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疫苗 接種率達雙標

★ 12 月 18 日舉辦公投  請投票人在規定時間內，攜帶投票通知單、身份證、印章到指定投開票所踴躍投票。 （南投縣政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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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恐影響學校免費午餐菜

色，縣長林明溱 11 月 9 日宣布，

自明年起調高學校午餐費用，每餐從

38 元調高至 45 元，預估一年需增加 5
千萬元。

「學生吃得飽，也要吃得好。」這

比什麼都重要。林明溱縣長說，縣府

一定會負起照顧孩子的責任，繼續提

供全縣國中小及公立幼兒園學生享有

免費學校午餐，也會要求教育處嚴格

把關食材品質。

林明溱表示，學校營養午餐價格，

每餐從 38 元增加到 45 元，預估將增

加縣庫 5 千萬元開銷，錢從哪來，縣

府會積極找財源，他也會擔起責任，

盡力來做。

他同時呼籲中央放寬規定，勿因非

法訂社福支出，扣減縣府一般性補助

款，營養午餐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中

央做不到的，地方來做，才能全面照

顧到孩子。

縣議會總質詢期間，多位議員關心

午餐供應問題，擔心物價上揚，會影

響南投縣營養午餐供應品質，林明溱

要求縣府相關單位研議調高餐費可能

性，於 9 日宣布調高營養午餐費。

縣府教育處長陸正威表示，學校午

餐從 98 年開辦至今，目前每人每餐約

38 元，一年營養午餐費用支出約 3 億

元，受惠師生人數約 7 萬 4 千人，由

本縣的資源開發基金支應。

南投縣新冠疫苗接種率 11 月初已

達雙標！第一劑破 70.1%、第二劑達

31.4% ！縣長林明溱 11 月 2 日宣布這

項消息後，身為南投防疫指揮官的

他，這才放心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

林明溱表示，疫情緊繃時，中央

採購疫苗延遲，民眾曾打不到疫苗

而陷入焦慮，那時他下定決心，除

非縣民有 7 成以上打了疫苗，否則他

不打。

隨著南投縣第一劑接種率超過 7
成，第二劑也達 3 成，疫苗供給比

過去充裕，加上各地疫情趨於穩定，

林明溱於 11 月 2 日由立委許淑華、

衛生局長陳南松等人陪同，到慈濟

南投聯絡處社區疫苗接種站，完成

第 1 劑新冠疫苗的接種，並正式宣告

南投疫苗接種翻轉成功，順利躋身

疫苗接種率突破第 1 劑 7 成及第 2 劑

3 成「雙料達標」的防疫大縣。

打完第一劑 BNT，林明溱說，剛開

始有點壓力，但打完後，反而覺得

放鬆，他當下也決定，9 成縣民打完

第一劑疫苗，他才會接種第二劑，

希望大家都能趕快注射新冠疫苗，

得到最好的保護。

衛生局指出，至 11 月初，全南投

縣 486,455 人， 已 有 311,144 人 完 成

新冠疫苗第 1 劑接種，完成第 1 劑接

種率 70.1 %；142,780 人已經完整接

種兩劑新冠疫苗，全縣完成第二劑

接種率 31.4 % 兩項雙料達標。

南投縣流感疫苗接種的表現也相

當 亮 眼，11 月 1 止 疫 苗 使 用 率 為

68.3%， 比 全 國 平 均 值 58.2%1 高 很

多。

讀 報 秘 書

縣長林明溱調高學校免費午餐費用
學生吃得飽  也要吃得好

2021 年《50+》全台 22 縣市高齡友

善城市大調查，南投縣長照服務涵蓋

率 67.84%，全國第一。

衛 生 局 表 示， 縣 府 推 動「 長 照

2.0」，提升老人生活品質，促進長者

健康福祉，提供多目標社區服務，減

輕家屬照顧壓力，將持續建立更完整

的長照服務網絡。

衛生局說，長照十年計畫 2.0 自

106 年 1 月實施，107 年起推動長照

給付及支付制度，提供多元服務，除

居家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家庭

托顧服務以外，也提供專業服務、交

通接送服務、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喘息服務等。

截至 110 年 8 月長照需求人數約為

20,104 人，服務涵蓋率達 67.84%，高

於全國長照服務涵蓋率 55%，南投縣

多年來在長照推動的努力成果斐然，

也落實「民眾看得到、找得到、用得

到」服務。

民眾如有長照需求，可利用衛生局

網站線上申請長期照顧服務，或電洽

南投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049-2209595、
長期照顧全國統一專線 1966( 前 5 分

