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Moon Lake

封面照片
浮雲旭日 /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幸福迎曦 冬旅山林 日出眺景 X 賞花健行
2015年元旦的黃金假期，邀您參與2015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感
受旭日朝霞的新氣象活力，再到青龍山蔣公行館與慈恩塔敲祈福鐘、
觀賞盛開梅花的詩意美景，讓您滿載幸福及喜樂之心迎接嶄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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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新視界

←往埔里、日月潭

往臺中→
埔里遊客中心空間配置圖

埔里遊客中心
1月24日 落成啟用

埔里遊客中心

過之遊客，配合節能減碳政策，以取得綠建築

地區的「埔里、魚池遊憩系統」中，其功能就

標章目標前進。未來，將妥善管理並善用本系

整體發展而言，串連系統中重要景點區域包括：

統之觀光遊憩資源，維護自然、文化與產業之

樹石人文園（即下國道六號愛蘭交流道之台 14

完整性，提供遊憩資源導覽解說，並辦理環境

線沿線）、桃米生態園（即台 21 線沿線桃米社

地景改善、自然與生態資源和保育推動之宣導、

區及投 68 線成功社區）、鹿篙紅茶園（即南港

保存並發揚區內特有民俗文化及民俗資產、整

溪南側之埔里鎮溪南里及珠格里、投 67 線之魚

合與協調居民意見及觀光旅遊教育與訓練等相

池鄉鹿篙社區等）與水沙連陶藝園（即台 21 線

關業務，以營造具國際水準之觀光旅遊服務。

沿線之大雁、新城、中明等村及澀水社區）。
埔里遊客中心將提供旅遊資訊、休憩停留、

低碳、智慧、樂活 埔里觀光旅遊服務再升級！

當地文化藝術推廣、商品販售、辦公與會議研
文 / 蔡旻臻．圖 / 徐嘉妤、日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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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對外形成縝密的觀光遊憩系統。在日月潭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為近年來台灣國內外旅

上，卻沒有明顯的招牌指引與建築特色，很容

人首選的旅遊景點，日月潭環境靜謐，湖水澄

易讓遊客錯過。為提升埔里、魚池遊憩系統的

澈，遠離城市喧囂後在山谷中偶遇一面日月湖

觀光旅遊品質，日管處國道六號下愛蘭交流道

畔，環湖一周觀賞湖光山色外，各知名景點皆

前往元首館的台 14 線道路（里程約 52K）處

吸引遊客駐足甚久。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除了本

建設遊客中心新館，其所在地可一覽遼闊的埔

地遊客年年拜訪外，更是國外旅客遊程規劃中

里盆地，後方則可見丘陵與竹林遍布其中，位

必經之境，因此在交通要道位置的埔里鎮，設

置視野極佳。除了佔地面積更大、停車方便且

立正式的旅遊資訊諮詢中心顯得格為重要，藉

地理位置明顯、建築外觀具特色，將提供遊客

此作為連結日月潭內部與外部觀光事業的中繼

更便利、友善及完備的觀光遊憩諮詢及導覽服

站，承擔對外遊憩觀光的重要使命。

務。

日管處曾於 2012 年在向山及水社外位於

埔里遊客中心的設立可望提升服務功能與

台 21 線埔里鎮往日月潭風景區的路上，以暫

旅遊品質，其責任範圍包括埔里鎮南村里、成

租民宅的方式設立一處臨時管理站，然而臨時

功里、桃米里、珠格里、溪南里，另包含魚池

管理站在軟硬體設備及旅遊服務功能上仍有很

鄉大雁村、新城村、魚池村、東池村、中明村

大的改善空間，雖位處前往日月潭的交通要道

與水社村等區域，有助於對內連接日月潭風景

6
14

討之用等基本功能，內部空間 1 樓遊客中心將
提供智慧旅遊服務、i 系統服務台、遊客行李寄
放、手機充電等友善服務，另有賣店、公共廁

埔里

14

所 ( 無障礙設施 )；二樓則規劃為辦公區、會議
室等。作為埔里之入口意象，建築物風格設計
也朝符合當地文化、產業等醒目特色以吸引路

埔里遊客中心位置圖

埔里斜張橋／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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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旅趣

「金龍山迎曙光」活動

美景、樂音、好禮·幸福迎曦
日出/林世忠攝

每年元旦皆有大批遊客來此健行上山等待

2015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暨青龍山蔣公行館啟用活動

曙光，為提供遊客更優質貼心的服務，日管處

金龍山迎曙光 慈恩塔品梅香

特別於去年開始規劃「金龍山迎曙光」活動，
搭配有精彩的樂團表演與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
要讓民眾喜氣滿滿、熱鬧迎接嶄新的一年！由

