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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 日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Events Calendar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洽詢(報名)專線

9月21日(四)9月24日(日)

2017桃米青蛙嘉年華

桃米

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049-2911591

中興新村

南投縣政府

049-2229443

10月7日(六)-15日(日)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11月4日(六)

Follow集步走-綠蔭野餐活動

集集鎮公所

049-2762034

11月5日(日)

2017綠境懷舊小洛陽集集自行車逍遙遊

集集鎮公所

049-2762034

2017南投溫泉季系列活動
i慢玩-埔里溫泉知性之旅

埔里鎮鯉魚潭風景區

南投縣政府

049-2984040

11月11日(六)

2017南投溫泉季-北港溪系
列活動

泰雅渡假村

南投縣政府

049-2461311

11月18日(六)

2017南投溫泉季-玉山
、東埔情

東埔國小

南投縣政府

049-2791515

10月~12月

日月潭之美
劉木林水彩個展─旅人行腳

向山遊客中心
日昇月恆藝廊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049-2855668

11月5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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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日月潭Come!Bikeday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活動 主題時程表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合辦單位

10月13日(五)

2017日月潭婚禮

向山遊客中心

南投縣政府

10月21日(六)

台灣大哥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
〈光年盛世 超越20〉

中興停車場

台灣大哥大

10月21日(六)10月22日(日)

日月潭紅茶文化季

向山遊客中心

魚池鄉公所

10月28日(六)

馨台灣‧心曦望

伊達邵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台灣南投分會

10月29日(日)

2017日月潭環湖馬拉松

向山遊客中心

中華運動生活協會

11月4日(六)

2017日月潭最強尋寶獵人
定向越野

伊達邵

騰風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月4日(六)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青年
交響樂團花火音樂會~
璀璨人聲映月謠

向山遊客中心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
青年交響樂團

11月11日(六)
11月12日(日)

日月潭Come!Bikeday

向山遊客中心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施放煙火

2017日月潭Come!Bikeday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

精彩十週年

騎響嘉年華

活動網站

檔案應用服務

本處已開放檔案應用服務(閱覽、抄錄、複製)，歡迎多加利用，服務電話:049-2341206或上網查詢。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旅遊日月潭 製茶體驗趣│伊達邵親水步道─享受2.4公里的悠閒│「客」遊水沙連 走訪客家水里坑 市集路跑休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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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旅趣

2017 日月潭 Come!Bikeday 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活動
桃米生態休閒農業區

區業農閒休態生米桃

「2018 迎光盃水里馬」
「藝術造鄉 - 文化扎根」藝文饗宴

打造故事牆，重現布農族傳說

日月潭之美 劉木林水彩個展─旅人行腳
日月潭花火音樂嘉年華

P.12

計畫，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原民

旅遊探索

「客」遊水沙連 走訪客家水里坑 市集路跑休閒趣
伊達邵親水步道─享受 2.4 公里的悠閒
店飯大典經

P.16

日月潭．心感動

地利社區壁畫故事牆
打造布農族壁畫 重建部落新亮點

發行單位

龍部落」，也在計畫之中，並於民國 100

牌，讓遊客在欣賞壁畫之餘，還能搭配

年納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範

文字，深入了解布農族精彩的神話傳說。

圍內。

除了繁體中文，解說牌另附上布農族語

經典大飯店

承部落語言的意義，並兼具國際觀光的
價值。

始進行布農族三個部落的壁畫新建及修

壁畫人文導覽 深度探索部落

日月潭自行車道
—向山段

護，其中「地利部落」的故事牆工程，
事先徵詢族人的想法，以「洪水傳說」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言、英文，以三種語言對照，除了有傳

遊憩軟硬體設施。民國 105 年，日管處開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日月潭館

道車行自潭月日
段山向—

呈現在遊客面前。
此外，日管處還在壁畫旁設置解說

投縣政府及信義鄉公所規劃日月潭周邊
水社

館潭月日品產色特方地灣臺POTO

幅生動活潑的壁畫，以豐富精采的樣貌

部落─「地利部落」、「潭南部落」、「雙

為發展部落文化觀光，日管處、南

社水

地利社區壁畫故事牆

921 地震後，政府實施部落整體營造

幅壁畫工程，已於今年 7 月完工。一幅

道車行自潭月日
段潭月—

日月潭自行車道
—月潭段

「地利部落」的部落文化保存，在眾

洪維新

為壁畫主題，打造布農族神話故事牆，

人的努力下展現豐碩的成果，以一幅幅

地址

555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599號

佐以狩獵、祭典等日常畫面研擬初稿，

壯觀優美的壁畫迎接遊客來訪。此外，

電話

(049)2855668

再於地利國小下方圍牆上進行兩公尺巨

網址

http://www.sunmoonlake.gov.tw/

「地利部落」還運用民間組織開班培訓

發行人

總編輯

陳志賢

執行編輯

鄧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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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炫星、黃豆北、孫國雄、簡史朗、全文盛、

