年初落成，全縣首

座「24小時心導管急救中心」也隨之
啟用。日後南投縣的心肌梗塞病患，可

以就近搶救、不必外送，南投縣民的健

康，又可多一份保障。

縣長林明溱日前由衛生局長黃昭郎陪

同，到草屯佑民醫院參觀新設立的「24
小時心導管急救中心」，聽取醫院董事

長謝文輝、院長巫鍚霖等人，對心導管

急救中心的運作簡報。

林明溱說，「心導管急救中心完成一

個月，就有五十多名急診病患上門，多

少病患因而從鬼門關前被救回，南投縣

民確實很需要這套新穎的救命設備」。

縣議員簡賜勝、唐曉棻、簡峻庭、蔡

銘軒和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洪一敬等人到

場關切，他們都想了解，心導管急救中

心如何發揮應有的急救功能，幫助在生

死線上的病患。

佑民醫院心臟照護中心主任李正良

說，心肌梗塞患者有救命的黃金時間，

急救的過程是和死神在搶時間。根據統

計，有一半患者在送達醫院前就去世。

林明溱換上隔離衣，隔著透明玻璃，

實際了解心導管急救中心的運作情形。

謝文輝說，在林縣長到醫院參訪來的前

夜，就有二名心肌梗塞的病患，送到心

導管中心，經手術後獲救。

李正良說，如果有持續胸悶、胸痛、

冒冷汗，或間歇性的胸痛、手臂痠麻，

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徵兆，病患及其家屬

要特別留意，應趕緊到醫院救治，平時

若有相關症狀出現，也要盡快醫院檢

查，預防勝於治療。

心導管手術完成後的病患，接著被送

到加護病房觀察。林明溱仔細看過佑民

醫院的急重症大樓，他對內部的設備新

穎、空間寬敞明亮，環境舒適，完善的

急診和加護病房功能，都相當稱許。林

明溱說，「醫院救人，這才是真正在做

功德」。

南投縣一直沒有「心導管急救中

心」，長期以來，南投縣的心肌

梗塞等急重症病患都送往彰化或台中

的醫學中心，到底「設立心導管急救 
中心」有那麼困難嗎？

南投縣衛生局長黃昭郎說，要醫院

砸錢購買尖端的設備都不是問題， 
難就難在心導管中心要有一組「二十四

小 時 待 命 的 專 業 人 力 」。 像 佑 
民醫院的心導管中心，就配置了心

臟內科專科醫師三名、心臟外科專 
科醫師一名、放射科醫師一名，還

要至少三名專科護理師，這一組二 
十四小時待命的專業人力，每個月的

人事費逾二百萬元。

南投縣的居民不滿五十萬，醫院聘

來一組專業人力二十四小時待命， 
誰也不能保證，需要急救的心血管

病患數，足夠撐起一座心導管急救 
中心。南投縣幾家大醫院，都沒有心

導管中心的關鍵在此。

其實，埔里榮民醫院和基督教醫院

都有心導管中心的設備，但因沒有 
24小時待命的人力，目前只能作預
先安排的心導管手術。加上國六通 
車後，南投往台中的交通更便捷，

一些急重症病患都往台中跑，病患 
日漸流失，也讓醫院投資的腳步放慢

了。

24 小時守護健康佑民設立「心導管急救中心」

南投縣幅員遼闊，一個仁愛鄉的

面積都比彰化縣還大，人口散

居在烏溪和濁水溪二大水系，醫學

中心很難經營，也因此南投縣的醫

療，一直趕不上都會區的水準。

林明溱說，「在我第二任縣長任

內，要盡全力提升南投縣的醫療水

準」。即使沒有醫學中心，也要讓各

地區醫院都發揮各自的特色醫療，讓

烏溪和濁水溪流域的民眾，都有充分

的醫療資源。

過去南投縣沒有二十四小時的「心

導管急救中心」，萬一有民眾發生急

性心肌梗塞，都要送到台中或彰化縣

的大醫院作心導管急救，病患分秒必

爭地和死神拔河，轉送的車程卻要花

上一二小時，很多病患就在轉送的車

程中往生。林明溱說，這種事很讓人

心痛。

這回縣府向衛福部爭取，協助在

草屯佑民醫院設立「心導管急救中

心」。林明溱說，這只是個開頭，往

後還要逐步努力。

魚池衛生所成立物理治療所
提供 鄉親復健服務
為提升偏遠地區醫療水準，活化衛

生所空間，縣府邀請臺中榮民總

醫院埔里分院進駐魚池鄉衛生所開辦

物理治療所，提供民眾就近醫療服務。

魚池鄉衛生所物理治療所，一週五天

提供復健醫療服務，周四上午還有復健

科醫生駐診，另外埔榮也是長照 A級
單位將一併提供服務窗口，歡迎在地鄉

親多加利用。

為免除鄉親就醫舟車勞頓之苦，縣府

衛生局從去年起，在魚池鄉等地，評估

「物理治療所」設置可行性，並邀集縣

內醫院共同合作，採縣政府與縣內醫院

醫療合作方式進行。

經過多次協商，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埔

里分院與魚池鄉衛生所優先實施，由該

院租賃衛生所部分空間設置「埔榮物理

治療所」，治療所空間約 25坪、共有
22項復健儀器和設備，有復健需求民

眾可在周一至周五 (上午 8時至 12時、
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 )可到此接受醫療
服務，每周四上午還有醫師駐診，也設

