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月 日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時間

活動名稱

Events Calendar
活動地點

3月16日~4月30日

2015紫戀薰衣草

九族文化村

4月4日

集集盃綠色隧道馬拉松賽

集集鎮初中街

4月3日~6月30日

蓮生活佛習畫二十週年回顧特展

向山遊客中心日昇月恆藝廊

4月19日

2015牛耳春桐花賞-中國茶會

牛耳藝術渡假村-桐花林

4月19日

油桐花樂齡新娘舞幸福

埔里溪南國小

4月25、26日

2015南投縣梅子節-水里樂活饗梅趣活動 水里-車埕真梅館

春 季 號
NO.5 3 月出刊

2015日月潭賞螢活動資訊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地點＆報名聯絡資訊
國定假日及每星期六、日；18:00-21:00/桃源國小–桃米休閒農業區客
服教育中心 活動內容：入園費、行前教育、導覽解說
※每人100元 (含接駁車)；線上報名，額滿後現場報名(網站公告)
※每日限額700人

4月1日~6月30日

2015日月潭
桃米草湳溼地賞螢季
報名網站

平日；19:00
活動內容：入園費、行前教育、導覽解說/桃源國小–桃米休閒農業區
客服教育中心 ※每人80元 (無接駁車，交通自理)；線上報名
平日及假日；18:00-21:00/草湳濕地
每人50元 (無解說，無接駁車，交通自理)；草湳溼地現場購票

4月10日~5月31日

螢光閃耀「浪漫飛舞」

18:30-20:30/大舌滿咖啡館 (台21線68k)
※「以 20人成團」可預約或現場報名；
一團 (20人以上) 1600元/不含保險)；個人報名(每人100元/含保險)
信箱：peat000sun@yahoo.com 洽詢電話：林秉志0926638380
黃經弢0932959651黃照巡0928560861

4月11日~5月17日

蓮華池森林社區生態教育
暨螢火蟲季活動計畫

18:30-20:30/蓮華池賞螢步道
活動內容：螢火蟲解說導覽暨夜間自由賞螢
※30元/人(清潔管理維護費暨保育基金)
洽詢電話：0926-662119謝伯寬

4月10日~4月30日

2015信義鄉螢光大道親自然活動

14：00-21：00/潭南國小
活動內容：1.潭南村導覽2.螢火蟲生態解說3.布農歌舞表演4.風味餐品嚐
※200元/人 洽詢電話：松照天村長049-2741328/0921-354801

4月17日~6月5日

遊學中心2015年度螢火蟲季

13：30開始/日月潭特色遊學中心
活動內容：自行車環湖、攀岩、賞螢、獨木舟
※10人以上報名團體享9折優惠 洽詢電話：吳先生(049)2861108

2015日月潭賞螢季優惠方案
時間

活動名稱

優惠內容

4月1日~ 5月20日

賞螢活動-租賃單車優惠

凡參加各協會舉辦之賞螢活動，即可獲得租單車優惠券，享以下優惠
內容：(1)美利達愛騎自行車(中興店)與向山休閒廣場單車租賃85折優
惠；(2) 捷安特日月潭站單車租賃加價購GIANT全系列商品88折與租
賃單車可享免費體驗30分鐘

賞螢季期間

日光湖畔風味飲食館-賞螢活動加值方案

賞螢活動期間至梅荷園消費調酒類均九折優惠

螢光漫舞 部落尋訪
春天的日月潭給您絕美的視覺饗宴！不只天水一色的湖光與繽紛花語的爭妍；夜晚更可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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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如下 http://www.sunmoonlake.

賞天空繁星點點，眼前螢光漫舞的夢幻景色；走訪部落秘境，聆聽迴盪山林的合音天籟，欣

gov.tw/info/GovInfo/GovFileServices.htm) 或電洽秘書室許小姐 電話 :049-2341206

賞雕刻神話故事的原民工藝，美好的旅程等待您的探訪！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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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生態步道順著地形沿著湖岸架設，離

眺望環視水社壩、涵碧半島、拉魯島、青龍山脈

崖下水面平均高度約 30 公尺，採用高架步道工

上玄光寺及玄奘寺的美麗風光，為近期最值得一

法的設計順應地形起伏，降低過度開挖破壞生態

探究竟的觀湖秘境景點！

環境；坡度非常平緩，遊客可以輕鬆不費力的悠
遊漫步，不論是三五好友來此騎乘休閒自行車，
亦或是全家大小出遊，銀髮族、孩童與行動不便
人士都可以很舒適的在此欣賞日月潭多樣化的美
麗風貌，步行累了還可以在步道途中設置的兩座
休憩平台稍作休息，悠閒欣賞周遭綠意盎然、湖
水盪漾的宜人美景。