鐘免費 )，有專人為大家服務。

長照服務涵蓋率  南投縣第一

面對秋冬季節疫情可能反撲，加上

春節國外返鄉人潮，縣府表示，防疫

仍得警戒，不可鬆懈。尚未接種疫苗

的民眾應儘速到平台登記預約接種，

已完整接種第 2 劑疫苗的民眾也不要

掉以輕心。

防疫期間，維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

慣，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戴好口

罩，才維護防疫安全。

尚未接種新冠疫苗者，請配合政策，

依通知或前往 1922 疫苗預約平台進行

登記及預約，在 1922 疫苗預約平台要

「先登記再接種」，接到簡訊預約通

知時請及早完成預約。

防疫警戒  不可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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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天梯吊橋旅遊資訊
園區資訊及注意事項 天梯遊客中心電話 049-2009683
營業 ( 開放 ) 時間：每週二休園

夏令（3 月至 9 月）07:30~17:00 (15:30 停止售票 )
冬令（10 月至 2 月）08:30~17:00 (15:30 停止售票 )
票價 
全票：200 元（可抵園區消費 150 元）。

優待票：80 元（可抵園區消費 50 元）。

停車場則採計次收費，汽車每次 100 元，機車每次 50 元。

★防疫期間，社交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尺，你我都安心。

有「西部太魯閣」美喻的竹山梯子

吊橋 11 月 7 日重新開園，縣府並

委由研之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經營管

理。觀光處長陳志賢表示，竹山天梯是

台灣第一座階梯式吊橋，園區內景點

多，是適合戶外登山、健走的挑戰路

線。

竹山梯子吊橋經過休園整理，7 日重

新開放。開放第一天便吸引許多遊客前

往纜勝。陳志賢說，竹山天梯吊橋以前

就很有名氣，梯子吊橋橫跨百米深的太

極峽谷，橋身長 136 公尺，共有 208 階，

兩端落差高達 20 公尺，是全台第一座

階梯式吊橋，也是觀望太極峽谷的最佳

位置。

天梯吊橋園區來回約 4 公里，有青龍

瀑布、人面石、飛來石等景點，還有百

年的土地公廟，園區內自然生態豐富，

沿線步道芬多精高，很適合登山健走。

由於梯子吊橋早晚氣溫變化大，且

山路崎嶇陡峭，縣府也請前往遊玩的民

眾務必攜帶足夠的禦寒裝備，若有高血

壓、心臟病、氣喘、體能不佳者或孕婦，

則建議勿進入，以確保安全。

竹山天梯重新開放，縣府與業者也

推出多組電子旅遊套票，有一票暢遊竹

山、鹿谷景區的「暢遊竹鹿套票」；有

結合南投縣三大吊橋風景區的「山林祕

境套票」；還有整合天梯週邊景點的「竹

山樂遊套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也聯

合推出「竹鹿悠遊聯票」! 套票最高優

惠享 83%，可以一票暢遊南投竹山、鹿

谷經典美景。

購票資訊請至「南投好好玩」網站

https://nantou.welcometw.com/。

竹山梯子吊橋重新開園

4大鄉鎮計畫興建青年住宅
為減輕青年人購屋負擔，鼓勵留鄉

發展，縣長林明溱表示，縣府會儘量

在 4 大鄉鎮規劃興建青年住宅。另外，

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有預留用地，規

劃興建勞工住宅。

林明溱表示，南投市青年住宅第一

期已經動工，未來還有第二期、第三

期的規劃，至於埔里、草屯和竹山鎮

等三個大鄉鎮，也都有計畫要興建青

年住宅；其中，竹山鎮考慮竹山分局

遷建後的空地，而草屯則是在手工藝

智慧園區內預留 500 坪土地規劃興建

勞工住宅。他也會請縣府地政處評估

合適的公有地，做為青年住宅用地，

並交由建設處規劃興建。

林明溱說，縣府開發五大產業園

區，為的是增加就業機會，增進地方

發展，預計未來的 3 到 5 年內將陸續

開發完成。

他說，埔里有微型產業園區、福

興溫泉園區建設，南投市有旺來產業

園區，草屯則有手工藝智慧園區，竹

山則是竹藝產業園區，這些園區將提

供工作機會，吸引年輕人留在家鄉發

展，加上優惠的青年住宅政策，可減