有長照 2.0的服務窗口，提供更即時就
近的醫療服務。

魚池衛生所有埔榮物理治療所進駐，

信義鄉、仁愛鄉二處原鄉衛生所也設置

復健科門診，並聘任物理治療師提供物

理治療服務，每個月復健治療服務約達

520-700人次。

改善城鄉醫療差距  地區醫院朝專業領域發展

心導管急救中心
每個月人事費逾二百萬元

新聞幕後

除了在草屯佑民醫院設

立「心導管急救中

心」，縣府衛生局還向衛

福部爭取到「醫中計畫」

加碼補助一億二千萬元，

分別在南投、草屯、竹山

和埔里四大市鎮，強化地

區醫院的醫療作業能力。

透過「醫中計畫」的補助

經費，在台中榮總埔里分

院完成「腦中風急重症急

救中心」；埔里基督教醫

院將和中山醫大附設醫院

合作，要達到「急性冠心

症醫療重度級標準」。

此外，衛福部南投醫院

將成立「高危險妊娠及新

生兒童重度級標準」，提

供二十四小時婦兒科的急

重症服務。南投醫院除了

設立高壓氧中心，核子醫學

中心也在籌設多功能血管

中心，以提供洗腎患者四肢

血管作業，和癌症血管栓塞

醫療服務為主，為提供縣民

急重症治療日後水平整合

將和縣內各醫院心血管中

心相互合作。

竹山秀傳醫院爭取「醫中

計畫」後，提供外科、胸腔

科和急診科等科別，間接強

化該院急診室及加護病房

的作業能力，和醫療服務能

量。

 縣府爭取中央補助
「醫中計畫」補強醫療資源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魚池鄉物理治療所

心導管急救中心，人事費驚人。

縣府努力充實地方醫療資源

佑民醫院成立心導管急救中心，林明溱縣長前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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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規則誠可貴，遵守規則價更高。

兩岸湖泊交流，日月潭和大陸 7 大
湖締交姐妹湖，林明溱赴大陸參

加活動，爭取湖泊觀光，期望加強兩
岸湖泊互訪，各湖泊每年至少 10 萬人
遊客訪問南投日月潭。

林明溱縣長 5 月 11 日，偕同南投縣
觀光產業聯盟林志穎理事長等產業代
表，到江蘇溧陽市出席「第二屆海峽
兩岸姊妹湖產業協作年會」，望透過
湖泊觀光，拓展兩岸農業貿易和旅遊

觀光，一行人並體驗天目湖高空氣球，
希望南投縣未來也可以發展高空氣球
觀光。

2008 年起，日月潭透過民間旅遊團
體陸續和浙江杭州  西湖、江蘇溧陽天
目湖、吉林長春淨月潭、福建泰寧大
金湖、湖北武漢金銀湖、安徽黃山太
平湖與重慶長壽湖，透過交流，締結
姊妹湖泊；去年並組成「海峽兩岸姊
妹湖產業協作年會」，共謀發展。

赴 彼 岸 拚 經 濟  
大陸採購 10 億南投農產品

縣長林明溱三月下旬率團赴大
陸拚經濟，招攬陸客、行銷

農產品，兩岸互訪活動簽下十億元
採購意向書，把南投農產品銷出
去。

林明溱縣長率領的經貿訪問團，
3 月 21 日訪問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並拜會國台辦主任劉結一，
建議大陸當局簡化貿易流程、加強
文化藝術互訪、商貿港口開放，南
投縣政府並彙整一份清單，供大陸
採購南投農產品參考，希望加強經
貿往來，創造經濟雙贏。

南投縣經貿訪問團，成員除了縣
長林明溱、立委許淑華、馬文君，
還有觀光業者及農會代表，訪問行

程遍及北京、山東、浙江等地，行
程並安排簽約活動，大陸向南投縣
農採購農產品。

相關採購包括，濟南茶葉集團 4
年內將採購價值 5 億元的農產品、
福建奇古枝茶業有限公司採購金
額 為 500 萬人民幣、杭州黑熊農
業公司簽訂 3 年 2.5 億元採購意向
書。另外，海南海口市貿易商也跑
到台灣，和南投縣農業合作社聯合
社簽訂採購意向書，採買 2 億多元
農產品。

大陸向南投下訂單，採購農產
品，短時間內達到十億元，縣府希
望農民及農會做好品管，建立信
譽，才會有永續的生意。

縣長林明溱訪問中國大陸，協助
農會簽採購意向書，短短一個

多月時間， 便開始出貨，兌現交易
承諾 !