文．圖 / 日管處、沈揮勝

日出、健行、賞梅、品茶香 來日月潭一次滿足
2015年元旦將有一連四天黃金假期，安排假期時不妨考慮來場知性人文的小清新之旅，參
與2015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探訪攝影家口中的私房秘境，再到青龍山蔣公行館慈恩塔敲祈
福鐘、觀賞滿園盛開的梅花，讓忙碌一整年的身心靈在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度上洗滌沉澱，準備迎

楂腳」，位於 131 縣道旁的小山丘上，可以眺
望整個魚池盆地，氣候佳時更可遠觀合歡山脈
及日月潭，熱衷風景攝影的攝影家們都知道，

福摸彩券」等多項好禮，千萬別錯過這一年一
次的盛會喔！

慈恩塔品梅香 ‧ 修身養性

山頂的慈恩塔。慈恩塔為蔣介石先生紀念母親

廣場」，元旦將在此舉辦「2015 金龍山迎曙光」

王太夫人而建，全塔高 46 公尺，加上位於海拔

活動。

954 公尺高度，塔頂正好海拔一千公尺，為日月

全台灣位於低海拔山區，卻可一睹壯麗日出雲

接日出！元旦當天凌晨，民眾可由星光伴隨欣

海景色的三大攝影聖地：「北格頭、中五城、

賞美妙的音樂會，再健行上山等待日出，當金

南二寮」，「中五城」即為「金龍山」。

色的陽光從山之巔外破雲而出，原住民歌手依

春夏夜裡，山區常會襲上一簾薄霧，襯著

氣早安包」、「閃亮日月潭 LED 臂環」及「幸

為了讓環境更安全寬敞，日管處已闢建「曙光

及充滿原住民熱情活力的虹谷樂團陪伴民眾迎

日月潭金龍山又稱槌子寮，當地又稱「仙

參加日出之後舉行的摸彩活動，有機會獲得「元

青龍山步道起點為玄光寺碼頭，終點則為

出的埔里在地交響樂團 -Butterfly 交響樂團，以

金龍迎曙光 ‧ 活力滿點

交映金龍山的美麗景緻，參與活動的遊客還能

於活動大受民眾歡迎，因此 2015 年將沿續舉辦，

2015 年迎曙光活動將邀請曾獲邀至日本演

接嶄新的一年。

賞梅

穿透力十足的歌聲留下渾厚詠嘆，日出的絢麗，

潭極著名之地標，以傳統中國寶塔式建築為主
體，外觀華貴高雅，塔外白石鬱木，清靜幽雅；
塔頂可遠眺整個日月潭，望向潭面以拉魯島為
界，東北方形較寬闊似日輪；西南方較狹長如
月鉤，此即為「日月潭」一名之由來，若向西
尋覓潭面上的拉魯島，可發現對岸涵碧半島上
的涼亭、拉魯島、玄光寺、玄奘寺及慈恩塔恰

盆地裡的萬家燈火，反射出一片絢麗奪目的琉璃
光；秋冬時節則是追逐日出的最佳時機，金龍山
就近可俯瞰魚池盆地，遠望則山巒疊翠、雲海
翻湧，尤其曙光乍現之時，萬縷金光透過台灣
肖楠的枝枒灑在林間各處，遠山如用金線勾勒，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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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萬變的風景令
所有捕捉畫面的攝影師摒息以待、大呼過癮。
金龍山賞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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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谷樂團

Butterfly弦
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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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堂」園區全景。
園區原貌修復

好皆於同一軸線上，相傳在此軸線上許下幸福

建築，是蔣介石為紀念其母親王太夫人於 1969

之願，往往心想事成。

年規畫興建，1971 年落成；其位置在日月潭南

慈恩塔對面一座兩層樓的古樸建築即為青
龍山蔣公行館，與慈恩塔同為紀念王太夫人而
建；蔣公行館周圍遍植梅樹，每逢寒冬歲末滿
園梅花盛開，時見遊人佇足行館迴廊，清風拂

岸，海拔 954 公尺的二龍山頂，慈恩塔 9 層塔
身、高 46 公尺，塔頂標高正好 1000 公尺，是
潭區最佳視覺地標，更是景觀視野最遼闊的展
望點。

面、暗香撲鼻而來，俯仰皆參天古木、白雲青

「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堂」為雙層中式

山，此時耳邊傳來慈恩塔莊嚴的祈福鐘聲，瞬

建築，地面樓為昔日蔣介石的休息處所，正廳中

間拋離吵雜塵囂，還予天地片刻寧靜，徹底沉

堂陳設有王太夫人肖像和簡單家具，左、右房分

澱庸碌整年的身心靈，重拾與自然、與本我的

別為餐廳和臥房。從床舖、餐廚桌椅布置，可看

對話。

出當年蔣介石的生活起居，相當簡樸。地下樓陳

「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
堂」風華再現

列有慈恩塔工程照片、設計原稿和蔣介石修改手

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堂兩座

諭，除歷史意涵，亦見其對此工程之重視與執著。
慈恩塔及蔣公行館 2013 年歷經 327 及 602
「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堂」正廳懸掛有王太夫人肖像。

