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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縣府委託仁

愛之家開辦全縣第一個社區公共

托育─漳和托育家園。公共托育具有

平價特色，中低收另有補助，漳和托

育家園 4位專業保育人員，負責照顧
12名 0~2歲的幼兒。少子化的今天，
南投縣的育兒環境，正邁開一大步。

位於南投市祖祠路的漳和托育家園 7
月 28日揭幕，提供平價、優質的社區
公共托育服務，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副縣長陳正昇參加揭幕活動表示，

縣府關心兒童照顧及教育，漳和托育

家園是縣內第一個托育中心，可以照

顧 12名小朋友，屬於小型社區托育，
明年家扶中心對面將有大型托育中心

落成，能容納 40位小朋友。另外，竹
山、集集托育中心將於明年成立，提

升家庭幼兒照顧品質。

漳和托育家園設有遊戲區、用餐區、

睡眠區、教 (玩 )具及圖書等多元空間，
照顧模式介於居家托育與托嬰中心之

間，提供即時托育服務，讓受托幼兒

能與同齡孩子互動玩耍，獲得各階段

成長發展所需的學習活動。

這處托育家園，幼兒每月托育費 1
萬 2,000元。依據福利身分，一般戶每
月補助 3,000元，中低收入戶每月補助

5,000元，低收入戶每月補助 7,000元，
家長每月實付為 5,000至 9,000不等。
依規定，先繳全額費用 1萬 2,000元、
公托單位協助申請補助後，補助款才

會匯至家長戶頭。

南投市、竹山、集集托育中心明年成立

生兒育女是大事，為鼓

勵生育，並減輕家庭負

擔，縣府推動育兒政

策，預計明年在南投

市、竹山鎮、集集鎮

開辦公共托育，讓二歲

以下的孩子，在社區就近

得到照顧。

建立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社區開

辦托育，除了南投市漳和社區已經起

跑，明年落成的南投縣兒少多功能館

三樓，也準備成立托嬰中心，提供約

40床的公共托嬰環境，減輕家庭育兒
負擔，並協助婦女進入職場。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設定「三名保

