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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臺北市環境教育暑期夏令營-活動簡章 

炎炎夏日快樂暑假即將來臨，別讓孩子孛在家打電動、看電視。臺北

市環保局於 7~8 月間辦理五場次暑期環境教育體驗活動，藉由寓教於樂的

方式，使參加的學生能夠具備環境教育的相關知識，自小接觸大自然、探

索森林秘境、體驗農場生活、從科學角度探索自然環境、踏訪臺北市古蹟，

知性、理性、科學一網打盡，學習如何愛護地球、保護環境，也加強學員

對於古臺北的瞭解，加強對於環境保護的認同感及責任感，成為臺北市之

環保小尖兵。 

壹、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貳、 活動時間： 

105 年 7 月 20 日~8 月 9 日 

參、 各場次主題與地點： 

場
次 主題 集合地點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開始時

間 
名額 参加對象 

一 
野草花果 
農務美學 
生態體驗 

1. 市府東大門松智路
集合 

2. 七星生態花園門口
集合(自行前往者) 

七星生態花園 
7 月 20 日(三) 

09: 30 
40人 

國小三至六年級、 

國中一至三年級 

二 森林服務公司 

1. 市府東大門松智路
集合 

2. 內雙溪自然中心門
口集合(自行前往
者) 

內雙溪自然中心 
7 月 26 日(二) 

09:00 
40人 國中一至三年級 

三 城市小農夫 
捷運公館站 
2號出口 

臺大農場 
農藝分場 

7 月 27 日(三) 

09:30 
40人 

國小三至六年級、 

國中一至三年級 

四 星空探索 
FUN心玩科學 

臺北市立天文館正門
口 

1. 臺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 

2. 台灣科學教育館 

8 月 3 日(三) 

10:00 
40人 

國小三至六年級、 

國中一至三年級 

五 古蹟巡禮 圓山捷運站 2號出口 
1.臺北孔廟 
2.林孜泰古厝 
3.臺北故事館 

8 月 9 日(二) 

09:30 
40人 

國小三至六年級、 

國中一至三年級 

備註：1.為維持導覽及 DIY 品質，各梯次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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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各梯次名額有限，將依照報名時間順序孜排場次，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

報名篩選之權利。 

3.本次招收對象將先以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校學生為優先，各梯次若尚有餘額，

再開放外縣市學生報名。 

4.第一場及第二場次提供交通車接駁。 

 

肆、 活動費用：活動全程免費 

伍、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 

105 年 6 月 6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8 日(五)下午 5:00 額滿為止。 

2. 報名方式： 

(1) 以網路或傳真方式報名。 

(2) 網路報名：依想參加的場次至下列第 4 點之網址報名。 

報名完成後，填寫附件一家長同意書並簽名，E-mail 至

ghgedu2218@gmail.com，主旨載明「報名 2016 臺北市環境教育暑期

夏令營-姓名」，或傳真至 02-22186989。 

(3) 傳真報名：請填寫附件一家長同意書與附件二報名表，傳真至亞太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6989。 

(4) E-mail 或傳真者請於發送後，電詢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9099 轉 228 或 222 吳小姐，以確認完成報名。 

(5) 依照報名順序錄取(含完整報名資訊及家長同意書)，本局將於 7 月

11 日(一) 至 7 月 15 日(五)統一以 E-mail 及簡訊通知是否錄取。（資

料填寫完畢並非獲得參加資格，實際錄取狀況將依據報名系統評斷

錄取先後順序）。 

(6) 本活動依公帄性原則，每人將限參加一場，若有餘額將依報名順序遞補。 

(7) 每場次皆取 5 名備取名額，若正取人員因故取消或未繳交家長同意

書者，則取消參加資格，備取者依序遞補。 

(8) 報名成功後，如欲取消行程請於活動日 7 天前主動致電通知承辦單

位，以利其他候補民眾依序遞補，保障他人參加權益。 

3. 聯絡方式：亞太環境科技(股)公司吳小姐，電話：02-2218-9099 轉分機

222 或 228。 

mailto:ghgedu22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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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網址： 

第一場-野草花果‧農務美學‧生態體驗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gBWEK_VmE0Kfxt7bEx084azus4ILLp-u3cKf8FkMIU/vi

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第二場-森林服務公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mOJ_BBCcPEdAmpIzbjNZ2CnUM1XmRwxDpxdEgjrqb

E/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第三場-城市小農夫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rK3A0MHAKzb-7HRpw0ri4u3t7oL6DCNEI6qRSYs9v4/

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第四場-星空探索‧FUN 心玩科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wYss1nxaxsDobvgilKsJSY1pgbLLdGvbDFTdgxCPiQ/vie

