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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1

開春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感

雙重威脅，疫情消息不斷。以觀

光、農業為主的南投縣大受影響，為挽

救產業，縣府整合資源，展開防疫、觀

光大作戰，並希望民眾顧好健康。

「疫情不退，觀光客不來」! 新型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彷彿 17年前 SARS翻版。疫
情從中國蔓延開來，世界各國紛傳感染報

告，南投觀光也遭到衝擊，觀光旅遊意願

降低，訂房率下降、國內外遊客減少，影響

地方發展。

新春期間舉辦的南投燈會首當其衝，遊

客人數比去年同期減少約一百萬人次，燈

會觀光客估算四百萬人次。

為挽救觀光市場，縣府和相關業者研商

因應之道，並擬定腹案，將找回觀光人潮。

縣府表示，觀光客是被疫情嚇跑，迄今

南投無重大疫情發生，縣府隨時掌握國內

外「疫情數據」，將伺機出手，行銷南投觀

光。

南投好山、好水，戶外活動多元，是接觸

大自然的好地方。縣府提出健康旅遊新主

張，「鼓勵國人走出戶外，呼吸新鮮空氣、

曬曬太陽、增強免疫力、大家都健康」，縣

府結合觀光業者資源，展開搶救「觀光大

作戰」。

2月 25日是開學日，防疫如臨大敵。
南投縣長林明溱帶頭防疫，並到虎山

國小為學童量額溫，關心學生健康。

林明溱表示，勤洗手、注意咳嗽禮節，

如生病就應在家休息，避免到學校。

新冠狀肺炎疫情發生，易發生群聚

感染，開學前縣府發給學校口罩、額

溫槍等防疫物資，做好防疫準備外，

開學日林明溱縣長到虎山國小，替學

生量額溫，配合學校指導學生勤洗要

領，希望學校遠離新型冠狀病毒。

林明溱並配合人氣玩偶「枯麻、八

豆」宣導正確戴口罩方法，「超大隻」

的枯麻，沒戴好口罩「小露鼻頭」，

林縣長立即調整，做了正確示範。

開學第一堂課，學校教導小朋友如

何洗手，在學校護理師的指導下，林

明溱跟著一年級小朋友上課，並學習

洗手七步驟「內、外、夾、弓、大、立、

腕」，仔細搓洗，將手指縫、手指背、

手指甲及手腕徹底洗乾淨，護理師也

提醒，除了勤洗手，更要注意避免觸

摸眼、口、鼻，才能確保遠離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武漢肺炎）

疫情發展嚴峻，國內已有院內感染發

生，為避免醫院內群聚感染，造成

社區大流行，縣府第七次應變會議決

定，自 3月 9日起縣內 10家醫院全
面停止探病，陪病採實名制措施。

衛生局表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相關防疫措施還包括，停止探病、陪

病限一人，採實名制等。

防疫視同作戰，為維護醫療防疫

量能，探病採視 (通 )訊關懷，降低
交叉感染風險，可保障自己與他人的

健康，也可避免增加醫護負擔。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南投縣政府

2月 27日起，成立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
關懷服務中心，並設置「關懷專線」提供

