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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News
廣告南投縣政府 發行 ‧免費贈閱‧ NO.10

縣立體育場跨年晚會「愛在南投星光閃耀」
旺福樂團、李佳薇壓軸同歡

2020南投花卉嘉年華系
列活動 12月 12日起登場，
縣府邀請台灣小姐高曼容，

為家鄉南投花卉嘉年華代

言，邀請大家來南投旅遊、

賞花。

「2020 南 投 花 卉 嘉 年
華」系列活動，從 12 月
12日起持續到明年的 2月
28日，期間有耶誕晚會、
高山、湖畔跨年晚會、金

龍山迎曙光、踏雪尋梅

等活動，不同的鄉鎮有不

同的特色的活動，適合闔

家賞玩，民眾可以透過網

路掌握花況，分享花況情

報就有機會抽千元好禮。 
縣府秘書長洪瑞智說，花

卉繽紛是南投一大特色，

秋冬是南投旅遊好時機，

秋冬時節的梅花、櫻花盛

開，魚池鄉的蘭花更享譽

國際，杉林溪的牡丹花更

是令人驚艷，每年都吸引

許多遊客前來賞花。

南投花卉嘉年華今年以

「花兒時尚伸展台」為主

題，縣府邀請台灣小姐高

曼容化身花美人，為家鄉

南投花卉嘉年華代言，活

動期間超過 2個半月，可說
是花開全南投，各花區將

陸續綻放迎賓，熱鬧非常。 
花卉嘉年華系列活動，13
日有草屯的「花饗宴～焢

窯樂」。埔里舉辦熱鬧的

「埔里嘉年華之玩轉馬路 /
花心思」、信義鄉有踏雪

尋梅、羅娜耶誕節、2021
清境星空原民風跨年晚會；

1-2月的魚池鄉有「蘭鄉報

歲、櫻紅迎春」；2-3月的
信義鄉草坪頭櫻花季 (1月
22日起 )、鹿谷鄉表半天
石馬公園「歲末祈福櫻花

季」、暨南國際大學及九

族櫻花季；3-4月的杉林溪
牡丹花季、九族薰衣草季

等活動也接力登場，部分

活動因花期因素還會延續

到 4月初，繽紛浪漫，讓
你相機快門按不停，美麗

回憶裝滿滿，絕對不要錯

過。

南投花卉嘉年華活動期間，縣府除了於花區設置即時

監測系統，轉播即時花況供民眾作為旅遊參考外，更舉

辦多個網路趣味活動，民眾擔任「花況情報王」，上傳

分享各花區的花卉實況照片，就有機會獲得價值千元的

「小米藍芽耳機」！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推出網路主題活
動，「PAPERANG 口袋列印小精靈」、「FUJIFILM instax
拍立得」等好禮要讓民眾抽回家！詳情可見「樂旅南

投」臉書粉絲團，或上活動官網 http://www.rs-event.com.
tw/2020NTF/ 查詢。

南投縣跨年晚會，12月 31日晚間 7
點將於南投縣立體育場舉行，延

續去年「愛在南投星光閃耀」主題，期

許 2021年南投繼續發光，星光閃耀。
配合防疫，今年跨年活動，入場採實

名制，並要求戴口罩，維護活動品質。

晚會中，縣長林明溱和相關首長，將和

民眾一同直播倒數，迎接 2021年的到
來。

跨年活動主持由「第一屆超級魔王

大道」大愷與 TVBS「食尚玩家」林彥
君擔任晚會主持，精彩卡司眾星雲集，

邀請出生於南投長大的新生代獨立嘻

哈團體《Rooftop Mob》、《林語菲》以
及聲林之王《鄭可強》和民眾同歡，邀

請本縣的青年樂團《B.K掰客樂團》、
《亂貓樂團》一起 High翻南投。
在地人氣卡司強，重量級卡司也將

輪番上陣。花甲少年轉大人嚴正嵐、

經典台語唱將 -總鋪師歌王陳隨意、芒
果公主喬幼、金曲最佳樂團慢慢說，

表演倒數階段將由金曲樂團旺福樂團，

及鐵肺女王李佳薇壓軸同歡。

參與跨年活動也能拿大獎，今年獎項

有頭獎 -精美家電 (大螢幕電視 )1台、
高級實用除蟎吸塵器 2台、雙卡智慧
型手機 3支、自動咖啡機 4台、活力能
量三合一果汁機 15台、便利超商禮物
卡 100元面額 75張及「南投觀光玩起
來，樂享消費抽刮送」活動特大獎，

