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長代言 新春南投賞燈會品好茶

（南投縣政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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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南投燈會，預計明年元月

29 日開燈。縣府在貓羅溪畔的會展

中心周邊展燈外，因適逢虎年，活動取虎

的諧音「福」。將燈會主題訂為「投光 . 福
喚山林」，以山林之祝福，向全台投射光

芒，召喚福氣與幸福之意。期許各界平平

安安，擾人的疫情快快過去。

依照縣府規劃，2022 年南投燈會將有

四大內容，包括景觀花海、環境劇場、室

內展覽及數位體驗。縣府充分利用南投會

展中心周邊環境，及貓羅溪空間，打造主

題燈區。

相關主題燈區中，傳統主題區有，主燈

愛樂虎、入口舞蝶樂豐、副燈曦望、好神

祈福燈區、招財貓居燈區、友誼交流燈

區、禮讚企業燈區、智慧環保燈區、創心

家園燈區等。

創新主題區有，精靈光廊、奇山顛峰燈

區、迎光森林燈區、水方湖境燈區、光行

宇宙燈區。

大地主題區有，景觀花海、山野花田燈

區、原野傳說燈區、好客豐足燈區、水舞

廣場副燈、浪漫情人橋等。

光環境方面有祖祠路光環境、防汛道路

光環境、會展中心外牆光環境、生態池周

邊光環境等。

南投燈會結合數位科技，創造話題性與

故事性的燈會體驗，提供遊客從白天玩到

晚上的旅遊環境。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今年雖因新

冠肺炎疫情關係停辦，為促進南投

茶葉及咖啡行銷，縣府將於春節南

投燈會期間，同步在會展中心舉辦

「茶與咖啡展售會」，提供茶農與

咖啡農最佳行銷平台，也讓今年沒

逛到茶博、沒買到茶葉的朋友到南

投品茶、喝咖啡。

「台灣茶世界香，南投好茶尚介

夯」。為了宣傳南投好茶，縣長林

明溱到竹山鎮遊山茶訪茶文化館，

與總經理葉淑盆及青年農民一同拍

攝農特產宣傳影片，歡迎過年期間

到南投看燈會、逛花海、賞水舞，

品嘗南投好茶。

遊山茶訪總經理葉淑盆表示，遊

山茶訪建造了國際標準製茶工廠，

並將茶的製造、加工、包裝全都透

明化，讓消費者看得見，也讓消費

者貼近茶葉、了解茶、喜愛喝茶、

將茶融入生活中。

茶是世界三大主要飲料之一，依

據統計目前世界茶葉總生產量超過

350 萬公噸，其中紅茶約 246 萬公噸

占 70 %，綠茶 83 萬公噸占 24%，其

他茶類約 21 萬公噸占 6%，世界茶葉

市場正在不斷擴大。

「歡迎你來找事業第二春，有什麼

需要都可以來尋求服務與協助！」南

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11 月 24 日剪

綵啟用。縣長林明溱充當就業服務

員，面對剛從職場退休的林女士，親

切詢問提醒，也呼籲有意願繼續投入

職場的「55+」民眾，多加利用銀髮人

才服務據點的多元服務。

南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在南

投市復興路 98-3 號，台灣銀行對面。

林明溱縣長感謝勞動部補助，也肯定

縣府團隊努力，促成全國第 4、六都

之外第一，也是中台灣第一的實體銀

髮人才服務據點啟用。

這個據點除了提供銀髮族各種勞動

法令及職涯發展諮詢服務，並不定期

辦理就業促進活動及訓練課程，希望

促進雇主聘僱專業銀髮人才，傳承

技 術 及 經

驗， 及 推 廣

世 代 交 流 及 合

作等，為南投縣銀髮族提供一個專

業的服務，南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98-3 號—臺

灣銀行南投分行對面）連絡電話 049-
2245580。

讀 報 秘 書

南投燈會 明年元月 29 日開燈

南投燈會年年都精彩，樹立大型

活動品牌，隨著疫情趨緩，活動籌

備除了緊羅密鼓外，縣府也緊盯著

疫情變化，隨時做出因應。

尤其，新變種病毒 Omicron 正在國

際流竄，南投燈會也將配合政策，

優先做好防疫工作。

例如，2020 年疫情剛發生時，南

投燈會因為做好防護，吸引超過 400

萬人次參觀。

2021 年因疫情延後點燈，但前 8
天累計遊客數逼近 24 萬人次，加上

228 連假、國旅爆發，燈會帶來一波

波人潮。

僅管目前疫情陰影未除，但南投

燈會帶來人潮和經濟活動，有助於

地方發展，縣府將做好各項準備。

防疫優先  滾動檢討活動
南投縣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啟用六都外第一

▲今年初燈會煙火，點亮南投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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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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防疫荊棘 南投向前行