姆照顧 12位嬰幼兒」為目標，並朝最

小居家式保姆環境，最大

托育中心模式，經由

公辦民營方式，提

供平價、高品質的

托育服務。

縣府表示，明年除

了南投市兒少多功能館

成立托嬰中心；集集鎮的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也將成立，縣府透過中

央前瞻計畫等經費，打造在地托育服

務。

另外，興建中的竹山鎮竹鹿區綜合

社會福利館，計畫明年開辦公共托育

家園，並招收12名嬰幼兒，提供竹山、
鹿谷家庭托嬰服務。埔里鎮的公共托

育家園，縣府也納入計畫，積極推動。

生兒育女  在地托育
社區托育起手式

漳和托育家園揭幕

開放美國瘦肉精豬肉進口，不但打

擊本土養豬事業，更可能危害健康，

南投縣長林明溱表示，將訂自治條例，

嚴禁瘦肉精在南投販售。

對於學生營養午餐，林明溱也表

示，學校一律禁用含有瘦肉精豬肉，

校方也務必了解來源，並鼓勵民眾拒

買。他比較擔心的是，進口瘦肉精的

豬肉，價格競爭，如被業者拿來做成

肉鬆等加工食品，民眾無法辨識，便

會吃下肚。

林明溱同時表示，民眾可以想一

想，中央一邊開放美豬進口，教育部

會馬上宣布學校午餐禁用美豬，這件

事說明了，美國豬肉是有問題的，既

然這樣，為什麼中央還要開放呢？

為了顧好南投人健康，南投縣將訂

自治條例，杜絕瘦肉精在南投販售，

以免傷害健康。

南投縣政府建議中央修法，除了強

力要求藥物零檢出，國產豬應全部經

由肉品市場交易，確實控管，才能追

溯來源；另為避魚目混珠，衛生單位

應加強稽查，並掌握進口豬流向。

拒絕瘦肉精豬肉
林明溱：南投將訂自治條例禁售

疫情警報未解除，縣府舉辦活動，

也隨著疫情滾動檢討。疫情趨緩，防

疫與經濟活動可以兼顧，但有流行擴

散疑慮，大小活動可能停掉，因為防

疫最重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8月 5日
公布「人潮密集、密閉空間的八大場

所務必配戴口罩」相關措施，縣府疫

情指揮中心隨即召開「應變會議」。

縣府表示，鄰近國家近期陸續爆發

二次疫情，民眾不可掉以輕心，觀光

風景區、景點旅遊人潮多，防護很重

要，民眾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

洗手做好個人衛生。

如有發燒、咳嗽及呼吸急促等症狀，

務必在家休息，不要到公共場所，若

有必要外出，就醫等活動，務必戴口

罩，並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防堵病

毒傳播。

舉辦活動滾動檢討防疫優先

園冶獎系列報導（2）

40 萬元打造生態花園 福龜社區獲獎
40萬元能做什麼？福龜社區告訴你！
福龜社區結合志工居民，讓垂柳老

樹旁枯澤荒地，恢復活水，錦鯉滿池；

栩栩如生的「福龜」爬到草皮上。社

區居民的用心榮獲「2020園冶獎」肯
定。

社區吉祥物「福龜」周圍全是旺盛

的蔓花植被，獨獨尾巴後面是一段 50
公分寬的平坦韓國草，福龜社區總幹

事蔡義雄笑說，福龜爬向生態池，爬

過的地方當然會平平一片，居民打造

生態公園，連細微處都費心發想，只

要向遊客依景說故事，大家都會牢牢

記得來的地方是福龜社區！

國姓鄉福龜社區理事長張國華表

示，福龜生態公園基地是在地旅外發

展有成的地主無償提供，原本只有老

柳樹及幾座老舊涼亭，因為有了縣府

40萬元的環境生態景觀補助經費，社
區志工居民全都動了起來，短短幾個

月，嶄新又生機盎然的社區生態公園，

宛如醜醜的蝶蛹蛻變成為漂亮的蝴蝶

伺機展翅高飛。

▲副縣長陳正昇和幼兒互動

▲福龜生態公園

▲衛生局的防疫宣導走進市場

▲縣府托育政策，漳和托育家園是起手式。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一 2 生活大Tips