「TOYOTA 2020 Vios1.5雅致」汽車 1輛，
多好康就是要讓參與活動的一家大小

除了可以盡情欣賞演出之外，還有機會

抱回大獎。

另外會場周邊則有近 60個攤販，包
含南投特色小吃、農特產品以及文創

商品等，來參與晚會有得吃、有得喝、

又有得玩，讓你一路 High到 2021年。

南投花卉嘉年華登場 

新 聞 秘 書

賞花分享抽好禮

清境跨年，海拔 1700公尺，是全
台最高的跨年活動，因暗空公園魅

力，清境成為跨年焦點。

清境跨年活動，訂為清境星空原住

民風。當天以大型遊具做為跨年首要

活動，並將邀清境特色攤位，讓遊客

享用特色美食，原住民跨年風則邀仁

愛地區特色表演團體，掀起最炫的原

民風。

清境跨年，計畫安排線上知名主持

人、藝人，一起倒數迎新年，共賞清

境新年煙火。

溪頭今年也要辦跨年活動。妖怪

村商圈發展協會等單位在 12月 31日
當天，舉辦「2021 感恩有您跨年晚
會」，讓在地居民、觀光客能齊聚一

堂，用感恩的心，回顧過去的，並邁

向嶄新的一年。

溪頭森林跨年活動，安排妖怪見面

會、妖怪折紙 DIY、露天電影院、防
疫邀妖你來等摸彩活動。

清境跨年 
星空原住民風

溪頭跨年 感恩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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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你我都安心。

一年一度的南投燈會明年 2月 6日
將登場。依生肖排序，2021年

是牛年，牛燈主燈也將成為主題。

為了籌備燈會，縣府正緊鑼密鼓，

安排相關活動，並將延續過去成功脈

絡，以多元豐富的展演內容，吸引群

眾的目光，透過燈會，呈現出南投特

有的觀光、文化及人情味。

邁入第五年的南投燈會，將充分利

用南投縣會展中心周邊廣場，及貓羅

溪兩岸之場域，打造讓人驚豔的燈會

體驗。

2021南投燈會計畫設置超過 10個
主題燈區，搭配不同的主題光環境，

打造不同的賞燈區域。

貓羅溪周邊場域的主題水舞、景觀

花海、浪漫情人橋等，也將以全新風

貌呈現，讓南投燈會的風情也將更勝

以往，也提供遊客從白天玩到晚上的

觀光旅遊環境。

暗空星境燈區

水舞廣場
新春特別演出

預計明年 2 月 6 日將登場

將以 2019年成功申請的合歡山暗空公
園為主題，打造南投星空特色燈區，並且

延伸結合南投生態旅遊 (如山脈脊梁、螢
火蟲、賞花 )之特色，連帶宣傳南投的生
態觀光景點。此燈區與往年不同的地方在

於，強化白天遊憩的景觀，除了燈飾的覆

蓋密度外，也增加主題造型裝置。

南投燈會最受參與民眾關注的項目

即是新春特別演出活動，邀請具國內

外知名度的頂尖表演團隊同台共演，獲

得觀賞民眾的一致好評，也帶動另一

波南投燈會的參觀熱潮，今年將以國

內頂尖表演團隊為主體，計畫

2/13(年初二 )、2/14(年初
三 )、2/15(年初四 )、

2/16( 年 初 五 )、
2/21、2/26、2/27、
2/28、3/1共計 9日，
每天安排不同團隊

演出，帶給遊客新

春熱鬧的年節氣氛。

2021南投燈會

連續五年南投燈會結合沙雕、花

海、水舞、展覽等各類展演內容，讓

南投燈會跳脫傳統燈會框架，創造出

屬於南投燈會的獨特面貌。過去數屆

的南投燈會，參觀人次每年成長，

2019年埔里及南投雙燈區更達到 500
萬人次，突破過去幾屆的紀錄，雖

然 2020年受到肺炎疫情影響，參觀
人次不如以往，但以每人消費 300元
估算，2020南投燈會創造的經濟規
模仍近 12億元。南投燈會讓南投縣
在地觀光、文化、藝術得以演繹及展

