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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顧年輕族群，縣府將推出青

年住宅，第一期預計在明年 2月
發包。

為降低年輕族群購屋負擔，縣府

計畫在南投市文化路等地興建青年住

宅，第一期計畫投入 2億元，預計明

年初發包，最快 111年可完工申購。
為了讓民眾能以低於市場價格購

屋，文化路興建的青年住宅，共將興

建四十戶，並朝大坪數、大空間規劃，

包括三房型及四房型二款；其中，三

房型計畫興建 30戶，每戶坪數從 30
坪至33坪不等，每戶售價約500萬元。
四房型的青年住宅，計畫興建 10

戶，每戶建坪約有四十坪，售價約

600至 640萬元。
縣府表示，首批青年住宅售價，每

坪 12到 15萬元之間，比南投市大樓
每坪動輒 16、17萬元便宜。
對於第二期青年住宅開發，縣府表

示，將視實際需要與預算編列，依需

求進行滾動式調整。

「您創業、我挺您 !」為扶植青年
創業，縣府自 10月 16日起推出

青年創業貸款，每人最高可貸一百萬

元，有別於一般融資案件，南投縣政

府的青創貸款，由縣府編列預算全額

補貼利息，讓有志創業的年輕朋友能

「輕鬆貸」，省去不少麻煩。

縣府於 10月 16日舉行記者會，宣
布實施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優惠貸款

政策。林明溱縣長表示，為協助青年

就業，並幫助中小企業發展，縣府和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証基金合作，

為缺乏擔保品的創業青年及中小企

業，提供融資一億元信用保証，縣府

並甄選台銀、台灣中小企銀承辦這項

貸款業務；包括青年創業貸款最高可

貸一百萬元、中小企業貸款最高為 200
萬元。

林明溱說，為減輕創業青年貸款壓

力，縣府特別編列預算全額補貼青創

貸款利息，最多可補助五年，青年創

業不要怕困難，縣府挺你 !

一圓購屋夢想 青年住宅明年初發包

青創貸款最高一百萬 縣府全額補貼利息

申請青年創業貸款、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可以

上縣府網站下載申請書喔！

縣府表示，「南投縣青年創業貸款及中小企

業融資一般貸款」專案申請書表，已經建置在南

投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內，需要創業資金的青年朋

友，需要週轉資金的中小企業，可以上網瀏覽並

下載，並填寫申請書表及事業計畫書送縣府財政

處初審。

承貸的銀行也會依據授信等原則，綜合考慮企

業情況，依貸款審查委員會決議，辦理貸放工作。

如何申請青創及中小企業貸款
青創貸款  利息補貼
受到關注的南投青年創業貸款，

目前利率僅 1.92%，加上縣府全
額利息補貼，對剛起步的創業青年來

說，是一項好消息。

申請青年創業貸款的要件包括，需

是年滿 20歲以上，45歲以下的南投
縣民，所創辦的事業需在南投縣完成

營業登記或核准設立，而且設立登記

需在五年內，申請人也須提出三年內

曾參加創業輔導課程、或創業活動至

少 20小時或二學分以上証明文件。
青創貸款期限最長是五年，貸款人

須按月正常繳納本金和利息，才可以

按季於每年四月十日、七月十日、十

月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繳息

相關証明單據，再向縣府財政處申請

利息補貼。

向銀行借錢要給利息，有借有還。

貸款人還是要注意按月正常繳納本金

和利息，以免影響「信用」。因為違

約列入紀錄後，銀行可能列入拒絕往

來名單。

看撇步

為了吸引年輕人返鄉，樂業安居，

縣府訂定「幸福家園租售及管理

自治條例」，依據條例規定，承購南

投青年住宅必要條件，至少要設籍六

個月以上，且年滿 20歲才符合基本資
格。

另外，符合以下條件也可以申購青

年住宅，這些條件包括，有配偶者；

與直系血親設籍於同一戶者；單身年

滿三十歲者；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

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

身心障礙或沒有謀生能力之兄弟姐妹

需要照顧者。

　值得注意是，青年購屋設有「排

富條款」。申請人、配偶及戶籍內家

庭成員於申購日前一年無房屋移轉紀

錄、無自有房屋及所持有土地價值總

額不得超過五百萬元。

第一期青年住宅預計 111年完工、
啟用。縣府表示，將訂定租售相關規

定。

申購青年住宅 

縣府訂 排富條款

縣府推出青創貸款，圖為縣長林明溱與
年輕朋友的合照

▲

除了青年創業貸款，縣府為扶助

產業發展，也推出貸款期限五

年的中小企業貸款，優惠利率目前是

2.545%，得按月攤還本息。
縣府表示，中小企業貸款條件包

括，凡設立在南投縣，且有營業事

實，具稅籍或商業、公司登記之企

業，或核准設立的事業 (不含財團法
人 )，如民宿、長照服務機構、補習
班、幼兒園托兒機構、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等，如有購置廠房、營業場