合歡山獲得國際暗空公園認証，星

光旅遊，漸成風氣。但星空觀光，要

注意相關規範，以免破壞最美的風景。

星光閃閃，遊客的目光，可以馳聘

在穹蒼。到南投進行觀星之

旅，可以透過高倍望遠鏡

及專業觀星解說，探索

宇宙的奧祕，兼具知性

及教育的旅遊模式，但

還有很多注意事項需要遊

客配合。

人為的光害，影響觀星品質，進行

觀星活動時，不當的車燈、路燈等人

為照明，都是錯誤示範。最近媒體報

導，合歡山賞星星活動，猶如夜市，

顯示遊客仍有待教育。

縣府及有關單位努力

打造無光害的觀星天

堂，需要民眾一起維

護，才能守住夜間最

美的風景。

觀星有禮儀  守住最美風景

讀報
秘書

★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你我都安心。

溪頭、日月潭、杉林溪、猴探井、

奧萬大、惠蓀林場，是南投七大

觀星秘境。縣府今年推出星空小旅行

活動，仁愛鳶峰觀星平台 9月 19日也
將開幕，並舉辦星空音樂會，星空觀

光，可以一覽宇宙穹蒼。

南投縣今年推出 6梯次的星空小旅
行，只要上「南投星空季」網路查詢、

報名即可輕鬆到觀星祕境賞星星。

縣長林明溱表示，南投「合歡山國

際暗空公園」獲得國際暗天協會 IDA
認証，成為亞洲第三個暗空公園後，

縣府推出星空小旅行活動，遊客可以

使用專業級的天文望遠鏡設備還有專

業的觀星解說，是很難得的觀星之旅。

參加觀星之旅，遊客只需上網報名

後，自行到達台中高鐵站，支付一晚

住宿費用，其餘景點接駁、遊程體驗、

餐點、天文導覽都免費。

星空小旅行共有 6個梯次，分別為
溪頭、清境、日月潭、猴探井路線，

想要報名小旅行的民眾，可至活動官

網查詢。

觀光玩起來 
南投拚消費 獎品月月送
振興三倍券上路，各地鼓勵消費。

南投縣更是用力推，縣府結合觀光業

者，祭出 4款好康消費方案，並整合超
過 60家業者，搭配「中台灣好玩卡」，
可以玩遍各主要景點，超值又實惠。

單月抽 GOGORO電動機車   
雙月抽 TOYOTA汽車

7月 1日起，只要在南投消費，拿出
額滿 500元的發票，便可以上網登錄、
抽獎。消費越多，抽獎機會愈多。

9月起，單月抽 GOGORO電動機車，
雙月加碼抽 TOYOTA VIOS1.5汽車；月
月抽 Switch與時尚家電，百萬好禮拚消
費，並計畫透過直播公開抽獎。