示。

貓羅溪水舞演出
2021南投燈會水舞展演將力求突

破，全面翻轉過去水舞展演，導入嶄

新媒材，以全新的展演模式再次登場，

利用貓羅溪的水域，打造結合水、光、

影等媒材的特色水舞，讓遊客體驗水

舞、雷射、光影、燈飾及花海跟著音

樂共同展演的豐富視覺饗宴。

亮 點 一

亮 點 三

亮 點 二

貓羅溪高灘地花海
五彩繽紛的大面積花海，搭配浪漫

情人橋，連結貓羅溪兩岸燈會場域，而

貓羅溪旁的高灘地，讓參與民眾可以順

道徜徉在美麗花海之中，同時今年花海

也將於夜間開放，結合夜間發光的裝置

藝術，並以各色燈光照亮花

海，展現於不同於白天的花

海面貌，讓夜間的花海區更

具動感，打造南投燈會浪漫

風情。

亮 點 四

新 聞 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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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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嚴峻，南投拚經濟。南投縣政

府 12月 10日舉辦年終記者會，
展現一年來拚觀光、拚建設成果。林明

溱縣長並聘創作才女黃小玫擔任「南投

縣行銷大使」，南投美女代言南投，不

但人親土親，這位行銷大使也很亮麗。

「幸福在心投 --2020縣政年終記者
會」，縣府說明，南投防疫工作超前部

署，降低民生經濟衝擊。林明溱縣長表

示，過去一年，縣府克服困難，舉辦大

型活動，帶動旅遊商機，替農特產品打

開市場，增進縣民就業與收入。

過去一年，日月潭萬人泳渡，樹立運

動防疫新典範，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創

造 72萬人次的參觀人潮，銷售額創新
高突破 1.7億元，首次舉辦街舞大賽，
首辦咖啡巧克力節，還有武嶺自行車、

客家文化節等活動，為南投縣帶進一波

波觀光人潮。

南投的今年建設還有，埔里福興溫

泉區基礎工程完工、仁愛鄉都達明隧道

修建、投 83線拓寬、名間鄉投 42線道
路提升、埔里鎮投 70線修建等，都在
今年陸續完成，不但提昇交通安全，帶

動地方產業發展，看不到的山區農路、

市街小巷道整修，縣府都持續進行在修

繕。

另外，雙龍瀑布七彩吊橋開放，成為

全台最美最夯的吊橋，合歡山暗空公園

觀景平台啟用，吸引更多遊客探訪南投

景點。

幸福在心投 --2020縣政年終記者會，
縣長林明溱、副縣長陳正昇、秘書長洪

瑞智率縣府團隊向鄉親報告一年來的努

力，包括縣議會議長何勝豐、立委馬文

君、許淑華、縣議員曾振炎、林芳伃等

人也出席記者會，肯定縣府為鄉親服務

的用心。

高齡的陳奶奶住在鄉下，子女在外

生活打拚，維持家計。老人家生病，

又在家裡跌倒，健康每況愈下，居家

生活煮飯、洗衣、買菜已經無法自理，

需要鄰居幫忙，想請人到家裡協助照

顧，該怎麼辦？         
南投縣政府為照顧老人，透過衛生

局、社勞處等單位，提供長照服務，

只要一通電話，或上網申請，照管中

心會派人安排居家訪視，評估需要，

進行長照服務。

長照服務對象，有 65歲以上獨
居老人、衰弱老人：65歲以上獨居
或提不起勁、體重減輕或是下肢活動

緩慢無力的老人、失能者及 50歲以上
失智者。

服務內容有照顧及專業服務，包括

居家照顧：含基本身體清潔、基本日

常照顧、測量生命徵象、餵食、餐食

照顧、協助沐浴及洗頭、陪同外出或

就醫、到宅沐浴車服務等。

社區照顧，將失能者送到長照服務

提供單位接受服務，提供生活照顧、

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等，場域包

含：日間照顧中心、托顧家庭等。

專業服務，針對失能者的身心狀態

及復能動機，導入維持或提升自我照

顧能力不退化的復能照護服務，以及

針對營養、進食與吞嚥、困擾行為、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等照護服務，提

供失能個案個人化的整體性照顧指導，

