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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設置暗空公園，遊清境不

分白天、夜晚。到清境遊玩，

其實也從山下玩到山上，夢谷瀑布是

一處私房景點，好玩如秘境一般。

從埔里到霧社的路上，行經南豐

村時，可以注意指標，夢谷瀑布就

在南豐國小附近，想找到夢谷瀑布

景點，其實並不困難。

自行搭車到夢谷瀑布，最後得下

車步行，五至十分鐘便可抵達瀑布

區，但因停車空間有限，是遊客必

需注意的地方。

前往夢谷瀑布的路徑上，沿途生

態豐富，山野美景，十分自然。遠

看瀑布，十分壯觀，必要時得溯溪

而行，才能近距離享受清涼。

由於瀑布區沒有任何安全防護設

施，到夢谷瀑布無論是拍攝或涉水，

務必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山林野

趣才好玩。

從山下玩到山上 夢谷瀑布秘境

（南投縣政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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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清境一夏「風起飛羊」 

清境觀景步道二期工程

清境農場年度盛事「清境一夏」，

已經開跑。今年主題是「風起飛

羊」，農場推出一日牧羊人活動外，

高山涼風舞動風鈴，吹走夏的酷熱，

帶來滿滿的幸福感。

「2019清境一夏 –風起飛羊」，青
青草原觀山牧區，有牧草及稻草裝置

藝術「飛羊」，各種主題造型綿羊在

藍天綠地，清風拂動彩虹風車，敲響

音樂風鈴，這些元素是遊客拍攝取景

最佳題材。

暑假期間，清境農場羊咩咩脫衣秀、

馬術表演吸引人，「一日牧羊人體驗」

更是新鮮，可以了解牧羊，體驗牧羊

人的工作內容，還可親手製做羊毛氈 !
到清境農場，可以從白天玩到晚上，

觀賞合歡山浩瀚銀河，更可享受夏夜

清涼。

斥資 3,500萬元的清境高空景觀步道
二期工程，預計 9月底完工、10

月中旬加入營運。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全長約 1.65公
里，其中第 1期工程從清境國民賓館