民眾諮詢。

「南投縣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

務中心」由副縣長陳正昇擔任召集人，整

合衛生局、民政處、警察局、社會及勞動

處、環境保護局等單位，讓居家檢疫、居

家隔離者，能獲得支持陪伴與協助。

中心提供專線 049-2220904(就醫需求
及心理諮商 )或 049-2246048(生活需求
協助 )，將有專人提供服務。

南崗工業區約有 4,500位外籍移工，
住宿地點超過 200處，為避免意外發
生，並預防肺炎疫情，縣府社會及勞動

處於 2月 25日會同衛生局等單位，到
移工宿舍訪視，宣導若有移工出現發燒

或咳嗽，須透過管理幹部轉達衛生局，

由衛生局安排就醫。

防疫期間，縣府依計畫執行「外籍

移工生活照顧專案」，針對移工住宿地

點環境、建築、消防安全進行檢查，缺

失問題要求業者限期改善外，也將擇期

進行複查。

為降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衝擊，縣

府於 2月 25日結合觀光業者推出「防
疫森呼吸，南投踏青去」活動，縣長

林明溱鼓勵民眾走出戶外，到南投踏

青，享受大自然，強健體魄，228連續
假期南投湧進觀光客，相關產業打了

強心劑，但後續發展仍不可掉以輕心。

縣府觀光處表示，南投好山好水，

擁有多元且豐富旅遊資源，因應這波

疫情衝擊，縣府努力尋求突破，將持

續結合各觀光產業，推出以健康為主

題的觀光推廣活動，民眾走出戶外，

南投是最佳選擇。

防疫  縣府門禁管制

新型冠狀病毒威脅健康，為防範社

區形成感染，南投縣政府決定自 3月
13日起，實施出入管制。
縣府大門、地下車道口設立體溫檢

測站，其餘出入口通通關閉，到縣府

洽公民眾得接受額溫測量，有感冒或

咳嗽症狀者，一律得戴口罩，縣府員

工也禁止出國，預防感染。

縣府說，防疫等同作戰，管制措施

如造成不便，還請民眾見諒。

疫情發燒  防疫大作戰

上學做好個人防護

防疫最前線

防疫森呼吸南投踏青去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南投縣觀

光產業受挫，為了重振產業，何時行銷最

有效？每個人看法不一，見解也不同，但

數字藏秘密，大數據是參考。

新冠肺炎病毒發生後，傳染人數累

計計算，且每天有不同報告，一般隔

離觀察期約為 14天，14可視為關鍵數
字。

如果疫情報告，連續 14天無確診案

例，疫情反轉可能性高。只是出國、

返國，人來人往頻繁，且病毒潛伏，

不一定出現症狀，就像躲在暗處的敵

人，隨時伺機攻擊，使得防疫變得防

不勝防。

防疫是全民運動，勤洗手、戴口罩，

小小舉手之勞，可以保護自已，也保

護他人，每個人做好防疫，感染人數

持續降低，才是終結疫情的開始。

數字密碼  疫情何時反轉 ?
讀報
秘書

縣府成立
居家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關心外籍移工公共衛生

3 月 9 日起～ 10 家醫院停止探病

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率高，防疫工作

無死角。副縣長陳正昇 2月 19日到南
投市三友計程車行，宣防疫工作，衛

生局人員現場示範，讓計程車司機了

解防疫消毒要領，也讓乘客安心。

「出車前後都消毒，您我乘車都安

心」，陳副縣長說，計程車是服務大

眾的交通工具之一，但因空間密閉狹

小，做好防疫消毒，格外重要。司機

如有發燒症狀，或呼吸道症狀，應暫

停營業，並即刻就醫。

計程車加強防疫

▲受疫情影響，風景區觀光客衰退，圖為日月潭風光。

▲防疫不分年齡，林明溱縣長和學童一起學習洗手。

▲防疫森呼吸，縣府鼓勵民眾戶外踏青。

▲計程車消毒，司機、乘客都安心。

▲縣府向外籍移工宣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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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燈會打造成遊樂園
▲南投燈會城市交流，浙江海寧也來展燈