10 米高的懸臂式眺望平台，鋼材打造的特
殊構造可承載數十人，其鋼結構之彈性，讓遊客
漫步平台上時產生輕微晃動感，猶如吊橋般的律
動，加上平台表面採用鏤空的格柵，讓遊客體驗
行走在樹梢及日月潭水面上的臨場感，也是一種
與環境互動的另類樂趣。細細觀賞懸臂式眺望平
台的工程結構美學，可以發現懸臂由岸邊漸漸傾

由於向山地理位置位於明潭出水口附近，

斜伸向日月潭潭面，除了提供更寬廣的潭面視

向山眺望平台

沿線自然植被狀況良好，植生茂盛、生態豐富，

野，也讓站立於平台上的遊客有種俯衝入潭的錯

行走步道同時，也可觀察到火燒柯、烏來柯、小

覺，讓人印象深刻。平台上設有一座導覽指示

270 度絕佳觀景視野 平緩步道適合全家大小同遊

西氏石櫟為主的殼斗科植物，以及麻竹、綠竹及

牌，透過指示牌對照眼前湖光美景，位於正中央

多種大型蕨類植物欣欣向榮，彷彿進入大自然的

位置的小島就是拉魯島，左手邊方向則可看到涵

教室體驗一堂豐富的生態課程。繼續漫步往前抵

碧樓與水社碼頭，往右方較遠處眺望，則可盡情

達步道最前端，來到一處非常具有特色的白色懸

欣賞青龍山脈與慈恩塔的風光景緻，著實讓人心

臂式眺望平台，此時眼前豁然開朗，270 度的絕

情舒暢，特別是在天氣晴朗時來到此處，天空與

11 月 9 日完工啟用的第一期步道工程，西起向山遊客中心，東至日月潭濱湖岸步道路

佳環繞視野帶來震撼的大景視覺效果，站在此處

潭面呈現水天一色的令人讚嘆不已！

線終點，步道最前端聳立一處 10 米高的懸臂式眺望平台，白色的鋼材構造與勺狀平台

幾乎可窺見日月潭地區 8 成以上的水域，盡情

文˙日管處 / 圖˙日管處、徐睿妤

日管處以棧道形式在向山遊客中心東邊臨湖濱林地開闢一條向山生態步道，103 年

十分搶眼，遊客在此可體驗近距離欣賞潭面風光，是日月潭最新的特色景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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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日月潭星光螢火季
4/1~5/30 螢光閃閃
文˙圖 / 日管處

四月，是萬物甦醒，開始迎接春天的時分；天氣轉暖、植物萌芽，所有風景正是嫩綠新鮮的最佳觀賞
時節，最適合至郊外踏青賞景，享受大自然初春的洗禮。此時，也正是日月潭賞螢的最佳季節，黑夜裡點點
星光飛舞的視覺饗宴，是喜好與大自然親近的您，千萬不可錯過的生態體驗唷！
四月份的日月潭給您不一樣的美景，不只潭

單來說，螢火蟲有兩對翅膀，前翅為革質，後翅

區山野的碧綠與天水一色的湖光；在夜晚，更給

為膜質，頭部上方有一對觸角及兩個複眼，因此

您截然不同的浪漫氣氛，可以欣賞天空有星光，

視覺十分敏銳。螢火蟲的腹部末端有一個發光器，

眼前有螢光的絕佳景色。

不同種類的螢火蟲所發光的顏色與頻率也不一

螢火蟲是優良環境的指標，必須在水質良好
無污染、植物茂密、沒有光害的環境下方能生存，
日月潭無污染、溼地生態豐富的環境條件，是孕
育螢火蟲的最佳地點。每年四至五月，是日月潭
賞螢火蟲的旺季，這小小嬌客的生命週期極短，
發光求偶的日期只有十天左右，大多從日落後六
點到凌晨三、四點間活動，晚間七點半則是活動
的高峰期，也是觀賞的最佳時機點。
在綠葉流水間飛舞的大量螢火蟲是非常難得
的，特別是對於久居於都市，生活步調迅速、精
神緊繃的人們來說，大自然的緩慢步調，可以讓
人放鬆心情，是最佳的療癒享受。也歡迎親子共
遊，帶孩子來到大自然教室，體驗一趟生態課程，