附近，連結清境農場南票口，長度約

1.2公里；2期工程則串連青青草原景
觀區。

這條步道風景秀麗，不但是一條無

障礙高山高架步道，可供娃娃車、輪

椅通行，沿途中央山脈、合歡群峰、

奇萊北峰、奇萊主峰等，盡收眼底。

縣府興建清境空中步道，主要是為

了解決人車爭道問題，讓遊客有更安

全的旅遊環境，沒想到步道未開放先

轟動，啟用後更是一炮而紅，目前光

是門票收入，已經超過建設投資。

清境避暑勝地

清境高空觀景步道是熱門景點

夢谷瀑布秘境

預計 9 月底完工

合歡山成為國際暗空公園，海抜近
一千八百公尺的仁愛鄉清境國小

設置全縣唯一的「四季星空廊道」，校

園裡的小宇宙，和暗空公園相呼應。

暗空公園是南投觀光特色，探索宇宙

的奧密向下紮根。清境國小透過教育部

空間美學及特色學校計畫獎金，加上清

境觀光發展協會捐贈十八萬六千元，在

校園中設置「四季星空廊道」，抬頭就

能一睹浩瀚星系，學校的天空多了一分

神秘。 

  四季星空廊道，白天很美觀，入夜
黑色螢光燈照射，璀璨星空近在眼前。

由於四季星空廊道就在學校內，目前正

規劃預約方式接受團體參觀，另配合縣

府推動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近期將推

出導覽解說活動，讓民眾了解四季星空

之美，相關訊息可上清境國小官方 FB
臉書粉絲團了解。https://www.facebook.
com/cingjing1967

合歡山是天文迷天堂，縣府向國際

暗天協會申請認證，並正式成為

亞洲第三個「暗空公園」。觀星熱將在

南投發燒，清境也多了一個「星空小

鎮」的外號。

仰望夜空，清境星空小鎮，令人嚮

往。合歡山是觀星勝地，高山、無光害

的環境，是一種節能減碳的學習，縣府

舉辦「清境銀河季」等系列活動，催生

星光觀光。

去年 7月，縣府、太魯閣管理處、東
勢林管處聯袂向國際暗天協會（IDA）
申請國際暗空公園認證，最近正式確定

過關，合歡山成為全台第 1座、亞洲第
3座的國際認證暗空公園，僅次於韓國
的永陽螢火蟲保護區，日本沖繩西表石

垣國立公園。 
合歡山暗空公園範圍，從鳶峰（停車

場）以下，到小風口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理處合歡山管理站，包含鳶峰、昆陽、

武嶺、合歡山莊、松雪樓、太魯閣國家

公園管理處合歡山管理站等。

斥資二千多萬  提升觀星環境

為了提升觀星環境，縣府投入 2,500
萬元，進行環境營造、整建旅遊服務中

心等週邊建設。其中，觀星平台施作，

最快年底可完工，打造國際級的觀星景

點。

校園小宇宙 清境星空廊道

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過關全台第一
亞洲第三

國際暗天協會（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 
IDA），設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土桑，是一個國際
性非營利組織。

這個協會組織於 1988年成立。成立宗旨是為

了保護夜間天空環境，避免人造光源影響，並

訂定出國際暗空公園等級，達到維護星空，更

希望各界了解不必要的光害造成自然生態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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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日起， 2至 4歲擴大發放育
兒津貼，育有 2至 4歲幼兒的家

庭，未就讀公共化或準公共幼兒園，

且家庭綜所稅率未達 20%，未領取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可至戶籍地所在

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每人每

月發給 2,500元、第 3名以上子女每
人每月再加發 1,000元。
縣府表示，相關申辦資訊可洽詢

幼兒戶籍地鄉、鎮、市公所，也可洽

詢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 049-
2222106轉 1367或教育部 2至 4歲育
兒津貼專線 0800-205-105。

 縣府同時表示，為建立友善教保
服務環境，提供平價、普及、優質、

近便教保服務，縣府積極推動公共化

幼兒園，增設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以穩健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量，減輕

家長育兒負擔。

104至 108學年度總計增設 45班
1,100個公共化名額。於就學補助方
面，5歲幼兒全面免學費，經濟弱勢
者再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2至 4
歲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低收入及

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免繳月費。

此外，政府與符合要件的私立幼

兒園合作，家長每人每月繳交費用不

超過 4,500元，第 3名以上子女每人
每月不超過 3,500元，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免繳費用。截至目

前為止，南投縣計 42所私立幼兒園
加入準公共機制，簽約比率 68.9%，
為 21個縣市排名第三，受益人數達
5,667人，準公共幼兒園清冊可至南
投縣政府教育處網站 (http://www.ntct.
edu.tw/bin/home.php)或全國教保資訊
網 (https://www.ece.moe.edu.tw/)查詢。