★性別平等 ING，消弭歧視不 NG。

南投燈會邁入第 5年，今年燈會主
題「彩燈金花‧扭轉錢坤」，

主燈呈現科技造型，金鼠手握手機，

腳踏滾動錢幣，「扭轉錢坤」十分討

喜，活動並吸引超過四百萬人次參觀。

縣府舉辦燈會，巧思布局，以主燈

區為核心，主要分成五大主題區，包

括藝術花燈、璀璨燈景、幻彩水舞、

雕塑展覽、光之花海等，並透過橫跨

貓羅溪的情人橋，連結表演活動場地。

南投燈會，白天看花海、晚上賞燈

看表演，各項活動應有盡有，動態展

演、靜態展示，各有風情。

其中，南投會展中心舉辦雕塑大展，

邀請藝術家展出創作作品，超過百件

的雕塑藝術，吸引許多民眾參觀。

今年水舞設計「光耀久久」，更以

南投九九峰為主題，搭建九座弧型構

造物，展現南投地貌風景，15米高的
水舞噴發，不是只有表像而已，還有

地方特色的寓意。

連接貓羅溪兩岸的浪漫情人橋，橋

下沿著堤防設有攤販區，供遊客享用

在地美食，情人橋上夜間有七彩燈光，

讓人享受燈會璀璨美景。

南投燈會己經落幕，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今年四川重慶銅梁火龍無法

登台演出，縣府調整節目，改由台灣

火舞擔綱，熱力四射的火舞表演，舞

得虎虎生風。很多人認為，火舞不輸

火龍，有機會「尬場」更精彩。

南投燈會四川銅梁火龍表演，大受

歡迎，縣府年年邀請來台演出，銅梁

火龍儼然成為南投燈會招牌戲，全台

最有看頭的活動，因此得名。

銅梁火龍表演，人潮年年爆滿，鐵水

打在空中，變成火樹銀花的景象，百看

不厭，更是攝影愛好者鎖定的對象。

今年燈會，縣府原本安排銅梁火龍演

出，滿足遊客期望，不料新冠肺炎疫情

打亂計畫，林明溱縣長直說遺憾。

縣府今年邀請台灣最頂尖的「Coming 
True Fire Group 即將成真火舞團」演出，

舞者在火光中律動，炙熱的火花在夜空

噴灑，化為火雨流星，氣勢磅礡，很多

人認為火舞不輸火龍，觀眾尖叫加油，

給予掌聲喝彩。

南投燈會表演活動，演藝團體演出，

彼此觀摩，相互學習。竹山國中、中和

國小、秀林國小、營北國中夜光舞龍隊

等表演活動，提供學生展演的舞台，各

界的鼓勵也建立學子自信。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一場燈

會，可以看熱鬧，也可以看門道。

舉辦燈會，可以活絡地方經濟，後面

則是團隊實力的試煉場。辦一場燈會，

民眾扮演旁觀者，縣府和贊助廠商則是

卯足全力，力求完善。

辦一場燈會有多麻煩，看看縣府分工

就知道。

觀光處主辦這項業務，其他單位也得

配合投入，縣府幾乎動員各單位人力、

物力，並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務。

相關工作包括，宗教燈區由民政處協

調宗教界辦理；社區花燈由社會及勞工

處張羅；學校師生創作花燈參展，由教

育處負責；工務處規劃交通及停車場等

事宜；環保局得處理垃圾清理；文化局

協助藝文表演及展覽；建設處則要處理

場地；原住民特色燈區，由原住民行政

局辦理，農業處營造花海環境等等。

辦燈會得花錢，縣府腦筋動得快，很

多開銷得找民間幫忙。燈區佈展有很多

南投熱心廠商贊助，出錢又出力，他們

是幕後功臣之一，少了他們，燈會恐怕

亮不了。

燈會活動，集合各界力量，彷彿昔日

的農村廟會，家戶出丁錢、或出人力，

謝天酬神、野台戲、布袋戲熱鬧一番，

求平安，也求發展。去年底網路調查，

民眾認為，南投燈會是縣府有感施政之

一，而且排名第二。

南投縣舉辦燈會的歷史，比台灣燈

會還長。

縣長林明溱擔任集集鎮長時，開始

舉辦集集鄉土燈會，鄉土燈會可說是

南投燈會前身；台灣燈會則是從台北

燈會演進而來，從 2001年才開始由各
縣市輪辦。

南投燈會的歷史，從鄉下辦喜事，

慢慢演變進成活動，走過一段漫長路，

目前可是受到各界矚目的年度盛會。

南投燈會，年年創新，年年有話題，

表演節目也不斷翻新。

2016年「土撥鼠」花燈，意外掀起
怪燈熱潮，燈會也跟著爆紅起來。