樣，如臺灣窗螢是發持續的黃綠色光，黃緣螢是
發閃爍的黃色光，而這道光芒也是螢火蟲用來求
偶的利器，有些種類的螢火蟲，只有雄性蟲有發
光器官，有些種類則雙方都有。螢火蟲身體發出
的那道亮光，讓牠們在黑夜裡顯得特別耀眼，猶
如暗夜裡的閃電遊俠般穿梭林間，顛峰期更可構
成一片壯觀的螢河，令人驚艷。
賞螢季節即將到來，若想一睹螢火蟲光采，
走訪日月潭是個不錯的選擇，埔里鎮的桃米社區、
日月潭水社地區、伊達邵地區、信義鄉潭南地區、
魚池鄉蓮華池等都是欣賞螢火蟲的好去處。

頭社水庫
賞螢

更多活動詳細資訊，請至日月潭國家風景管
理處或「2015 日月潭星光螢火季」網站查詢：

也能教導環保與尊重生命的概念。
螢火蟲的種類在全世界有兩千多種，目前臺
灣約有五十六種，並依其棲息環境，可分為「水
生型」、「陸生型」及「半水生型」三種。由於
螢火蟲只在黑夜出現，所以不易觀察其外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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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網站

2015 日月潭
星光螢火季網站

蓮華池
賞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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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原鄉部落巡禮
聽故事、看表演、嚐美食
部落客帶您深度探訪雙龍部落
文˙圖 / 夫子

一「桐」相約日月潭
在這春末初夏時節，踏訪日月潭地區，白天賞油桐白花似雪，
夜晚與火金姑邂逅，一趟繽紛活力的生態之旅等待您的啟程！
文˙ 徐嘉妤 / 圖˙牛耳藝術度假村

原住民祭儀展演

故事牆

埔里
藝術氣息濃厚的賞桐名地 - 牛耳藝術渡假村
埔里牛耳藝術渡假村是為了收藏素人藝術家
林淵先生的作品而成立的石雕公園，來此可一邊
欣賞洋溢濃厚藝文氣息的各種創作，一邊在飄落
的白雪花海下留影，這般富有詩意的油桐春雪景
色讓遊客讚嘆不已，是著名的賞桐景點。

老少咸宜的的桐花大道 - 埔里溪南國小

附近，以及科技學院旁都可看到桐花盛開的美景。

水里
火車、木業與桐花 - 民和村、 新興村、二坪
山、車埕
想到水里看桐花，二坪山桐花小徑、新興村
桐花步道以及車埕地區都是很好的賞花去處，而

埔里鎮郊區的溪南國小旁，有一條兩旁種

民和村的益則坑更是有著寬廣的桐花林！桐花盛

植百餘棵油桐的「桐花大道」，是在地人才知道

開季節，來到水里賞桐還可結合鐵道文化遊程，

的賞桐秘境。每年三月底至四月初，桐花一簇簇

一趟詩情畫意的人文賞花之旅，等待您的探訪。

綻放成最美的嬌顏，漫步其中讓人心曠神怡！此

魚池

外，步道坡度平緩且距離不長，非常適合全家大
小一同走訪。

人文氣息邂逅油桐花林 -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的校園中隱身了一處美麗的桐花
林，這裡種植的品種為廣東油桐，數量雖然不多
但種植密集，桐花季之時可以欣賞完整的花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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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觀的桐花雨！賞花位置在行政大樓右邊的停車場

桐舞翩翩 ˙ 螢光閃閃 - 五城村賞桐步道
位於五城村中的生態桐花相思步道，是魚池
鄉的賞桐好去處，平坦的木棧道適合散步慢行，
常見全家扶老攜幼來賞花，晚上亦可至鄰近的蓮
華池賞螢火蟲！這趟結合了生態、客家美食及田
園風情的豐富旅程，讓參與的遊客都滿載而歸。

踏入山中秘境
聆聽布農神話傳說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海拔約六百公尺，
是卡社與巒社群的布農族人聚居的原住民部落，
「雙龍」在布農語中的意思是指「寂靜之地」或
「佈滿石塊之地」。走訪部落，可以驚奇發現這
裡以浮雕方式將布農傳統神話故事發揮得淋漓盡
致；說謊的狗、人蛇大戰、眼睛被射傷的太陽等
情節，被栩栩如生製作在部落駁坎壁面，成為有
趣的故事牆。

四輪傳動車一路爬升到玉山山脈雙龍段海拔約
1350 公尺處，大地在晨曦中逐漸甦醒，日曦灑
落山巒，光影變化萬千，美麗的高山湖泊日月
潭，躺在群山之中，平靜的潭水如一面鏡子，
純淨樸實的山中秘境，著實讓久居都市的旅人
獲得心靈的放鬆與抒壓！