站驛馬鐵站車火里水

在地解說員，讓解說員帶領遊客，進行

水里火車站鐵馬驛站

一場部落文化的深度導覽，未來還會進
館會生養閒休松與禪

黃瑞奇、沈揮勝、胡堯儲、林國隆、蘇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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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古道的修繕，強化部落亮點的發展，
展現部落生態及文化新風采！

施宗泓、涂振昇、高慈穗、陳逸全、杜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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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社
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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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日月潭館

旅遊服務資訊
向山遊客中心

日月潭自行車道
日月潭自行車道
—向山段
—向山段

049-234-1256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599 號

伊達邵遊客中心
日月潭自行車道
日月潭自行車道
—月潭段
—月潭段

049-285-0289 ＃ 9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 127 號

車埕遊客中心
049-277-4981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 111 號
水里火車站鐵馬驛站
水里火車站鐵馬驛站

埔里遊客中心
049-291-6060
埔里鎮中山路 4 段 191 號
禪與松休閒養生會館
禪與松休閒養生會館

水社遊客中心
049-285-5353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163 號

集集遊客中心 ( 集集火車站 )
049-276-2546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75 號

再發現。動感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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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新 視 界

旅遊日月潭 製茶體驗趣
文 ‧ 圖 / 茶改場凍頂工作站 - 林儒宏

在日月潭旅遊，絕對不能錯過紅遍全臺的
「大葉種紅茶」，這個茶種在魚池茶區的栽培
面積最多，其中又以臺茶 18 號紅玉最突出，
獨特的肉桂味及薄荷香讓愛茶人士瘋迷，滋味
好比高低起伏的山巒般，擁有豐富的層次變
臺茶 18 號紅玉

化，令人著迷；臺茶 21 號紅韻蘊含柑桔花香
及柚香，滋味如同身在幽谷，傳來陣陣柚香，
令人身心舒暢；臺茶 8 號為阿薩姆品系選拔出
來，具有麥芽香氣，滋味如水柱灌頂般，飲一
口即讓人精神為之一振，具有多種香氣，滋味
如同迂迴的山路，變化多樣豐富。

臺茶 21 號紅韻

紅茶製程概述
然而，以上這些耐人尋味、滋味爽口的「大
葉種紅茶」，是如何製作的呢？ 以下為各位
一一揭曉紅茶的製作過程。

臺茶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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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萎凋



摘取茶樹的一心兩葉，放置室內進行萎
凋，藉由茶菁水分的蒸散作用，將原先茶菁
75% 的含水量調降至 45 至 50% 左右。
在萎凋過程中，茶菁會變得柔軟有韌性，
因為水份減少，細胞內的液胞膜選擇性消失，

促使多元酚物質釋放至含有多元酚氧化酵素的
細胞質中，當多元酚與多元酚氧化酵素結合
後，產生化學反應，此即茶葉的發酵作用。





補足發酵
揉捻結束時，如果發酵未完全，需經過補
足發酵處理，才能使茶葉繼續完成內含物質的
轉化，使紅茶獨特的色、香、味皆俱足。

解塊
解塊目的係為使揉捻後結塊的茶葉解開以
散熱，避免茶葉溫度升高影響風味。

乾燥
利用高溫迅速破壞酵素活性，使茶葉中的
水分蒸發，並使茶葉更加緊縮，以固定外形，
讓紅茶的發酵過程的色、香、味更加固定，保
持茶葉品質避免劣變。

室內萎凋前

辨別紅茶品質小撇步

室內萎凋後

揉捻
藉由揉捻機機械力的作用，使萎凋後的
茶菁捲曲成條狀，一般機器揉捻時間約 90 至
150 分鐘，過程中因茶葉細胞受到破壞，使茶
汁迅速流出，開始劇烈發酵，揉捻後的茶汁沾
著茶葉表面，乾燥後的茶葉烏潤有光澤，沖泡
時可溶物質易溶於茶湯，增加茶湯的濃稠度。

當我們以玻璃茶壺品嘗紅茶時，觀察紅茶
在冷卻後出現乳白色不透明狀，這個現象稱為
凝乳現象，是由茶黃質、茶紅質及咖啡因聚合
而成。當茶黃質的比例高，則茶乳明亮；茶紅
質的比例高，則茶乳呈現混濁色，因此可由凝
乳現象判斷紅茶品質，凝乳現象較多者，被公
認為品質好的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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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日月潭製茶體驗之旅

五感體驗製茶趣

日月老茶廠

來 日 月 潭 旅 遊 時， 不 妨 把 步 調 放 慢，
尋找周邊的亮點茶莊，如日月老茶廠、日月

預約體驗專線：049-289-5508

潭 -HUGOSUM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日月潭東峰

日月潭 -HUGOSUM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

紅茶莊園、日月潭貓頭鷹之家、澀水皇茶……

預約體驗專線：049-2897238

等等，提供製茶體驗的行程，讓遊客親身體驗

日月潭東峰紅茶莊園

製作紅茶的樂趣。

預約體驗專線：049-2897861

體驗紅茶前，導覽人員先介紹紅茶相關

吉臣製茶廠 ( 日月潭貓頭鷹之家 )