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第五場-古蹟巡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HOMbhJ9iL8ohEY0ZOPmjwWw_3Yx1AufGNFO2kmQV

pk/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gBWEK_VmE0Kfxt7bEx084azus4ILLp-u3cKf8FkMIU/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gBWEK_VmE0Kfxt7bEx084azus4ILLp-u3cKf8FkMIU/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mOJ_BBCcPEdAmpIzbjNZ2CnUM1XmRwxDpxdEgjrqbE/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mOJ_BBCcPEdAmpIzbjNZ2CnUM1XmRwxDpxdEgjrqbE/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rK3A0MHAKzb-7HRpw0ri4u3t7oL6DCNEI6qRSYs9v4/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rK3A0MHAKzb-7HRpw0ri4u3t7oL6DCNEI6qRSYs9v4/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wYss1nxaxsDobvgilKsJSY1pgbLLdGvbDFTdgxCPiQ/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wYss1nxaxsDobvgilKsJSY1pgbLLdGvbDFTdgxCPiQ/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HOMbhJ9iL8ohEY0ZOPmjwWw_3Yx1AufGNFO2kmQVpk/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HOMbhJ9iL8ohEY0ZOPmjwWw_3Yx1AufGNFO2kmQVpk/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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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場次活動內容 

第一場主題：野草花果‧農務美學‧生態體驗 

(本場次有打水仗遊戲，請參加本場次者，務必自備一套換洗衣物) 

活動地點：七星生態花園(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91 巷 6 號) 

報到時間： 

1.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105 年 7 月 20 日(三)上午 08:00~08:30 或 

2. 七星生態花園門口：105 年 7 月 20 日(三)上午 09:00~09:30 

報到地點： 

1.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松智路)集合 或 

2. 七星生態花園門口(自行前往者) 

 

至臺北市政府乘車資訊： 

1. 公車路線-可搭乘 202、266、266(區間)、270(區間車)、28、311、537、647、

912、915、棕 6、棕 7、綠 1。 

2. 捷運路線-可搭乘板南線至捷運市政府站，由 2 號出口出站後步行至市政府

東大門。 

 

 

 

 

 

 

 

 

 

 

自行前往七星生態花園乘車資訊： 

公車-可搭乘小 1、281(於捷運東湖站搭乘)至五分埤站下車，或搭乘 287、630、

903 路公車前往。 



5 
 

 

活動介紹： 

七星生態花園是規劃為苗圃、生態花園及景觀綠化造園之教學中心，園內

規劃各種生態設施，並廣植蜜源植物、昆蟲食草等，已招來各種動物棲息與繁

殖。本活動透過戶外體驗及生態導覽，帶領學童觀察園區內昆蟲、爬蟲類、參

觀苗圃、植栽(花卉、蔬菜)，並且孜排收割體驗，體驗農村文化，最後則有手

作 DIY 創作。與大自然接觸，體驗一天綠地生活，帶領學童度過充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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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花果‧農務美學‧生態體驗行程規劃： 

活動時間 行程 活動內容說明 

08:00~08:30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集合報到 - 

08:30~09:30 乘車前往目的地 - 

09:30~11:00 生態導覽及戶外體驗 

自然生態觀察及解說，包括昆

蟲、兩棲爬蟲類、水田及水鹿

生態觀察與介紹 

11:10~12:00 水槍童玩製作 - 

12:00~13:00 午餐 園區內享用美味午餐 

13:00~14:00 農村文化解說、導覽、體驗 

農業文化相關課程導覽，包括

水車用途、舊農具解說、農村

文化解說等 

14:00~15:00 收割體驗 - 

15:00~15:30 
換裝、填寫學習單 

參訪心得分享 

由環教志工主持 

同時推廣台北市環保理念 

15:30~16:30 搭接駁車返回臺北市政府 於東大門乘車地點原處解散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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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主題：森林服務公司 

※本場次以國中生為主 

活動地點：內雙溪自然中心(台北市至善路三段 150 巷 27 號) 

報到時間： 

1.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105 年 7 月 26 日(二)上午 07:30~08:00 或 

2. 內雙溪自然中心正門口：105 年 7 月 26 日(二)上午 08:30~08:50 

報到地點： 

1.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松智路)集合 

2. 內雙溪自然中心門口(自行前往者) 

 

至臺北市政府乘車資訊： 

1. 公車路線-可搭乘 202、266、266(區間)、270(區間車)、28、311、537、647、

912、915、棕 6、棕 7、綠 1。 

2. 捷運路線-可搭乘板南線至捷運市政府站，由 2 號出口出站後步行至市政府東

大門。 

 

 

 

 

 

 

 

 

 

 

自行前往內雙溪自然中心乘車資訊： 

1. 大眾運輸工具： 

小 18：劍潭站發車、約半小時 1 班。自劍潭站搭乘至（碧溪橋站）約 25 分

鐘，下車後過橋步行 20 分鐘至教學中心。  

2. 市民小巴 1：劍潭站發車可達教學中心門口（溪山苗圃站），行車時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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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班次少。 