由縣府文化局協辦的雲

門舞集「林懷民舞作

精選」，7月 20日晚間在
南投縣立體育場公演，這

也是藝術總監林懷民退休

前重要戶外演出，萬名觀

眾踴躍參加，欣賞精彩表

演。

繼 2000年中興新村《涅
槃、年輕》、2003年埔里
國中《薪傳》，睽違 16年
後，雲門舞集再次踏上南

投舞台，國際級的表演藝

術，吸引民眾觀賞，表演

時間雖然在晚上，但當天

不到中午，已經開始有人

進場，觀眾席地而坐，希

望先找到最佳位置，一飽

眼福。

縣長林明溱到場欣賞表

示，感謝國泰金控贊助，

讓享譽國際的雲門舞集到

南投演出，雲門表演大受

歡迎，透過表演欣賞，可

提升文藝氣息、充實藝術

人生。

林懷民表示，南投這一

場公演，是雲門舞集第

2,431場演出，若沒有以生
命賦予舞蹈血肉的舞者，

舞作是不存在的，「林懷

民舞作精選」是歷年作品

的精彩選粹，多位資深

舞者也參與雲門的戶外公

演。

縣府文化局主辦「藝

起同樂 - 南投縣
108年度表演藝術巡迴演
出」活動開跑囉！

南投幅員遼闊，文化

局特別安排演藝團隊巡

迴演出，培養並開發潛

在表演藝術欣賞人口，

讓民眾接近表演藝術，

提昇表演藝術環境，經

排定表演時間及地點包

括：

8 月份：
8/24(六 )下午 4:00「星

期二樂團 -仲夏樂之夢

爵士音樂會」於集集火

車站。

8/24(六 )晚間 7:00「優
樂集 -爵處逢聲音樂會」
於集集火車站。

9 月份：
9/7(六 )晚間 7:30「玉

皇宮國樂團 -2019『茶鄉
歡歌』音樂會」於鹿谷

鄉永隆社區活動中心

9/28(六 )上午 10:30「米
兒詩舞社 -文昌殿前舞
婆娑」於竹山鎮克明宮。

南投縣政府自 107年
起舉辦「藝起同樂—表

演藝術巡迴」，甄選音

樂、舞蹈、傳統戲曲、

現代戲劇等各類型優質

的演藝團隊，將精緻的

表演藝術列車，帶到南

投縣境內 13鄉鎮市巡迴
展演。最新活動訊息請

上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網

站（http://www.nthcc.gov.
tw）最新消息區查詢。

表演藝術巡迴表演 藝起同樂

雲門舞集公演 萬人飽眼福

為照顧弱勢家庭，減輕民眾租屋負擔，

八月底前縣府受理租屋、購屋及修

繕補助，其中租屋補貼每月三千元，補貼

期最長為十二個月。

108年度整合住宅補貼，正在縣府建設
處城鄉發展科受理申請。對於無力購置住

宅的家庭，政府提供租金補貼，每戶最高

三千，補貼期最長十二個月。

自購住宅貸款也有利息補貼，優惠貸款

額度為 210萬元，貸款期限二十年，五年
付息不還本。條件是，有購屋能力但無自

有住宅，或二年內自購住宅並已辦理住宅

貸款。

另外，自宅老舊修繕，貸款可以申請補

貼，貸款額度最高八十萬元，償還期限最

長 15年。
有需求民眾可洽縣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

及各鄉鎮 (市 )公所免費索取申請書，或
逕至「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 (http://
pip.moi.gov.tw)及下載申請書件， 並於受理
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或送至本府建設處

城鄉發展科 (電話 049-2222106轉 1431或
1432)，倘對申請內容不瞭解，也可電話洽
詢。

遶境保平安，道安宣

導上街頭。副縣

長陳正昇頭頂大型安全

帽，沿途宣傳交通安全，

道安宣傳再創新，讓人

印象深夜。

一年一度的城隍遶境

廟會，7月 16日晚上踩
街，牛頭、馬面當先鋒，

陣頭、藝閣也出動，南

投市熱熱鬧鬧，遊行隊

伍所到之處，擠滿人潮。

為了宣導交通安全，

縣府首度結合廟會遶境

進行道路交通宣導，

60多位志工組成宣導隊
伍，由副縣長陳正昇領

軍，跟著廟會上街頭。

頭戴超大安全帽的

陳正昇，走在遊行隊伍

中，十分顯眼，志工手

拿「停、看、聽」，「穿

亮衣」、「守路權」的

標語，身穿反光背心，

頭載 LED造型髮圈，成
了一支最吸睛的隊伍，

加上沿街發送道安宣導

品，廟會踩街猶如一場

嘉年華會，並傳達平安

訊息。 

陳正昇表示，配合南

投市配天宮城隍廟夜訪

遶境，南投市嘉和社區

守望相助隊、愛馨關懷

協會協助動員志工超過

60人支援道安宣傳，他
並呼籲關心長者安全，

營造友善交通環境。

為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政府提供

長照服務，有需求的民眾，撥打

1966長照服務專線，就可以得到協助
和幫忙。

縣府表示，需要長照協助的民眾，

除了可以撥打 1966外，也可以洽詢南
投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上縣

府衛生局網站「我要申辦 -長期照顧
服務線上」申請，也是就近至各鄉鎮

市衛生所及公所申請，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將儘速安排專人到府評估。

縣府表示，南投縣 108年失能老人

長照機構式服務特約單位共計 33家，
可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護理照護、協

助沐浴、進食、服藥及活動安排等。

補助對象為設籍並實際居住縣內，

年滿 65歲以上者；家庭總收入按全家
人口平均分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

生活費 1.5倍，及符合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 1.5倍以下之中、重度失能
老人。補助金額每月 22,000元，機構
安置補助個案則不能再申請其他長照