所、機器、設備或支應營運周轉金需

求者，得以事業名義申請中小企業貸

款。

中小企業貸款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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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照顧南投年青朋友，縣府多箭

齊發，不但推出青年創業貸款；

明年初青年住宅也將發包；籌備多時的

南投市旺來園區、埔里福興農場溫泉區

陸續開發完成，也將帶來更多就業機

會。

就業、創業、住宅只是青年政策

一部分，縣府希望許給南投年輕人

一個未來，這個未來不是夢，且

正在進行中。

鄉村人口老化，年輕人往都會

區集中，各縣市都面臨同樣的

問題。南投縣沒有鐵路縱貫線、

沒有機場、沒有港口、沒有捷

運，留住年輕人在家鄉發展，

需要更多誘因。 
年輕人是南投的未來，為了解年輕

人的問題，縣府舉辦青年座談，聽取年

輕朋友意見，並在社會及勞動處成立勞

工及青年科，專人負責相關業務外，有

關年輕朋友的福利，更需要統合不同單

位，分進合擊，一起努力。

南投是觀光農業大縣，縣府舉辦「好

農堂」課程研習，讓有意從事農業的青

農，能經由專家指導，提升農業技能，

並透過各種活動舉辦，為青農鋪路，行

銷農產品。

南投產業需要發展，縣府努力引進

民間投資，最近樹德企業投資超過廿億

元，在南投縣打造「半山夢工廠」，相

關建設工程已經上樑，民間投資南投有

信心，這是好現象。

想要創業的年輕人，縣府也從旁協

助，用力拉一把，並推出「您創業、我

挺您」的創業融資，只要還繳貸款本息

正常，拿出証明後，縣府還將透過預算

編列，補貼利息，這是很貼心的關心。

還有各種托嬰、育兒社會福利服務，

希望能營造更好生活環境，讓年輕人願

意回鄉，落地生根。

南投工業不發達，但南投有一群奮發

的青年，留在故鄉努力。縣府在南投、

草屯、埔里、竹山開發產業園區，並開

發埔里福興溫泉，增加就業機會外，並

透過就業博覽會，讓業者找到需要的人

才，也讓求職者找到想要的工作。

年輕人有了工作，還需要解決住的問

題。近年來房價高漲，很多年輕朋友大

嘆房子太貴，縣府利用公有土地興建青

年住宅，希望讓更多青年人用較便宜的

價格買到新宅，讓更多南投青年安心工

作，為家鄉建設而努力。

縣府南投市旺來產業園區，市場

「搶手」，中小企業及大廠搶

著要，土地銷售一空，這座園區預計

在 110年完成開發，並帶來千人工作

機會。

縣長林明溱於 9月 10日由縣府建設
處長李正偉陪同，前往南投市旺來產

業園區視察了解工程開發進度，並聽

取簡報。

林明溱表示，旺來產業園區正積極

進行基礎工程，已有 10家廠商投資並
將進駐設廠，除可扶植在地產業、增

加就業機會，也讓南投經濟轉型三級

產業全面提升，將會帶動地方發展。

旺來產業園區工程開發進度已達

15%以上，園區面積 16.59公頃，未來

將進行整地、滯洪池、排水及電信等

各項管線工程，並興建汙水處理廠及

管理服務中心。

旺來園區第一期產業用地已經全部

售出，申購廠商包括「微熱山丘」、

「三點一刻」奶茶、「先麥食品」、「卜

蜂」等知名食品大廠，上市公司上緯

等 10家公司將陸續進駐設廠。
旺來園區投資頗受產業歡迎，預估

可增加約 1,000個就業機會，創造約
26億元年產值。

旺來產業園區 預計增加千人就業機會

南投的建設，將大躍進 !埔里福
興農場開發案，林明溱縣長深

具信心，要讓這座位於埔里的溫泉，

變成全國最好的溫泉示範區。

縣長林明溱 10月 5日視察福興
溫泉區工地，了解工程進度外，隨

後到溫泉 2號井，了解水質及出水
量，他對福興農場開發計畫相當有

信心。

林明溱表示，福興農場各項公共

設施等基礎工程，正在積極進行，

溫泉水質又 好，加上縣府新闢聯外

道路投 76-1線，未來可連接高速公
路，交通十分便捷。

縣府建設處表示，福興農場旅館

區開發，新建統包工程約 16億 6千