地震摧殘毀損，災情稍輕的慈恩塔已於 2014 年
6 月重新開放，蔣公行館暨紀念堂復貌工程也於
日前完成，「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
念堂」完整園區，風華再現！日月潭「2015 金
龍山迎曙光」活動之後，震災修繕復貌的二龍
山蔣公行館也將以「梅香茶會」形式正式啟用！
2015 年元旦「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
堂」啟用典禮，以登高、健行、賞梅及茶會方
式登場，活動當天除啟用典禮外將舉行「梅香
茶會」，邀請國內知名國樂團親臨演出，魚池
茶會的茶師們亦將於現場進行茶席展演，與民
眾分享舊建物重生喜悅。遊客來此不妨停下腳
步來杯在地好茶，賞梅花、品茶點，享受偷得

賞生態、文化巡禮、踏青健行好去處
從停車場到「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
人紀念堂」園區，是一段長約 570 公尺長的步
道，沿途綠樹成蔭，鳥類及昆蟲豐富；較常見
的野鳥包括五色鳥、翠翼鳩等，他處罕見的灰
喉山椒鳥，在此地曝光率不算低；昆蟲除了各
色蝶蛾，甲蟲類為數也不少！
隨著「慈恩塔、蔣公行館暨王太夫人紀念
堂」園區完整且全面開放，日月潭南岸多了一
處踏青、賞生態兼具歷史文化巡禮的好去處，
民眾往遊除開車、騎腳踏車，另每日上午 8 點
鐘起到傍晚 6 點，有環湖巴士在水社與玄光寺、
慈恩塔停車場間對開，可善加利用。

浮生半日閒的悠活時光。
從慈恩塔高處俯視潭區，美不勝收

日月潭美景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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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旅趣

為低碳旅行智慧觀光揭開序幕

活動好康訊息
3.蔣公行館活動-早鳥好禮

1.迎曙光摸彩送好禮
(1) 凡參加「2015 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前
300 名遊客，即可至現場服務台索取【元氣早
安組】( 內容包含元氣早餐券乙張、幸福摸彩
券乙張及礦泉水乙瓶 )，每人限領乙份，敬請
把握機會。
(2) 凡參加「2015 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並
至服務台秀出【再發現。動感日月潭】粉絲專
頁按讚畫面，即可獲得【幸福摸彩券】乙張 ( 獎
項內容包括五星級飯店住宿券等多項好禮 ) 及

電子旅遊套票悠遊日月潭環湖景致

蔣公行館啟用典禮活動當天前 300 名報到者可
獲得【日月紅茶】乙杯及【精緻茶點】乙個。

文 / 蔡旻臻．圖 / 日管處

免費接駁專車資訊

「遊」、「購」、「行」等各種消費活動。到日

為配合「2015 金龍山迎曙光」及「蔣公行

月潭旅遊，除可欣賞秀麗的湖光美景外，更可

館啟用」活動，活動當天主辦單位將貼心規劃接

持日月潭悠遊卡體驗低碳智慧旅遊新風貌！此

駁專車並進行道路交通管制，有興趣上山的遊客
請 詳 見 活 動 網 站 http://www.jinlon-sunrise.com.tw/
查詢，或洽詢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遊憩課。

外，遊客可隨時透過「日月潭電子套票 APP」，
近年日月潭風景區湖光美景吸引大批國
內外旅客，到此欣賞環湖景色，漫步在自然風

為我國低碳旅遊智慧輕旅行揭開嶄新的一頁。

光中，來台旅客已超過八百萬人次；其中，自

【閃亮日月潭 LED 臂環】乙只，讓閃亮臂環陪

由行旅客已從 2010 年的 29%，倍數成長到近

「日月潭低碳觀光電子旅遊套票」於 2014

伴您登山健行最放心！ ( 限量 2,000 只，送完

60%，為了使遊客更便利暢遊日月潭，因此規劃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販售，歡迎遊客一同體驗低

為止。)

建立全面性低碳運輸系統：以步道＋自行車＋纜

碳便利的日月潭之旅。套票整合日月潭風景區的

車＋電動汽車＋電動環湖公車 + 電動船，達到

大眾運輸系統；「台灣好行台中 - 日月潭來回車

每一哩遊程低碳接軌的目標。

票」、「日月潭班船」、「日月潭纜車」、「遊

2.填問卷享好康
參加「2015 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活動並至
服務台填寫「活動滿意度調查問卷」，即可獲得