服務。

住宅有補助 租屋每月最高三千

城隍遶境有看頭 道安宣導上街頭

打1966
長照幫幫忙

★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2-4 歲育兒津貼 8 月 1 日上路

道安宣導上街頭

藝起同樂，表演活動正在巡迴。

雲門公演，縣立體育場觀眾滿滿。

住宅補助趕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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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有登錄 民眾看得見。

縣長林明溱、立委馬文君等人，參加聯絡道動工活動。

福興溫泉區正進行基礎建設

新開發的埔里福興農場溫泉區，將

有便利的交通網。投 76-1線 7月
1日動工，未來可連絡國道 6交流道，
形成溫泉區交通主動脈，福興溫泉完工

後，這條路將帶來觀光客，帶動地方發

展。

福興溫泉區基礎建設正在進行，縣

府呼應地方需求，爭取南投生活圈道

路系統建設計畫，開闢溫泉區聯外道

路投 76-1線。動土這一天，縣長林明
溱、立委員馬文君、縣議員林芳伃、

葉仁創、鎮長廖志城等人到場參加。

林明溱表示，因應溫泉區未來觀光

人潮，並紓解原福興路交通擁塞，新

闢的投 76-1線聯外道路，連結溫泉區
和國道 6號埔里交流道，建構便利的
交通網。 

76-1線起點為溫泉區內的 20M-2道
路，中間過台 21縣，終點則是銜接國
道 6號埔里交流道，全長 1.8公里、寬
15公尺，工程經費 2億 800萬，土地
取得經費 1億 4,718萬元，總經費 3億
5,518萬元，預計 109年底前完工。

廬山溫泉遷埔里  打造泡湯美地
廬山溫泉遠近馳名，民國 97年和 98年間，辛樂克和莫拉
克颱風接連侵襲，廬山災情慘重，擔心北坡母安山滑動、坍

塌，廬山溫泉安全堪虞，為確保當地居民及遊客安全，政府

決定助廬山溫泉業者遷往埔里福興農場溫泉區。

為延續溫泉觀光產業，南投縣政府於 97年 11月向行政院函報廬山溫泉風景
區復建計畫，隨後擇定埔里福興農場為遷建基地。

福興溫泉區周邊，觀光遊憩資源豐富，且地質安全穩定，條件俱足，縣府希

望福興溫泉區開發完成後，變成全台最好的溫泉美地。

溫泉泉質，攸關溫泉開發成敗。建

設中的埔里福興溫泉，1號井開
挖，確定有溫泉脈，2號井則確認水質
和水量均優。經檢驗，福興溫泉是碳

酸氫鈉泉，也就是俗稱的美人湯。

福興溫泉開發進度已經超過 6成。
相關工程正緊鑼密鼓進行，繼第 1口
溫泉井鑽探成功後，日前第 2口井也
完成鑽探作業，不但水量符合預期，

平均溫度也有 40度。
縣府表示，經檢驗，福興溫泉區

的泉質，碳酸氫鈉值非常高，約達

800mg/L，水質符合國際標準，堪稱美
人湯，目前第 3口井正緊鑼密鼓的鑽
探中，預計明年 3月可完成第 4口井
鑽探作業。

仁愛鄉翠巒部落、瑞岩部落位於土

石滑落山區，需遷村確保安全，

縣府尋尋覓覓，在埔里鎮溪南段找到適

合遷建的土地，待相關手續完成，將由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協助興建永久屋。

林明溱縣長表示，翠巒部落、瑞岩

部落都在山區，出入靠力行產業道路，

但力行產業道路遇雨易坍方，影響居民

安全及進出，縣府認為埔里溪南段適合

居住，將儘速辦理相關程序，達成居民

心願，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翠巒、瑞岩兩村約有 70戶居民待遷
村，原住民行政局長史強表示，翠巒、