知識與製作過程，再帶領遊客以雙手模擬紅茶

預約體驗專線：0930-083-839

揉捻機，讓茶菁在手中像皮球般地翻滾，體驗
手工揉捻紅茶的新鮮感，並感受茶汁沾附於手

澀水皇茶

中的黏稠感，再以嗅覺體會茶菁的香氣變化過

預約體驗專線：049-2895938

程，為自己親手製作日月潭紅茶，更藉由導覽
人員的解說，了解茶農製茶時的用心。
下次來到日月潭，除了欣賞湖光山色美
景，更推薦來一場紅茶製茶體驗遊程，深度旅


日月老茶廠

HUGOSUM和菓森林紅茶莊園

遊日月潭，讓日月潭之旅增添滿滿的知識與新
鮮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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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東峰紅茶莊園



吉臣製茶廠(日月潭貓頭鷹之家)



澀水皇茶

11 12

10 13

趣
主 題 旅

日月潭浪漫迷人的景緻，多少人為之傾
醉，每個季節的日月潭，各以婀娜多姿的姿
態展現在眾人眼前：春夏的螢火蟲季、夏秋
的賞蝶樂，冬季時的櫻舞漫漫，其中最令人
引頸期盼的盛事,當屬秋季的花火音樂嘉年華
活動。
文 ‧ 圖 / 遊憩課

每年 10~11 月舉辦的「日月潭花火音樂嘉

Come!Bikeday」運動休閒活動， 民國 102 年更

年華」活動，發展緣由可追溯到民國 92 年，

將其合併於「日月潭花火音樂嘉年華」中，為

日管處邀請 5 國煙火團隊一起在日月潭舉行

嘉年華活動注入一股嶄新的生命力。

「國際水上花火節」，打響日月潭嘉年華知名

自民國 97 年轉型至今，今年的日月潭花

度；民國 97 年，日管處將花火節融入文化元素，

火音樂嘉年華即將邁入精彩十週年，首度以

邀請國內知名樂團，一起在日月潭的山光水景

Come!Bikeday 自行車、花火音樂會為雙主軸，

中演奏音樂，並以夜空的絢爛花火為布幕，成

命名為「2017 日月潭 Come!Bikeday 騎響花火

功締造往後一年一度的「日月潭花火音樂嘉年

音樂嘉年華」，除了讓人熱血沸騰的自行車活

華」，更將活動推向國際。

動，另規劃 3 場花火音樂會、3 場運動賽事與

民 國 101 年 運 動 觀 光 盛 行， 日 月 潭 環

2 場產業文化活動。日管處邀您白天騎單車賞

湖公路景色優美，獲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遊日月潭、夜晚共賞浪漫花火音樂會，一起體

評選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車道，日管處更在

驗日月潭多采多姿的不同風貌！

當 年 引 進 民 間 資 源， 舉 辦 第 一 屆「 日 月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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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Come!Bikeday

11/12（日） 日月潭環潭挑戰遊
０６：００～１３：００

11/11（六） 日月潭玉山塔塔加
自行車挑戰
０6：００～１３：０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騎乘在環潭公路，可飽覽日月潭的
生態與文化特色，隨著地勢高低起伏，
稍具挑戰性，適合一般大眾挑戰，歡迎

交通部觀光局將今年訂為「2017 生
態旅遊年」，而日月潭的「低碳旅遊智

喜愛騎車賞景的車友們，一起用雙輪探
索日月潭！

慧觀光」行之有年，擁有享譽國際的自
行車道及依山傍海的環湖美景，今年邁
入第六屆的日月潭 Come!Bikeday，首度
推出日月潭玉山塔塔加挑戰之旅，讓單
車騎士從日月潭一路騎上玉山塔塔加，
激發騎士潛能！

11/12（日） 日月潭兒童滑步車賽
０８：００～１２：０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為讓小朋友一起體驗騎乘自行車的樂
趣，特別於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舉辦「日
月潭 Come ！ Bikeday 兒童滑步車趣味賽」，

11/12（日） 日月潭單車逍遙遊
０６：００～１３：０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深秋時分正是涼爽宜人的季節，聞
名國際的日月潭自行車道，臨水而行、
湖景宜人，適合親朋好友一起來日月潭
相約騎單車，輕鬆騎乘於水上自行車專
用道，放鬆身心並促進彼此情誼，迎著
晨曦與清風，享受一趟低碳無負擔的自
行車逍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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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朋友在短距離滑步律動中，跟著父母
一起進入自行車休閒運動的領域。

以上活動一律採用網路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相關活動資訊與報名網址

花火音樂會
10/21（六） 台灣大哥大花火音樂會
< 光年盛世 超越 2 0 >
１９：００
地點：中興停車場
今年日月潭花火音樂會以《光年盛
世 超越 20》為主題，以音樂突破歷史與
語言的感動，回顧臺灣 20 年來的關鍵大
事，以大型管弦樂團編制改編張雨生、
蔡依林、五月天、周杰倫等經典歌曲，
在江靖波指揮率領的樂興之時管弦樂團，
李佳薇、卓義峰和王典的嘹亮樂聲中，