2017年南投燈會移到南投市貓羅溪
舉辦，並舉行沙雕及恐龍大展，四川

銅梁火龍首登場，形成台灣元宵節「北

天燈、中火龍、南蜂炮」拚場活動。

2018年陝西腰鼓演出，增添燈會新
鮮感。2019年新增百葉龍、九獅圖表
演，更豐富了燈會內容。

2020年，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影響，
銅梁火龍表演取消，火舞擔綱演出，

並新增無人機表演。

彩燈金花   
扭轉錢坤

燈會火龍缺席  火舞擔綱獲喝彩

2020南投燈會，會展中心主燈區前
設置「富貴錢鼠燈區」，展出招財鼠、

金錢鼠、飛鼠、松鼠等 200隻模型，可
愛超萌的造型，是燈會拍照打卡熱點。

南投燈會每年都依生肖年進行創意

活動，今年適逢鼠年，縣府委請埔里

鎮、名間鄉、仁愛鄉、信義鄉的國中小

學師生創作「彩繪鼠」，讓學生發揮創

意巧思。 
彩繪鼠創意變裝，發揮學生多元想

法，不但增加燈會亮點，也展現學生美

學創意與美術教育的成果。

尤其，學生參加燈會活動，看到自

已創作的彩繪鼠公開展覽，不但激發學

習成就感，家長也感受孩子正在成長。

富貴錢鼠燈區  
燈會亮點

南投的燈會史

2020年南投燈會空拍，南投市夜景璀璨。 柯貞宇╱攝影

▲火舞表演頗有看頭

▲火龍演出，過去是南投燈會重頭戲。

▲燈會主燈，吸引民眾拍照。

防
疫

南投燈會今年首次引進無人機表演，

搭配水舞、火舞等表演，呈現水、陸、

空三棲展演空間，夢幻般視覺享受，觀

眾驚呼連連。

燈會元宵新春特別演出，無人機秀

「飛你莫鼠水空聯演」，在高空排列錢

鼠、NANTOU、燈籠、2020、愛心等圖案，
搭配貓羅溪幻彩水舞秀，還有火舞表

演，水陸空三棲演出，都是全新體驗。 
受疫情影響，參加燈會的人潮，雖然

比往年減少，但因相關活動大都在戶

外，並非密閉空間，遊客享受更好的遊

憩環境。

飛你莫鼠水空聯演

成功的燈會 
看熱鬧也看門道

細數
南投燈會主題

▲富貴錢鼠燈區展示學校師生作品

舉辦五年的南投燈會，已經成為年

度活動大戲，燈開近悅遠來、遠近馳

名，不僅帶動地方觀光，也創造商機。

南投燈會，每年依生肖年設計主燈，

並為活動取名，燈火的記憶，如走馬燈

一般，一個一個過去，但也留下遊客美

好回憶。

回顧南投燈會活動主題，2020年鼠
年「彩燈金花、扭轉錢坤」；2019年
豬年「福嘟嘟發大財」；2018狗年「旺
運出投天」；2017雞年「大雞大利好
彩投」；2016猴年「猴運當投」。

燈會掠影

讀報
秘書

▲南投燈會創造地方經濟

▲騎車發電亮燈，南投燈會注入環保概念

空拍機
在夜空
排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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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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市 139 丙線通車
今年第一件交通成績單

斥資近 3,127餘萬元的信義鄉老
人活動中心 2月 5日動土，不但將
成為老人休閒活動場所，並將朝

老人長照福利服務據點發展。

信義鄉老人活動中心建設，歷

經三年努力才動工，原因是「好

事多磨」。

信義鄉老人會會長胡增祥表示，

老人活動中心，得來不易，一開

始就遇到土地問題，他到縣府尋

求相關協助，縣府也向衛福部爭

取到經費，但後來發包不順利，

中央補助被收回，老人會找上立

委幫忙，全案才又「起死回生」。

林明溱表示，該中心落成後，

希望成為長照福利據點。立委許

淑華及孔文吉表示，長輩需要更

多照顧，將和縣府一起努力，讓

長輩們有更好的活動空間。

信義鄉老人活動中心建設開工，

集合地方及中央力量，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 2,274萬 4,000
元，縣府配合 125萬元、信義鄉公
所自籌 727萬 8,000元等。