多萬元，包括溫泉水井探勘鑿井、1-2
期水保工程及各項基礎工程等，進

度已達 65%以上，預計明年 4月完
工。 
縣長林明溱、立委馬文君，同日

也前往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視察，縣府期望這座園區能積極招

商，吸引廠商進駐，為埔里帶來全

新的經濟發展。

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目前

各項公共設施、排水及服務中心都

已完工， 10月底揭牌啟用。
園區劃分 7塊土地，目前已售出

3塊，土地便宜，一坪約 9萬元，且
位於交流道下交通方便，公共設施

完善且環境優美，相當適合食品製

造相關行業進駐，縣府正進行宣傳，

希望吸引更多廠商進駐投資。

樹德企業投資超過廿億元，在南投

縣打造半山夢工廠，9月 20日
上樑，預計年底完工明年第四季試營

運，屆時將吸引主題餐廳、咖啡書屋、

食農市集、手作選物、親子餐廳、DIY
體驗等 40家以上的廠商進駐，為南投
增加 1000個就業機會。
樹德投資南投，建築物上梁，林明

溱縣長到場參加活動，並希望更多優

質企業到南投縣發展。他說，縣府正

全力推動旺來產業園區、草屯手工藝

智慧園區，及埔里特色產業微型園區

發區，提供企業發展基地。

樹德企業創辦人 吳景霖表示，占地
1.5公頃的 BABUZA半山夢工廠，最大
特色就是建構世界最高的室內木構造

生命樹，4,000片帷幕窗打造樹葉飄逸

景觀，高達 30.8公尺的生命樹，結合
380公尺長的環樹步道，將成為吸睛
的景觀藝術，讓每個到訪遊客漫步悠

遊。

  BABUZA半山夢工廠串連生命樹的
是高達八層樓的「巨大盒子」建築，

將擴大招商，營造涵蓋國際型表演會

議廳、南島文化館、文創設計平台等

多元驚奇之旅的觀光消費場域。未

來將以親子、休閒、生活為訴求，結

合教育文化、時尚餐飲、生活品味的

打造成全台最具特色的「學旅觀光工

廠」。

創業、就業、住宅、養育   縣府多箭齊發

南投縣長

為協助民眾就業，縣政府於 10月
26日在南投會展中心舉辦「2019

熱情南投、薪動力」就業博覽會，45
家廠商提供二千個工作機會，許多求才

企業開出優渥待遇，環鴻科技更是祭出

7萬高薪行情。
林明溱縣長表示，為幫助年青人

找到工作，也讓企業找到人才，縣府

協調相關單位舉辦就業博覽會，去

年開始每年舉辦二次就業博覽會，

今年上半年舉辦過一次，10月 26日
再舉辦一場，提供就業媒合服務。 
  這次就業博覽會，許多企業提供超高
薪工作，福美飯店、九族文化村有主

管職缺，環鴻科技更祭出最高薪 7萬
元，上市公司大立光，永豐棧、涵碧

樓也到場求才。

社會及勞動處長林志忠說，就業博

覽會求才企業多元，有製造業、食品

業、電子業、餐飲業等，並首次推出

「交通及運輸業聯合徵才專區」，邀

請國光客運、統聯客運、員林客運、

南投客運等業者參加，讓求職者有更

多選擇。

據統計，當天求職人數至少來了

二千五百人，向廠商遞履歷表有 628
人，錄取 288人，求職媒合率 45.85%。

就業博覽會 求才出現七萬高薪

投資 20 億 樹德半山夢工廠上樑

青 年 政 策

打造最棒的示範園區

為提升生育率，減輕家長育兒負

擔，縣府委託宏觀文教基金會在

草屯鎮富功國小內設立富功非營利幼

兒園，10月 9日舉辦揭牌活動。
副縣長陳正昇參加活動表示，為了

讓縣民有意願生養，縣府積極提升教

保服務，減輕家長負擔。

配合中央政策，縣府積極輔導私立

幼兒園加入準公共機制，家長每月繳

交費用不超過 4,500元，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免繳費用，準公共

幼兒園收費貼近公立幼兒園，降低家

庭育兒開銷。

新成立的富功非營利幼兒園招收 2歲
至入學國小前之幼兒，共計 106名，每
名學生每月收費 3,500元，並以低收、
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幼兒等優先入