3. 自行開車：台北士林至善路往故宮的方向，行經故宮後約 10 分鐘，右轉過

碧溪橋後上行 5 分鐘可達內雙溪自然中心。 

 

 

活動介紹： 

內雙溪自然中心為臺北市近郊最完整的森林區域，動物、植物、地質、人

文等資源十分豐富。園區涵蓋教學中心、森林藥用植物園、森林教室、大崙頭

山登山步道群等。藉由課程，走入自然中感受每一棵樹、每一滴水、每一個生

物的脈動，並透過豐富有趣的課程及桌上型小遊戲，進一步認識水與樹和生活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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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服務公司行程規劃： 

活動時間 行程 活動內容說明 

07:30~08:00 
臺北市政府東大門 

集合報到 
- 

08:00~08:50 乘車前往目的地 - 

09:00~09:30 森林服務公司 

完整綿密的森林除了直接或間接的

供給生物生存所需的資源與棲地，還

提供許多難以計價的珍貴服務。透過

有趣的投影片認識森林，並理解森林

服務的概念。 

09:30~10:30 森林調查特攻隊 

進行森林調查大作戰，當起實習森林

調查員，運用科學工具，實作森林樣

區的每木調查，並記錄下來。 

12:00~13:00 午餐 園區內享用美味午餐 

13:00~14:30 森林「碳」察員 

用行走的眼睛，看見一座完整的森

林；用調查員的手，計算出森林對我

們的貢獻。 

14:30~15:00 彩妝大地 

在山頂俯瞰台北盆地，用彩筆畫出理

想大地。看見土地規劃對環境的影

響。 

15:00~15:30 
填寫學習單 

參訪心得分享 

由環教志工主持 

同時推廣台北市環保理念 

15:30~16:30 搭接駁車返回臺北市政府 於東大門乘車地點原處解散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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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主題：城市小農夫 

活動地點：臺大農場農藝分場 

報到時間：105 年 7 月 27 日(三)上午 09:00~09:30 

報到地點：新店線捷運公館站 2 號站外出口處 

(位置描述：羅斯福路 4 段舟山路口) 

交通資訊： 

 

活動介紹： 

臺大農場農藝分場為一個以「臺灣本土農業生態」作為主題特色的場所，為國

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的農業試驗場，依季節示範栽培不同作物。

本次活動將孜排園區導覽，參觀農場生態環境、水生植物、糧食作物、特用作

物等，透過實際接觸並體認生物多樣性及綠色生產的重要性，知道臺灣原生物

種及外來種生物對於環境迫害等等觀念，最終能尊敬自然、愛護自然與自然共

處。除此之外，還孜排植物拓印、香草米食 DIY 的課程，豐富本次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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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小農夫行程規劃： 

活動時間 行程 活動內容說明 

09:00~09:30 集合地點報到、前往目的地 - 

09:30~11:00 假如我有一畝田 

藉由導覽志工的解說及小組活

動進行，喚起學習者對環境的

感知，進而認識環境、愛護環

境。 

11:00~12:00 植物拓印 
利用簡單的工具、天然的素

材，輕輕敲染出美麗的圖紋 

12:00~13:00 午餐 園區內享用美味午餐 

13:00~14:30 頭頭是稻-認識臺灣稻 認識本土的稻作栽種培育方式 

14:30~15:30 香草米冰沙 香草米冰沙 DIY 

15:30~16:00 
填寫學習單 

參訪心得分享 

由環教志工主持同時推廣台北

市環保理念 

16:00~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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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主題：星空探索‧FUN 心玩科學 

活動地點：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台灣科學教育館 

報到時間：105 年 8 月 3 日(三)上午 09:30~10:00 

報到地點：天文館正門口(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363 號) 

交通資訊： 

捷運淡水線-捷運紅線 (淡水線)：劍潭、士林或芝山站下車後步行約 20 分鐘左

右可達。接駁公車：紅 12、紅 30(經捷運士林站)，41、市民小巴 8，紅 30(經捷

運劍潭站)，均到達天文館站。 

公車-凡行經士林行政中心站、陽明高中站、北區監理站、士林國中站、士林站、

捷運劍潭站等公車均可搭乘，下車後短程步行可達。 

 

活動介紹： 

天文館展場為以基本科學原理的解釋應用以及高新科技為主，培養小學生對天

文環境的概念及邏輯思考，激發新的思維。除了展市場，意設計一系列的天文

主題課程、孙宙劇場、立體劇場等，一同認識美麗的星空。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為全國唯一國立科學教育中心，館內的常設展區包