139丙線剛通車，縣府再接再厲，元
月 17日召開二期工程說明會，針對管
路埋設、排水問題及道路施工細項，

向地主說明，並了解民眾意見，希望

139丙線未來順利增建，提供更便利的
行車環境。

縣府工務處長陳錫梧表示，縣長林

明溱重視 139丙線興建，第一期 1月 3
日開通後，縣府隨即規劃第二期工程，

縣府藉由說明會和民眾充分溝通，希

望讓工程盡善盡美，完工後南投市交

通將更加便利。

139丙線全線自南崗工業區起至省道
台三線，共分為三期工程，第一期 1.74
公里已於日前開通。第二期工程約 1.48
公里，將從 139線及 139丙線銜接處通
往旺來園區，與第一期工程相同，道

路寬約 22公尺，規劃雙向 4車道，中
間採景觀式中央分隔島，種植喬木綠

化，兩側設置設施帶收納公共設施及

綠化，預計今年 6月完成都市計畫變
更，9月完成工程招標，年底前完成用
地取得，並於 110年底完工，未來第三
期則將通往省道台三線，有效紓解南

崗工業區及旺來園區上下班車潮。

剛通車馬上召開說明會  
推動 139 丙線二期工程

長照據點「好事多磨」信義鄉老人活動中心動土

溪頭通往杉林溪的投 51線，縣府完
成龍鳳峽到安定彎道路整修後，縣長林

明溱 2月 11日實勘驗收，並決定再斥
資近伍佰萬元經費，改善 1.1公里路面，
沿線彎道也將增設路燈及加鋪「貓眼」

反光鈕，提升道路安全。

林明溱表示，投 51線從龍鳳峽到羊
彎，十多公里路面，仍有多處破損待

修，縣府將爭取列入中央前瞻計畫，希

望獲得 4000萬元補助，投 51線才能進
一步翻新。

農曆春節前林明溱從杉林溪下山，

沿途濃霧，視線不清，他認為山區道路

安全，還要進一步提升，因為縣府改善

投 51線部分路段，新裝路燈及重鋪的
路面後，行車經過，讓人比較安心。 

  林明溱說，縣府計畫先動用經費，增
設路燈外，也將改善投 51線 12K+300
等路況，經費伍佰萬元。

杉林溪公路不僅是觀光遊客必經，

也是沿途茶園、筍園農產運輸要道，維

繫地方觀光與農產業發展。

維繫觀光、農業的路～

投 51 線杉林溪公路將持續改善

縣長林明溱任期只剩 3年，縣政工作
和時間賽跑，他表示很多建設一定要提

升效率，讓縣民期待早日實現。

新年第一次縣府會議，林明溱縣長

親自下達提升效率、加速建設要求。他

表示，進度落後的計畫，執行單位要檢

討原因，例如招標案流標，影響廠商投

標意願，業務單位應積極因應，尋求突

破。

他並提到，九九峰開發案，BOT招標
不順利，最後仍然流標，未來可朝自辦

開發再 OT委外經營的模式推動，縣府
一定堅持低密度開發，不破壞森林生態

原貌。  
另外，名間鄉新景點開發案，中央已

經通過都市計畫變更，後續作業也應加

速進行。

林明溱表示，縣府施政要讓民眾有感

覺，埔里福興溫泉區開發案，今年 4月
將完工，青年住宅、旺來園區也即將成

形，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案也將在都計

變更通過後即可推動。

任期剩三年，和時間賽跑～

縣長林明溱要求  提升效率、加速建設