園，且免收費用，以保障弱勢幼兒受

教權益，另外更比照私立幼兒園無寒

暑假，全年無休並延長托育時間至下

午 6點，除了讓家長安心工作，更提供
多元平價的新選擇。

富功國小非營利幼兒園是南投縣第

4間非營利幼兒園，公私部門合作，不
但活化校園閒置空間，更可解決民眾

育兒需求問題。

降低育兒負擔
富功非營利幼兒園

縣長林明溱經常走訪各國中小學校，了解學校需求，設法

改善教學環境，並逐年規劃國小附設幼兒園增班設園，讓年輕

父母減少育兒負擔。

104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5班，共
增加了 1,100個名額。其中，縣府和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
基金會與宏觀文教基金會合作，興辦非營利幼兒園，目前開始

營運的地方包括，埔里鎮大成國小、南投市德興國小、竹山鎮

前山國小、草屯鎮富功國小等四所學校。

揭牌

福興農場溫泉  預計明年四月完工

反黑、反毒、反霸凌  人身安全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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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衛生分級 安心外食有選擇

日月潭好事「連莊」。

縣府 10月在日月潭舉
辦集團婚禮，打造愛情產

業鏈；日月潭最近也入圍

「2019全球百大綠色旅遊目
的地」，南投的明珠在國際

發亮。

綠色旅遊目的地國際認證

（Green Destinations Awards / 
Certification），舉辦「百大
綠色旅遊目的地競賽」，選

拔具獨特資源之風景區，日

月潭在國際評比中脫穎而

出，低碳旅遊環境，永續旅

遊發展受到肯定。

日月潭是南投觀光火車

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南投縣政府攜手合作，

帶動地方觀光。例如，世界

馬拉松泳賽，今年正式列入

南投站，十公里的國際游泳

大賽，就在日月潭。日月潭

為南投觀光做了最佳宣傳。

此外，日月潭環潭自行車

道，國際馳名。美國有線電

視 CNN旗下的「旅遊生活
頻道」，去年評選結果，日

月潭獲得第一。

喜事連莊

日月潭入圍全球百大綠色旅遊目的地

旺來產業園區 預計增加千人就業機會
南投縣政府與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於 10
月 4日舉辦南投縣第四十二
屆集團結婚，32對新人體
驗水陸空 3D婚禮，並完成
終身大事，親朋好友獻上祝

