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12月~105年3月 日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Events Calendar
主辦單位

洽詢專線

104 年 12 月
~105 年 1 月

「集集鎮特色活動」

特生中心、集集火車站、驛
南投縣政府
站、軍史公園、明新書院、
集集鎮公所
商圈店家

049-2763333

104 年 12 月下旬
~105 年 1 月上旬

「踏雪尋梅」

信義農會梅子夢工廠園區
信義鄉牛稠坑梅園區

049-2791959

104 年 12 月 19 日

2015 南投花卉嘉年華系列活動 -「魅力森巴
南光國小臨中正路側集結
FUN 埔里」

104 年
12 月 24 日 ~25 日
104 年 12 月 25 日
16：30~19：20
104 年 12 月 26 日
15：00~19：00

「信義鄉聖誕節活動」

羅娜村、地利村

南投縣政府
信義鄉農會
南投縣政府
埔里鎮公所
南投縣政府
信義鄉公所

049-2984040#148

冬 季 號

049-2791515

「平安聖誕，歡樂水里」點亮水里系列活動 水里火車站前廣場

水里鄉公所

049-2870434

104 年
12 月 26 日 ~27 日
9：00~16：00

臍橙創意市集 - 水里特色農產品行銷展售會

水里火車站前廣場

水里鄉公所

049-2870434

104 年 12 月 27 日

2015 相約在冬季 - 集集音樂馬拉松

集集鎮 ( 起跑點和平國小 ) 集集鎮公所

049-2763541

104 年 12 月 31 日
18:00

2016 埔里跨年活動

仁愛公園

南投縣政府
埔里鎮公所

105 年 1 月 1 日

2016 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

魚池鄉金龍山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049-2855668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5 年 1 月 23 日
~2 月 21 日

2015 南投花卉嘉年華 - 集集花現寶

集集鎮

集集鎮公所

049-2763541

105 年 1~2 月

聯合陶友集新春特展

水里蛇窯

水里蛇窯

049-277096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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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2984040#148

049-2898835
活動網頁：
105 年 1 月 30 日
~105 年 4 月 10 日

九族櫻花季 - 春季首部曲

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

105 年 1 月 30 日
~105 年 2 月 29 日

臺灣第一夜櫻

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

049-2895361

105 年 2 月 6 日
~105 年 2 月 29 日

2016 南投燈會在集集

南投縣集集鎮、車埕火車站

南投縣政府
集集鎮公所

049-2201789

105 年 2 月 6 日 ~
105 年 2 月 29 日

水里點燈慶元宵

水里火車站前廣場

南投縣政府
水里鄉公所

049-2201789
049-2898835
活動網頁：

105 年 3 月 6 日
~105 年 4 月 10 日

浪漫二部曲：薰衣草狂歡嘉年華

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

105 年 3~4 月

水里蛇窯收藏展

水里蛇窯

水里蛇窯

049-2770967#202

高鐵彰化田中站正式通車後，前來日月潭旅遊將更加方便了！旅客朋友可善加利用高鐵快捷公車，由彰化高鐵

NEWS!
最新消息

站搭乘前往田中火車站，轉搭火車至二水站；或是也可搭乘員林客運 6700 路線公車抵達二水站，由此轉乘集
集支線火車進入日月潭地區。台灣好行目前已在規劃連結日月潭與高鐵彰化站間的接駁服務，未來將提供旅客
朋友更便捷的交通路線選擇！

聖誕佳音 曙光迎新
12月聖誕佳節將至，信義鄉的潭南、地利、雙龍等部落也開始妝點出濃濃的過節氣氛，

本處為配合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歡迎民眾前來洽詢檔案應用業務，可上網址查詢

邀請來自各地的朋友們一起參與這場節慶盛典！

或電洽秘書室許小姐 電話 : 049-2341206

2016年元旦的黃金假期，也不可錯過一年一度的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
感受旭日朝霞帶來的新氣象、新活力！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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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金龍山晨曦美景
中臺灣迎曙光夢幻秘境
文．圖 / 遊憩課

金龍山迎曙光

2016 金龍迎曙光活動

活力日月潭 ‧2016 金龍迎曙光
金龍山美名遠播，在媒體報導及攝影愛好者口耳相傳
之下，逐漸成為熱門迎曙光聖地，由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規劃的「金龍山迎曙光」活動即將邁入第三年，2016
迎曙光活動規劃晨曦音樂會、原聲天籟等精彩表演，活動
已於 12 月 1 日開放遊客網路報名，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並
於活動當天至服務台報到後即可獲得「元氣早安組」乙份，
內容有 ISUN 登山杖、Merrell 頭巾、日月潭限量版夜光手環、