皮雕、木雕、織布 雙龍部落好工藝
雙龍部落有多位工藝達人，非常值得探訪
參觀；夏莎工作室有各式布農元素特色商品，

這天晚上入住雙龍村的雙龍客棧，中庭的
布農族炭火烤全豬，先以大火去毛、去皮及去脂
肪，再以文火燒烤至表皮呈現金黃色，香味撲鼻
令人食指大動，碳火烤出來的豬肉 Q 彈多汁，
讓人吮指回味！除了美味佳餚，部落族人也用心
安排了精彩的晚會，滿滿的熱情款待，雖然夜晚
低溫，卻讓人熱血沸騰。一夜好眠後，清晨時刻

如皮雕、手工編織袋、龍紋石飾品等，其中的
純手工串珠手鍊，精緻對襯的花紋，讓人愛不
釋手，而龍紋石飾品則是特別的礦石經過琢磨
後，產生出深綠、棕紅、深橙的美麗色澤，閃
閃發亮，因此稱為龍紋；邁阿尚藝術工作坊，
可以欣賞純手工布農苧麻編織布料上精緻美麗
的花紋，這是工作坊的高楊春妹女士，用手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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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鄉 - 埔里
聽故事、手作趣 體驗手造紙工藝的文創魅力
01

02

文˙ 徐嘉妤 / 圖˙蔡世昌、徐嘉妤

話說古今 - 埔里紙產業的輝煌、沒落與轉型
紙是人類重要的發明，有了紙，文化才得以傳播，歷史才得以傳承。紙，
織布機一經一緯織出的，濃濃原民風情，是值得

蘊含了所有的文化精隨，烙下了人民的生活印記。埔里造紙業不僅是在地人

收藏的傳統藝術工藝品。

就業，及透過紙張所呈現的文化藝術，埔里造紙產業史的種種輝煌與辛酸，
都被保留了下來。

門外展示有精緻木雕藝品的就是迪克斯布農
工藝坊了，工藝家米萬吉先生以熟練精巧的木雕
技術，栩栩如生的刻畫布農族傳說故事，有布農
族打耳祭、布農族拔牙、布農族婦女織布、布農

埔里四面環山、氣候溫和、水質清澈的先天優良條件，因而成為臺灣
01 夏莎工作室 - 龍紋石飾品
02 邁阿尚藝術工作坊 - 傳統織布
03 迪克斯布農工藝坊 - 木雕工藝品

03

生產手工紙的發源地。日治時期，埔里的好山好水被日本人發現，在此興建
了臺灣第一座紙寮，開始了埔里手工造紙產業的基礎。臺灣光復後，造紙技

族板曆、說謊的狗、祈禱小米豐收的八部合音、

藝延續了下來，1970 年代鼎盛時期至少有五十家紙廠，生產的紙張以外銷

布農族石板屋等等，其中，石板屋工藝品精巧呈

新鮮在地食材入菜，從前菜、湯品、主菜到甜點，

現以板岩砌牆、蓋頂、鋪地，窗戶與某些支樑利

做出一套最貼近布農族文化的美食料理，有如美

用木頭製成的精巧細節，值得細細品味欣賞。

食饗宴的八部合音！

在地食材新鮮入菜 原民美食饗宴

日本、韓國為主，在東北亞的書畫紙市場打下一片江山。
隨著廠商外移東南亞、大陸，出口紙低價競爭、國內學習書畫人口銳
減等衝擊，紙廠也逐年遞減。為保護這項重要的文化資產，地方文化協會與

一道道色彩鮮豔、讓人垂涎欲滴的布農美

文史工作者開始進行埔里紙產業現況及田野調查，在地的造紙工廠也致力開

食呈現眼前；有「醬筍肉絲過貓」、「龍鬚蛋皮

發更高品質的手工紙，重新找回日、韓市場；亦或是轉型為觀光紙廠，讓埔

沙拉捲」、「紹蜜奇力魚」、「洛神蜜芋泥」等

里的傳統紙業展現多元的新風貌。

飲食店「谷路瑪哈」休息站，店名在布農語

等使用當地食材新鮮入菜的特色佳餚，以及加了

裡是「進來坐」的意思，透過台灣原住民族學院

鳳梨片、水蜜桃片、檸檬絲的小米綠豆饌，嚐起

促進會的輔導，布農美食饗宴呈現全新面貌，以

來酸酸甜甜的非常消暑，來雙龍部落做客，一定
要預約品嚐！

廣興紙寮 - 抄紙師傅現場抄紙
埔里紙產業文化館 - 廣興紙寮

STOP 1

廣興紙寮

傳承與創新 臺灣第一家造紙產業觀光工廠
1990 年代初期，跟隨父親在造紙業中工作的
黃煥彰，成為第二代接班人，當老闆第一年，他每
天煩惱如何增加手工紙的利潤。在此一段的經歷
中，感受到紙與書畫家的連接磨合與溝通，於是開
始蒐羅書畫名家的通訊錄，寄紙給他們免費試用，
拜託他們提供廣興紙的優缺點，作為紙張的改進參
考。黃煥彰相信，書畫家使用後的適用及肯定，才
是手工紙生產的價值，這樣的理念也讓廣興走上高
品質手工紙的研發之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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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浪紙 DIY 體驗
廣興紙寮多采多姿的「紙世界」