輕青年朋友的負擔。

縣議會 11 月 8 日考察竹山瑞龍瀑

布新建步道工程，了解工程進度，

包 括 新 建 的 無 障 礙 人 行 步 道， 及

跨河道的空中觀瀑平台等設施，獲

得議長何勝豐及議員們的肯定和支

持，該園區最快明年初可完工開放。 
   有南投竹山第一美瀑之稱的瑞龍瀑

布，是由前總統蔣經國命名，後來

因桃芝颱風受損而封園。林明溱表

示，他擔任立委後爭取經費改善，

這幾年來，投入近 1 億元的經費，經

過縣府的努力改善修整，在完成園

區內公共設施後於 107 年重新開放，

吸引許多遊客到訪。

為了發展竹山觀光，縣府挹注經

費，在瑞龍瀑布興建無障礙步道、

空中觀瀑平台等設施，讓遊客能在

更開闊平台上欣賞瀑布與溪谷壯闊

之美。明年初開園後，不僅能增加

在地的就業機會，也能帶動竹山地

區的觀光發展。

議長何勝豐肯定縣府團隊的努力，

協助竹山鎮開發新景點，帶動整體

的觀光發展。

觀光處表示，瑞龍瀑布園區公共

設施改善，包括停車場、步道區及

觀瀑平台與廣場等三大區域，除了

新建跨河空中觀瀑平台外，因原有

的步道高度落差大、坡度較陡，造

成長者行走上的不便，所以此次新

建步道改為架高的無障礙人行步道，

平緩易走，更適合全家出遊。

瑞龍瀑布設施改善 最快明年初開放
議員考察

泡湯 吃好料 南投溫泉季

 又 到 了 泡 湯 旺 季，

「2021 年南投溫泉季 -
湯之饗宴・療癒食泊

之旅」正在展開，縣

府歡迎各地民眾到南

投泡好湯、嚐美食、

賞美景。

縣長林明溱表示，一

年一度的溫泉季，南投溫泉

一定是優先選擇。今年疫情控制得

當，南投溫泉季分三個地區辦理，各

有各的特色，歡迎民眾到南投泡湯觀

光。

今年溫泉季，11 月 6 日從埔里鯉

魚潭風景區開始，主打「i 慢玩 – 埔

里溫泉知性之旅」，有溫泉水沖煮咖

啡，創意市集及手作 DIY 等活動，並

安排環湖健走和溫泉美食，是很不錯

的健康知性小旅行。

11 月 13 日東埔溫泉區有「玉山戀

東埔情 – 東埔溫泉季」一

系 列 活 動， 有 登 山 健

行、手作體驗和踩街，

具特色的火把浴衣踩

街，更是重頭戲，參

加民眾可以深入體驗

特有的溫泉活動文化，

享受森林泡湯樂趣。

11 月 20 日北港溪溫泉嘉

年華啟動，並在泰雅渡假村開幕，為

期 2 天的北港溪溫泉嘉年華，讓人舒

暢身心。當天抽出「南投玩很大」首

次的 50 萬現金大獎。

配合溫泉季，南投玩很大抽獎活動

額外加碼，111 年 4 月 30 日前，民眾

憑南投縣任一具溫泉標章業者住宿的

發票或收據，上線登錄即可線上玩刮

刮樂，有機會抽到 GOGORO 電動機

車大獎。



3鄉親High起來 中華民國110年12月9日

★ 譴責性別暴力，尊重身體自主權，人人互敬愛，性別平等從你我做起。

草屯

是 撐 竿

跳選手搖

籃，但只有草

屯商工有場地，縣府希望在草屯國中

設撐竿跳訓練場。縣長林明溱 10 月 29
日前往了解籌設情形，指示教育處向

教育部申請專案補助，希望提供專業

的訓練場地。

草屯國中是培育體育人才重點學

校，對於柔道、角力、排球進行專長

培訓外，還有田徑基層訓練站，培育

相當多專項人才。

由於草屯國中校地受到限制，田徑

訓練得到校外練習，學校希望將網球

場改建為多用途撐竿跳場地兼球場，

多元運用空間，林明溱縣長到現場會

勘後表示認同，並指示教育處要盡力

爭取教育部補助，讓選手們能有專業

的訓練場地和空間。

草中校長黃美玲表示，學校興建多

用途撐竿跳場地，也可兼做球場，未

來加蓋也能成為多功能風雨操場，提

供學生體育課及選手訓練更多空間。

教育處長陸正威表示，撐竿跳是重

點體育項目，南投縣多次舉辦跨國比

賽，草中設置撐竿跳場地，會是南投

縣國中小學校唯一場地。

草屯國中籌設撐竿跳場地

合作村 正名 德鹿谷 揭牌
仁愛鄉「合作村」正名「德鹿谷」11

月 3 日揭牌，傳統地名終於回來了！參

加揭牌的縣長林明溱表示，會持續建設

原鄉，德鹿谷村民克服萬難，齊心達成

「正名」目標，難能可貴！

仁愛鄉德鹿谷村揭牌，中央原住民

委員會十分重視，除全程輔導支持，主

委夷將．拔路兒也到場見證。200 多戶

700 多位村民總動員，深山裡的原鄉部

落，變得熱熱鬧鬧，如同在辦喜事。

林明溱表示，感謝中央原民會支持，

讓屬於賽德克族「德鹿谷群」祖居地成

功正名，德鹿谷村正名也一次到位，縣

府配合變更國小、道路、戶籍資料名

稱，更投注 4 千萬元以上經費，重新鋪

補、拓寬相關道路，讓賴農作維生的村

民，聯外交通更安全更便捷。

合作國小也因為這樣，更名為德鹿