五星住宿刮刮樂

五星住宿即時刮刮樂，獨步全台。

8月 24日起，到南投店家消費滿額 200
元，並出示合法旅宿憑證即可到指定店

家兌換刮刮卡，刮刮卡五星級飯店住

宿折價券、福袋大方送，中獎機率高

達 50%。民眾可到茶二指故事館、果寶
生技、南投稅務出張所、皂腳工坊、華

秝農場茶油故事館、金都餐廳、貞藏茶

坊、草屯商圈消費兌換。

南投好好玩送趣玩券

9月 7日起，推出「南投好好玩送趣
玩券」及「住宿送經典小旅行」，加入

南投好好玩網站會員，後台輸入折扣碼

即可獲得趣玩券，可折抵南投好好玩任

一旅遊商品或知名景點門票 50元。

住宿送經典小旅行

推出「南投好好玩送趣玩券」，還

有「住宿送經典小旅行」。 只要在南
投住宿一晚，就送經典小旅行，六條路

線任選，採事前線上報名，每周五六日

出發，旅客於現場出示合法旅宿業者認

證單據，即可享有最在地的遊程。

縣府也特別邀請南投在地 YOUTUBER
含羞草 -草爺，為南投宣傳，在粉絲團
號召粉絲一同搶先體驗經典小旅行，並

拍攝遊程影片，欲報名者可上含羞草日

記粉絲團報名。相關訊息可上南投觀光

玩起來官網查詢（https://legend.rs-event.
com.tw/）

▲縣府和觀光業者聯合行銷，南投觀光玩起來。

埔里台一生態休閒農場（楓樺

台一渡假村），打造「蝴蝶迷宮」

8月 3日開幕，縣長林明溱前往
見證，期許埔里鎮蝴蝶王國再現

風華。

林明溱表示，南投縣成為觀光

首都，除了公部門，更需要企業

界的創造力，台一蝴蝶迷宮，讓

遊客親近自然，與蝴蝶共舞，認

識各種蜜源植物，寓教於樂，最

具代表性。

台一董事長張國禎表示，台一

農場生態豐富，吸引各種蝴蝶繁

衍、棲息，全新打造「蝴蝶迷宮」

未上演先轟動，成為 IG打卡熱
點，整座迷宮由上萬顆高士佛澤

蘭、馬纓丹、繁星花、光冠水菊

等蜜源植物綠籬組成，走入曲折

蜿蜒的小徑，隨時會被翩翩飛舞

的蝴蝶包圍，令大小朋友驚呼連

連。

配合蝴蝶迷宮啟用，台一生

態休閒農場 8月舉辦「尋蝶作畫
趣」活動，並舉辦「跟著蝴蝶去

旅行」抽住宿券。活動內容可上

（楓樺台一渡假村）官網查詢

埔里蝴蝶迷宮  親近自然
讀報
秘書

上合歡山看星星，疲勞駕駛容易出

事。縣警察局交通隊、縣府新聞及行政

處、及南投監理站組成交通安全宣導團，

8月 14日上山宣導，提醒駕駛人注意，
交通單位並展開酒駕大執法，稽查違規

行為，希望民眾了解，上山遊憩，一樣

要遵守交通規定。

連續假日及暑假期間，遊客夜衝合歡

山觀星，溫度變化大加上睡眠不足，疲

勞駕駛，事故頻傳。警察局統計 106年
至 109年 7月間合歡山對外道路台 14線
及台 14甲線， 死亡 22人，961人受傷，
疲勞駕駛是原因之一。

縣府道安會呼籲，疲勞駕駛風險高，

不亞於酒駕，都會響駕駛注意力、反應

力與判斷力，加上天色昏暗視線不佳，

就無法注意周遭環境而產生危險。

長途騎車、開車，休息養足精神才上

路，山路路況不熟應減速慢行，才能避

免造成遺憾。

追星族勿疲勞駕駛   縣府上山宣導

星空小旅行  瞭望宇宙無盡

▲南投星空小旅行，採訪宇宙奧祕。

▲交通隊宣導，「追星族勿疲勞駕駛」。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7月間奪得「去
喔！ Farm 特色農業旅遊人氣票選活動」
「金獎」，可說是休閒農場人氣王。

防疫期間，觀光相關產業想法設法突破困

境，8月 3日台一啟用全台唯一的「蝴蝶迷
宮」，展現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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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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農村金推獎  南投成績全國居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一屆幸福農村

金推獎，南投縣參選農會成績斐

然。南投縣農會、草屯鎮農會、名間鄉

農會、信義鄉農會、水里鄉農會等 5個
農會分別獲獎項，成績居全國之冠。

幸福農村金推獎，選出全國「最能

推」、「最會推」的優良單位，彰顯傑

出農會對農業推廣工作的成果與貢獻，

建立模範標竿。

全國參選結果，計有 18家農會獲得
金推獎。其中南投縣農會獲得縣級農會

組表揚，草屯鎮農會、名間鄉農會、信

義鄉農會、水里鄉農會則獲基層農會組

獎項，南投縣計有 5家農會獲獎，勇冠
全台。

縣長林明溱表示，南投是農業大縣，

農村是農業永續發展的基礎，農業推廣

不只是生產面突破、更涵蓋農村生活、

文化傳承、環境生態及永續發展，縣府

輔導轄農會，整合農事、家政、四健、

高齡者資源，展現活化農村成效，這次

5家農會獲獎佳績絕非偶然 。未來縣府
與農會將繼續攜手合作，促進農村多元

發展，持續推動幸福農村，打造幸福新

南投。

「產銷輔導一條龍，發財保證班」。

草屯鎮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2班，在食
用油風暴後，建立苦茶油產銷網，確

保新班員上手獲利，苦茶油供不應求，

刺激檳榔園轉型，也讓農民獲利。

草屯鎮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2班，以
雙冬苦茶油為品牌，一群農民從栽培

苦茶油到生產，共同接單，建立產銷

一貫化作業，並打出「產銷輔導一條

龍，發財保證班」亮點，新進班員不

用擔心種植與銷售問題。

103年成立的產銷班，是全國優良產

銷班。班長

廖明富表示，雙

冬苦茶油行銷方式，強調純正苦茶油，

手工日曬三十天至五十天、冷壓榨油

等特色，受市場肯定，產品供不應求，

產業也逐年成長。

產銷班成立時，班員有 13人，苦茶
種植面積有 18.389公頃，苦茶油產量
約 18,330斤。到去年為止，產銷班成
員增至31人，種植面積增加到36公頃，
產油量成長約 96%，年產值近四千三百
萬元。