造紙龍入口

「廣興紙寮」成立觀光工廠後，不但研發出

蒸煮、漂洗、打漿、抄紙、壓水、烘乾等過程製

代表埔里特色的手工紙，為臺灣的造紙文化開創

造出珍貴的手工紙，還能在紙藝教室中體驗傳統

新的一頁，其所提供的造紙產業導覽解說與 DIY

手造紙的樂趣，搭配拓印與印刷技術，親手製作

體驗，也是許多學校戶外教學的最佳場所，為傳

創意手篩紙燈、手抄明信片與手抄紙鐘等生活化

統產業的轉型與經營樹立新的典範。

且又獨一無二的個人紀念品。藉由一趟深度的紙

實作體驗與參觀解說 深度認識造紙文化與

文化之旅，知道原來做出一張手工紙是需要如此

產業內涵

多的心力，更可以讓現代人了解紙的珍貴。

隨著臺灣社會的變遷，傳統產業面臨重大的
考驗，造紙業原料的處理、配方，紙張的抄製、

廣興紙寮

烘焙、加工等技術極需受到重視與保存。「廣興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310 號

紙寮」作為兼具觀光及教育活動的場所，提供完

電話：049-2913037

整的手工造紙流程供遊客免費參觀；透過專業的
導覽解說服務，遊客可以認識纖維漿料如何經由

STOP 2

造紙龍手創館

全國唯一的立體捲紙體驗園區
草創於 1979 年的「埔里紙廠」起步之初並不

別以為這些紙作品只能用眼睛觀賞，園內特別

的研發、創新，從生產、印刷到包裝，獨立完成一

為入園的遊客設計從 7 歲至 70 歲都可以 DIY 的品

系列嚴謹的製程，並逐步拓展海外事業版圖，目前

項，包括：「壽司造型的鑰匙圈」、「日月潭吉祥

主要外銷國家遍及歐、美、亞、澳、非五大洲等

物 ~ 貓頭鷹公仔吊飾」、「可愛動物音樂鈴」、「英

六十多個國家，歷經三十幾年終於開創出一塊屬於

雄聯盟造型公仔筆筒」…等等，大人和小朋友都可

自己的版圖。

以在彩浪紙 DIY 工房體驗親自創作的樂趣！

呼吸，右側是一整排濃蔭樹籬，眼前是一片舒適寬廣
的綠色草地，中間還有一方水池映照著藍天；草地之

官方網站：http://www.taiwanpaper.com.tw/

後是連綿的山巒，左側的紙廠主體，外觀像極了一個
精緻包裝後的禮物，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工廠。事實
手工紙拓印 DIY

結晶。

順遂，為強化自身競爭力遂將重心專注在自家產品

走進造紙龍手創館，讓人忍不住想展開雙臂深深

營業時間：每日 AM9：00 ～ PM ５：00

生的卡通人物公仔，皆是創意與巧思激盪出的創作

上，這裡原來是「埔里紙廠」的二廠，專責印刷部門

造紙龍手創館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隆生路 118-2 號
電話：049-2902989
營業時間：平日 AM9:00 ～ PM5:00
假日 AM9:00 ～ PM6:00
官方網站：http://www.pulipaper.com/diy/

的所在地，踏進園區實際走訪之後，也顛覆了大家對
參觀紙廠的印象。在造紙龍，「紙」不再只是單純一

手工紙產品

彩浪紙 DIY 工房

張紙的功能，它同時是源自生活的創意及藝術創作。

俯首皆創意 紙藝樂生活
在佔地 2000 坪的廠區，每天固定有 7 場的導
覽，隨著解說人員走入紙文化走廊，除了從歷史機
具探尋過去，過程也讓參與的民眾親身觸摸、感受
令人震撼的萬紙纖虹牆；而來到紙捲達人作品展示
區，經由解說的介紹，讓人驚訝地發現原來一捲簡

一張使用DIY優惠乙份
優惠期限至2015/6/15止
不得影印使用

單的彩浪紙，透過達人們的巧手可以將材料變得如
此不簡單！無論是極具技術氛圍的花瓶或是栩栩如

截角優惠

體驗活動九折優惠乙份

截角優惠

憑截角至廣興紙寮DIY

憑截角至造紙龍手創館，
門票享有買一送一之優惠
每車限用一張
優惠期限至2015/12/31止
不得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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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水沙連
薰衣草花園
文˙圖 / 大可