谷國小，並將斥資 8 千多萬元重建校

園，將讓德鹿谷的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

境。

關心原鄉教育捐地球儀 扶輪社盼拋磚引玉

入冬天氣變冷，夜晚日夜溫差大，

為關懷弱勢街友，縣府展開「走

動式關懷」服務，並提供食物券、備

妥保暖外套、毛帽、毛襪、睡袋、口

罩等保暖及防疫物資，不讓街友挨餓、

受凍。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處長林志忠表

示，冬天冷氣團來襲，入夜後氣溫驟

降，如果沒有禦寒用品，恐導致失溫。

社勞處特別請社工人員注意氣候變

化，隨時啟動走動式關懷，展現對街

友關懷。

只要冷氣團來襲，或氣溫驟降訊息

發布，縣府便會啟動關懷服務，除了

走訪並關懷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

等地街友，提供食物券購買熱食外，

縣府也為街友準備保暖外套、毛帽、

毛襪、睡袋、口罩以及防疫物資。

防疫期間，縣府向街友宣導保持社

交距離，注意佩戴口罩，保護自己也

保護他人的重要，如果街友有意願施

打疫苗，也會協同衛生局辦理注射工

作。

天寒送暖
縣府關懷街友

縣府前社會及勞動處處長林俊梧

因病往生，11 月 14 日在南投縣立殯

儀館舉行告別式，縣長林明溱率主

管前往弔唁，其家屬則捐贈「俊梧

號」救護車，讓林俊梧的遺愛永續

人間。

林明溱肯定林俊梧熱心公益，高

風亮節情操的一生，對弱勢族群關

懷更是戮力以赴。他表示，林俊梧

是優秀的南投子弟，歷任縣議員、

南投市長、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副執

行長，也擔任過南投縣商業會理事

長，並於 103 年 12 月進入縣府，擔

任社會及勞動處長。

林俊梧在縣府社會及勞動處長任

內，推動福利社區化、積極關懷弱

勢、發展社區產業、保持南投社區

發展全國第一，開辦「社區產業電

子商業網」及「社區學習網」等兩

項計畫，同時規劃推動托育中心政

策等，備受肯定。

107 年 12 月，林因健康因素請辭

縣府工作，在家靜養。熱心公益的

性格使然，在今年 3 月 1 日接掌救國

團南投縣團委會主委，但血管炎復

發到台中榮總住院治療，最後不幸

辭世，享壽六十過九。家屬為了讓

林俊梧大愛永續人間，遵其遺願，

將奠儀捐贈縣府，採購救護車，希

望「俊梧號」奔馳在縣內，大愛精

神永存。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泉新扶輪籌備

社 11 月 9 日到縣府捐贈 165 個地球儀

及醫用口罩，供原鄉師生防疫，表達

關心偏鄉教育之意。副縣長陳正昇感

謝善心人士及企業愛心。他表示，地

球儀有助於學生認識世界，口罩提供

偏鄉防疫，正是目前所需。

為關懷原鄉教育，國際扶輪 3521
地區泉新扶輪籌備社到縣府拜會，並

舉辦捐贈地球儀及口罩活動，陳正昇

代表縣府出面接待，感謝扶輪社善行

義舉，並回贈感謝狀給扶輪社及捐助

的夏先生、黃信學董事長等人，包括

信義國中校長王仁穩、信義鄉久美國

小校長田春梅、仁愛國小沈慧美也出

席並接受這些捐贈。

 陳正昇表示，縣府重視教育工作，

投入相當大量經費與人力提升學生學

習能力。他並表示，這次捐贈活動，

透過縣長特助林儒彬安排，將地球儀

送給信義及仁愛三所學校，讓學生更

有世界觀，非常有意義。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泉新扶輪籌備

社社長梁純識是埔里人，人親土親，

回到故鄉關心偏鄉教育，直說服務是

扶輪的核心價值。希望藉由這次活

動，拋磚引玉，關懷更多偏鄉小朋友。

信義鄉久美國小校長田春梅說，

該校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玉山及

世界觀是教育目標之一，這次因緣際

會，學校每個班級可以設置一個地球

儀，透過地球認識世界，對孩子說，

是非常特別的禮物。

林俊梧遺愛人間  家屬捐救護車
前南投市長．前社勞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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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選加工食品，食品標示清楚看，吃得健康又安心。