避免個案因受照顧不當，而衍生更多

的醫療及照顧需要，讓個案可逐步恢

復自立生活，減少家庭照顧者照顧負

荷。

另需要長照的老人，也可以視需要

進行往返醫院就醫的交通服務；並提

供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空間改善，及照

顧者喘息服務，讓老人家生活得到適

當安排。

南投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專線

049-2209595

南投防疫拚經濟   縣府聘黃小玫擔任行銷大使
年終記者會展成果

長照  陪伴您的忠實朋友

外籍看護工家庭喘息服務 
每年最高補助 4 萬 8 千餘元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喘息服務，即

日起，凡經長照中心評估長照需要等

級第 2至 8級者，所聘外籍家庭看護
工因故無法協助照顧者，可申請喘息

服務，每年最高補助 48,510元，且不
受 30天空窗期限制，歡迎有需要的
民眾撥打 1966申請。
為減輕外籍看護工無法協助所產生

的照顧壓力，以及保障受照顧者的安

全與照顧品質，針對聘僱外籍家庭看

護工短時間休假，無法提供照顧時，

政府依據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一

般戶等身分別，分別給予 100%、95%
或 84%費用補助額度，有助於讓更多
聘有外籍看護工家庭的照顧者得到喘

息機會。

縣府衛生局表示，喘息服務分為

居家式、機構式、社區式等三種類

型，民眾或主要照顧者提出喘息服務

需求，可由照顧服務員到家中提供服

務，或將被照顧者送到日間照顧中

心、長期照顧機構、巷弄長照站等地

點接受照顧，民眾如有申請需求，

撥打全國統一專線 1966，即可轉接
至各縣市照管中心，或洽南投縣政

府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專線 049-
2209595，亦可多加利用衛生局長期照
顧網路線上申請服務 (https://www.ntshb.
gov.tw)。

村長：我終於不必再顧路啦！ 
都達明隧道二期工程 通樂
仁愛鄉投 85線都達明隧道第二期延

長工程，12月 9日舉辦通車典禮。都
達國小學童以傳統賽德克吟唱與口簧

琴、木鼓擊樂祈福迎賓。村長洪光勇

直說，「報告縣長，我終於不必再顧

路啦！」

通車活動，由縣長林明溱主持，立

委馬文君、縣府工務處長陳錫梧及都

達、合作村民參加。林明溱表示，投

85線是都達村、合作村重要道路，也
是部落運輸命脈，6K+927公尺附近大
崩壁，經常發生落石坍方嚴重影響民

眾通行安全。

縣府 105年爭取近 5,000萬元施作都
達明隧道第一期工程，並在 106年 1
月完工啟用，但去年 6月又發生土石
流，阻斷第一期明隧道北端出口，縣

府再積極爭取 3,700多萬元補助經費，
推動延長明隧道 50公尺的二期工程，
並在今年 4月動工，10月底完工。
都達村長洪光勇指出，都達明隧道

從無到有，他在投 85線都達明隧道前
後危險路段，足足「站崗、顧路」長

達 6年多，這次都達明隧道第二期工
程做得又快，又堅固，他終於可以不

必再「顧路」啦！

縣府抽查特定場所 
籲民眾戴口罩
配合中央全面加強秋冬防疫，副縣

長陳正昇 12月 7日晚上率縣府衛生、
建設、警消等單位，無預警抽查南投、

名間兩市鄉 5家 KTV、遊藝場、養生館，
並勸導業者及消費者務必戴口罩。陳正

昇強調，秋冬防疫專案是防疫必要措

施，希望縣民配合、支持。

依中央規定，自 12月 1日起，民眾
配戴口罩才能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

輸、生活消費（賣場）、教育學習、觀

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及洽公」

等八大類場所，經勸導不聽者，將依違

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第 1項第 6款
規定，裁處 3,000元到 1萬 5,000元的
罰鍰。