看好苦茶油市場未來市場，產銷班

預估，種植面積將上看 70公頃，也吸
引年輕農民投入。

南投縣去年成立全台第一個「印加

果生產合作社」，短短一年時間，合作

社馬上開工廠，並在 8月 4日舉辦啟用
活動，積極搶攻市場。印加果有什麼魅

力？讓農民紛紛投入這項產業。

工廠成立那一天，副縣長陳正昇、立

委許淑華、馬文君、羅美玲等人到場剪

彩，希望這印加果產業為農民帶來更多

收益。

南投縣成立印加果生產合作社，主要

看準食用油風暴後，國人對於食用油更

加重視，因為印加果和苦茶油一樣，可

供榨油使用，甚至可以製成蛋白粉、做

化妝品、面膜、清潔用品等，經濟效益

高。

重要的是，印加果管理成本低，作物

用途廣，種植面積迅速擴張，全台種植

面積約五百公頃，其中南投縣逾一百公

頃，13鄉鎮都有農民投入這項產業。縣
農會總幹事曾明瑞表示，他看好印加果

前景，希望取代到處林立的檳榔園。

新任印加合作社理事主席黃奕睿表

示，印加果是爬藤作物，引進本土後發

現，適應力強，不用施藥，管理成本低，

收益相當高，合作社歡迎農民加入生產

陣容。

印加果油富含 Omega-3-6-9不飽和脂肪
酸，且三種含量高達 92％以上，可增加
食用油供給，但不建議自己榨油食用。

大葉大學教授李柏憲說，印加果含

有毒性生物鹼，製油加工需要技術配合

才行。大葉大學和印加果合作社產學合

作，透過製程及技術，降低有害物質，

提昇印加油不飽合脂肪酸完美比例，達

到安全食用目的。

印加果又叫秘魯花生，引

進來台短短幾年，迅速竄起，

南投縣去年成立全台第一個印加果生產

合作社，業者估計，種植面積也從去年

10公傾左右，擴張到 100公頃。

雙冬 苦茶油  

油亮亮        

油滋滋供不應求

草屯雙冬是檳榔西施起源地，但

「成也檳榔、敗也檳榔」。近年苦

茶油炙手可熱，檳榔園變苦茶園，

農村經濟演變，讓人始料未及。

檳榔紅極一時，九二一地震後，

淺根性的檳榔，被視為破壞水土保

持原凶之一，加上吃檳榔易引發口

腔癌，消費市場很快走過高峰期。 
 102年發生食用油風暴事件，苦

茶油意外翻紅，沒想到傳統苦茶油，

榨出另一番農村經濟。

苦茶油市場異軍突起，雙冬也將

從檳榔園中走出去，檳榔園變苦茶

樹目前己達 6公頃，昔日檳榔西施
起源地，將接著演出苦茶油傳奇。

讀報
秘書

讀報
秘書

檳榔西施發源地─砍檳榔

為提升農民專業知識，吸引農產業

就業人口，縣府補助水里鄉農會、國

姓鄉農會於 8月下旬及 10月辦理南投

好農堂課程，並將首度走出教室，到

農場見習，將所學活用於田間。

連續辦理 3年的南投好農堂農業實
務訓練班課程，今年因應新冠肺炎，

考量社交距離及振興在地農產業需求，

首度帶領學員走出教室，配合農場見

習。

對從事農業經營有興趣的民眾，且

年滿 18歲，可以報名上課，額滿為止，
相關訊息也可以到縣府網站農業處查

詢最新消息。

上課囉 ! 好農堂 8 月下旬起農場見習

南投是農業大縣，農產品產量，

拿下很多個第一。

●南投茶產量最多、玫瑰產能冠軍，

茭白筍、山藥、百香果、梅子產

量都是第一名。

●南投茶面積 6,4638公頃，茶菁產
量 40,128公噸，全國第一

●茭白筍產量，全國第一

●山藥種植面積 225公頃，產量 9,354
公噸，全國第一

●百香果面積 559公頃，產量 22,733
公噸，全國第一

●梅子種植面積 1144公頃，年產量
7,580公噸，全國第一

●橄欖面積 50公頃，年產量 434公
噸，全國第一

農業大數據
南投第一

曾經掀起農村經濟的檳榔園，隨著

市場改變，農民改種咖啡、種苦茶、

甚至種植印加果，為產業在找出路，

農村的淘金夢，檳榔園最有代表性。