福，日月潭畔好幸福。

日月潭集團結婚，備受好

評，報名踴躍，因為活動串

連纜車、遊湖等活動，也讓

觀光旅宿業，農特產品伴手

禮行業受益。

副縣長陳正昇說，日月

潭集團婚禮，其實也創造了

愛情產業鏈，並提升日月潭

沿線觀光、文化與產業能見

度，帶動情侶觀光效益，來

自各地的情侶或新人，很喜

歡到日月潭拍攝婚紗照，或

舉行婚禮。

這次參加集團結婚的新

人，來自各行各業，但大部

分都是到日月潭遊玩後，結

了姻緣，進而決定廝守一

生。

最特別的是，泰田和典、

泰田茜，是一對日本新人。

新郎泰田和典的母親蘇秀珍

則是土生土長的魚池鄉人。

蘇秀珍說，兒子雖然在

日本出生、成長，但她希望

兒子婚禮能回到南投故鄉舉

行，兒子徵求媳婦的意見

後，不僅媳婦首肯，媳婦的

祖父、父母等日本親家也都

到日月潭觀禮，更讓她高興

的是，平時散居南北家人，

也都回到故鄉魚池辦喜事，

真正是全家大團聚。

此外，新人陳桐翰、林育

瑄同在南投縣府任職，從同

事相戀進而結成連理，南投

縣鹿谷消防分隊服務的蘇柏

豪與當老師的林佳儀這對新

人也很受矚目，以打火弟兄

為榮的蘇柏豪穿著消防員制

服參加婚禮，特殊又英挺。

南投縣有 276個社區，今年共有
23個社區參加縣府評鑑，評鑑

結果卓越組得獎社區有南投市營南、

草屯鎮平林、魚池鄉東光等 3個社區。
 副縣長陳正昇 10月 6日主持社區

示範觀摩會暨績優社區及甲等合作社

場表揚活動，今年全縣社區評鑑，卓

越組得獎有南投市營南、草屯鎮平

林、魚池鄉東光等 3個社區，績效組
優等有竹山鎮中崎、埔里鎮慈恩、中

寮鄉和興等 3個社區。
草屯鎮復興、草屯鎮山腳、南投

市鳳鳴、南投市鳳山、信義鄉羅娜、

竹山鎮山崇等 6個社區獲得甲等。榮
獲單項特色獎項為國姓鄉梅林、仁愛

鄉廬山、名間鄉田仔、南投市漳和、

水里鄉北埔、鹿谷鄉竹豐、名間鄉新

北、埔里鎮一新、埔里鎮五十甲、集

集鎮隘寮等 10個社區。
另為鼓勵基層公所重視社區工作，

縣府對鄉鎮市公所進行社區發展業務

評鑑，結果由南投市公所繼續蟬聯優

等，獲得獎勵金 5萬元；埔里鎮、國
姓鄉、草屯鎮、竹山鎮、名間鄉、中

寮鄉、鹿谷鄉、魚池鄉、集集鎮、信

義鄉、仁愛鄉、水里鄉等 12個公所
獲評為甲等。地政服務更便民！

自 10 月 1 日起，
民眾可就近到全國任一

地所，跨縣市申辦住址

變更等 7項不動產登記
案件，幫民眾節省時間

與金錢。

 為擴大便民服務，
民眾可就近到全國任

一地政事務所，申辦位

於本縣內土地之 7項簡

易登記案件，並於所送

件之地政事務所全程辦

理完畢，不再僅限同一

縣市內辦理，項目包括

「書狀換給」、「預告

登記」、「塗銷預告登

記」、「住址變更」、

「更名」、「門牌整

編」，以及經戶政機關

更正有案之姓名、出生

日期、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或門牌錯誤的

「更正登記」。

縣府表示，未來將積

極配合政策，以民眾需

求為出發點，在確保地

籍資料正確及不動產交

易安全的原則下，持續

精進便民服務工作，簡

化作業流程，貼近民眾

需求。

情定日月潭  縣府 送作堆

7 項簡易不動產案件可跨縣市申辦

社區總舖師  九九峰秀 「手路菜」
縣府文化局為推廣社區好菜，推廣美食

文化，9月 28日在九九峰文化藝術園
區舉辦「南投社區總鋪師美食料理競賽」，

30個社區、5個學校以在地食材，煮出社區
的故事，社區的手路菜，無論是味覺、視覺，

都有濃濃人情味，讓料理更加美味動人。

副縣長陳正昇參加活動表示，社區與美食

的結合，展現南投社區能量，料理結合在地

食材，成為各社區的手路菜，這也是社區營

造的亮點。

本次競賽聘請妖怪村飯店總經理林怡鳳、

泰雅渡假村總經理李吉田、南投橋頭肉圓主

廚許福能、日月潭晶園休閒渡假村副總張心

盈、許志滄擔任委員，評審涵蓋學術及實務

界，希望給予社區或青年學子在參賽過程最

大的收穫。

競賽結果，社區組創意組合獎梅村社區、饕

客料理獎鐵山社區、料理故事獎台灣城鄉風貌

人文發展協會、總體呈現獎麒麟社區、擺盤藝

術獎和興社區、頂級美味獎新北社區、同心協

力獎珠仔山社區、色香味俱全獎松林社區、行

銷潛力獎富州社區、最佳人氣獎光榮社區、南

投宴特別獎慈恩社區溫馨隊。

學校組第 1名南開餐廚食藝社、第 2名南

開科大愛上料理、第 3名同德家商餐一乙、
佳作為南開餐飲管理系及同德家商。

縣府為鼓勵縣內中小企業加強創新研

發、協助縣內產業進步與發展，輔導

廠商參與「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
方型 SBIR)，今年共受理 30件申請案，經審
查核定，共有 15家廠商獲得補助，補助款
共計 735.3萬元。
建設處表示，今年獲得補助的廠商，其