陳正昇 7日晚上率縣府建設處長李
正偉、衛生局副局長吳美玲、警察局副

局長黃秀法及聯合稽查小組執行成員一

行，先後到南投市及名間鄉多家 KTV、
電子遊藝場、養生館，實施抽檢稽核，

稽核小組仔細宣導各項防疫措施，特別

提醒業者務必要求進場消費者配戴口

罩，並建議業者主動為消費者量額溫以

便進一步確保防疫安全。

秋冬防疫  上緊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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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轉彎請打方向燈。

南投家扶中心 12月 6日在中興新村
舉辦「童樂家扶，環繞幸福」冬暖慈

幼園遊會，縣長林明溱代表縣府捐贈

200萬元，協助家扶兒少培力館興建，
幫助弱勢學生學習一技之長，也期盼

更多善心企業一同加入幫助弱勢的行

列。

南投家扶兒少培力館是南投家扶夢

想工程，規劃兒童少年潛能開發、青

少年及家庭技能培力、互動式教育與

宣導、中部備災中心等功能，用於培

養兒少自立技能與就業適應，協助建

立多元發展平台與自立的夢想基地，

獲得林明溱的肯定與支持。

林明溱表示，家扶中心照顧的小朋

友多為弱勢或單親家庭，他們的愛心

讓弱勢小朋友也能如同一般學生成長，

培力館更提供了小朋友學習一技之長

的機會與環境，縣府對此表示肯定與

感激，並在行有餘力時協助培力館興

建，希望接受幫助的學生未來出社會

後，能將所學回饋地方，為社會服務。

南投家扶中心扶助 3,000多位小朋
友、數百個家庭，感謝所有愛心人士、

單位慷慨解囊，讓協力館順利興建，

希望透過園遊會募款，幫助更多的小

朋友，在寒冬中得到社會的溫暖。

聖誕節將至，南投市郊區的八

卦山麓也有白色美景閃亮登場，

免門票、超好拍，距離國道三號

交流道僅需 10分鐘車程，交通便
利又可以隔絕塵囂，還可以前往

猴探井風景區順道遊，安排一日

遊行程剛剛好。

每年大約 12月到翌年 1月，都
是南投市「易經大學」白雪木的賞

景季節，也有人稱這種植物為雪花

木、聖誕初雪、白雪公主等別名，

都脫不了「雪」這個字，因為它的

苞葉雪白似花，密集連綿成一整片

就有如下過雪一般，遠遠望去好像

是一片白雪覆蓋在樹上。因為它

的高度往往都可以到達人的半身，

甚至比人還高，所以走進去就能

被整片白色包圍，經常吸引遊客

來此賞花拍照。

校內最熱門的白雪木拍攝場景

在「南天門」右後側，大概有兩個

籃球場大的範圍，除了白雪木之

外還種植大波斯菊穿插點綴，花

叢旁也擺放椅子讓民眾拍照。此

外，校區另一側的「唯心聖教學

院」後方也有另一片白雪木區域，

搭配訪唐古風的校舍建築拍攝也

頗具美感。今年易經大學的白雪

木雖然規模稍微縮減，不過現代

遊客都已經很懂得取景構圖了，

近期在 FB、IG的動態上，還是看
到不少在此拍攝的打卡美照。

除了拍照之外，易經大學內的

建築與造景也很有特色，包括雄偉

壯觀的金色「南天門」、高達 25
公尺的世界最高「鬼谷子」聖像

以及 34.8公尺高的「九龍柱」等，
都很容易吸引訪客的目光，還有兩

旁有成排神佛石像、石燈的走道，

以及大面積灰白色調的校舍建築

等，低調沈穩中散發莊嚴氣息。

校園內綠草樹木廣布，可以遠眺

九九峰、賞日出、觀夕陽，不失

為散心休憩的好去處。

易經大學距離猴探井風景區、

天空之橋的車程也很近，沿路可

見路旁的茶園、鳳梨田，而這裡

最有名的也是八卦山土鳳梨酥，

業者們各自還有獨家開發的產品，

部分還提供免費試吃，結束旅程

之前記得挑

一 些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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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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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探井遊憩區的尖塔地標。