檳榔產業興盛年代，滿山遍野的檳

榔樹，被農民視為「綠金」，檳榔樹

等同是搖錢樹，當年很多農民爭相投

入。

檳榔盛極一時，但政府不鼓勵，也

不支持，因為檳榔和口腔癌劃上等號，

加上 20年前 921大地震，淺根的檳榔
樹飽受批評，並認為是破壞水土保持

的元兇，檳榔的黃金年代，才正式結

束。

檳榔榮景不再，農民重新找出路，

國姓九份二山檳榔園種咖啡，國姓咖

啡這幾年終於闖出名號；雙冬的檳榔

園，則改種苦茶，苦茶油供不應求；

相關單位不但對檳榔園轉型樂觀其

成，並積極輔導，舉辦咖啡節比賽，

協助苦茶油市場拓銷，農民也自組合

作社，在各鄉鎮推廣印加果，希望取

代昔日的檳榔園。

檳榔園「挖綠金」，過去檳榔是主

角，現在是咖啡等作物產業，永遠不

變的是市場。

檳榔園「挖綠金」

印加果 竄起

▲印加果合作社開工廠

▲雙冬苦茶油產銷班

▲南投縣農會等單位，獲第一屆幸福農村金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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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全球第二大彎、切管設備製造廠「和

和機械集團」，無畏疫情衝擊，加碼

10億元在南崗工業區打造雷射應用製
造研發中心， 8 月 15日舉辦動土活動。
林明溱縣長歡迎企業投資南投，創造工

作機會，並祝福投雷射應用製造研發中

心興建順利。

林明溱表示，在疫情衝擊產業景氣，

低迷之際，和和集團超前部署，在南崗

工業區成立高端技術的雷射應用製造研

發中心，預期 2022年竣工啟用，証明
南投環境佳，希望帶動更多企業到南投

投資。

和和集團早在 2007年時跨足光電產
業，是全球第一家切入 3D光纖雷射切
管機領域業者。和和董事長林志遠表

示，占地 3000坪的南崗廠雷射應用製
造研發中心，除了專精工業雷射研發，

也將朝醫學雷射方向推進，帶動台灣雷

射產業上下游發展。

和和機械投資 10 億元   
南崗設立研發中心 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影響，今

年模範母親、模範父親表揚活動，聯合

舉辦，並於 8月 6日在溪頭米堤大飯店
走星光大道，接受縣府及飯店招待外，

親友也到場祝福，場面溫馨。

副縣長陳正昇代表縣長林明溱，頒發

賀匾，並致贈禮品，向模範父親、母親

表揚表達敬意。

模範母親、模範父親，由鄉鎮市公所

推薦，共選出模範母親 16人，模範父
親 15人。其中，竹山鎮林陳娥女士，
高齡 97歲；水里鄉張映川 95歲，是年
紀最大的模範母親與模範父親。

受表揚的模範母親有，竹山鎮林陳

娥、埔里鎮鄭良、水里鄉黃陳却、集集

鎮張朱、國姓鄉吳玉妹、草屯鎮李連

珠、名間鄉蔡吳阿賞、中寮鄉賴秋妹、

信義鄉田玉鳳、鹿谷鄉陳淑昭、魚池鄉

莊鳳珠、南投市張靜芬、仁愛鄉羅錦

春、竹山鎮王林阿梅、埔里鎮賴阿滿及

集集鎮柯陳茵荽。

模範父親包括，水里鄉張映川、竹山

鎮石聰輝、集集鎮陳宗榮、埔里鎮林玄

土、信義鄉田朝目、中寮鄉吳連昌、國

姓鄉潘阿逢、草屯鎮簡汝樑、鹿谷鄉林

義雄、名間鄉陳豐欽、魚池鄉高天賜、

南投市蕭茹炏、仁愛鄉林武龍、埔里鎮
陳正雄及集集鎮石火泉。

▲副縣長陳正昇接待今年模範母親

模範父親、母親   首次合辦

為協助無住屋家庭，政府提出「住

宅補貼政策」，提供租金補貼，每戶每

月最高 3,000元，最長 12個月。南投縣
府建設處表示，第 1次申請期間至 8月
底止，第 2次受理申請，從明年 1月 18
日起至 2月 5日止，有需求的民眾可提
申請。