再發現動感
日月潭粉絲團

2015金龍山迎曙光暨
蔣公行館啟用活動官網

湖巴士一日券」、「自行車租賃」以及「九族文
「電子旅遊套票創新服務」的建置，使日
月潭建立第一個國家級低碳運輸與智慧旅遊示範

【曙光元氣筆】乙支，限量 200 支，送完為止。

區，結合多單位運作功能，包括經濟部、環境保
護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觀光局、日月潭國家

金龍山迎曙光

蔣公行館啟用活動

活動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

活動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活動地點：南投縣魚池鄉金龍山

活動地點：南投縣魚池鄉蔣公行館

節目流程

節目流程

風景管理處、悠遊卡公司等，並與在地商家合作，
藉由工研院的「電子旅遊套票創新服務」系統整
合，將低碳運輸、觀光與商業，發揮科技創新及

化村門票」等商品，依旅遊性質組合不同的遊程，
分別推出基本款、樂活款、好行款與暢遊款四款
主套票。搭配在地知名景點或商家，包括紙教堂、
雲品飯店、可可樹巧克力工房等，以及電動車、
自行車業者提供相關優惠，以平均七至九折的折
扣提供下午茶、餐點或門票加購品項，讓遊客一
卡在手為自己量身打造最適合的日月潭之旅。

跨異業產業鏈結的效力，帶動觀光服務產業新發

時間

內容

時間

內容

05:00-06:00

遊客報到

09:30-10:00

05:00-06:00

元氣健行活動

09:40-10:00

暖場表演

05:30-06:30

晨曦音樂會
(Butterfly弦樂團)

10:00-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10:15

貴賓致詞

06:30-06:50
06:5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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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的電子套票使用狀況及獲得導航資訊，

貴賓媒體接待

展，讓消費者一卡玩到底，便於當地做「食」、

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
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種類一覽表

原聲天籟(虹谷樂團)
10:15-10:20

啟用典禮

10:20-11:30

梅香茶會

＋

＋

＋

＋

A 日月潭好行套票 基本款390元
日月潭纜車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日月潭班船

新年祝賀

07:00-07:10

全民樂摸彩

07:10-07:15

日出‧印象(金龍曙光)

07:15-07:45

原聲天籟(虹谷樂團)

07:45-08:00

全民樂摸彩

B 日月潭好行套票 樂活款600元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日月潭班船 自行車租賃

C 日月潭好行套票 好行款710元
＋

＋

＋

＋

＋

＋

＋九族文化村門票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日月潭纜車 日月潭班船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D 日月潭好行套票 暢遊款1020元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九族文化村門票(含纜車)
日月潭班船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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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產業

GO!

綠動奇蹟 電動自行車
文 / 蔡旻臻．圖 / 綠動奇蹟

桃米生態村孕育豐富自然生態，近來推動綠動奇蹟計畫，採用低碳零噪音方式走訪社區，以
環保的電動自行車為交通工具，漫遊桃米社區進行生態之旅，不僅維護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也降低
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以社區營造為發展核心概念，希望結合社群經營，串連各特色產業點以促進
周邊社區產業發展，啟動體驗學習新旅程。