有一種美景，值得夜幕低垂時出發，踏著夜色登上山巔屏氣凝神等待。在天際線光明乍現

元氣早餐券及幸福摸彩券等好禮，將日月潭滿滿元氣帶回

前，滿天流光逸彩變幻萬千，當一絲金線衝破黑夜藩籬的瞬間，彷彿也將胸中積鬱盡掃而

家！

空，沐浴在晨光中宛如新生，這就是「日出」的魅力，也是賞日出愛好者難以忘懷的美景。

為因應大量遊客造訪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期間
會場周邊實施交通管制，主辦單位更貼心規劃免費活動接

中臺灣秘境 ‧ 日出三聖地
臺灣多高山的地形造就許多欣賞日出勝地，綿長

駁車，有興趣參與活動的遊客請詳見活動網站查詢，或洽

以眺望整個魚池盆地，氣候佳時更可遠觀合歡山脈。

詢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憩課。

的東海岸沿線、中部高山、離島景觀等皆受國內外遊

金龍山海拔平易近人，卻可近瞰魚池盆地、遠眺

客喜愛，然而在中臺灣其實也有得天獨厚的「日出夢

山巒疊翠、雲海翻湧，春夏夜裡山嵐繚繞，薄霧覆蓋

幻秘境」靜待旅人探尋。

盆地萬家燈火，投射絢麗奪目的琉璃光；秋冬之際則

攝影圈流傳的俗語：「北格頭、中五城、南二寮」
即指出中臺灣觀賞日出的三大聖地，其中的「中五
城」即為南投縣魚池鄉大日月潭地區的金龍山。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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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別稱「槌子寮」，位於 131 縣道旁的小山丘上，可

時間

內容

05:00~06:00

元氣健行

06:00~06:50

晨曦音樂會

06:50~07:00

新年祝賀

07:00~07:10

幸福樂摸彩

07:10~07:15

日出．印象（金龍曙光）

07:15~07:45

原聲天籟

07:45~08:00

幸福樂摸彩

活動詳情及交通資訊請上
2016 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
活動網站查詢

金龍山步道遠眺美景

是觀賞日出最佳時機，曙光乍現時萬縷金光穿過枝枒
灑在林間，遠處山稜線彷彿以金線勾勒，浪花般充滿
生命力的雲海則由左邊的日月潭方向翻滾向埔里方向
而去，迷人美景令人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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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南投