創新研發重點主要聚焦於具有地方特色之

生活用品、精密機械、觀光休憩、文創、

食品生技及農業科技產業等創新研發推動

計畫。

建設處表示，地方型 SBIR可提升南投縣
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提升產值、增加

就業。今年共受理 30件申請案，經審查計
有 15家廠商獲得補助，通過率為 50％，補
助最高金額為新台幣 56萬元。
今年度獲得補助的中小型企業，均為縣

內具地方特色產業，包括：合默麟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牧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恆

耀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雲製傘有限

公司、高楓興業有限公司、牛耳藝術公園

有限公司、親手窯、天染工坊有限公司、

唯進食品有限公司、蔡氏實業有限公司、

蜂國蜂蜜莊園、本草自然生技有限公司、

文凱塑膠興業有限公司、昇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及果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地方產業創新審查  15 家廠商獲補助

10 月起 
   營南、平林、東光「卓越」社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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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路口轉彎時擺頭觀看，避免 A柱遮蔽視線。

當天氣漸漸轉涼，秋的腳步也跟隨著

到來，擺脫酷夏的燠熱天氣，您是否已

經準備好出發，為家人安排一趟悠閒清

爽的秋之旅？這次特別推薦給您的是一

個小而巧、小而美的私房景點──南投

竹山東埔蚋溪畔的自行車步道，不但可

以趁著秋涼散散步、騎鐵馬，浪漫滿點

的台灣欒樹更是您打卡、拍美照的絕佳

背景。

變葉植物四季各有不同風情，其中又

以秋天最為燦爛耀眼，入秋後台灣欒樹

的樹梢就會開始變換顏色，綠、黃、紅、

褐依序登場，因此又有「四色樹」的別

稱。因為具有優良行道樹的特性，台灣

各地有為數不少的路段可以看到整排的

台灣欒樹，每到這個季節便紛紛吸引遊

客、攝影迷爭相拜訪，盡情欣賞捕捉葉

子落幕前最動人的一場精彩演出。

比起經常需要在高海拔地區才能欣賞

得到的楓紅景色，台灣欒樹的變裝秀可

就親民得多！這次介紹位於竹山的台灣

欒樹自行車步道，距離國道 3號竹山交
流道僅約 2公里，從台 3線跨越東埔蚋
溪的「延平橋」為起點，一路通往「初

鄉橋」的溪畔道路，長約 2.2公里的路旁
種植了數百棵台灣欒樹，每到秋季就形

成一條夢幻絕美的彩色林蔭隧道。因為

這條路線綠蔭夾道，堪稱筆直平坦，而

且幾乎也沒有其他動力車輛會進入，非

常適合男女老少在此漫步或踏騎，在涼

涼的樹蔭下一邊活動筋骨，一邊欣賞秋

意浪漫的自然美景。

緊鄰東埔蚋溪的縣道 151甲線（保甲
路）是通往溪頭風景區的重要道路，如

果您正準備要前往溪頭旅遊，不妨將這

條自行車步道納入順道遊的口袋名單

內，或者專程撥出半天前來隨興漫遊也

是個不錯的選擇。這個季節限定的小巧

景點知道的人不算多，不必擔心人擠人

的困擾，目前樹葉變色已約有三成，越

是深秋顏色越顯繽紛，就等您來親臨欣

賞！

拜訪浪漫秋意 竹山台灣欒樹步道

集集武昌宮

為期 11天的 2019南投世界茶
業博覽會，於 10月 22日閉

幕。今年茶博活動，參觀人次近

60萬人，銷售金額達 845百萬元，
均創下歷年新高。林明溱縣長感

謝各界支持，茶博會已經留下十

年來美好回憶。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進入第

十年，「香郁拾穗」的活動主題活動，

代表「相遇十歲」諧音，今年首創的

千人擂茶，轟動登場；千人茶會、千

人揉茶，馬拉桑野餐趣，依然是叫

好又叫坐，茶客聞香而來，場場爆

滿。

茶博吸引遊客，也帶來一波波商

機。今年茶博會，縣府安排雙十國

慶日起的連續假日，讓更多遊客前

來參與，韓國、日本茶道，印度、波

斯茶席，茶道與藝文活動表演，接

力上場，茶博熱熱鬧鬧，茶農、茶商

也相對獲利。

茶博會近悅遠來，創造多贏，茶

博會帶動茶買氣，愛茶人士也找到