電動自行車尋秘境 ˙ 低碳體驗自然生態

生態水域體驗-採蓮蓬

深訪桃米社區 綠能環保休閒樂

慢食好農專區

帶動周邊社區產業發展

活賞玩埔里鄉間，自然生態學習之旅就此展開。

推廣在地農村特色

未來規劃 : 埔里 5G 躍動新城市

現在來到埔里的桃米社區旅遊，可以全新

桃米社區中有超過 7 成為丘陵坡地，以自

的社區見學方式探索生態秘境，在專業解說員帶

然生態為著名特色，常見三種蛙類：金線蛙、白

電動自行車的引進，協助桃米社區以綠色經

綠動奇蹟－埔里桃米營運中心未來預計打

領之下，深度探訪當地生態景點。本行程由博覽

頷樹蛙、日本樹蛙，以及埔里常見的紅肩粉蝶、

濟作為發展核心，帶領遊客在「慢遊好玩」、「慢

造為「埔里 5G」：好問〈Good Guidance〉、好

科技及綠動奇蹟共同合作，打造低碳旅遊的里

保育類的黃賞鳳蝶和曙鳳蝶可供遊客觀賞。綠動

食好農」、「慢工好禮」三項特色中看見大埔里地

禮〈Good Gifts〉、好行〈Good Mobility〉、好

程碑，以生態環保遊程為主，首度引進 50 台電

奇蹟－電動自行車專為適應桃米村地形所設計，

區的自然風情；「慢遊好玩」提倡以租賃電動自行

遊〈Good Tour〉、 好 宿〈Good B&BS〉 之 特 色

動自行車，充電 1 次能行駛 40 公里，遊客騎乘

可在 18 度的坡地翻山行駛，爬坡性強超越一般

車代步，搭配綠色套裝旅遊行程規劃輕鬆慢遊；

店，將適時扮演社區旅遊櫥窗之角色，結合周

電動自行車可依循低碳旅行路線指引，前往桃

電動自行車，並可於一條條蜿蜒道路中輕鬆行

「慢食好農」推廣在地不能錯過的好吃美食，包

邊鄰近地區之觀光遊憩資源串連合作，未來可

米生態村周遭特色景點遊憩，共規劃有 8 條主

駛。綠動奇蹟－桃米營運中心位於紙教堂旁，是

括自然、無毒農特產品，以及送人自用兩相宜的在

透過主題行程之規劃與低碳旅行相關套票等多

題式自行車路線，讓遊客感受埔里地區不同的

車輛進入桃米村的必經之地，遊客在此停車後，

地伴手禮；「慢工好禮」則是當地特色文物與文化

元銷售方式，增加遊程規劃豐富性，並帶動整

旅遊風情。此外，電動自行車外觀結合桃米生

可轉而租用電動自行車進行遊覽，不僅舒緩桃米

激盪出的文創產品。除此之外，遊客亦可騎乘電動

體區域性之經濟發展。透過各社區間相互合作，

態村意境，有青蛙村與蝴蝶鎮之意象蘊含其中，

村遊憩人潮，且帶動周邊產業，並向外延伸拓

自行車至周遭景點進行農事體驗：採蓮蓬、採茭

凝聚在地特色共推綠色旅遊，深化提供給觀光

讓人耳目一新，可愛造型深受大小朋友歡迎，成

展，提升埔里、日月潭觀光產業形象。

白筍、採果樂、手打麵 DIY 等，體驗在地農村特

客的服務，進而促進地方就業及產業旅遊，塑

色，搭配豐富生態景點解說體驗，如 : 賞螢活動、

造埔里、日月潭地區產業、旅遊、商品入口櫥

夜間賞蛙、社區導覽、溼地生態等專業解說，樂

窗之角色。路，留住農村子弟在此就業打拼。

了桃米生態之旅的一大行銷亮點。

電動自行車-親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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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行車-留下美好回憶

主人
發
小
題物
燒
旅大
話
趣故事
題

白潔與收藏在盒子裡的祖先遺物

從逐鹿古道遠眺濁水溪

明潭傳奇風物館

白潔與結實纍纍的咖啡樹

潭邊人物－白潔

文．圖 / 簡史朗

日月潭水社村街上，靠近日月潭派出所附近有一個全國最小、且唯一不靠海的漁會（日月潭
漁會），前總幹事白潔屆齡退休已經數年，現在日月潭周邊的漁民仍然不忘津津樂道這位前總幹
事的種種點滴，離開了職位仍能讓人時而思想起，或許有他稍稍不同於尋常的地方。

也因此，他在大平林推動要將社區的行政區位

修，要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轄內開闢出一條具有

畫歸魚池鄉，以統一邵族的行政區位歸屬，使

生態及族群特色的登山步道，希望透過生態體

魚池鄉得以用「原住民鄉」的身分參與原住民

驗、族群古道及森林旅遊的方式，引進休閒相關

族委員會的行政運作，以免大平林部落始終脫

的產業，對偏處一隅的大平林及弱勢的族人同胞

離不了偏鄉三不管的尷尬地位。他也在部落裡

有些許生計上的幫助。

免費分送咖啡樹苗，推廣咖啡的種植，著眼的
是咖啡可以在現有的檳榔樹下共生，不必增闢
山坡地和新墾地，也無須再承擔過多的勞動力，
適合現時大平林的老年化人口狀況，他自詡以
現在所種植的 500 棵咖啡樹，已經可以讓他每
個月有平均將近三萬元的「咖啡版老人年金」。

年輕時的白潔於屏東農專畜牧科畢業後，

或許大家都不知道的，白潔的另一個族群身

曾在霧社的仁愛農校擔任教職，後來又轉職到

份是「邵族原住民」。其實他是頭社系統的邵族

台北經營旅行社，因父母年事漸高，為了方便

原住民。現在全國的邵族原住民大約有 750 餘

就近照顧而回鄉，又因為他的畜牧背景而被日

人，分成二個部落聚居，水社為其一，現在稱

月潭漁會聘為推廣員。民國八十六年白潔再被

為「伊達邵部落」；另一個就是白潔所屬的頭

遴聘為總幹事。回想起將近二十年前的往事，

社系統邵族，他的部落社區名稱為「大平林」，

白潔笑著說當時真是有點戇胆，因為整個日月

位置在水里鄉的頂崁村，這裡的邵族人是日治

潭漁會只有他和一個女性辦事員，所有的文件

時 代 大 正 末、 昭 和 初（ 約 西 元 1910 到 1920 之

及往返公文堆積如山，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整

間）集體從今天魚池鄉的頭社盆地遷徙來大平林

理終於理出了頭緒，重建了資料檔案，又由於會

的。目前大家常看到台面上種種邵族的活動大都

員們的傾力協助和支持，在漁場、會務的管理、

以水社系統的伊達邵為主，有點忘了還有大平

漁業技術的推廣、漁會會員的勞健保制度建立上

林聚落大約十來戶、四十餘人的邵族原住民。

都逐漸步上軌道，「三屆十二年的總幹事」說短
不短，其實也還蠻長的，任勞任怨地幹著，民國
九十八年，終於交棒，屆齡榮退。今天的日月潭
漁會有八、九名職員，繼續為日月潭周邊的漁民
服務，白潔仍殷殷期盼漁會將來有更好的發展。