燈會在集集

一年一度部落佳節

花果嬉遊 、 猴 運 當 投

來地利村歡度白色聖誕

文．圖 / 遊憩課
文．圖 / 遊憩課

地利村青雲教會聖誕佈景
佳作 彩結鴻運 林凌珠

東埔、人和、同富、明德等多個部落，每年聖誕佳節

教與天主教信仰傳入臺灣，這是臺灣開始接觸基督教

之時，信義鄉各部落熱烈慶祝，其中更以地利村及羅

2016 南投燈會即將在 105 年 2 月 6 日至 2 月 29

教育、觀光、農業、宗教、社區及地方各界資源規劃

與天主教的開端。而原住民大多在民國 38 年至 40 年

娜村所舉辦的聖誕活動名聞遐邇，平安夜當天家家戶

日於南投縣集集小鎮隆重登場！ 2016 南投燈會適逢

燈區範圍，更將燈區延伸到綠色隧道，利用豐富的樹

間改信基督教與天主教，布農族人也不例外，最早改

戶設宴款待，即便未曾謀面之外人，來者即受親友般

猴年，齊天大聖孫悟空是猴年人物的最佳代表，傳說

林綠蔭等先天條件，形塑具特色光環境，打造南投縣

變信仰的是位於南投縣的信義鄉。隨著天主教、基督

之歡迎與款待，在外謀職或已遷居之異地遊子，均設

孫悟空出生並居住在花果山，而南投縣是眾所皆知的

的燈會特色，千萬不可錯過！誠摯邀請遊客闔家共襄

教信仰融入生活之中，在原住民部落裡，過聖誕節就

法返鄉過節，多年來外人慕名而加入參與「過年」者，

觀光大縣，更是水果及花卉的知名產區，因此，今年

盛舉，白天賞花泡溫泉遊南投、品嚐南投豐富農特產

如同漢族迎接農曆春節般，是一年一度的重要日子。

年年劇增，使得近年的聖誕節慶活動規模攀升，聖誕

度南投燈會將主題訂為「花果嬉遊、猴運當投」，展

品、晚上賞燈會，體驗一年一度的歡樂燈節。

發展至今，過聖誕節的意義並非只是年復一年的例行

之際湧入兩村（地利及羅娜村）之人潮熱烈，社區道

現南投物產豐饒之在地特色，也象徵在猴年參與南投

節日，而是村人齊心響應的慶典，藉由發揚地方特色

路兩旁及空地停滿車輛，外地人參與「過年」者，有

燈會都能鴻運當頭。

節慶，凝聚地方認同及共識，並以此作為行銷地方產

不少民眾自願搭帳篷將就一宿，只為了一睹並感受、

業的年度重要活動。

體驗信義鄉特有的聖誕節慶。

集集鄉土燈會迄今已舉辦多年，在全臺累積良好
口碑，每年吸引中臺灣大量人潮，今年度將燈區擴大
至集集鎮街道，主燈將設置於武昌宮，並結合南投縣

4

十六世紀時，西班牙與荷蘭佔領臺灣，便將基督

相關活動資訊可至
南投縣政府官網查詢：

信義鄉原住民文化極為豐富，涵括有雙龍、地

「聖誕節」不僅是信義鄉年度最大的節慶、盛

利、潭南、豐丘、久美、望鄉、望美、羅娜、新鄉、

事，也是當地原民部落推展觀光產業重要之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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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斗科植物多
細賞美麗錐果
文．圖 / 沈揮勝

繽紛的燈飾夜景

部落報佳音

活動

色節慶。每年 12 月的聖誕節慶祝活動，潭南、地利、

象徵祈求新的一年健康平安、順利圓滿。此外，由在地

雙龍村民會齊力運用竹、木、茅草等在地自然素材製作

村民以歌舞演出方式呈現的耶誕晚會也是不可錯過的部

聖誕燈飾，將部落妝點出濃厚的過節氣氛，也呈現一種

落盛典！活動會場並設置有原住民美食攤位，提供布農

兼容並蓄的特色風貌。聖誕夜當天除了肅穆的宗教儀式

族特有之烤全豬風味饗宴，邀請與會民眾於點燈後品嚐

外，凌晨時人手一支火把繞行部落報佳音，營火隊伍綿

特色美食。豐富的活動內容及精彩的晚會表演，是感受

延有數公里長，雖在凜冽的深冬高山中，然而當歡樂氣

佳節氣氛的另一種選擇，歡迎歲末時分來到部落走走，

氛達到最高潮，卻也令人感覺格外感動溫暖。

體驗不一樣的原鄉人文丰采喔！

小西氏石櫟

捲斗櫟

火燒栲

活動期間舉辦有燈飾比賽；參加單位競相發揮創
意與巧思，於村內主要道路旁，使用現地、現有之樹木
或其他材質為主體的素材裝飾街道，營造熱鬧的節慶氣
氛。點燈祈福儀式；於主活動會場入口處，規劃由古典
樂團、詩歌禮讚方式引導與會民眾進入，經由牧師或神
父祈禱祈福後，進行聖誕點燈儀式與聖誕樹祈福儀式，

* 詳情請洽：
信義鄉公所電話 049-2791515#122
地利村長辦公室 049-2741173
羅娜村長辦公室 049-2831329
* 活動時間 :104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5 日
* 活動地點 :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羅娜村

冬天是殼斗科植物果熟季節，日月潭經管區內闊

柯、單刺櫧等。另包括外形特殊、猶如戴著金色斗笠

葉樹林間，不難找到落地的錐果，圓的、扁的，有的

的「捲斗櫟」，每一棵植株所結出來的果實都不一樣，

像包頭巾、有的似戴斗笠、還有些長滿銳刺，儘管外

甚至同一棵樹結出的果實，每一顆的形狀也不盡相

觀千變萬化，但總脫離不了陀螺錐形…還記得《冰原

同，相當多元化。

歷險記》片中的劍齒松鼠嗎？對了！就像牠屢追不得
精彩的聖誕晚會表演活動

的那顆堅果！

坪及車埕山區，可發現台灣黑熊最愛吃的青剛櫟。而

臺灣地區的殼斗科植物分類紛亂，曾多達六十多

長滿銳刺、堪稱為台灣原生種栗子的大葉苦櫧，以及

種，經學術單位整併為四十四種，日月潭附近的低海

果實較小、葉子兩面分呈深綠及焦褐色的火燒栲，都

拔闊葉林中，常見的則有十多種；其中錐果外觀最接

是山居民眾，兒時最美味的回憶。

近《冰原歷險記》片中描繪者，非小西氏石櫟莫屬。
小西氏石櫟又名「幼葉杜仔」或「油葉柯仔」，
果實形狀也像陀螺，是早期山區小朋友最喜歡的玩
具。這種堅果可以食用，味道還不差，但外殼又硬又
厚，必須用榔頭敲開，不過在此衣食不缺的年代，一
般人撿到哪捨得吃？通常成了珍藏品！小西氏石櫟在
日月潭分布普遍，各步道不難找，光是向山生態步道
末端的觀景台旁就有好幾棵，還結了一些堅果。
潭區周邊，另有短尾葉石櫟、三斗石櫟、淋漓