翻轉財政  減債 79億

歲未年終  報告鄉親…

從 108 到 110 年， 南 投 縣 長 照 服

務涵蓋率連續三年「全國第一」達

67.84%，全國涵蓋僅 45.10%。

南投縣配合中央長照 2.0，結合民間

長照及社福資源，建構完善長期照顧

服務資源網絡，並建立單一窗口的照

顧管理制度。

110 年度 1-10 月服務使用人次為 292
萬人次。

其中，長照巷弄站 (C 級單位 )，總

計有 147 個，包括 55 個社區關懷據點

設置巷弄長照站、28 個長照機構等設

置巷弄長照站、34 個文化健康站、30
個醫事巷弄站，全縣巷弄長照站鄉鎮

佈建率為 100%。

縣府推動公共化幼兒園， 110 年度

於文山、名間、文昌、發祥、僑建、

雲林及南光等 7 間國小辦理幼兒園增

班設園，共增加招收 165 名幼兒。

其中，僑建、北投、雲林及南光

國小等 4 校為新建幼兒園園舍，已於

110 年 8 月完工並配合辦理增班。

全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提供 7,526 名幼兒就讀，讓養兒育女

的家庭能減輕負擔。

南投縣稅收不豐，長期財政收支

失衡，縣府為解決財務困境，開源節

流，力行債務改善。

截至 110 年 10 月公共債務未償餘

額為 99 億 7,588 萬餘元，突破百億

大關，與新竹縣、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基隆市並列全國負債百億以

下之縣市。

相較 102 年最高 178 億 9,680 萬餘

元，已減債 79 億餘元，減債成果名

列前茅。

縣府減債，也減輕每位縣民債務

負擔，截至 110 年 10 月每位縣民平

均債務負擔 2.05 萬元，相較最高時 3.5
萬元減輕 1.45 萬元。

連續 3 年～長照涵蓋率全國第一

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   減輕家長負擔

嚴峻的 2021 年即將過去，全世界仍

然在疫情中對抗，南投防疫超前

部署，推動各項建設，雖然身處風雨，

處處是挑戰，但南投人踏實走過，縣府

不但交出年終成績單，也期許明年願

景，將和鄉親攜手合作，持續幸福、向

前行。

近一年來，縣府和縣民拚防疫，也

拚建設，全縣首座大型親子共融公園，

結合相鄰之農產運銷公司的豬樂園，成

為名間鄉新地標；南投、埔里及竹山設

置三處親子館 ( 托育資源中心 )，提供

更好的育兒環境；醫中計畫，降低急診

轉診率減少民眾轉診風險；班班有冷氣

學習更開心解決國中小學教室酷熱問

題；南投縣連續 3 年長照服務涵蓋率全

國第一； 減債 79 億與新竹縣、臺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並列全國負債

百億以下之縣市；第二屆金牌農村競

賽，更是全國唯一獨得雙金的縣市。

在防疫的荊棘裡，南投努力拚經濟，

今年福興溫泉區陸續進行土地標售，

更榮獲 2021 國家卓越建設獎；青年住

宅動工興建；鹿谷 151 乙線通車、投

147 線拓寬、投 139 丙線修建、中寮投

22 線環鄉道路等，都在今年陸續施工，

提昇交通安全，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更

有很多看不到的山區農路、市街小巷道

整修，持續在進行。

在觀光發展方面，2021 年南投燈會

不畏疫情靜態展出，仍吸引 100 萬人次

到訪；竹山梯子吊橋重新開放、日月潭

遊客服務中心房地活化標租、竹山瑞龍

瀑布園區設置無障礙步道、橋聳雲天綠

雕園區，都為南投增添美麗風景；合歡

山暗空公園觀景平台啟用，完善觀星設

施，吸引遊客體驗；配合中央振興券

政策推出「南投玩很大 千千萬萬獎不

完」，希望吸引更多遊客到南投消費、

旅行。

南投縣長

道路如血管 打通不中風
今年雖然遭逢疫情，但南投縣道路拓寬與改善，持續進行。縣府努力建設

四通八達的交通，除了提升產業運輸能量，也打開觀光動線，只因道路如血

管，只要血管通暢，就不會中風。

鹿谷 151 乙線
打通觀光動線

溪頭每逢假日車潮湧入導致延溪

公路壅塞，車陣經常綿延數公里，

嚴重影響在地鄉親生活，縣府研議

改善之道，104 年提計畫，拓寬原先

的靖山農路，提升為縣道 151 乙線，

共獲補助 1.3 億元工程經費。

151 乙線於 9 月完工通車，除疏解