中寮鄉清水、龍安、爽文三村及名

間鄉仁和、竹圍兩村，共五處道路受

損及野溪護岸、排水溝待修，縣長林明

溱 13日兼程趕往逐一會勘，敲定由縣

庫全額負擔約 550萬元，並分別由工務
處、農業處及中寮鄉公所加速設計發

包，希望趕在雨季汛期間完工，確保居

民安全。

投 89線力行產業道路 46K+300處，
經過多年監測，確認路基地層穩定，

縣府向工程會提災修計畫並獲補助 1億
6500萬元，未來將進行工程發包，完
工後將有 3村 6部落共 2千多人受惠。
在縣府爭取下，公路總局局長陳彥

伯等人於 2月 21日至仁愛鄉力行產業
道路會勘，林明溱感謝公路總局支持，

改善力行產業道路路況，公路總局也協

助縣府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爭取在

投 89線 46K處建設明隧道，一次解決
容易崩塌的困擾。

斥資 550 萬元   
中寮、名間多條道路、排水溝將獲改善

投 89 線 46K 將設明隧道
基層建設∼訊息快遞

國姓鄉福龜村、乾溝村、大旗村、

長福村等 5處老舊農路老舊，多逾 20
年未曾修護，路面破損嚴重，影響農產

運輸安 全，縣長林明溱 2月 25日前往
了解，要求工務處及農業處儘速發包，

維護安全，也讓農產運輸更便利。

逾二十年未修  國姓五處老舊農路待整理

▲新建 139 丙線，連絡八卦山麓交通，空拍遠眺草屯、台中市。

▲ 139丙線二期工程說明會，邀請民眾參加。

▲縣長林明溱到杉林溪公路會勘，並計畫進一
步改善。

▲信義鄉老人活動中心工程，舉辦動土活動。

▲林明溱縣長、立委馬文君、孔文吉等人，會同公路總局局長陳彥伯視察投 89線。

▲南投市 139丙線，元月 3日舉辦通車典禮。

南崗工業區上班族及南投市民交通

更方便了 !歷經 1年多施工，139
丙線在元月 3日通車，縣府交出今年
第一件建設成績單。

台 3線南投市至名間鄉路段，上下
班時間壅塞不堪。為解決問題，縣府

向中央提出生活圈計畫，進行 139丙
線建設，延伸南崗工業區工業路，工

程在去年 11月底完工，今年元月 3日
舉行通車活動。

這項工程，從蘊釀到完工，其實歷

經多年。縣長林明溱 102年擔任立委時
爭取納入生活圈計畫，104年立委許淑

華爭取經費補助，105年正式併入交通
建設計畫，工程除了新闢道路、原有

道路拓寬外，另配合地形設置護坡及

擋土牆工程，總經費 4億 9仟餘萬元。
139丙線新建工程，北起工業路，往

南跨越南投市垃圾掩埋場銜接 139線，
道路全長 1,738公尺，路寬 22公尺，
配置雙向四車道，車道寬 3.5公尺，公
路等級為三級路，採丘陵區設計，限

速 50Km/Hr。

▲南投燈會創造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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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走行人穿越道，遵守交通號誌。