瑞岩兩村除了大雨易地層滑動，也無自

來水可用，非常不便，未來遷村後，長

輩與小孩居住在永久屋，成年居民平時

在山上農作，雨季來臨時下山居住確保

安全，經濟與安全皆可兼得。

鑿井檢驗 確定美人湯 

翠巒、瑞岩遷建埔里

縣府協助找到土地

斥資 32億餘元的埔里
福興農場溫泉開發

案，是全國第一個規劃完

善的溫泉區，並將成為溫

泉區新的示範點，基礎工

程預計在明年 2、3月間
完工，隨後將辦理招商，

優先輔導廬山溫泉投資進

駐，如有餘地才會進行標

售。

福興溫泉區佔地約

55.67公頃，並以打造國
際水準旅遊事業專區為

目標，園區內規劃完善公

共設施外，因目前順利挖

出溫泉水，更提高民間投

資誘因。

依照規劃，未來的福

興溫泉區，將設置遊客

中心、停車場、親水公

園、地景公園（附設壘球

場）、污水處理廠、自來

水淨水廠（含蓄水池）、

清潔隊辦公室及垃圾轉

運站等。

另為維護當地自然環

境、降低對生態資源衝

擊，還規劃在基地周邊劃

設 30%以上之保育區，
設置沉砂滯洪池及保育

公園等，達到觀光與生態

的最佳平衡。

縣府表示，以未來每

年遊客成長率 10%計算，
推估福興溫泉開發案遊

客量約為 1 年 123 萬人

次，創造埔里地區約 4,700
個就業機會，熱騰騰的溫

泉觀光，將滾動地方發

展。

開發溫泉產業  滾動地方發展

溫泉、宗教、休閒娛樂 身心靈之旅在埔里

台灣的中心在埔里，埔

里正進入蛻變期。福

興溫泉區就在中台禪寺附

近，麗寶投資埔里的民間

開發案，縣府年初也已經

核准，未來埔里可能出現

溫泉、宗教、休閒娛樂在

一起的蛋黃區，並發展出

「身、心、靈」觀光特色，

這樣的觀光資源將是全台

唯一。

為繁榮地方，縣府努力

拚經濟。盤點埔里的建設，

台灣中心的未來讓人期

待。

縣府除了在埔里開發福

興農場溫泉、還有投資 7
億餘元的埔里特色產業園

區，正在進行，5公頃用
地將供食品加工業、應用

生技產業發展，正進行招

商。

埔里建設熱騰騰，民間

投資順勢加碼，埔里金都

餐廳決定投資埔里特色產

業園區，麗寶也計畫在埔

里投資遊樂區，縣府年初

核准開發許可，附近就是

福興溫泉，加上中台禪寺、

中台博物館、中台木雕館

緊臨，埔里特有的「身、

心、靈」觀光產業資源，

都將集中在這裡。

福興溫泉區  聯絡道動工

林明溱縣長埔里會勘土地
中台博物館

福山溫泉區開發示意圖

埔里福興挖出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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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走行人穿越道，遵守交通號誌。