151 線假日壅塞車潮，也將連結投

151 線及投 139 線及台 16 線，打通

鹿谷、集集、水里、信義等濁水溪

線觀光動線，從溪頭到信義、日月

潭都會更加便捷。

拓寬投 147 線
帶動國姓水里發展

國姓鄉的投 147 線，是連結水里

的重要聯絡通道。110 年度進行道路

拓寬工程，未來對沿線水鹿養殖與

觀光農場的發展，將有很大助益。

5 月開工後，截至 11 月進度已達

16%，這項工程預計在 112 年完工。

投 139 丙線
南投市交通可順暢

為改善南投市交通，縣府進行 139
丙線開通計畫，第一期工程於 108 年

12 月 23 日開放通車，第二期工程於

110 年 2 月開工，截至 11 月已完成

63%，進度超前。

從南投交流道下來的福岡路也正

在辦理延伸接到 139 丙線，加上旺來

產業園區也會增設聯外道路連接 139
丙線，一北一南的串聯形成完善交

通路網，全線完工後包括南崗工業

區及旺來產業園區的對外交通將更

加便利。

打通環鄉公路 中寮有希望
中寮鄉受到地形限制，對外交通

不便，縣府等單位爭取中央補助，

改善中寮鄉環鄉道路投 22 連接至投

26 線，總經費約 13 億餘元。

中寮環鄉道路拓寬工程，分成 3
期，今年陸續施工，完工通車後將

由鄉道投 22 線、投 26 線、投 17 線

及縣道 139 線連接組成環鄉公路網，

不僅能擴大中寮對外生活圈，也有

助增進地區的民生經濟發展。

產業園區 開發有成
為加強產業發展，縣府開發五大園區；其中，福興農場溫泉、南投旺來

產業園區及埔里微型園區，開發有成，不但土地出售，未來民間也將進一步

進駐；草屯手工藝產業園區、竹山竹藝園區也正依計畫進行相關作業，這幾

個開發計畫，將影響未來南投發展。

福興農場 溫泉造鎮
為安置廬山溫泉業者，縣府選定埔

里鎮福興農場，進行溫泉造鎮；打造

國際級綠色休閒渡假園區。基地規模

約 55.6 公頃。

福興溫泉的遊客中心、停車場、親

水公園、壘球場、污水處理廠等公共

設施，都已經完成，園區內將建置旅

館區、商店區等，預計可提供 3,000
至 5,000 個就業機會，預估開發效益

約為 35.8 億元。

其中，區段徵收土地約 10 公頃，

共有 43 筆土地，將優先專案讓售 34
家廬山溫泉業者，已完成產權移轉登

記及交地。

而剩餘土地約 4.6 公頃則採公開標

售，目前已售出 22 筆土地，正在協

助業者辦理旅館區興建及營運許可取

得等事宜。此案更榮獲 2021 國家卓

越建設獎 - 最佳規劃設計金質獎的肯

定。

南投旺來產業園區 完售
縣府協助信義鄉神木村百餘戶莫拉

克颱風災民另行覓地建設永久屋遷村

安置外，並開發旺來產業園區，土地

已全數出售完畢，總銷售金額達 22.4
億元。

旺來園區計 16.59 公頃，開發經費

21 億元，將發展以地方特色食品加工

業、觀光工廠為主的產業園區。開發

完成後，預計為地方創造約 500~800
個就業機會，帶動廠商投資，每年產

值預估可達 20 億元。 
 

埔里微型園區 特色產業進駐
為加強土地有效利用，活化縣有土

地，縣府開發埔里微型園區，供中小

型特色產業進駐。

園區營運後預估可創造 300 個就業

機會，每年約可創造 18 億元產值，

並為縣府帶來資產活化效益。目前產

業用地已全數售出。

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能及早偵

知、通報反應及適當逃生，降低火災

造成的災害，縣長林明溱重視縣民住

家安全，編列預算，指示每戶住宅安

裝住警器，確保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110 年先在南投市試行，除了原本就

有消防設施的集合式住宅，以戶為單

位，每戶一顆住警器，其餘 12 鄉鎮將

在 111 年進行裝設。

戶戶裝設火警器  南投市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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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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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名間鄉的縣府苗圃，打造生態