他也不遺餘力地推動「雨社山逐鹿古道」的整

十月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張處長曾
經在白潔的力邀之下，和相關人員實地踏勘了雨
社山逐鹿古道的狀況。一路上到處可見豐富的生
態資源和優美林相，還有可以遠眺濁水溪的寬濶
視野景觀，相信這個新旅遊景點和路線可以結合
當地產業，為大平林的居民和邵族人帶來全新的
境遇和面貌。

白潔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部落社區的族群意
識已經有些許淡化，傳統邵族的語言文化、傳統
祭典習俗等在當今主流文化的影響之下，有被覆
蓋淹沒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觸發了白潔要以退
休的歲月在這方面為自己的族人奉獻一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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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潔講述逐鹿古道的由來

主遊
春
題探
旅索
趣
當賞櫻人都成了風景，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說，這裡，臺灣最優質的賞櫻盛會，到處是賞櫻
的詩人，這是，臺灣最美麗的文學地景。

帶動賞櫻風氣
臺灣受到九族櫻花祭成功的影響，很多地
方開始跟進，種大量的櫻花樹苗，前魚池鄉長
廖學輝以打造魚池鄉為臺灣櫻花鄕作為政見，當
選之後在鄉內廣種櫻花，當時提倡與栽種的時

心日月潭，如今這裡賞櫻的活動和地點到處可

機，正是十幾年前九族櫻花祭推動爆紅的時候。

拾，不管想要安排一趟豐盛飽滿、視覺與文

而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暨南國際大學也在管

化兼具、服務設施功能完整的櫻花饗宴，或

理學院旁的大草坪，種下為數不少的櫻花樹。

是一小段鄉村道路的櫻併木風景，或是校園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櫻花樹苗種下之後，
大概十年後的樹形和花況才會可觀漂亮，所以
櫻樹下音樂會

站在櫻花樹下，任誰都成為詩人

日月潭櫻花祭

文．圖 / 大可

每年春天全臺灣到處都要刮起一陣賞櫻潮，越來越多的櫻花，火紅開遍全臺。十幾年前，臺
灣大規模種櫻花的地方還很少，提到櫻花祭，只當成是日本人的風俗。曾幾何時，如今臺灣到處

回顧 921 地震後，地方亟需觀光重建，九族
文化村早期種的一千多棵重瓣山櫻花成為重要的

大校園的櫻花林和魚池鹿篙香茶巷的鄉道櫻併

2015 日月潭九族櫻花祭

木這些新興賞櫻景點的崛起，大致上也符合剛

花見首部曲《櫻の風物詩》 1/31-3/15

好是這些櫻花都已達十年樹齡了。

《台灣第一夜櫻》點燈—1/31-2/28

校園裡花賞茶事

《賞櫻名所》穿和服來九族二人同行一人免
費—1/31-3/15( 春節除外 )

落英繽紛裡，茶碗閑捧起，紅蕊輕拂衣，
茶湯花香溢。

《九族櫻花茶會》賞櫻、詩畫、品茶香—2/8
《親善之旅》日本櫻花協會植樹立碑—2/12

約莫在六、七年前，暨南國際大學開始舉

景帖」、「春櫻舞動的季節」和「賞櫻心情」等

合的「花賞茶事」活動，逐漸受到矚目，並成

多本專書，集結了攝影、繪畫、詩歌和散文等內

為該校賞櫻活動的最大特色。

涵，具體表現推動櫻花文創的精彩紀錄和成果。
南投縣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總幹事朱

《九族櫻花婚禮》花嫁·和風—2/14
《親善之旅》日本福岡茶道感恩茶會—2/15
浪漫二部曲《紫戀薰衣草》 3/16-4/30
《紫戀音樂會》—3/22、3/29、4/4、4/12、
4/18、4/26