6

此外，在水社大山、頭社後尖山及大舌滿、豬哥

大葉苦櫧俗稱赤鉤，全區點狀分布；火燒栲則是
潭邊分布最普遍的喬木，風一吹葉片背面翻出來，整
棵樹變成焦褐色，易見且醒目。
這些物種的分布都相當廣泛，包括頭社壩、向
山、涵碧半島、松柏崙、大竹湖、水蛙頭、慈恩塔、
土亭仔，甚至金龍山、魚池尖、後尖山等，只要細心，
每一條步道至少都可以找到三、四種殼斗科植物，但
提醒「只撿不摘」，以免阻礙自然繁殖機制，也別害
苦松鼠找不到食物。

7

日|月|潭|新|視|界|

日|月|潭|新|視|界|

鬼桫欏

世界珍寶
「山大人」森林
文．圖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嚴新富

筆筒樹
親近世界珍寶
在日月潭有一項世界級的蕨類寶藏──樹狀蕨類森林。全世

在日月潭的環潭步道中，在教師會館步道、土亭仔

漁獵：漁獵是邵族人的重要文化之一，擅於抓捕難纏鰻

界的桫欏科（Cyatheaceae）樹狀蕨類，多分布在熱帶雨林的高山上，

步道、水蛙頭步道及慈恩塔步道中，這三種樹狀蕨類均

魚的邵族人，是漁獵文化中的英雄。邵族人瞭解鰻魚喜

一般人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過一層又一層的山，才可以一睹樹

為常見的植物，很容易就近欣賞；另外在松柏崙步道、

歡躲到孔洞的習性，因此，樹蕨（註：筆筒樹及台灣桫

狀蕨類的芳蹤；而臺灣則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地區，往往形成森林狀

青龍山步道及向山步道中，都以鬼桫欏最為常見；而在

欏）中空的樹幹，黑色的外觀，再加上可以沈入水中的

態，對外國人來講，是一項極容易親近的世界植物生態的珍寶。日

青年活動中心步道，則以筆筒樹及台灣桫欏較常見的種

特性，成了捕捉日月潭邊饅魚的天然材料。製作方法是

月潭有筆筒樹、鬼桫欏【Cyathea podophylla (Hook.) Copel.】、台灣

類；在大竹湖步道卻以台灣桫欏及鬼桫欏為常見的種類。

截取長約 70 公分的樹蕨，將其投入海裡（註：邵族人

桫欏（Cyathea spinulosa Wall. ex Hook.）等三種常見的樹狀蕨類，

邵族與「山大人」的邂逅

的海仔，指的是潭），一段時間後，邵族人再潛入水裡，

在各步道往往成群生長，也形成特殊的植物生態。依據上述植物的

邵族的祖先追逐白鹿來到日月潭，定居在水草富

特徵，整理如下的檢索表，可以幫助你在野外鑑定「山大人」：

足的地區，潭中多樣的水產及潭邊茂盛的森林，都是族
人賴以生活的資源。滿山的樹狀蕨類，邵族人都稱為

檢索表（一）
葉片是二回羽狀複葉？
1

以手掌緊蓋住兩端，然後浮出水面，將饅魚倒出。可惜
的是，這種憑真本事捕捉鰻魚的情形，現在已經難得一
見（鄭 2006）。

「山大人」，再將他們分為「大本」山大人及「小本」

養殖：白的大號山大人（筆筒樹）自己會乾掉，取一人

山大人二類；「小本」山大人在植物學上稱為鬼桫欏，

高的心，剉成條狀後煮熟，用來餵豬；或與米糠醃製，

因屬於灌木或小喬木，族人通常不利用它；而「大本」

再加一點鹽巴，就可以成為醃漬品。抓一把醃漬好的食

是→鬼桫欏
否→葉片是三回羽狀深裂 ( 見 2)