休閒公園，並且設置遊樂設施，為南投

增加一處休閒場地。其實這座公園緊臨

豬樂園，到這裡遊玩「一兼二顧」，好

吃又好玩，更加有趣。

豬樂園有人叫「小豬露露」，是由

南投縣農產運銷公司經營，也是屬於南

投縣政府事業單位，電宰毛豬交易是業

務；豬樂園經過綠美化，是一處花木扶

疏，綠蔭處處的休閒園區，兼具觀光休

憩功能。  
豬樂園內設有豬造型裝置藝術，可

供遊客拍照，還有很多好吃的肉乾、及

肉類產品可以購買消費，吃的、用的保

養品通通有，品質受到好評，很多遊客

跑來採買，自用饋贈兩相宜，網路訂購

也可以。

年初「萊豬」開放進口，標榜「本

土豬」的農產運銷公司，肉品加工產品

受到消費者喜愛，自創品牌的「南投好

味道―小豬露露」由縣府掛保證，要讓

消費大眾吃得健康又安心﹗

國道 3 名間交流道 休憩新據點

苗圃變成遊樂園，親子同樂多一個

去處！位於名間鄉的苗圃公園

化，縣府打造成休閒遊樂園區，並在

12 月對外開放，心型的草皮區、遊具

區、戲水步道等一應俱全，成為遊憩

新據點。

多年來，民眾希望增建遊樂園的聲

音，縣府不但聽到了，且跨出重要的

第一步。縣長林明溱選擇縣府名間苗

圃園區，闢建生態休閒公園，並在公

園內設置遊樂設施及大型遊具，相關

工程已經完成，於今年底對外開放。

「名間苗圃生態休閒公園」一期工

程在 107 年底發包，經費計二千六百

萬元，並在 108 年底峻工。

公園內除了設置心型大草皮區，營

造落羽松及台灣梢楠下的壓花步道，

並在南側興闢生態池、兒童遊樂設

施、沙坑、噴水池及戲水步道等。

為了增加遊憩亮點，縣府隨後在公

園內進行二期工程，除了增加裝置藝

術，也興建大型遊具設施，大大的磨

石溜滑梯是一大特色，還有草皮攀爬

區、景觀平台、大型組合遊具、多人

盪鞦韆、彈跳床等。縣府另設置大型

遮陽網，維護涼爽的遊戲環境。

縣府表示，公園內所有遊戲設施

設計，是依據「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管理範」，邀請兒童安全專業委員審

查，確保設計符合規定，且公園用地

也合法化。

縣府在名間鄉打造成休閒遊樂園

區，社區居民多了一處遊玩的去處，

民眾進入公園遊玩使用遊樂器材前，

請務必注意公告內容，並遵守規定，

享受公園休閒美好時光。

苗圃變遊樂園   親子同遊「樂透」

國道 3 中部交流道，出現新的休

息據點。從國道 3 名間交流道下來，

即可抵達名間鄉苗圃生態休閒公園

及豬樂園，這裡適合家庭出遊玩樂，

一般公路南來北往的駕駛，也可以把

這裡當成休息站，縣府希望帶動沿線

商家生意，帶動地方繁榮。  

苗圃生態休閒公園及豬樂園，位

於名間鄉彰南路上，無論是一般公

路，或返往國道 3 高速公路，交通都

非常方便，尤其南下高速公路直達

竹山紫南宮，一般公路往西可通往

八卦山受天宮，或是往集集、水里、

日月潭，苗圃生態休閒公園及豬樂園

正好是途中休息據點。

從休息站性質來看，苗圃生態休

閒公園有大型遊具、遊客可以倘佯在

綠地上、又可以免費逛豬主題樂園，

並進行遊憩、消費，這樣的交通休息

空間，是很棒的家庭旅遊地點。

小豬露露豬樂園  
吃喝玩樂更有趣

位於 6 號國道國姓交流道下方的

橋聳雲天生態綠雕園區，縣府精心

規畫打造，以綠雕為主題設置園區，

預計 111 年 1 月初完工。

列為公路十大景點之一的國姓橋

聳雲天，縣府營造成進入南投縣觀

光旅遊門戶，將原為低密度使用空

間，進行園區步道修繕，並著手環

境綠美化，園區內有大型綠雕、花

海、大面積草坪、水生植栽區等。 
其中，大型綠雕造景如台灣黑熊、

石虎及福龜，十分醒目，走入園區

令人心曠神怡，是一處適合休閒好

去處，縣府希望未來成為觀光新亮

點。

值得一提是，國道國姓交流道下

的園區，是縣府主動找國工局並承

租土地開發，並在綠雕創意中，期

盼行銷地方產業。

從無到有的園區，分兩期施工，

總工程經費 4 千萬元，開園後將會

導入本縣農特產業，使烏溪軸線的

觀光資源更加完整。

橋聳雲天綠雕園區明年初完工
中潭公路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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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選加工食品，食品標示清楚看，吃得健康又安心。