清境觀景步道，成為南投觀光新
亮點，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一
波波人潮上山攬勝，農產品也因為
觀光客到來，變成產地直銷。

濟南茶葉集團和縣農會簽訂的採
購意向書， 將在四年內購買價值 5
億台幣南投農產品。 經過安排，第
一批貨品，已經開始銷出去。

第 一 批 貨 品， 包 括 高 山 烏 龍 茶
4851 公斤、紅茶 216 公斤，價值約
2 千 5 百萬元，並在 5 月 6 日在台中

上貨裝櫃，南投農產品將陸續銷往
中國市場。

關心農產品銷往大陸，縣長林明
溱、立委馬文君等人到台中集貨場
關心。林明溱表示，貨出去、錢進
來，南投農產品銷往大陸，可以幫
助農民賺錢，活絡農村經濟。

馬文君表示，山東濟南有很多台
商，進口台灣茶葉，這次出貨二千
多萬元的茶，希望未來能擴展更大
的南投茶市場。

曾明瑞表示，大陸民眾喜愛台灣
農產品，林明溱縣長帶領農會打拚
市場，第一批貨運出後，未來將按
計劃陸續出貨。

兌現採購承諾 
農產品一個月後即出貨

梅雨狂襲 
縣府迅速搶通一般道路

今年梅雨，雨勢驚人，埔里、魚池、
仁愛、信義等地陸續發生災情，

縣府繃緊神經，協調各單位救災，受災
路段大都能在一天內排除障礙，恢復
通車，展現救災效率，但埔里南環路堤
防崩塌、仁愛鄉、信義鄉山區路段毀損，
需要時間整理。

梅雨鋒面過境，南投
暴 雨 頻 傳，縣 府 搶
險救災，分進合擊，
警察人員獲報，第
一時間趕赴現場
拉起封鎖線。公路

局工務段、縣府工務處等單位人員，連
絡開口合約廠商，迅速開抵受災地區，
清除淤泥，排除路障，確保交通順暢。 
 豪雨過後，災損路段大都迅速搶通；
但埔里南環路南港溪堤防崩塌、仁愛
等山區土石崩坍較嚴重，縣府呼籲民
眾出門要小心，行經有路況的地方更

要特別注意。

兩岸湖泊年會 爭取年七十萬陸客

林明溱縣長表示，九九峰生態園
區 BOT 案進入第 2 階段審查程

序，縣府希望順利完成招商作業，並
結合國姓及草屯地區周邊觀光資源，

發展中潭公路觀光，活絡國姓及草屯
發展。

林明溱於 5 月 23 日在縣議會總質
詢時，針對九九峰生態園區規劃招
商，作成上述表示。

林縣長說，九九峰生態園區如能順
利完成審查，便能啟動相關建設，最
近有廠商表達投資植物園意願，縣府
會盡力落實。

九九峰發展，甚受各界注意。林明
溱說，民間業者在草屯富寮里設置
九九峰可愛動物園區，最近動工，包
括國姓綠雕公園、橋聳雲天等景點，
未來都可以和九九峰串連，創造草屯
及國姓觀光話題。

九九峰生態園區 BOT 縣府 盼順利完成招商

南投縣希望引進高空氣球促進觀光

九九峰生態園區

第一批農產品銷往大陸，縣長林明溱、立委馬文君前往關心。

南投縣經貿訪問團到大陸談生意，爭取農產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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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衛生五要點：要新鮮、要洗手、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加熱、要低溫保存。

為推動春旅觀光活動，

縣府配合交通部觀光

局舉辦春旅補助專案，並

到台北、高雄等地宣傳，

介紹南投觀光，努力創造

產值與市場。

5月 2日觀光處處長李孟
珍偕同觀光產業代表，前

進高雄舉辦觀光旅遊媒合

會，百位旅行業者出席，

響應熱烈，縣府說明旅遊

補助方案，更介紹更深度

遊程供旅客參考。

為行銷南投特色觀光，

副縣長陳正昇 5月 4日偕
同南投縣觀光業者，北上

板橋希爾頓飯店舉辦春旅

專案說明會及觀光產業媒

合會，吸引旅行社業務代

表、電子商務代表出席，

業者對南投好風景讚聲不

斷，到南投旅遊可補助，

值回票價。

每到春末初夏時分，全台各地就
進入了觀賞螢火蟲的旺季，南投的
好山好水不僅吸引著許多遊客來此
賞玩，清淨無污染的自然環境也是
螢火蟲的最愛，縣內許多地區陸續
成功復育螢火蟲，讓南投成為家長
帶小朋友體驗賞螢旅程的熱門首
選。