11/04（六） 璀璨人聲映月謠
１９：０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欣賞穹頂的燦爛煙火秀與倒映在潭面的

由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劉玄詠團長擔

璀璨煙火，佐以曾點燃你我熱情、感動

任指揮，女高音李佳蓉、男高音吳家馨

人心、劃時代的創作金曲，並以璀燦煙

及國臺交附設青年交響樂團，帶來膾炙

火點亮日月潭的夜空，帶領觀眾 HIGH 翻

人口的歌劇選粹，以及多首義大利高度

整個夜晚，期許臺灣邁向下一個 20 年。

戲劇性的詠嘆調與交響樂作品，曲目包
括：〈負心的人〉、〈善變的女人〉、〈飲
酒歌〉、〈我的太陽〉、〈散塔露琪亞〉、

10/28（六） 馨台灣 · 心曦望
１7：００

地點：伊達邵碼頭

〈歸來吧！蘇連多〉、以及威爾第：《西
西里晚禱》序曲、浦契尼：《瑪儂 ‧ 雷
斯考》間奏曲、馬斯康尼：《鄉村騎士》
間奏曲等義大利歌劇作品，讓遊客們可

今年「馨台灣 ‧ 心曦望」以室內樂
融合日月潭大水沙連地區在地表演團體，

徜徉在日月湖畔聆賞動人樂章、親近音
樂藝術，以雅俗共賞方式深耕音樂文化。

表演節目包含戰鼓、獨輪車、跆拳道、
布農原聲合唱等元素，透過音樂、武術
和民俗表演，鼓勵在地孩子活出自我，
藉由日月潭 Come!Bikeday 騎響花火音樂
嘉年華活動，傳達「愛」的訊息，串聯
南投在地中、小學生文化藝術表演，幫
助偏鄉、弱勢孩童找回自信，展現逆境
的希望，讓民眾看見生命的轉變。活動
現場另舉辦義賣活動，邀請遊客一起與
愛同行，看見臺灣新希望。
7

運動休閒

11/04（六） 2017 日月潭最強尋寶
１２：3 0 ～１７：３０ 獵人 – 定向越野
地點：伊達邵碼頭
綜合體力及智力的定向越野活動又
來到日月潭了，今年將以最強尋寶獵人
作為設計主軸，融合日月潭邵族傳說故
事及人文背景，體驗當時原住民逐鹿迷
蹤、冒險尋寶的樂趣，增加競賽的趣味
性，其中定向越野個人菁英組及雙人挑
戰組仍維持日月潭定向越野水陸兩棲的
特色，過程將渡船交通與陸上越野型態

10/29（日） 2 0 1 7 環湖馬拉松
０６：００～１３：０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帶入競賽範圍，使競賽更富挑戰性且更
加多元，而菁英組更廣邀國外頂尖好手
一同共襄盛舉，體驗台灣之美 !
另為鼓勵全家人一同走出戶外，特

徜徉在多樣豐富的自然生態中，與
美景並肩奔跑！
日月潭環湖馬拉松分為 42 公里全程

別設置親子組賽事，以邵族逐鹿傳說，
設計闖關活動，不僅親子同樂共享大自
然的美好，也更能了解臺灣的人文之美！

馬拉松、29 公里超半馬拉松，提供選手
挑戰自我的舞臺，邊跑步邊欣賞日月潭
湖光山色的世界級美景，同時藉由馬拉
松賽事，讓國際選手體驗日月潭之美，
將臺灣之美宣揚國際。
另主辦單位承續過去公益回饋傳統，
報名選手每完成 1 公里，將同時為選手
捐款 1 元給公益團體，讓選手在跑步之
餘，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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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律採用網路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月30日

產業文化

10/13（五） 2 0 1 7 日月潭婚禮
０８：００～１４：0０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歷經整修重啟的耶穌堂，隱身於日
月潭涵碧半島的林木間，擁有黃牆白柱

10/21（六）

的羅馬式外觀，今年在新團隊的打造下，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10/22（日）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結合傳統與創新思維，成為熱門的婚紗

日月潭紅茶文化季

攝影景點。

地點：向山遊客中心

今 年 邁 入 第 40 屆 的 日 月 潭 集 團 婚
禮，即將在耶穌堂舉行，將西式教堂婚

臺灣紅茶產業的故鄉就在日月潭！

禮結合愛之遊艇及幸福巴士，邀請 30 對

結合紅茶評鑑、頒獎，紅茶野餐音樂會、

新人在遼闊的日月潭湖畔敲響鐘聲，踏

松韻樹石大展及在地農特產等豐富內容，

上幸福之旅。參加者更可獲得愛情鎖頭，

邀請茶友一同品茗世界級的好茶，認識

在耶穌堂及永結橋結上鎖頭，為婚姻許

日月潭紅茶文化。

下承諾：「鎖定愛情、日月見證、永結
同心」。

10/21Sat.