山大人，又分「白山大人」的筆筒樹，以及「黑山大人」

物，再加入熱溲水，用來餵豬。筆筒樹長到一個人高度

的台灣桫欏，因較為高大，就與邵族人的生活發生密切

時，砍下樹梢取心，加米糠醃漬半個月，再加點熱溲水，

老葉脫落後在樹幹留下橢圓形的葉痕，老葉不會
掛在樹上，不形成樹裙→筆筒樹

關係。茲將筆者多年來的田野調查資料，並參考鄭漢文

當做豬飼料，用來養豬。

2

先生的文章，將傳統在地知識陳述如後，與大家分享。

老葉下垂掛在樹形成樹裙，樹幹無橢圓形的葉痕
→ 台灣桫欏

生態智慧：鳥類會在上小號山大人（鬼桫欏）心部做巢，

食用：白山大人（筆筒樹）嫩心可煮食或烤食，先洗淨

鳥會啼叫，會引來山古鱉（百步蛇）吞食紅腳仔（深山

去毛（註：鱗片）後，直接煮或加入山肉煮食。

竹雞）。雨季時山古鱉（百步蛇）怕濕，會跑到鬼桫欏

老葉脫落後在樹幹留下橢圓形的葉痕，老葉不會
掛在樹上，不形成樹裙→筆筒樹

家屋：邵族過去的房舍尤其是搭建在農地上的臨時工

的心部做巢，因大約是一個人的高度，對經過的人具有

寮，都會以筆筒樹或台灣桫欏的主幹充當柱子，如果量

很高的危險性。山古鱉會叫，叫聲像雞叫般，要打山古

老葉下垂掛在樹形成樹裙，樹幹無橢圓形的葉痕
→見 2

多，還可以將其剖半或鋸切成板狀，將中空之溝槽交叉

鱉、飯匙槍（眼鏡蛇）等毒蛇時，人不可位在下坡處，

嵌接，充當板牆、屋頂之用（鄭 2006）。

以避免被蛇咬到。

檢索表（二）

1

葉柄呈具光澤的紫褐色，葉柄無刺→鬼桫欏

大號山大人（筆筒樹、台灣桫欏）所做成的柱子，

２
葉柄紫褐色，不具光澤，表面具刺→台灣桫欏

白蟻也不會蛀；也可以鋸成板，可做土人間（磨坊）的

其他：大號山大人（筆筒樹、台灣桫欏）可做種蘭花的
蛇木盆及蛇木屑。

隔間及壁板。另外筆筒樹的葉片，可以用來蓋屋頂，而

台灣桫欏
8

台灣桫欏葉柄則可用來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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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米生態村旅遊服務 ~
單一服務窗口推出 規劃遊程好輕鬆！
文 /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徐嘉妤 圖 /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桃米的美，
需要用心細細體會。
美的不只是輕巧飛舞的
青蛙，或是星光點點的
對家園的愛與認同。近
遊單一服務窗口的推

蝴蝶旅行

蜻蜓，鳴唱天籟的

螢火蟲，更是一份

來，桃米生態村旅

出， 整 合 生 態 旅 遊
見學行程，讓遊客可以
輕鬆規劃喜愛的行
程，在專業生態解說員
的帶領下，走訪社
區特色景點與濕地生態
，體驗農事活動與
DIY 課程，感受生態村
的魅力！
幫蝴蝶造窩

桃米日月潭小旅行

桃米生態村旅遊單一服務窗口
桃米生態村旅遊單一服務窗口，是由桃米社區發展
協會、桃米休閒農業園區推展協會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桃
米生態村三個在地團體，所共同成立的旅遊服務聯合窗
口，也是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輔導經營的對外服務窗口。
秉持著「打造桃米成為永續幸福的小山村」的理念及共
識，推動自然保育與生態旅遊，透過調查、出版、解說、
推廣教育及戶外學習，讓大家瞭解、欣賞及保護桃米與臺
灣的大自然，遊客可在專業生態解說員的帶領下，進行高
品質且尊重環境的生態學習及體驗，進一步親近、認識及
珍惜自然資源。
長期接受生態教育的生態解說員，是桃米最珍貴的

10

資產。今年已完成認證並加入「桃米生態村旅遊服

在桃米，生態池是許多生物的棲身之所，除了

務單一窗口」的專業解說員已達 30 多人，若要到桃

走訪桃米各濕地認識生態池的特性外，也鼓勵參加的

米參觀、學習，民眾可依參訪性質參考各組織的服

學員們加入大地義工行列，一起剷除福壽螺、粉綠狐

務項目來洽詢安排，規劃一趟安全、愉快、深度的

尾藻、大萍等外來物種，共同守護生態環境與倫理。

旅遊體驗。

此外，藉由特色的蝴蝶生態活動單元設計，以走動式

生態學習與環境教育活動

生態導覽及環教遊戲，引領學員認識蝴蝶之美與生
態；透過蝴蝶棲地的營造，從搭架、種植到一起幫蝴

桃米有森林、溪流、濕地及生態池分布其中，具
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提供各種動物棲息、覓食及繁
衍的場域，孕育了種類繁多的青蛙、蜻蛉、鳥類、蝴
蝶等物種，是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棲地。在專業生
態解說員的引領及解說導覽下，進行一趟深度的社區生

蝶造窩，體驗營造蝴蝶的快樂天堂。每年 4 至 5 月
是桃米觀賞黑翅螢、紅胸黑翅螢及大端黑螢的熱門季
節，在賞螢季節為維護品質及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採
總量管制與預約制，歡迎與螢火蟲來場浪漫的約會！