紫戀薰衣草活動浪漫登場

合 唱 ) 和 PAGASUS STRING QUARTET ( 飛 馬 弦

麗宮隧道和紅色鐵橋，享受美好的春日時光，

樂四重奏 ) 從 3 月 22 日一直到 4 月 26 日，陪

這是賞花園最佳的悠閒旅程，緩慢而自在的車

伴大家每個一個周末音樂饗宴。 由九族聯合教

程，帶給旅人不同的心情轉換。

會福音團契組成的天籟詩歌合唱團，則從 3 月
16 日起到 4 月底，每天下午 4 點 50 分也會在水
沙連歐洲花園裡，用美麗如天籟般的合唱美聲，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花園提供了「預約

伴著薰衣草的花香，歡送每一位堅持到最後一刻

幸福 ˙ 宅便未來信箱」，除了有各式漂亮的薰

離園的遊客。

衣草明信片可以作紀念外，園方還提供一個很

花園車站裡緩慢的旅人

特別的代寄 postcard 服務，就是你可以現場寫
下指定日期寄發的明信片，交給服務人員請他

另外在薰衣草花園裡的花園車站有提供薰

代寄，也就是說，妳可以寄給未來某個特殊日

衣草奶茶組合的下午茶、預約幸福的名信片，附

子的某個特別的人或是自己，感受生命的驚奇

設的薰衣草小舖滿足你逛街 Shopping 的樂趣，

和喜悅，過去這個免費代寄服務，已經為許多

當櫻花繁華落盡，春樹綠盎山頭的時節，水沙連

這裡有各式薰衣草精油週邊商品可供選購，小舖

旅人或戀人，寫下了浪漫的生命樂章。

今年是羊年，你羊羊得意了嗎？ 在九族文化

花園緊接著推出了花季二部曲「紫戀薰衣草」的

裡濃郁的天然精油香芬，舒緩了旅人的不安焦

村的水沙連歐洲花園的花圃綠茵裡，布置了一大

活動，把歐洲花園布置得像春天普羅旺斯的紫色

慮。這裡還有一大片的紫戀告白牆，讓你傾訴告

群彩色的綿羊，簇擁著巨大的 I LOVE LAVENDER

風情畫，尤其以中央噴泉區為主的數萬株紫色西

白，而幸福列車長開著幸福小火車隨時出發，載

﹝我愛薰衣草﹞幾個英文字，鮮豔的羊群和薰衣

班牙薰衣草在春風中，微微顫動，小蜜蜂嗡嗡嗡

著戀人、家人或好友一起巡繞水沙連花園、穿過

草標誌，在陽光下迎接賓客，閃動著濃郁春天的

的忙著穿梭花叢採蜜，紫色花朵和綠色的葉肉都

紫色風情和羊羊得意的春爛漫。

散發出濃郁的精油薰香。

I LOVE LAVENDER
水沙連花園的紫色薰衣草美景

紫戀薰衣草 ˙ 只戀幸福

I LOVE LAVENDER
12

紫戀花語 ˙ 預約幸福

而這一大片的薰衣草有九族的吉祥物台灣黑
熊 RURU 帶領著換上新裝的綿羊來一起守護著，
他們可是大小朋友最愛的合照偶像，每個人都迫
不及待的要爬上綿羊身上合照，好炫耀洋洋得意
的羊年新氣象。

約幸福。當幸福的紫色花海在微風中輕輕拂送
著精油花香，遇見薰衣草、肯定預見幸福喔。
預約幸福 ˙ 宅便

未來信箱

有花香的薰衣草音樂會
配合紫戀薰衣草活動，九族文化村除了種
植許多「西班牙薰衣草」外，還推出系列活動，
包括紫戀三月音樂會，從三月中旬開始一直到四
月底的每個周末，邀請優質的樂團到花園作戶外

如果二月的顏色是緋紅，那三月的顏色就是

接力演出，邀請到的樂團有：臺灣陶笛樂團、臺

紫色了。每年三月是日月潭九族文化村接續櫻花

灣絲竹室內樂團、樂樂莫札特樂團 ( 由臺灣囝仔

季推出薰衣草季，節令顏色由紅轉紫。

DOREMI 明星音樂小神童默默和樂樂領銜演出 )、

仲春三四月天正是花園這裡最繽紛的季節，

九族吉祥物台灣黑熊 RURU

在 九 族 薰 衣 草 的 花 語， 是 等 待 愛 情、 預

欣悅室內樂集、ONE PLUS ONE 人聲樂團 ( 無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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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期日管處推動相關應變措施
維護日月潭永續發展
文˙圖 / 日管處