台灣大哥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光年盛世 超越20>

21

Taiwan Mobile 20th Anniversary Concert <Innovation Beyond Imagination>

10/13Fri.

中明（受福宮）

2017日月潭婚禮

Zhongming（Shoufu Temple）

台21線60K處

2017 Sun Moon Lake Wedding

60K Provincial Highway21

21

竹石園

10/21Sat.-10/22Sun.

九龍口
Jiouiongkou

雲品酒店
Fleur de Chine

Bamboo Rock Park

文武廟

日月潭紅茶文化季

Sun Moon Lake Black Tea Culture Festival

Wenwu Temple

龍鳳宮

Longfeng Temple

10/29Sun.

朝霧碼頭

Chaowu Pier

水社遊客中心

2017日月潭環湖馬拉松

2017 Sun Moon Lake Marathon

11/4Sat.

NTSO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Fireworks Concert

松柏崙步道

Songbolun Trail

Zhongxing Parking Lot

梅荷園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附設青年交響樂團

璀璨人聲映月謠

Shuishe Visitor Center

中興停車場

Meihe Park

水社碼頭

Shuishe Pier

大竹湖步道
Dazhuhu Trail

21
拉魯島

水蛙頭步道

Lalu Island

11/11Sat.-11/12Sun.

Shuiwatou Trail

玄光碼頭
Xuanguang Temple Pier

日月潭Come!Bikeday

日月潭纜車站

Sun Moon Lake Ropeway (Cable car) Sation

Sun Moon Lake Come!Bideday

土亭仔步道

向山遊客中心

Xiangshan Visitor Center

青年活動中心

伊達邵碼頭 Youth Activity Center

Tutingzai Trail

Ita Thao Pier

玄奘寺

Xuanzang Temple

伊達邵遊客中心

Ita Thao Visitor Center

活動地點

纜車站

Event Location

Ropeway(Cable Car)Station

接駁車設站點

廁所

Shuttle Bus Station

乘船處
Boat Boarding Spot

停車場
Parking

伊達邵義勇街口 Ita Thao Yiyong Street Entrance
慈恩塔

Cien Pagoda

Restroom

水社碼頭無障礙電梯
Shuishe Pier Barrier-free Elevator

頭社水庫

Toushe Reservoir

頭社

Toushe

10/28Sat.

馨台灣‧心曦望

Warm Up Taiwan With Heart of Hope

11/4Sat.

2017日月潭最強尋寶獵人

2017 Sun Moon Lake Orie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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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主 題 旅

「2018 迎光盃水里馬」
文．圖 / 水里鄉公所

在時代的變遷下，記憶中的水里景
象已不復見，為喚起水里的記憶，特地
舉辦「2018 迎光盃水里馬」，活動路線
橫跨水里山城，帶領遊客深入水里體驗
在地風情，一起尋覓山林秘境。
「2018 迎光盃水里馬」有 21Km 挑
戰 組、10.5K 休 閒 組 與 5Km 親 子 組， 除
「水里有青山、有小溪，有百年秘
境、還有好吃的小吃美食！」 一位返鄉
創業的年輕麵包師傅說，語氣中掩不住
對家鄉的熱情。

了歡迎路跑好手來挑戰，也適合親子同
遊，一起親近自然，增進親子情感。
主辦單位：水里鄉公所
洽詢電話：049-2772141 ＃ 250 ～ 255

「藝術造鄉 - 文化扎根」藝文饗宴
為迎接日月潭泳渡盛事，水里鄉公
所結合鄉內各藝文展演團隊，舉辦「藝
術造鄉─文化扎根」藝文活動，希望藉
由活動將藝文融入民眾生活之中，並藉
由表演展現水里人的熱情，歡迎遊客來
水里走一趟，體驗文化藝術觀光。
活動時間：9/23( 六 )16:00~21:00