撼龍步道位於南投市漳和社區，早

在民國 89 年就已經闢建開放，但是知

道的人並不多，平時多半是住在附近

的鄉親會前來健行運動，今年縣府耗

資 200 萬元經費整修並更新沿途公共

設施，打造為一條景觀優美、舒適好

走的休閒景觀步道，讓民眾可以享受

一個老少咸宜的運動健身好去處。

撼龍步道是縣長林明溱擔任立委時

爭取經費施作完成，結合社區志工號

召民眾齊心打造、細心整理維護，經

過 10 多年來的擴充改善，今日的撼龍

步道沿途草木扶疏、綠意盎然，不同

季節都有花卉盛開，景致漂亮迷人。

由於憾龍步道就位於緊鄰南崗工業區

的八卦山麓，距離南投市區很近，進

一步整修完成後經過民眾廣泛體驗分

享，已經成為南投市民最新的運動休

閒首選據點。

日前縣府也選定撼龍步道與雙龍七

彩吊橋步道舉辦「南投健行節」活動，

參加民眾走完全程還可參加電視、平

板、家電等好禮的抽獎活動，活動一

推出就報名額滿，盛況空前。

撼龍步道入口位於漳和里活動中心

旁，長約 2.5 公里，單趟來回約需 90
分鐘，全程都是坡度平緩的人行專用

路線，多數路段鋪設平坦舒適的地磚

或水泥路面，加上沿途樹蔭、竹林夾

道，走起來非常輕鬆。全程有櫻花林、

林蔭步道、陽光椰林、木芙蓉花道、

柚香步道、蘭花區、蝴蝶區，以及景

觀橋、休息橋、小溪頭景觀等設計，

更有一段「好漢坡」可通往易經大學，

提供民眾安全、豐富的休閒樂趣，適

合全家大小一起健行散心。

這兩年受到疫情的影響，過往的

休閒旅遊活動受到許多限制，民眾反

而更重視走出戶外，走訪山林步道運

動健身、散心賞景也蔚為風尚。因應

這個趨勢南投縣政府今年也積極推廣

「三好特色步道」――好好走、好好

拍、好觀光，邀請民眾前來南投走步

道，順道遊覽各地景點、知名產業消

費購物，在後疫情時代為「觀光首都」

振興產業經濟！

第九屆紫南宮環縣自行車活動於

11 月 14 日清晨起跑，3000 名騎士騎

過 9 鄉鎮，挑戰 99.9 公里路程，不

但是今年疫情以來全台最大自行車

賽，自由車好手林建利、吳仁傑、蔣

聲雄、盧紹軒等人先馳得點，在二小

時三十七分至三十八分之間，騎完近

百公里。

2021 永不放棄一騎『起』來發財，

紫南宮環縣 99.9K 自行車挑戰活動計

有 3000 人參加。包括男子 2637 人，

女子 363 人，其中最高齡有 87 歲的

騎士，年紀最小則是 9 歲的小朋友；

還有來自澳洲、哥倫比亞、印尼、義

大利、日本、馬來西亞、納米比亞、