南投縣擁有全台最豐富的溫泉資

源與觀光休閒遊憩價值，包括東埔溫

泉區、北港溪溫泉區、埔里溫泉區等

三大溫泉區，除了可以享受溫暖幸福

的泡湯滋味外，各溫泉區還有原住民

族部落、客家族群等地方特有文化風

情，週邊區域的觀光遊憩景點也非常

密集。

信義鄉東埔溫泉位於陳有蘭溪畔，

海拔約 1200 公尺的崇山峻嶺間，早

在日治時代就已經開發，泉質屬弱鹼

性碳酸泉，水質清澈，平均溫度約在

45℃左右，不必加水降溫就能提供給

顧客享受，是非常珍貴的溫泉原湯。

泡湯順便體驗當地布農族部落文化、

美食，附近還有許多值得一遊的景

點，隆冬時可眺望群山白頭，甚至遠

眺玉山頂峰皚皚白雪，堪稱是泡湯旅

遊的最佳享受。

埔里溫泉區涵蓋埔霧公路之起點

附近至鯉魚潭週邊，921 地震後探測

出溫泉才逐漸開發成形，近年在日月

潭地區也發現溫泉資源。位居台灣地

理中心的埔里環境優美、物產豐饒、

人文薈萃，不僅近年觀光旅遊發展迅

速，又位居日月潭、清境農場、奧萬

大、合歡山的交通軸線，串連成為南

投最耀眼的觀光遊憩帶，天冷時來此

泡湯享受，不管來幾趟都能夠規劃出

與眾不同的歡樂旅程。

北港溪溫泉的位置在信義鄉、仁愛

鄉交界處，位處紅香、瑞岩泉脈，泉

質接近中性、水質透明、可飲可浴，

沐浴後有益健康。這裡位於惠蓀林場

風景線上，緊鄰泰雅渡假村，鄰近還

有縣定古蹟北港溪糯米橋、九份二山

等景點，加上冬季來到國姓必嚐的美

味草莓、香濃咖啡特產、客家美食與

休閒農業等資源，可以滿足遊客的多

樣需求，規劃一趟豐富美好的旅程。

冬天的腳步近了，現在還有史上最

優惠的「南投玩很大．千千萬萬獎不

完」贈獎活動，歡迎大家來到南投泡

湯、順道遊，享受幸福旅程再把大獎

搬回家！

水里國小女足隊去年勇奪第一屆國

小足球世界盃女子組冠軍，南投縣足

球運動不但往下紮根，未來前景可期。

足球運動，被稱為「世界性的運

動」。足球運動在很多國家都很普及，

縣長林明溱重視足運推廣，在璉紅實

業、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出錢出力下，

營造水里、埔里、草屯、南投、竹山

營造五大足球聯盟。

縣府 11 月 6 日在埔里國小舉辦區域

幼兒、國小足球對抗賽，幼兒園、國

小組小選手較勁球技，吸引大批民眾

觀賽加油，歡笑、驚叫聲此起彼落，

場內、場外一片熱情。

副縣長陳正昇表示，足球運動在南

投縣扎根，宛如沙漠變綠洲，創造了

奇蹟，期待足球成為南投引以為傲的

運動強項。

南投縣塑造完整的五級培訓體系，

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如今連

幼兒園足球都在蓬勃發展。幕後協助

的璉紅實業，希望更多民間企業團體

及家長投入。

去年 5 月璉紅臺體南投縣足球培育

發展中心成立後，引進專業教練，利