「藝術造鄉─文化扎根」活動表
時段

活動內容

16：00~21：00

茶席 ( 奉茶 )、大師揮毫、玫瑰彩繪、咖啡品茗、巧克力 DIY
、客家文物、客家美食、客家麻糬 DIY、遊客溫馨打卡站

16：00~18：00

音樂響宴 – 爵士鼓、國樂、美聲表演

18：30
18：30~21：00
10

洽詢電話：水里鄉公所 049-2772141
＃ 250 ～ 255

迎賓拉丁舞表演
長官來賓致詞、介紹與會貴賓、頒發感謝狀
節目表演
薩克斯風、舞蹈、美聲團、肚皮舞、手語…等表演

趣
主 題 旅

日月潭之美

劉木林水彩個展─旅人行腳
文 ‧ 圖 / 劉木林

資深水彩畫家─劉木林老師，原本

熱愛水彩的劉木林老師，十分感謝

從事板金黑手，但因喜歡繪畫，靠著自

日管處的邀約，讓他得以悠遊在日月潭

學畫出一片天，畫作曾榮獲南美展西畫

美景中，恣意揮灑色彩，呈現一幅幅時

部曙光獎、日本國際美術功勞賞等殊榮，

而豐潤時而柔美的畫作。

更被國內外美術館及收藏家收藏。

劉木林老師的日月潭寫生畫作成

今年日管處特邀劉木林老師以畫筆

果，即將在今年十月於向山遊客中心的

記錄日月潭之美，於 8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昇月恆藝廊進行展覽，希望藉由展示

日進行寫生，劉老師帶著水彩畫筆踏遍

這些記錄日月潭晨昏與四季流轉之美的

日月潭各個角落，將日月潭的山光靈秀

創作，吸引更多遊客造訪日月潭，一起

之美揮灑於畫布上。

發現日月潭新感動！

日月潭之美
劉木林水彩個展 – 旅人行腳
展覽時間：10~12 月
展覽地點：向山遊客中心─日昇月恆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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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旅 遊 探

「客」遊水沙連

走訪客家水里坑 市集路跑休閒趣
文．圖 / 車埕遊客中心

遊程一：水鄉翫味識客趣

本遊程由水里鄉客家美食冠軍王─阿
聰師親自帶領遊客鬥陣逛市集、識客家，
探索水里鄉的菜市場文化。透過阿聰師不
藏私大公開，介紹菜市場裡頭好吃、好玩、
好享樂之處，再尋訪菜市場內的小販，傳
授如何挑選食材，讓遊客洗手作羹湯，親
自下廚料理「戀愛苦瓜」，並讓遊客自備
便當盒，盛滿阿聰師精心挑選的客家美食
冠軍菜，來到風景優美的水里溪畔，一同
品嘗水里道地的客家料理。
除了享用客家美食，更帶領遊客暢遊
在水里的站前大街，感受民國七、八零年
代水里鄉的風華歲月，讓遊客偷得浮生半
客庄大本營在桃竹苗一帶，但在南投

日閒，體驗水里客庄的滿滿人情味！

山城也有相當多的客家族群。客委會與南

遊程費用：599 元 / 人
投縣政府於今年透過資源盤點，整理出在
地的客家特色產業，首次舉辦南投山城專
屬的「客家旅遊」，一共規劃六個旅遊路
線，其中三條路線集中在水里周邊，要帶
遊客一起挖掘南投深山獨特的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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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董于安 0919-735896
遊程相關資訊

遊程二：新高山腳下 好客行
沿著濁水溪上游堤防，經過永興觀光
大橋，就能進入水里鄉的後花園— 「永興
村」，此時不妨先停下腳步， 在橋上駐足
欣賞永興神木，這裡流傳著客家先民伐樟
焗腦的傳奇故事。
繼續往前行，遇見山坡上的梅園，每
年開春之際，總是飄盪著雪白醉人的花香；

遊程三：移動客家 鹿跑客庄

另有水火同源、蝴蝶谷復育、光臘樹及獨
角仙的豐富景點，吸引許多旅客一遊。

新興社區舊名「鹿寮坑」，是位於南

回到村莊，來一趟在地文化之旅，拜

投縣水里鄉北邊的一個客家庄，全村由鹿

訪近百年的賴家古厝、八通關古道、生命

寮溪與水里溪環繞著，早期有許多水鹿常

之泉源、開基祖林朋祠、永興古吊橋等，

至溪邊戲水，於山間奔跑，村民隨處可見

皆留存珍貴的文化軌跡。

鹿的蹤跡，因此稱為鹿寮坑。

在漫步途中 , 眼前赫然出現熱帶植物─

本遊程由運動教練帶領大家以趣味的

可可樹 ! 身為眾神的食物，可可擁有許多神

跑走體驗方式，一同跑進客家庄，在涼爽

話故事，藉由可可園區的導覽解說，讓遊

的山嵐跟隨當年水鹿的腳步，走過客家古

客深入認識客家產業從傳統到新興的三部

厝，聆聽在地耆老訴說當年胼手胝足建造

曲：樟→梅→可可。

家園的故事 , 並體驗客家物漬物。

享受美味午餐後，遊客還可前往信義
鄉，欣賞琉璃光橋的秀麗風光、體驗手作

遊程費用：599 元 / 人
聯絡人：謝宜學 0927-667237

客家粢粑，聆聽梅子與客家人緊密相連的
動人故事。

遊程費用：599 元 / 人
聯絡人：張玉華 0928-919893

相約一起遊山城，體驗客家好風情
以上三條南投水里客家旅遊各具主題
特色，已於今年 (106 年 ) 正式開賣！日管
處誠摯邀請旅客前往南投水里，尋找最樸
實的客家風情、品嚐客家傳統美食、探訪
純樸客庄，並體驗客家手作，順道一遊浪
漫迷人的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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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旅 遊 探

伊達邵親水步道

享受 2.4 公里的悠閒
文 ‧ 圖 / 伊達邵管理站

人生哪得幾回閒，能在日月潭畔悠閒地散步，對忙碌的現在人
來說，就是最幸福的享受了，不論是獨自一人漫步在湖畔享受湖光
山色，或是與親朋好友閒話家常，每次都能創造感動的旅遊回憶。
日月潭擁有許多親水步道，今天特別來介紹