喜愛的茶飲，以茶會友的活動，不但

是文化的交流，更創造產業生意。

南投茶世界香，南投茶業博會，已經

是聞名全台的品牌活動。

自長照 2.0開辦以來，縣府積極宣導及推廣巷
弄長照站的多元服務，擔負強化社區初級

預防功能，提供方便性的照顧、喘息服務。

南投縣已經佈建 102個巷弄長照站，服務內容
有社會參與、社會促進及共餐服務，並結合預防

及延緩失能方案，以衰弱及輕、中度失能或失智

老人為優先，有長照需求的民眾可提出申請。

縣府表示，民眾提出申請後，照顧管理專員

將到府評估，給予最完善的長照服務資訊，提供

長輩多元的長照服務，歡迎民眾利用衛生局網

站 -我要申辦 -長期照顧服務線上申請，或撥打
全國統一專線 1966、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049-2209595洽詢。

消防員真夠力，出國比賽拿冠軍，

真的是南投之光。

南投縣消防局隊員林怡妏、林冠儀，

參加亞洲緊急救護競賽及世界警消運

動會，分別在野外救護競賽及男子「臥

推 (bench press)」93公斤級榮獲金牌，
縣長林明溱於 10月 14日頒獎表揚。

33歲的林冠儀，是位資深消防菁英，
他不僅在世界警消運動會拿下臥推金

牌，臥推加硬舉總和項目也拿到一面

銀牌。

林冠儀說，重量訓練對消防技能

的強化有很大幫助，所以熱衷自我練

習甚至在分隊設置不輸專業的訓練設

備，林冠儀有感而發說，兩年前知道

有世界警消運動會這項國際大賽，心

中就立下為台灣爭光的目標。

林怡妏更不簡單，在馬來西亞舉辦

的亞洲緊急救護競賽中拿下金牌。任

職南投分隊的林怡妏則說，野外救護

競賽考驗克難應變的能力，是一大挑

戰，很感動能用這樣的方式讓世界認

識台灣消防，有機會觀摩世界頂尖救

護人員的表現，很欣慰台灣真的一點

都不輸人。

林明溱縣長表示，縣府請消防局寬

籌預算，鼓勵警消出國競賽外，並對

兩名金牌選手給予實質獎勵。

旭光高中吳興明、國中部謝玉涵

以及草屯國中翁杏瑤等 3人，獲得
2019年總統教育獎，縣長林明溱於 9
月間嘉勉 3位獲獎學生，肯定他們的

努力，也是學生的榜樣。

吳興明是全中運空手道金牌、謝

玉涵在國中 3年內獲全中運空手道 2
金 1銅，翁杏瑤則是全中運國中組女
子角力金牌 3連霸得主。他們不畏逆
境，奮發向上的精神，受到肯定。難

得的是，旭光高中高中組與國中組，

連續 2年均有學生獲得總統教育獎。
林明溱縣長表示，縣府每年向中央

提報總統教育獎的優秀學生，能雀屏

中選是非常的不容易，必須在學業、

才藝與品德方面都能兼具，感謝學校

校長與教練辛苦指導，也希望能繼續

發掘更多品學兼優的出色學生。

出國比賽拿冠軍

南投之光  消防員真夠力 吳興明等三人獲獎

茶博10 年活動閉幕遊客、茶銷量同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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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需求
電話服務

總統教育獎

喘息服務放寬條件   民眾可多加利用

為減輕外籍看護工照顧壓力，保

障受照顧者的安全與照顧品

質，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推動「擴

大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喘息服務計

畫」，即日起凡經照管中心評估屬

長照需要等級為第 7級或第 8級者，
只要外籍看護工短時間休假，即可

申請喘息服務，不再侷限於獨居或

主要照顧者 70歲以上的條件才可申
請補助。

如遇外籍家庭看護工短時間休假

時申請喘息服務，每年最高可補助

48,510元，並依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或一般戶等身分別，可免部分負

擔或自付 5%至 16%不等費用，分
別可使用於居家式、機構式、社區

式等三類喘息服務，將有助於使更

多聘有外籍看護工家庭的照顧者得

到喘息的機會。

民眾如有申請需求可撥打全國統

一專線 1966，或洽縣府衛生局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 049-2209595、衛生局
網站 -我要申辦 -長期照顧服務線上
申請，歡迎多加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