用周末假日投入南投縣五大聯盟地區

的足球教學及訓練比賽，足球在南投

已經踢得「轟轟烈烈」。

希望有一天，南投縣不但成為足球

運動的搖籃，並從幼兒園開始培育，

讓「踢足球，上國立大學」成為目標，

陳正昇這樣說。

足球運動 扎根南投 

三大溫泉各具特色  消費還能抽大獎

南投玩很大  冬季泡湯最幸福

▲享受泡湯又可抽大獎，這麼可以這麼幸福！

中風搶救和時間賽跑

辨別中風

腦中風常造成死亡與失能，搶救和

時間賽跑，及早送醫治療能減低風險。

為提升南投縣醫療量能，縣府衛生局

輔導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中

榮埔里分院、南投醫院及竹山秀傳醫

院設置心導管中心，提升照護品質。

衛生局協助醫院申請衛生福利部計

畫，補充急救責任醫院急重症醫師人

力，並設置心導管中心，包括草屯佑

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中榮埔里

分院、南投醫院及竹山秀傳醫院等。

其中，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緊急需要的病患，

5 家醫院至少執行心血管相關檢查及

治 療 3,055 人 次， 包 括 336 位 急 性 心

肌梗塞心導管手術，820 位心導管檢

查，1,388 位周邊動靜脈瘻管通血管，

737 位 其

他血管相

關服務，心

導 管 室 設 備 執

行 DSA( 數位減像血管造影術 )133 位及

顱內血管治療 (IA)12 位等，有效提升

全縣急重症照護品質及民眾就醫可近

性，大幅降低轉診風險。

腦中風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與失能

的常見原因，腦血管疾病亦長年高居

我國十大死因前 5 位。中風可藉由定

期健康檢查、生活管理，做好預防保

健，呼籲民眾平時應做好三高 ( 高血

壓、高血脂、糖尿病 ) 及其他慢性病管

理，建立良好生活型態，如戒菸、節

酒、健康吃、規律動、控制體重 (BMI)、
擁有良好睡眠，遠離腦中風的威脅。

衛生局建議民眾，應牢記 FAST 辨

別中風四步驟，把握「黃金 3 小時」：

一、「F」FACE，請患者微笑或是觀

察患者面部表情，兩邊的臉是否對稱；

二、「A」ARM，請患者將雙手抬高平

舉，觀察其中一隻手是否會無力而垂

下來；三、「S」SPEECH，請患者讀

一句話、觀察是否清晰且完整；當三

者症狀出現其中一種時，就要趕快送

醫。四、「T」TIME，要明確記下發作

時間，立刻送醫，主動告知醫療人員，

爭取治療的黃金時間。

四步驟

▲體驗原住民風情

▲順道遊覽周邊景點

▲各種戶外湯池提供多樣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