觀光資產，於是從 2001 年開始的日月潭九族櫻

書中用文學的筆調，介紹了過去在櫻花祭舉

柏勳表示，今年度暨大的花賞茶事除了邀請地方

《九族天籟詩歌花園合唱》—3/16-4/30

花祭，激起了臺灣人驚艷櫻花成林的花海景觀，

辦的許多情事，包括邀請歌手許景淳為櫻花寫歌演

觀光產業，還邀請到南投地區知名酒莊推出品酒

賞櫻人潮蜂擁而至，而櫻花祭規模也逐年擴大，

《紫色情人節·紫戀閃光日》—3/14

唱、詩人王灝等多人作詞寫詩歌頌櫻花、舞蹈家

活動，期許共同打造地方觀光產業的美麗特色。

觀光重建腳步邁開，不僅帶動災區經濟復甦，也

洪淑玲為櫻花編舞、音樂家朱雲嵩創作專屬音樂，

感染了臺灣其他地區搶種櫻花的熱潮。

和每年的畫家邀請與寫生比賽，還有櫻樹下的茶

回溯最初櫻花祭的推手就是筆者和當初日
月潭觀光發展協會的游裕銘理事長攜手策畫，並
在當時猶任遊憩課長職的洪副處長維新大力支持

會、音樂會，也還邀請過向陽、方梓和林文義、曾
郁雯等文學家來櫻花林中進行一場文學座談對話。
櫻花被藝術家以不同的媒材和形式，不斷的

下，一步一腳印的作出成績來。

被歌頌。賞櫻也被賦予了某種程度的文學想像，

櫻花文學地景成形

日本詩人立松和平就曾說過：「任誰，只要站在

九族櫻花祭經營至今，一共出版了「春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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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幸，來這裡，豐腴奢儉任選，包君滿意。

春遊潭區 ˙ 賞櫻紀事

辦校園賞櫻活動，這幾年以櫻花與中國茶道結

臺灣櫻花祭的濫觴

春陽茶酒花事的體驗，或是湖畔山櫻點點的小

推算起來，這幾年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轄區內暨

種櫻花，賞櫻花這件事，竟也變得是春天時，時髦而必要的頂禮和心情儀式。這樣的轉變都是因
為「日月潭九族櫻花祭」的長期經營，並吹皺一池春水。

九族櫻花婚禮

日月潭賞櫻小確幸

暨大賞櫻茶會
2/4-30 個茶席、2/7-

臺灣櫻花祭賞櫻風氣的鼓動，肇自臺灣的中

品 酒 200 組 與 品 茗 30
個茶席，採收費報名制。

九族櫻花祭
活動網頁
櫻花盛開美景

櫻花樹下，馬上就會變成了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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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主
月題
潭旅
．趣
心感動
發
燒
話
題

俯拾日月 潭舞飛揚
日月潭十五周年紀念

向山眺望平台

水社大山、土亭仔、慈恩塔、後尖山、青龍山、
內湖山、年梯、伊達邵、月潭等「十俊」及「四
日月潭泳渡

文 / 鄧相揚、圖 / 日管處

日月潭位處臺灣地理中央位置，潭面遼闊，清澈碧綠，為臺灣第一大湖泊，群巒疊嶂，山水
輝映，風光相當旖旎，不僅自然資源相當豐富，更擁有獨特的人文資源，為臺灣最負盛名之國家

秀」自然步道，及闢建月潭、中明等自行車道
工程。中明遊憩系統中，改善茶業改良場景觀設
施，公林野溪擋土牆工程等。車埕遊憩據點為主
的水里溪遊憩系統，先後完成電力公園的整地、
車埕公共設施的新建、池邊景觀設施、遊客服務

風景區，瀲灩沙連，水碧連天，在國內外享有盛名。

中心的新建、茶屋展示、木業展示舘及鐵道火車

重生
日月潭原屬省級風景區，由南投縣政府經
營管理，民國 88 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位
處震央附近的日月潭災情相當慘重，觀光產業
受到重創，為進行規劃與重建，民國 89 年 1 月
24 日成立「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專責規劃及建設區內各項觀光遊憩資源
及經營管理，範圍以日月潭為中心，北臨魚池鄉
都市計劃區、東至水社大山之山脊線為界，南側
以魚池鄉與水里鄉界為界，總面積約為 9,000 公

的休閒渡假遊憩體驗，不斷舉辦各種大型活動，
如九族櫻花祭、賞螢生態季、日月潭音樂花火嘉
年華、萬人泳渡日月潭等，吸引大量遊客的到
訪，走出地震後的陰霾，更穩健的成為國際級的
渡假休閒勝地。

蛻變

號誌樓週邊景觀工程的整建等，以及大觀發電廠
的開放參觀，有效提昇車埕遊憩據點的吸引力。
頭社遊憩系統先後完成頭社湧泉美化、自行車
道、活盆地、後尖山步道、頭社水庫週邊工程等
公共遊憩及服務設施。