橫跨竹山鎮街尾溪有一座 50年歷史的
下坪吊橋，是一處專屬於識途老馬的私

房休憩秘境，然而 106年 6月間的一場豪
雨帶來嚴重災害，也沖毀下坪吊橋，經

公所發包原地重建後，終於趕在今年 8月
初完工啟用，成為竹山暑假觀光新亮點！

原有的下坪吊橋長約 50公尺、寬度近
1公尺，最初是台電公司為了讓維護鐵搭
及電塔時的工人往來兩岸的小吊橋。在周

邊道路陸續開闢後，人們雖不再仰賴這

座吊橋通行，但因為它的橋身造型典雅、

古意盎然，四周環境自然清靜，青山、

綠樹、碧波與紅色吊橋構築了一幅優美

圖畫，吊橋上可以用更寬廣的視野欣賞

水岸風光與濕地生態，不時還可以看到

水鳥遨翔其間，經常吸引在地居民與外

來遊客到此賞景休憩。

街尾溪畔道路樹木茂密，大都為平坦

柏油路與紅磚路面，非常適合在此騎單車

逍遙，竹山鎮公所也開闢為「下坪自行

車道」，沿著溪畔道路蜿蜒前進，習習涼

風迎面拂來倍感清爽，是一條老少咸宜、

小而美的輕鬆舒適騎乘路線。

距離下坪吊橋不遠處還有一座「下坪

熱帶植物園」，這是一座隸屬於台大實驗

林的學術研究樹木標本園，後來也開放

讓民眾免費入園參觀。走入園區就可以看

到種類繁多的各式樹木，茂盛的綠蔭不

僅帶來清新涼意，還可以聞到隨風飄來

樹木的淡雅香氣，瀰漫令人心曠神怡的

自然氣息。園區內還有簡單的造景水池、

休閒桌椅、木屋涼亭、林間步道等規劃，

從大門直通盡頭的筆直林木大道是這裡

的招牌拍照打卡場景，隨興漫步或找個

地方坐下納涼發呆都可以消磨半日時光。

重建完成的下坪吊橋大抵沿襲了舊日

的紅色橋身風貌，採用新世代工法的主體

結構不但更加牢固、抗災指數升級，並

貼心的加入無障礙設施與安全護欄，讓

您可以放心的扶老攜幼在橋上賞景徜徉，

不妨趁著暑假帶家人來此走走，再順道

逛逛植物園，享受一趟免費愜意的家庭

親子夏日逍遙遊！

重建啟用

竹山下坪吊橋 夏日消暑好去處！

竹山下坪吊橋

為培養民眾運動習慣，

縣府推出「運動夜

市」，全台首創。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運動 i
臺灣計畫，縣府從去年起推

出「健康市集 運動夜市」，

馬上受到注意。希望平常不

運動的民眾動起來，進而愛

上運動，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 
運動夜市，是仿照夜市的

概念，將運動項目擺設為攤

位形式，提供民眾進行運動

體驗。

運動夜市有 30種運動項
目，包括桌球、足球、擊劍、

網球、扯鈴、獨輪車、排

球、運動舞蹈、生物能醫學

氣功、龍獅運動、圍棋、槌

球、柔道、跳繩、踢毽、劍

道、太極拳、競速疊杯、跆

拳道、國武術、滑輪溜冰、

划船、木球、射箭、空手道、

法式滾球、高爾夫、籃球、

撞球、棒球等。

每周三晚上 6時 30分至
8時 30分，南投縣立體育場
都有運動夜市開張，並持續

到 11月底。
運動夜市不是只有南投市

而已，巡迴列車已經開過草

屯、埔里，8月 24日於竹山
克明宮前廣場辦理項目有跆

拳道、劍道、槌球、網球、

國武術、生物能醫學氣功

等。

健康的市集 
  運動夜市南投首創

運動明星指導  健康有活力
南投培養出很多運動名星，運

動夜市一大特色是，參與運

動的民眾不但有機會接近運動名

星，並接受名師指導。

運動夜市指導團隊堅強，旭光高中黃泰吉教

練的空手道團隊，今年全中運拿下 12面金牌，
中華舞總中部訓練中心林鴻祺、李姿緩老師所

帶領的團隊，4月在新加坡總統盃運動舞蹈錦標
賽，奪下 4金、1銀、2銅的好成績。
另外，嘉和國小扯鈴隊、草屯國中柔道隊、

營北國中龍獅運動、水里商工划船、永康國小

獨輪車、中興高中棒球隊等，也都是大小賽事

的常勝軍。

近3年來，南投縣規律運動人口
比例，在 33%以上，越來越多

的民眾，為了健康，開始維持運動

的習慣，運動夜市提供了平台。

縣府推動運動夜市，希望提升運

動人口外，並鼓勵民眾下班後走出

戶外，汲取運動專業知識，為健康

加分。

參加運動夜市的民眾，

留下很多心得，可以讓大

家參考。

「晚間有運動夜市很不

錯，可以全家大小一起來

運動，也可以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運動夜市每個月都

設置不同的體驗運動，讓我們可以

嘗試更多的運動種類」、「本以為

生物能氣功是老年人的活動，體驗

過後覺得原來做久還是會流汗」。

規律運動人口 33% 以上

南投空手道，陣容堅強是體壇常勝軍。

運動夜市，歡迎大家來運動。

運動夜市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