每年的四、五月期間，是螢火蟲
的繁殖季節，雄性螢火蟲為了求偶，
紛紛發出螢光吸引雌蟲的注意，便
成為我們的觀賞螢火蟲的最佳時
刻。當夜幕低垂時分，山間田野的
螢火蟲就會出來飛舞穿梭，只要小
心翼翼不去干擾它們，就能夠讓自
己置身於螢光熠熠圍繞身旁的驚喜
場面中，對於生活在現代都市的小
朋友來說，這絕對是一個難以忘懷
的深刻體驗。

南投縣近年來不僅賞螢活動發展
蓬勃，在地業者們也能夠加入生態
解說、知識教育、自然保育等元素，
結合周邊景點打造為充滿知性與樂

趣的套裝活動，讓您享受一趟豐富
的親子賞螢假期。

南投賞螢活動的熱門區域包括埔
里的桃米生態村、日月潭風景區周
邊、鹿谷溪頭風景區沿線等，其中
又以桃米生態村最負盛名！桃米主
打的就是「生態」，除了螢火蟲之外，
夜間還能夠進行賞蛙活動，白天還
可以安排蜻蜓與蝴蝶生態解說、茭
白筍採收體驗等，加上許多民宿業
者都擁有專業導覽解說執照，因此
每年在螢火蟲季來臨前，桃米各家
民宿業者總是搶訂一空、一房難求。

如果您意猶未盡的話，賞螢之餘
還可以到鄰近的「金龍山」步道登
高賞夜景！在攝影界視為聖地之一
的金龍山，向來以日出、夜景、雲海、
琉璃光等絕美景致享譽全國，擁有
低海拔山區難得的雲海美景，無論
是伴隨日出的雲海翻騰，還是夜色
迷霧中閃耀的琉璃光，都是一幅令
人沉醉的絕美圖畫……南投越夜越
美麗，保證讓您不虛此行！

旅遊「好康」 南北宣傳

夏夜賞螢趣 南投越夜越美麗

蓮華池藥用植物園的營光飛舞美景（攝影／向光）

南投推觀光、銷農

產，主動出擊。

「幸福南投、山城美

味」南投地方物產展，

5月 1日在高雄夢時代
購物中心 8樓時代會館
展開，南投 13鄉鎮特
色美食、農特產品、觀

光工廠、原住民特產、

伴手禮、工藝等 52家
攤位，向南部消費者招

手，成功打響名號。

這項活動，以產地直

銷的方式進行展售，開

幕日在展區內消費滿

500元，可憑發票兌換
紫南宮發財金幣 1枚，
限量 100份不到半小時
就發完，顯見南投特產

對高雄人的吸引力。 
  南投地方物產展活動，
縣府農業處長陳瑞慶、

觀光處長李孟珍、原民

局局長史強、南投農產

運銷公司總經理周義

雄、高雄市農業局長吳

芳銘、南投觀光產業聯

盟協會理事長林志穎、

夢時代購物中心總經理

張國光等都出席，一同

進行活動啟動儀式。

交通部為刺激觀光，推出春季

旅遊專案，南投縣政府加碼

推出「春遊二重送」，到南投旅

宿業住房，房價現折 500元現金，
再送 500元電子消費券，活動時
間到六月底止。

國內觀光自由行，南投春遊二

重送，主打「住宿補助 500元」、

「加碼再送 500元消費抵用卷」，
堪稱全台最優、最誘人、最有誠

意的春遊補助方案！

平日 (周一至周四 )到南投旅宿
業者投宿，除了享有每房住宿現

金折價 500元優惠，獲得 500元
電子消費券，18-40歲青年住宿集
集鎮，還可獲得第二次房價補助

與消費券。

為了拚觀光，500元電子消費券

很實用，特約店家如中台博物館、

竹山車壟埔斷層保存園區、埔里

尼娜巧克力、18度C巧克力工坊、
元首館、九族文化村、奧萬大、

杉林溪、日月潭遊湖、南投客運

等都可以使用。

南投春遊補助方案，活動時間

至 6月 30日止，詳細辦法可上南
投縣政府網站或南投好好玩網站

https://bit.ly/2GZLTJ2查詢。

春遊最高補貼 2000 元  六月底止

幸福南投、山城美味 爭取南部消費者

幸福南投、山城美味活動，民眾憑單發票領取紫南宮發財金。 縣府到台北宣傳旅遊活動

春旅補助至 6月底止，圖為清境高空觀景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