南投家扶冬暖慈幼園遊會

縣府協助 200 萬將建培力館

▲高達 25公尺的鬼谷子聖像。

▲金碧輝煌的南天門。

▲南投市八卦山天空之橋。

▲校園內的建築風格跟白雪木頗能融合搭配。

十年磨一劍，南投縣傑出演藝團隊 -
李靜芳歌仔戲團 12月 11日上午在縣府
文化局舉辦創團 10週年傳承紀錄專輯
「傳 ~老歌仔韻，承 ~本土的根」發表
會，由團長李靜芳主持，台灣歌仔戲國

寶藝師洪明雪、陳文山、許素珠現場表

演，重現失傳已久的賣藥團場景及經典

劇目唱段，精彩絕倫，宛如重現早年廟

口戲棚下的歌仔戲風華，令人回味無

窮。

文化局長林榮森表示，李靜芳歌仔戲

團成立 10年，發表 10週年傳承紀錄專
輯是南投藝文界的一大盛事，更是歌仔

戲文化傳承的重要里程。

李靜芳出身明珠歌仔戲團，熱愛歌仔

戲，10年前自己創團，投入歌仔戲展
演傳承的工作，戮力將南投歌仔戲文化

精髓發揚到外地，與外地劇團交流，進

而閃耀國際。

林靜芳也在大學任教，光大歌仔戲

文化，為了更深化歌仔戲演藝能量，也

打破籓籬，師承多位國寶級藝師，堪稱

全方位的歌仔戲文化傳人，此次將台灣

歌仔戲國寶藝師洪明雪、洪明秀、陳

文山、許素珠經典劇目唱段收錄在創團

10週年傳承紀錄專輯中，為歌仔戲文
化傳承留下重要紀錄，期許下 1個 10
年李靜芳老師能更上層樓，在歌仔戲的

文化版圖開創出更耀眼的成果。

李靜芳說，傳承歌仔戲文化是一項重

要且艱鉅的工作，唯有透過傳承才能讓

歌仔戲文化永續，一代接一代，生生不

息。

縣府文化局為保存及推廣傳統戲曲文

化，12月 11日晚上邀請五洲園掌中戲
團創辦人國寶級木偶大師黃海岱系下長

孫 -薪傳獎得主黃文郎，在南投市內轆
慶福寺前展演布袋戲經典劇目「海神傳

說：媽祖與龍王」，重現宗教慶典廟口

野台戲的熱鬧場景，吸引逾 500位鄉親
前往觀賞，

縣府近年來積極 推動傳統戲曲文化
的保存與推廣，布袋戲和歌仔戲更是與

廟口文化最為密切的傳統戲曲項目，近

年來縣府積極推動藝術下鄉，邀請或輔

導國內知名劇團及傑出演藝團隊到各鄉

鎮展演，拉近民眾與藝文的距離。

五洲園掌中劇團薪傳獎得主黃文郎率

團演出，配合南投市內轆慶福寺慚愧祖

師聖誕，依傳統慣例扮仙，黃文郎首先

以家喻戶曉的「雲洲大儒俠史艷文和藏

鏡人」開場，受到戲迷歡迎。

「海神傳說：媽祖與龍王」演出，

則由黃文郎一人分飾多角，講述媽祖庇

佑先民安渡黑水溝的故事，劇情高潮迭

起，吸引數百民眾扶老携幼觀賞，

傳承文化戲魂向資深藝師致敬

社區上演布袋戲 內轆慶福寺現戲迷

李靜芳歌仔戲團發表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