菲律賓、南非、英國、美國、辛巴威、

中國等 13 國，65 位外籍人士參與。

副縣長陳正昇歡迎參與活動的騎士，

並期盼透過活動推廣，增加運動人

口。

值得一提是，這項活動結合宗教

信仰，讓人感受紫南宮土地公庇佑，

希望一路平安、帶來「一騎發財」的

好運。縣府與臺灣自由車運動協會、

紫南宮合作，舉辦自行車活動，特別

感謝紫南宮主委莊秋安支持，活動才

能順利舉行，並感謝消防署訓練中心

給予協助提供最優質的場地。

紫南宮環縣自行車賽 三千騎士挑戰 99.9 公里 

走出戶外放鬆身心  健身賞景不必到深山

南投市撼龍步道  全家逗陣來

▲不同季節都可看到各種花卉盛開

▲全程坡度平緩適合各種年齡層散心

攜手愛心團體助弱勢

獅子會捐高齡友善醫療車 中寮受益
台北市東億國際獅子會在

創會長李宗霖帶頭下，展現

大愛精神，慨捐一部高齡友

善醫療車，給位處偏鄉的中

寮鄉衛生所。

副縣長陳正昇 11 月 29 日

代表縣長林明溱受贈，感謝

熱心獅友關注偏鄉出錢出力

改善長輩就醫交通問題。

東億獅子會所屬的 300A1
區總監陳鍊成致辭強調說，

由 80 多個獅子會組成的該

區，還有二到三個公益車輛

捐贈額度，歡迎南投縣有需

要的鄉鎮及機構踴躍接洽申

請。

東億號高齡友善醫療車

捐贈儀式，除了李宗霖、陳

鍊成及東億獅子會現任會長

詹世新等 29 位獅兄獅姊遠

道實地走訪中寮外，陳副縣

長也與衛生局長陳南松、中

寮鄉長廖宜賢、縣議員張永

輝、鄉代會主席游如村到場

表達謝意。

末年終，縣府結合民間慈善等團體，

關懷弱勢家庭。11 月 27 日在埔里舉辦

「嘉瀅愛 埔里情 綿綿不斷二十二年」

物資發放活動。

縣府社會及勞動處副處長張木斌，

感謝嘉瀅愛心協會結合社會愛心，

22 年 來 關 懷 弱 勢 家 庭， 協 助 渡 過

難 關， 寒 冬 時 節， 感 受 社 會 溫 暖。 
   這項活動源於 921 震災後，縣府結合

台北市嘉瀅愛心協會資源，針對災民

發放物資，對受災戶提供實質的助益，

頗受地方好評，也帶動埔里慈善團體

與個人相繼加入，22 年來從未間斷的

善行義舉，相當可貴。

今年計有 27 個地方公私單位、團體

及個人參與，一起關懷弱勢家戶，發

放冬令物資，對象為埔里、國姓、仁

愛地區共 200 戶弱勢家庭。

▲多數路段鋪設平坦好走的地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