旁，進入林間步道，約莫走上五分鐘左右，就可

「伊達邵親水步道」，這條步道全長 2.4 公里，

以抵達日月潭纜車站，由此搭乘纜車，在空中飽

串連碼頭、商圈、纜車站、湖濱、涼亭、水上步

覽日月潭的優勝美景，也可以由此經過纜車站，

道，還有之前聲名大噪的九蛙疊像，每年春天來

前往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享受森林芬多精或是

臨時，整條步道被櫻花渲染出一片桃紅，搭配碧

拜訪蝴蝶園體驗生態之美。

綠湖景，成就一幅繽紛浪漫的美景，是一條人氣
滿分、容易親近的櫻花步道。

碼頭到纜車站段 - 原民風味 ˙ 櫻花滿載
「伊達邵親水步道」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
分串聯伊達邵碼頭與日月潭纜車站，全長約 1 公
里，遊客可以搭船遊湖，在伊達邵碼頭下船，於
伊達邵遊客中心放鬆休息後，再沿著指標穿過富
含原住民特色的伊達邵老街，來到中華電信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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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日月潭纜車站之後，是「伊達邵親水步
道」在民國 102 年 10 月完工啟用的第二部分，
遊玩時需要特別注意日月潭纜車站銜接步道的管
制門開放時間（上午 6 時至下午 18 時），以免
遊玩時受到影響。此外，建議當伊達邵商圈停車
位客滿時，可選擇先將車輛停放在纜車站停車場
內，再步行 10 分鐘即可抵達伊達邵商圈，讓旅
遊更輕鬆便利。

伊達邵親水步道 TIPS
 全長 2.4 公里

無障礙通用設計標準，暢行無礙
步道終點為日月潭眾所矚目的焦點之一─
「九蛙疊像」，近年來每逢旱季就會成為指標登

 步行單趟：約 30 分鐘
 開放時間：上午 6 時至下午 18 時

上新聞版面，在沒有「伊達邵親水步道」之前，
只能從環湖公路的水蛙頭步道拾級而下，但水蛙
頭步道起點停車位有限，沿著蜿蜒山路停車也容

纜車站到九蛙段 - 靜謐優雅・怡然自得

易影響行車安全，如今可以改從伊達邵親水步道
探訪九蛙，更是安全舒適，而且水蛙頭步道有階

串連日月潭纜車站與九蛙疊像的這段路線，
全長約 1.4 公里，全程皆採日月潭標準的步道 /
自行車道通用設計，沿途大部分都有綠蔭遮蔽，

梯，不方便銀髮族使用，而整條伊達邵親水步道
都是採通用設計，全程無階梯，且坡度平緩，無
論是輪椅或嬰兒車都能暢行無礙。

即使正午時分前往，也不覺炎熱，還能一邊散步
一邊吹著湖面上的徐徐涼風，不亦快哉！
「伊達邵親水步道」其中的一段，與日月潭
知名的北旦水上自行車道一樣，都是打樁構築在
湖面上，遊客在行走時，彷彿輕功水上飄，有著
人湖合一的快感。這段路程相較第一部分的熱鬧
商圈，顯得幽靜自在，而且面湖的視角更加廣闊
動人，秋季時分，湖畔的變葉林木倒映在湖中，

伊達邵親水步道 TIPS
串聯商圈、纜車站、九蛙疊像、春季櫻花盛開、秋
季變葉林木、水上步道。
可騎乘自行車，需禮讓行人、行動不便者通行。
符合無障礙通用設計標準，全程無階梯，坡度平緩。

忽紅忽黃忽綠好不繽紛。偶然發現枯枝孤佇水

伊達邵地區塞車時，可提前將車停入纜車站，再步

中，更添詩意。步道途中設有兩座涼亭，不時看

行進入伊達邵商圈。

到旅人在此歇息，一邊享用茶水點心，一邊欣賞
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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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 心 感 動

地利社區壁畫故事牆

打造布農族壁畫 重建部落新亮點
文 ‧ 圖 / 工務課

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由家
族長老主持事務，是一個長老的父系社

布農族豐富的神話故事緣起於遠古的

會，他們相信萬物皆有靈魂，由此構築

洪荒時代，當時山搖地動、四處淹大水，

成「天」、「人」、「靈」三度空間，

布農族祖先為求生存，只能不斷往高處

因此布農人以待人之心對待宇宙萬物。

逃，來到山頂後，天雨仍未停，族人饑

布農族崇拜天神，以和音方式表達
對天地的崇敬，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祈
禱小米豐收歌」，是在一月撒種祭到三
月拔草祭所演唱的歌曲，同時是一首聞
名遐邇的「八部合音」，為了祈求來年
豐收，布農族於小米播種祭進行時，男
子圍一圈，以合音唱出「祈禱小米豐收
歌」，歌曲最初為四部合音，當音域高
時，出現八個音階的合音，布農族人相
信歌聲越美，天神就會越高興，小米就
會更豐收，因此總是懷抱虔誠的心，向
天神傳唱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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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遠古神話─洪水傳說