「住宅補貼政策」，主要協助無力購

買住宅的家庭；但有購屋能力，無自有

住宅，或 2年內買了住宅，且有買房貸
款者，將給予利息補貼，額度最高 210
萬元，償還期限最長 20年。
有租屋、購置或修繕需求民眾，可

洽縣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 (電話 049-
2222106轉 1431或 1432)，或到「內政部
不動產資訊平台」查詢 (http://pip.moi.gov.
tw)，並下載申請書件。

10年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
將從 11月 8日到 11月 30日實地訪查，
全縣將有 3萬 9千餘戶列為受訪戶。縣
府說，民眾會在 10月底前收到受訪公
函，普查員也會配戴證件並遞送致受訪

戶函件，請縣民放心受訪。

「南投縣人口及住宅普查處」8月 17
日揭牌，副縣長陳正昇表示，這次普查

特別強調「3不┼ 2會」，確保受訪民
眾隱私及個資安全性，「3不」是普查
員不會洩漏個人資料給任何人、不會詢

問普查表無關的資料、不會要求提供帳

戶或存摺，「2 會」是普查員會佩戴普
查員證，也會遞送致受訪戶函。

這次普查，全縣將有 3萬 9千餘戶、
10萬 7千多人列入受訪戶，10月底前，
普查公函將由各鄉鎮市公所送達受訪

戶，普查的內容以人口、家戶組成及住

宅使用狀況為主。

對普查有疑慮者，可以打電話到

南投縣政府主計處專線 049-2232875、
2201024或各公所查詢，也可以透過 165
反詐騙專線 確認普查作業。

住宅補貼   
每月最高 3 千元人口及住宅普查

請民眾支持

不畏疫情
危機入市

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全平息

之前，假日出遊還是建議戶外通

風良好的地點為宜，如果能走入

森林、親近山水，更有助於促進

身心健康。位於魚池鄉大雁村的

澀水社區內有一條「水上森林步

道」，就是適合全家人一起走走

好去處，夢幻的水潭美景更值得

推薦您走一趟。

水上森林步道主要入口就位於

社區信仰中心「金天宮」旁，而

另外一端的出入口則是在相距約

100公尺的白色建築「紅茶工房」
旁，所以也可以視為是一條 O型
健行路線。步道全長約 4公里、
高低落差約 60公尺，多數遊客都
能夠在 2個小時內走完全程，是
一條景觀豐富、難度不算太高的

休閒步道。

無論從哪一個入口開始走，剛

開始都還能看到茶園、果樹與散

落的民居，而且也都是好走的柏

油或水泥路面，不久之後就會進

入比較原始的路段。隨著高度逐

漸攀升，視野也逐漸開闊，沿途

所見皆是茂密的竹林與蕨類植物，

林相茂盛、生態豐富，偶爾會有

小橋、木棧道、石砌階梯等人工

設施，也能與自然景觀融合在一

起。層疊的綠意營造出原始叢林

的感覺，所以林務局也曾將這裡

包裝成「台版侏羅紀公園」。

這條步道最重要的景致就是一

處「水上平台」，因為地形的關

係，溪流在此匯聚成一個水潭，

潭面倒映周邊的樹木、竹林與岩

石的景色十分迷人，經過陽光的

照射還會透出青、藍、綠色交織

的夢幻色彩，很多遊客都是為了

一睹這個場景而造訪這條步道。

這條步道大部分路段都是泥土

與小碎石組成，經常有坡度起伏，

有時有僅 50公分寬的狹窄路面，
行走時要稍加留意，若下雨絕對

會泥濘不堪，千萬別在雨天或雨

後前往探訪，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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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有茂盛的蕨類植被

▲水面色彩會隨著陽光角度產生變化

▲步道在綠樹夾道中拾級而上

▲小橋也散發古樸風味

▲鮮明的建築也成為出入口指標

▲「南投縣人口及住宅普查處」揭牌。

▲和和機械南崗研發中心動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