自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以來，經
營有成，鑑於高速鐵路、水沙連國道、及日月
潭九族纜車系統等重要交通建設相繼通車營運，
加以大陸人士來臺觀光政策開放，前來日月潭遊
賞的遊客數，由民國 89 年之 114 萬人次成長至
99 年底止已突破 700 萬人次以上，鄰近鄉鎮積
極爭取納入，加上環潭遊憩發展腹地已達飽和，
為擴大日月潭觀光效應，爰提經營管理範圍擴大
案，並獲經建會通過；原國家風景區於民國 89
年劃設面積約 9,000 公頃，調整擴大範圍，包括
埔里鎮、魚池鄉、水里鄉、集集鎮及信義鄉等五
鄉鎮，共計面積 18,100 公頃。日管處以「高山

此外，興建兩座污水處理廠、向山行政暨

湖泊」、「多元文化」自然與人文為兩大發展主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先後成立三處管理

遊客中心、特色遊學中心、竹石園生態研習中

軸，將「環潭」、「埔里、魚池」、「水里溪」、

站、及向山、伊達邵、車埕、集集、埔里等遊客

心、全區停車場工程、標示系統、解說系統、綠

「集集」、「濁水溪」等五大休憩系統加以延伸，

中心、及數處遊憩據點重建，並規劃多處新景點。

美化工程，均循計畫，依年度預算逐步進行規

串連為水沙連大遊憩帶，推動綠色觀光、減碳旅

劃、設計、施工及管理工作，使得全景區形成高

遊、部落觀光，建構安全、永續、美觀、富文化

品質的觀光休憩旅遊區。

氣息之廿一世紀湖畔休閒渡假區。

頃。積極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進行災後的規劃

就環潭遊憩系統中，興闢梅荷園，及進行

重建，並以「高山湖泊」與「邵族文化」為兩大

拉魯島、慈恩塔、玄光寺、玄奘寺、孔雀園、文

發展主軸，推動文化、生熊、歷史、宗教、遊憩、

武廟、水社村、伊達邵等公共景觀改善工程，並

養生、休閒、渡假等主題，提供高品質、多樣化

完成涵碧半島、水社、松柏崙、大竹湖、水蛙頭、

日月潭花火節

起飛

飛躍十五 日月騰輝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5 周年處慶系列活動

向山遊客中心

15 年前，921 大地震摧毀了日月潭的建設，也搖醒了日月

櫻舞飛揚
環湖路跑

潭重生的契機。在歷經 15 年之積極建設與發展後，日月潭已不
同以往，為展現本處施政成果與績效並行銷日月潭觀光旅遊，將
於 103 年 12 月 -104 年 3 月辦理 15 周年處慶系列活動 - 埔里管
理站暨遊客中心啟用典禮 (104 年 1 月 24 日 )、電動巴士啟用典
禮 (104 年 1 月 24 日 )、處慶開幕式活動 (104 年 1 月 24 日 )、向
山遊客中心日昇月恆藝廊 15 週年處慶特展 (103 年 12 月 31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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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3 月 28 日 )、櫻花季及環湖路跑活動 (104 年 1 月 25 日 )。

日昇月恆藝廊

2014年12月~2015年4月潭觀光旅遊活動行事曆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地點

103年
12月20、24日

103年度南投縣聖誕節系列活動

南投縣信義鄉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104年1月1日(四)
5:00至11:30

「2015日月潭金龍山迎曙光暨青龍山蔣公行館
啟用茶會活動」

魚池鄉金龍山

104年1月24日(六)
9:00至16:30

「15週年處慶系列活動」

埔里資訊站、向山

104年1月25日(日)
6:00至13:00

2015日月潭櫻舞飛揚環湖路跑賽

向山遊客中心戶外廣場

104年
1月31日~3月15日

2015九族櫻花祭活動

九族文化村

104年
2月19日~3月5日

104年度集集鄉土燈會

南投縣集集鎮

104年
3月16日~4月30日

2015紫戀薰衣草

九族文化村

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
日月潭電子旅遊套票種類一覽表
＋

＋

＋

＋

A 日月潭好行套票 基本款390元
日月潭纜車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日月潭班船

B 日月潭好行套票 樂活款600元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日月潭班船 自行車租賃

C 日月潭好行套票 好行款710元
＋

＋

＋

＋

＋

＋

＋九族文化村門票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日月潭纜車 日月潭班船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D 日月潭好行套票 暢遊款1020元
台中-日月潭來回車票 九族文化村門票(含纜車)
日月潭班船 日月潭遊湖巴士一日券

電子旅遊套票販售服務地點
台中干城站
台中市雙十路一段35-8號
Tel:04-22256418 營業時間:06:00~22:00
高鐵台中站
高鐵站區一樓至第五出口 南投客運櫃檯
Tel:04-36018665 營業時間:07:30~18:00
埔里站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38號
Tel:049-2996147 營業時間:06:00~22:00

日月潭站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163號
晶喜城 水社遊客中心前
Tel:049-2856879 營業時間:09:30~17:00
清境旅行社(郵購，2套以上免運費)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四路18-2號
Tel:049-2983589

查詢資訊
套票旅遊行動服務
APP

臺灣好行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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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