桃米社區見學參訪之旅
桃米的美，需要細細體會。美的不只是翩翩
飛舞的蜻蛉，鳴唱山水的青蛙，更是一份對家園
的認同，對願景的嚮往與實踐。社區居民透過持
續的教育學習，以及跨領域的多元合作，培訓出
專業的生態解說員，推動生態保育及綠色低碳旅
遊，藉由串聯桃米生態村周邊不同特色的產業與
社區，展開生態、技藝、飲食、文化等見學旅程，
有深度走訪社區的「桃米生態村見學之旅」，發
現蝴蝶生態之美的「跟著蝴蝶去旅行」，騎乘電
動自行車深入生態寶地的「桃米 ‧ 成功低碳小旅

態學習及環境教育之旅，將會帶回收穫滿滿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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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賞櫻

荷葉飯 DIY

不用到日本

南投賞櫻逛燈會
文．圖 / 黃瑞奇

筊白筍農事體驗

賞夜櫻

邁入第 16 年，已然是臺灣最大賞櫻盛會的日月
潭九族櫻花祭，維持一貫的優質地景花海及熱鬧
的應景活動，即將在一月底浪漫而熱鬧的登場！

新故鄉紙教堂見學園區、
新故鄉基金會
電話：049-2422003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
電話：049-2918030
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展協會
電話：049-2911591

今年九族文化村引進許多和風道具，複製打造了
一個濃郁類日本櫻花祭的風情，讓遊客不必到日
本就可以感受日本式的賞櫻浪漫。同時，暨南國
際大學校園的櫻花園也將在櫻花盛開的季節展開
一場如沐春風的茶與櫻花的對話。當櫻花開的季

桃米生態村旅遊

節來臨，整個日月潭地區將此起彼落地掀起一波

單一服務窗口

波的賞櫻熱潮，屆時又正逢春節假期，南投燈會
百香果農事體驗

也將在集集鐵路支線的沿線城鎮擴大舉行，預期

十分吸睛
九族「臺灣第一夜櫻」秘境勝景

行」，以及結合社區藝術創作解說與生態導覽的「桃

葉、新鮮蓮子，親手做頓「荷葉飯」，享受無毒、

米 ‧ 共和藝術小旅行」等遊程，邀請訪客一同感受

健康的好滋味！或是套上青蛙裝，跟著小農的腳步採

在地的動人生命力。

集埔里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茭白筍，帶回與家人分享；

農事體驗活動與 DIY 遊程

滋味鮮甜濃厚的百香果是當地代表性農作物，歡迎親
自摘採、現採現吃！

在這片土地上，桃米居民在重視環保生態的社
區共識下，堅持不施化肥與農藥，多已朝向有機栽
培邁進，要把健康的土地傳承給下一代。主要農特
產包括有茭白筍、麻竹筍、百香果、蓮子、香菇、
地瓜等，依季節時令推出不同農事體驗活動。遊客
來此可親自體驗穿上長筒雨靴下田，摘取翠綠的荷

桃米社區工坊結合社區媽媽協力提供有豐富多
元的 DIY 遊程，包含黃金青蛙粿、創意捏蛙、桃米筍
子包、紙風車、紙教堂 PIZZA 料裡體驗等各種 DIY 創
作，讓您充分感受「動手做」的樂趣，享受舒適自然
的美好時光！