寒受凍，急需升火取暖、燒煮熟食，便
徵求族裡的勇士渡河到對面山峰尋找火
種，此時善泳的青蛙與紅嘴黑鵯自告奮
勇前往，之後青蛙雖然背回薪炭，但途
中被洪水澆熄，背部燙傷嚴重，因而變
成癩蛤蟆；紅嘴黑鵯也完成了任務，但
叼火飛行過程中，腳部與嘴巴被燒紅、
身體被燻黑，因而形成今日黑色身體與
紅嘴的外貌。

打造故事牆，重現布農族傳說
921 地震後，政府實施部落整體營造
計畫，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原民

幅壁畫工程，已於今年 7 月完工。一幅
幅生動活潑的壁畫，以豐富精采的樣貌
呈現在遊客面前。

部落─「地利部落」、「潭南部落」、「雙

此外，日管處還在壁畫旁設置解說

龍部落」，也在計畫之中，並於民國 100

牌，讓遊客在欣賞壁畫之餘，還能搭配

年納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範

文字，深入了解布農族精彩的神話傳說。

圍內。

除了繁體中文，解說牌另附上布農族語

為發展部落文化觀光，日管處、南
投縣政府及信義鄉公所規劃日月潭周邊

言、英文，以三種語言對照，除了有傳
承部落語言的意義，並兼具國際觀光的

遊憩軟硬體設施。民國 105 年，日管處開

價值。

始進行布農族三個部落的壁畫新建及修

壁畫人文導覽 深度探索部落

護，其中「地利部落」的故事牆工程，
事先徵詢族人的想法，以「洪水傳說」

「地利部落」的部落文化保存，在眾

為壁畫主題，打造布農族神話故事牆，

人的努力下展現豐碩的成果，以一幅幅

佐以狩獵、祭典等日常畫面研擬初稿，

壯觀優美的壁畫迎接遊客來訪。此外，

再於地利國小下方圍牆上進行兩公尺巨

「地利部落」還運用民間組織開班培訓
在地解說員，讓解說員帶領遊客，進行
一場部落文化的深度導覽，未來還會進
行古道的修繕，強化部落亮點的發展，
展現部落生態及文化新風采！
來日月潭旅遊，除了盡享湖畔美好風
光，也歡迎大家走入布農族部落，來一
場部落生態、文化探索之旅，體驗布農
族自然萬物綻放的精采神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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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 日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Events Calendar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洽詢(報名)專線

9月21日(四)9月24日(日)

2017桃米青蛙嘉年華

桃米

桃米生態村社造協進會

049-2911591

中興新村

南投縣政府

049-2229443

10月7日(六)-15日(日)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11月4日(六)

Follow集步走-綠蔭野餐活動

集集鎮公所

049-2762034

11月5日(日)

2017綠境懷舊小洛陽集集自行車逍遙遊

集集鎮公所

049-2762034

2017南投溫泉季系列活動
i慢玩-埔里溫泉知性之旅

埔里鎮鯉魚潭風景區

南投縣政府

049-2984040

11月11日(六)

2017南投溫泉季-北港溪系
列活動

泰雅渡假村

南投縣政府

049-2461311

11月18日(六)

2017南投溫泉季-玉山
、東埔情

東埔國小

南投縣政府

049-2791515

10月~12月

日月潭之美
劉木林水彩個展─旅人行腳

向山遊客中心
日昇月恆藝廊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049-2855668

11月5日(日)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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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日月潭Come!Bikeday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活動 主題時程表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合辦單位

10月13日(五)

2017日月潭婚禮

向山遊客中心

南投縣政府

10月21日(六)

台灣大哥大日月潭花火音樂會
〈光年盛世 超越20〉

中興停車場

台灣大哥大

10月21日(六)10月22日(日)

日月潭紅茶文化季

向山遊客中心

魚池鄉公所

10月28日(六)

馨台灣‧心曦望

伊達邵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台灣南投分會

10月29日(日)

2017日月潭環湖馬拉松

向山遊客中心

中華運動生活協會

11月4日(六)

2017日月潭最強尋寶獵人
定向越野

伊達邵

騰風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月4日(六)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青年
交響樂團花火音樂會~
璀璨人聲映月謠

向山遊客中心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
青年交響樂團

11月11日(六)
11月12日(日)

日月潭Come!Bikeday

向山遊客中心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

施放煙火

2017日月潭Come!Bikeday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

精彩十週年

騎響嘉年華

活動網站

檔案應用服務

本處已開放檔案應用服務(閱覽、抄錄、複製)，歡迎多加利用，服務電話:049-2341206或上網查詢。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旅遊日月潭 製茶體驗趣│伊達邵親水步道─享受2.4公里的悠閒│「客」遊水沙連 走訪客家水里坑 市集路跑休閒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