飯店業者配合環保局要求拆除廢棄管線
01
02-03 拆除管線後改善遊客觀感，維護遊憩品質
04
日管處持續進行邊坡防護工程
05-06 四座碼頭維持正常營運，注意引橋與浮排設施保障遊客安全

04

01

02

05

清查飯店早年遺留廢棄管線

的影響，因此委外進行「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自然

乾旱期水位降低

改善邊坡沖刷問題

要求盡速拆除

生態資源監測」，多年水質監測報告與環保署全

四座碼頭仍維持正常營運

呼籲民眾珍惜水資源共度旱象危機

日管處於民國 98 年起啟用水社及日月 2 座
污水處理廠，凡屬公告接管範圍內未達一定規模
者 ( 如小型飯店、民宿 ) 均應依法接管經處理後
排放，目前接管率已達 90.29%，較全國平均接管
率 48.94% 及台北市 79.96% 高出甚多。
近日媒體報導日月潭水位降低出現湖畔眾多
排水管線裸露現象，疑似有飯店污水排放影響水

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之水質資料結果均顯示，

全臺目前水情吃緊，在這波旱象中日月潭

為改善日月潭水庫邊坡沖刷問題，主要以

日月潭水體符合甲級水體分類等級標準，水質狀

水位持續降低，出現湖畔沙洲浮現、沿岸黃土

加強邊坡防護工程、取締船舶超速與鼓勵汰換電

況穩定且良好。另外，日月潭萬人泳渡活動自民

裸露，連接碼頭的浮排引橋落差拉大的安全問

動船等 3 方面同時進行。在加強邊坡防護方面，

國 72 年迄今已舉辦 32 屆，民國 96 年開始南投縣

題。關於碼頭的營運，由於攸關當地眾多依靠

日管處持續於碼頭、步道等觀光設施範圍內辦理

政府環境保護局即針對此項活動前後進行水質檢

湖水做生意的商家生計，目前尚無封閉碼頭停

邊坡改善工程，觀光設施範圍外者則由台電公司

測監控，相關檢測結果均顯示日月潭水質狀況良

航的計畫，若是水位仍再下降，將會在引橋設

或林務局分工合作；在取締船舶超速方面，台電

好，皆符合放流水及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泳客

施上做改善，讓遊艇能繼續營運。

公司 104 年度起已辦理多次測速取締，共開立 5

可對水質放心。

日月潭各個碼頭深淺不一致，例如水社碼

張舉發單，以遏制超速情形，減少邊坡沖刷；在

管處等相關單位已於 3 月 12 日、13 日著手清查，

頭、玄光寺碼頭約可承受水位降低到 729 公尺，

鼓勵汰換電動船方面，日管處透過各項獎勵與限

清查結果發現裸露管線大多屬於早年遺留的廢棄

伊達邵及朝霧碼頭較淺，則約可承受水位降低

制措施，迄今已有 7 艘電動船完成汰換，預計

管線，飯店業者並已配合南投縣政府環保局要求

到 739 公尺。目前水位下降問題可能造成碼頭

104 年度至少有 4 艘完成汰換。

於 3 月 13 日著手拆除廢棄管線，僅保留飯店消

引橋上下端高度落差太大，斜度較陡，搭船遊

根據日月潭風管處評估，雖然今年乾旱情

防抽水管線與電纜線，以避免影響民眾觀感，提

客行走有安全疑慮，因此日管處已先加裝防滑

形是十年來最為嚴峻，然而依照目前日月潭水

昇整體旅遊品質。

條，若水位持續下降，則會延伸引橋長度並外

情，都還不至於影響到發電、灌溉、民生、工業

移碼頭浮排，以減緩引橋的斜度，保障遊客的

用水以及休閒遊憩等功能，但還是仍要呼籲民眾

安全。

共體時艱，珍惜水資源共度旱象危機。

質問題，經權責單位 -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會同日

日月潭水質監測報告
水質良好符合甲級水體標準
日管處相當重視觀光旅遊對日月潭環境之

14

06

03

15

日|月|潭|心|感|動|

日|月|潭|心|感|動|

九蛙疊像夯

低碳啟航

日月潭新熱點

清新寧靜的日月潭遊湖體驗

文˙圖 / 日管處

文˙圖 / 沈揮勝

從 101 年開始到 104 年底，總計已有 7 艘電動船獲得日管處的政策補助，這些船都是 MIT
台灣製造的，也證明了我國造船產業的能力領先全球！來日月潭請指定搭乘環保的電動船喔！