臺灣最大的賞櫻盛會—九族櫻花祭

將提供國人一個絕佳的假期遊程安排選擇，日賞
櫻花，夜逛燈會，會是今年南投的熱門話題。

櫻花多樣花期拉長 二月是主要賞花期

九族櫻花祭創臺灣風氣之先，2001 年始辦第一

目前九族文化村種植了約 5000 多棵的櫻花，在

屆「日月潭九族櫻花祭」，九族文化村內數量又多又

一月下旬，歐洲花園的的枝垂櫻，將率先綻放；到了

集中的櫻花，令國人驚艷，之後每年盛大舉辦，戮力

二月初重瓣緋寒櫻接力盛開，這些以台灣山櫻 ( 緋寒

深耕臺灣賞櫻文化，也帶動臺灣種櫻花的風潮。前年

櫻 ) 去嫁接八重櫻所育成，是九族最主要的櫻花，由

更取得日本國家櫻花協會唯一授證為日本海外「櫻花

九族文化村創辦人張榮義命名為「九族百重櫻」，當

名所優選之地」的殊榮。這是日本櫻花協會為日本國

二月中旬滿山遍野的盛開，綿延數百公尺的櫻花隧道

內認證出 ｢ 日本さくら名所 100 選 ｣ 後，首次為

和櫻花林非常壯觀。而到二月下旬，當別的櫻花都已

海外認證櫻花名所，此舉也讓九族文化村的櫻花勝景

進入尾聲，園中櫻花大道二側的粉紅色富士櫻才開始

與日本百大賞櫻名所齊名。

盛開，花期比前者晚約半個月，因此九族櫻花祭賞櫻
活動到三月份仍可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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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慢時光
移植日式櫻花祭標榜賞櫻不用到日本
九族櫻花祭今年特別從日本引進了二台日本傳統
人力車，讓國人不用去日本也能坐著拉車賞櫻花，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二輛手工打造的人力車造價不菲，
價格直逼二輛國產小客車的價格，是目前臺灣僅有的
二輛勞斯萊斯級的日式人力車，此外現場還規劃了櫻
花市集、祭典夜市、日本和服出租的服務，讓遊客可
以換裝變身，體驗純正的日式賞櫻風情。

暨大花賞茶事櫻花樹下品茗香
南投因為產茶，因此茶藝的文化特別蓬勃，九族
櫻花祭每年在櫻花樹下舉辦盛大的櫻花茶會，邀請各

在 1 月 30 日和 31 日的下午 2 點半舉行，每場次提

就可領取紀念杯並可參加各式茶席及不同茶種之品茗

2910960#3725，信箱 : ncnusakur a@ gmail.co m 詢
問與報名。

夜櫻浪漫多情集集逛燈會也行
九族唯一有夜間開放的二月，打造了臺灣第一夜
櫻的響亮風評，夜間的櫻花林每一棵櫻花都有自己美
麗的燈光，部分區域並配合音樂，營造美麗動人的「臺

民國 88 年的 921 地震重創集集，原本純

灣第一夜櫻」秘境勝景，至今無人能夠超越。

樸充滿鄉村風味的小鎮，許多傳統建築損

而同時段「2016 南投燈會」也將在 2 月 6 日展開，

年九族櫻花茶會將在 2 月 14 日上午 11 時舉行，茶

主燈「猴運當投」將設置於集集武昌宮，今年燈會包

席無須另外收費，請逕與主辦單位企劃部報名 (049-

括濁水、車程、水里和集集火車站皆設有燈區，主題

2895361#1704)。

還有祥猴迎賓、集光大道、榮耀天空及燈藝小鎮等 11

因為擁有上千棵的櫻花，近幾年也加入櫻花季的賞櫻

文 ．圖 / 胡堯儲

活動，有興趣的茶友可以洽聯絡人：暨大觀餐系 049-

地的愛茶人入席，同時也推廣在地的特產紅茶。2016

除了九族的櫻花茶會以外，暨南國際大學校園

集集鎮的歷史建築 ( 上 )

供 300 組限量櫻花紀念茶杯，繳交工本費 300 元後，

毀，倖存下來的老建築屈指可數，其中當
然以具有特殊時代背景的建築最為可貴。
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述說著集集小鎮的
往日風華，讓我們來一趟集集鎮的歷史
建築巡禮，細細品味這些老房子優美的

個燈區，並邀請 13 鄉鎮市農會以其特色產品為主軸，

建築細節與背後的歷史故事。

呈現地方活力，打造具創意及在地特色的燈會。

茶會推廣，2016 年的二場「花賞茶事茶藝體驗」將

永福堂的現貌

濃濃日式賞櫻風情廣受遊客喜愛

林尾永福堂

40 年，迄民國 76 年（1987）為安全及保護建築本體
考量，將硬脊、土瓦拆除，抽換大多數樑材，屋瓦因

集集鎮現有最老的閩式木造建築為，林尾里陳

無適當成品可替代而覆上紅色烤漆板，實為不得已權

氏家族建於清道光年二十年（西元 1840 年），閩式

宜之計。921 地震時永福堂結構並未受損，93 年獲南

傳統三合院一條龍建築的「永福堂」。當時陳氏家族

投縣政府公告為歷史建築，歡迎遊客自由參觀。

第十三世陳廣盛利用回祖籍經商之便，分批運回四
川、雲南一帶所產具有香氣的肖楠、福州杉及石料等
建材，聘唐山師傅構築形式純樸優美的五大間；迄今
已有 174 年歷史的「永福堂」外觀雖顯老舊，但走廊
上方橫軸、拱樑上的金瓜筒、雲彩，簷下倒吊蓮筒等
雕刻工法精細，廳堂內外板壁人物、花鳥、書法仍不
失雅緻，整體而言仍有可觀，是集集鎮極為重要的文
化資產。
1920 年因屋宇已呈現老舊，曾按原結構整修一
次，1940 年左右，發現橫樑杉木受白蟻蛀朽，再過
檐下構件之金形瓜筒、步口通、吊筒、員光、壁堵上皆有精美
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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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低碳旅遊
智慧觀光亮點計畫
文．圖 / 管理處
搭乘電動船