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

推薦您一個戶外踏青好選

擇，就是位於草屯鎮旭光

高中對面的「草屯植物公

園」，不僅免門票，周邊

還有充足的免費停車空間，

加上緊鄰台 14線省道的便
利交通，非常適合在假日

帶著全家老小一同出遊，

闔家享受擁抱自然氣息的

半日歡樂時光。

草屯植物公園佔地廣闊，

是草屯地區辦理大型戶外

活動的熱門場所，園區內

有開放式的大片草坪，可

以奔跑、玩球、丟飛盤、

放風箏，全家一起動一動、

放鬆身心。如果不想太過

劇烈消耗體能的話，另一

邊還有一處的生態景觀池，

環繞池畔的休憩步道枝葉

茂密，路面十分平坦好走，

水池的面積也不算大，適

合長輩們在此散步賞景。

如果是在初春時節到此一

遊，圍繞生態池種植的洋

紅風鈴木正值盛開季節，

更為綠樹碧水的畫面點綴

迷人的粉紅色彩，吸引許

多遊客專程到此賞花拍照。

與植物公園相連的草屯

兒童樂園就是屬於小朋友

的歡樂天地，這裡有讓小

小孩放肆玩的溜滑梯、盪

鞦韆、蹺蹺板、沙坑、平

衡木等，也有適合稍大年

齡兒童的攀爬設施，一旁

還有簡單的成人體健器材，

讓父母跟著子女一起舒展

筋骨、擁抱健康。此外，

由於緊鄰草屯鎮立體育館，

所以不用擔心體力充沛的

青少年子女，設有遮陽棚

架的籃球場就是他們展現

活力的最佳舞台。

寒冷的冬天逐漸遠離，

這個季節就是要走向戶外，

多曬太陽、多運動、親近

花草樹木，促進自己與家

人的身體健康！草屯植物

公園與周邊的兒童遊樂場、

運動場所緊密相連，一次

停車就不用再移動，提供

適合各種年齡層的休憩娛

樂，全家出遊都不會失望。

如果您意猶未盡的話，

不妨前往近在咫尺的臺灣

工藝文化園區走一走，各

場館的展出內容相當豐富

多元，為您的旅程增添更

多的知性文化體驗。

走
出
戶
外
動
一
動
，
親
近
花
木
保
健
康
！

草
屯
植
物
公
園
綠
意
迎
春

魚池鄉頭社村以活盆地為名，為先

民長期發展農耕與土地互動而形成的

文化景觀。縣府於並於 109年 2月 5日
公告登錄為「頭社古日潭浮田文化景

觀」。

頭社盆地屬日月潭百年傳說中的「日

潭」，日潭在末次冰河期 (距今約 11
萬年前 )前形成，大約在距今 1700年
前開始乾枯逐漸形成草泥炭沼澤 (Liew 
et al.,2006)；深達數十公尺的頭社盆地草
泥炭濕地是目前台灣古氣候研究中涵蓋

年代最長也是資料最為豐富的區域。

先民為了耕種，在草泥炭濕地上以

草繞木承土以種稻的「浮田耕作」成為

頭社農耕文化的開端，打造浮在水上的

田。

頭社盆地是南投縣文化景觀，到魚池

鄉頭社村走走，可以感受「會動」且「具

故事」的「頭社古日潭浮田」文化景觀。

新型冠狀病毒自去年 12月從中國武
漢地區爆發，縣府呼籲民眾，多注意

個人衛生，勤用肥皂洗手，避免前往

人多及聚集的地方，搭乘大眾交通工

具也記得要戴口罩，身體不適應時立

即就醫，以保護自己與他人安全。

縣府衛生局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流

行期間，民眾可透過「社區醫療群」，

先找值得信賴家庭醫師或診所，替家

人健康把關，再視病情需要到醫院檢

查，避免增加曝露於感染的高危險群

機率。

為了防疫，縣府推出

防疫關懷包，讓居家檢

疫及居家隔離者，度過

14天檢疫期間。
縣府指出，居家防疫

關懷包以現階段實用防

疫物資為主，包含口罩、口罩套、香

皂、體溫計及縣長叮嚀卡等，使居家

受檢疫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政策，於檢疫期間配戴口罩、勤

洗手及早晚測量體溫等措施，並配合

縣長小叮嚀，落實防疫滴水不漏。

縣府也呼籲民眾，居家檢疫及居家

隔離受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指定

地點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不

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如有就醫及心

理諮商需求可撥打專線 049-2220904，
生活需求協助撥打 049-2246048，將有
專人提供服務。

頭社古日潭浮田文化
體驗會動的土地

文化
資產

勤洗手 
人多地方不要去

居家防疫關懷包
防疫期間縣府推

為改善空氣品質，維護民眾健康，南

投縣機車汰舊換新再擴大補助範圍，加

碼補助民眾淘汰 96年 6月 30日以前出
廠之 1~4期機車，汰換成電動機車或七
期燃油機車，並持續補助民眾淘汰二行

程機車。

環保局表示，南投縣有 31萬輛機車，
屬 1~4期老舊機車高達 11萬輛，為鼓

勵老舊機車汰換，配合環保署老舊機車

汰舊換新補助辦法，今年再擴大補助範

圍並再加碼，連同經濟部工業局補助，

一般民眾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

或符合七期排放標準機車最高可申請新

臺幣 1萬 3,500元 /輛政府補助。
環保局表示，淘汰老舊機車，不僅

可減少空氣污染，還可享有較高補助

金額，一舉數得。補助訊息可至環保

局網站 (https://www.ntepb.gov.tw/) 下載，
亦可於上班時間電詢，電話專線 049-
2238573。

機車汰舊換新  擴大補助

防疫
觀念

▲植物公園的生態景觀池綠意盎然

▲臺灣工藝文化園區也有小朋友的體
驗設施

▲草屯兒童樂園是遛小孩的好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