搭船以不同角度欣賞日月潭之美
全。

九蛙疊像最近暴紅，籲請遊客注意安

水位海拔低於 746 公尺時，9 隻青蛙全部露臉。

日日管處推動載客船舶電動化

娜魯灣號為雙體小船，提供專案主題式包船，多

改善柴油引擎的環境汙染問題

元的經營模式為日月潭帶來不一樣遊玩方式。

日月潭乘船遊湖的載客船舶大都使用柴油引
入冬苦旱，水位下降！日月潭水蛙頭意象景

擎，雖馬力大、速度快，但亦帶來噪音、震動、

觀「九蛙疊像」，二月初全數露臉，在媒體報導

2011 年，日月潭地區遭逢類似今年之乾旱，

空氣污染，與船速過快引發船浪沖刷水庫邊坡等

及民眾好奇心驅使下，春節期間迅速暴紅，不但

九蛙疊像因水位下降全部浮現，當時包括《中國

負面效應。為符合國際節能減碳潮流，日管處已

停車一位難求，甚至連棧道都擠滿人潮，有平面

時報》、《聯合報》及 TVBS 等主流媒體的在地記

在 101 年度公告實施「日月潭推動電動船行動策

媒體到現場點人頭，假日平均約湧進 3000 人，

者，在撰寫旱象新聞時，率先以「九蛙露出幾隻」

略方案」及「日月潭發展電動載客船舶補助要點」

成了潭區熱門景點。

為基準，用以形容水位高度。

補助日月潭既有柴油動力載客船舶改裝或新建為
電力推進船舶。

邁向國內低碳綠能船舶觀光新里程
日 管 處 配 合 電 動 船 充 電 需 求，102 年 於 伊
達邵碼頭完成世界首座船用充電站，該系統為
CHAdeMO 的 直 流 電 快 充 系 統， 輸 出 電 壓 為 50500V，最大輸出電流可達 120A 或以上，以電池容
量 70kwh 的船舶為例，一次充電只約需 1 個多小

日月潭九蛙疊像，建置於九二一地震前，當

其簡單清楚的表達方式獲極佳回響！日管處

時潭區管理隸屬於地方單位，由南投縣政府風景

靈機一動，在現場另設「九蛙高度計」，以照片

電動船接連下水營運

池作為動力來源的電動船相較於傳統內燃機船舶擁

區管理所經管。1997 年著眼於景點營造，以大竹

圖樣搭配數據，清楚標示滿水位之 748.48 公尺，

提供安靜平穩、無煙無臭之遊湖新氣象

有安靜、零排放、少震動等優勢，在安靜平穩的船

湖旁「水蛙頭」土名，由水蛙頭自然步道設計單

到 745.90 公尺九蛙全露的詳細數字，結果大受歡

位青境公司呂兆良先生設計，並委請日月潭地區

迎，瞬間暴紅。

知名藝術家沈政瑩先生塑造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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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步道。

擴增電動船充電設備

九蛙頭位置在環潭公路（台廿一甲線）指標

1998 年發包翻製銅質雕像、1999 年由當時

5K 處，從步道入口到疊像步程約 10 分鐘左右。

擔任風景區管理所主任的現任南投縣副縣長陳正

該步道林木蓊鬱，充滿原始氣息，管理處呼籲民

昇執行安置架設；同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日月

眾除要多加留意安全，對天然林木及環境應尊重、

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改善設施、興建棧道，

維護。欣賞九蛙疊像時，切勿違規進入湖底，以

九蛙頭成了日管處最早經營並推薦給遊客的優質

避免發生危險。

時，一次則可航行 4 個小時，約環湖 7 圈。由電

在日月潭的船東大力支持下，101 年至 103

艙中，遊客可以放心呼吸著純淨的空氣，輕聲細語

年總共有 6 艘營業船及 1 艘台電公務船配合政府

與友人或愛侶暢談，日月潭之旅將更顯浪漫難忘。

的電動船政策，將原本的柴油船汰換為電動船。

日月潭電動船聯絡資訊

101 年度有鳳凰號及哲園 6 號兩艘油電混和動力
船下水； 102 年完成的國益二號為日月潭第一艘
純電動雙胴體船舶；接著下水的大粧一號亦為雙
體純電動船；103 年有希望之星號完成，該船為
日月潭第一艘大型電動客船，另外，小巧精緻的

船名
哲園六號
國益二號
大粧一號
希望之星

搭載人數
48
48
50
85

連絡電話
049-2850000
049-2856438
049-2855120
049-2856438

娜魯灣

42

0921-335861
0933-43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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