遊覽日月潭

好舒適！

陳宅前棟為和洋風外觀
中庭的假山水池

清水花園
集集街 142 號廣盛宮旁的陳慶仁故居在日據時

磚造水洗石的外表恐怕是全台罕見了。臨街的主建築

期原為集集旅社，後為留日醫學博士陳慶仁購下作為

為後期增建，以日據時期最流行的洗石子做出柱子和

私人住宅。屋舍建於昭和 19 年（1944），臨清水溝

牆面，主建築與外牆間有狹長的花圃並設有石桌椅，

溪的部份是原本的日式構造，仍然保留了拉門、紙窗、

前後區中間有一迷你假山水池，小橋、飛瀑、噴泉頗

榻榻米等原汁原味的和式起居室，後院可以遠眺集集

得逸趣，池邊鋪設木板步道便於行走。

大山，在當年人口、建築稀少的年代，可以想見主人
在此享受自然山林風光的閒情雅緻；陳宅又被稱為「清
水花園」，應是臨清水溝溪而得名。

陳家當年在集集鎮的社會地位崇高，921 地震

憩品質

空間提升遊

多功能廣場

後，集集鎮以觀光作為重新出發的主軸，陳慶仁更將
巨額遺產稅捐出義助，目前在營運的環鎮小火車就是

「集集旅社」的招牌目前仍然高掛在西側間浴

該筆款項所購置的。「清水花園」也被列為集集鎮的

廁外簷，浴廁也都保有當年的格局，連浴室的地板也

文化資產歷史建築，雖無人居住但並未對外開放，如

是檜木，一角的浴池為方形，約五尺四方五尺深，連

欲參觀需與管理人連繫！

「電子套票」一卡在手輕鬆悠遊

智慧觀光電子套票 - 跨業整合帶動區域發展

同牆壁都貼上藍色磁磚；門口的洗手台更是古意盎然，

日月潭積極打造成為低碳旅遊智慧觀光風景區，
旅客透過悠遊卡之「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可搭乘
各類低碳運具以無縫接軌方式完成低碳旅遊，並可享

樟腦出張所

受該套票結合食、宿、遊、購、行五位一體的「智慧
位在集集鎮公所東側的「樟腦出張所」，為日本

消費」樂趣！自 100 年起推辦日月潭好行套票，迄

人在 1926 至 1930 年間（昭和 12-14 年）所建，其功

今總銷售達 29 萬套，104 年起推出 4 款電子旅遊套

能為配銷當時生產的腦砂。集集鎮曾是生產腦砂的重

票（基本款、樂活款、好行款、暢遊款），依據不同

鎮，清朝時獲得台灣樟腦專賣權的霧峰林家，曾在本

旅遊型態 ( 銀髮族、低碳旅遊、部落觀光 ) 需求，可

鎮設有 69 座腦寮，鎮上一度外商及酒家林立好不熱

至電子套票線上商品預購平台選購下午茶、伴手禮、

鬧，可惜這段歷史留下的文物、資訊全無；相對的，

DIY 體驗、電動車租賃、臺灣觀光巴士原鄉之旅…等

日人所建的樟腦出張所成為活的見證，益發突顯其珍

多樣商品，豐富遊客旅遊體驗！

貴性。二戰後日人離台，樟腦出張所撥為林務局使用，

伊達邵碼頭新亮點 - 多功能廣場嶄新迎客

做為巒大林管處員工宿舍，迄 98 年改歸國有財產局所
為提升日月潭碼頭遊憩與遊湖觀光品質，本處

有，劃為文教用地委託鎮公所管理，目前做為藝文活
動展示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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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腦出張所現貌

於伊達邵碼頭進行周邊景觀設備改善工程。本次工程

擴大碼頭平台至 385 平方公尺 ( 含原平台 )，可容納
人數達到 400 人；並設置多功能廣場空間，不僅增加
候船座椅方便遊客等待休息，戶外表演平台的規劃也
提供更完善的活動舉辦場地。為大幅提升碼頭遊憩與
安全品質，增設有照明裝備與護欄，期盼以國際級的
規格與水準，提供遊客更完善安全的遊湖碼頭環境。

持續鼓勵電動船政策推動
本處持續提供補助，並同步推出更多優惠與配
套措施，期盼日月潭遊艇全面導入電動船，達到維護
水庫邊坡與設施穩定、提昇遊憩品質的目標。100 至
103 年度已推出 7 艘、104 年度 3 艘，預計 105 年度
將推出 7 艘（改裝單體 2 艘 - 氫燃料、新建雙體 5 艘），
106 年度預計 10 艘。期盼藉由電動船補助政策，鼓
勵現有柴油船改裝或新建為電動船，打造綠能低碳旅
遊，營造日月潭成為綠色旅遊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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