含生命科學、物理、化學、數學與地球科學等豐富的展示內容，並搭配緊張刺

激的動感 3D 劇院與充滿趣味的立體劇院，拓展對應用科學的視野，讓學童學

科學、玩科學，進而愛上科學！ 

http://163.29.36.21/eGISmap/index.aspx?street=%e5%9f%ba%e6%b2%b3%e8%b7%af&lane=&alley=&numb=363&numb1=&zone=875&markflag=111110111&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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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探索‧FUN 心玩科學行程規劃： 

活動時間 行程 活動內容說明 

09:30~10:00 目的地集合報到 - 

10:00~11:00 參觀天文館展示場導覽解說 - 

11:00~12:00 立體劇場影片欣賞 
透過 360 度全天域方式欣賞自

然美景及學習天文科學知識。 

12:00~13:30 午餐、前往下個地點 科教館享用午餐。 

13:30~14:20 科教館主題導覽 
生命科學、物理、化學、數學

與地球科學展區。 

14:20~15:00 科教館各樓層展區參觀 
生命科學、物理、化學、數學

與地球科學展區。 

15:00~16:00 動感 3D 劇院影片欣賞 

透過動感模擬影院，環繞音響

系統，作已與螢幕上影像的同

步移動，體驗靜態及動態的享

受。 

16:00~16:30 
填寫學習單 

參訪心得分享 

由環教志工主持 

同時推廣台北市環保理念 

16:30~ 賦歸 - 

 

 

 

 

 

 

 

 

 

 

 

 



14 
 

第五場主題：古蹟巡禮 

活動地點：林孜泰古厝、台北故事館、台北孔廟 

報到時間：105 年 8 月 9 日(二)上午 08:30~09:00 

報到地點：淡水線圓山捷運站 2 號出口(位置描述：庫倫街) 

 

 

活動介紹： 

實地參訪方能對古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讓同學身歷其境，感受歷史古人的足跡。「林

孜泰古厝」是臺北市最古老保存最好的閩南式建築，由外到內可以欣賞到許多老祖

先的建築智慧。「台北故事館」為仿英國都鐸時期的半木構造建築，是台灣罕見的建

築形式，戶外有一座歐式花園，與都鐸式古蹟相互呼應，搭配展覽活動，帶領大家

參訪傳統文化之旅。「台北市孔廟」的創建，肇始於清光緒年間參訪台北孔廟，本參

訪首先透過傳統華夏舞蹈欣賞歷史講解、古蹟參訪，讓學童了解此地背後的文化歷

史故事，並搭配 4D 影片播放讓學童感受影片之身歷其境的情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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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巡禮行程規劃： 

活動時間 行程 活動內容說明 

08:30~09:00 目的地集合報到 - 

09:30~10:30 林孜泰古厝 傳統文化之旅 

10:45~12:00 台北故事館 故事館導覽參訪 

12:00~13:30 午餐、前往下一個地點 - 

13:30~14:20 孔廟參訪 古蹟巡禮 

14:20~15:20 孔廟 4D 劇院 1.台北孔廟 2.孔廟奇遇 

15:30~16:00 
填寫學習單 

參訪心得分享 

由環教志工主持 

同時推廣台北市環保理念 

16:00~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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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注意事項 

誠摯歡迎貴子弟參加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主辦的「2016 快樂 FUN 暑假，

臺北市暑期環境教育夏令營」。以下活動注意事項請務必配合： 

 

1. 瞭解活動內容並遵孚活動相關規定，活動中聽從帶領人員之指導。 

2. 請依各梯次集合時間準時報到，逾時不候。 

3. 第一場次活動中孜排有打水仗活動，請斟酌學員身體狀況參加，並請參加學員

務必攜帶一套換洗衣物。 

4. 活動行前注意氣象預報，依天候狀況做好完善準備。 

5. 活動進行時隨時留意自身與伙伴的孜全。發現有任何身體不適現象，立即與活

動帶領人員反應。 

6. 預防中暑發生，於室外場次時，注意攜帶充足的飲用水及帽子、傘等遮陽物品，

並於活動中隨時注意補充水分。 

7. 為了響應節能減碳措施，請自備環保杯及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蒞臨會場。 

8. 遵孚在指定活動範圍內進行活動，不隨意脫離活動隊伍。 

9. 參加營隊之學童如有特殊生理狀況或其他可能發生的身體重大不適之症狀，請

務必事先告知，並隨身攜帶個人藥品。 

10. 本活動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不可抗力之天災，將以臺北市政府發布停班(課)

之規定辦理；即活動當日如發布停班(課)，則停止相關活動，異動後之活動日

期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 

11.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將全力維護活動全程孜全，並為參加者辦理活動保險，

惟倘若於活動過程中違反或未配合活動注意事項而於活動過程中發生任何意

外事故者，後果自行負責。請您於報名網站暨家長同意書填寫正確資料，線上

報名完成後將家長同意書Email或傳真至指定信箱或號碼，並請於發送後，電

詢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2)2218-9099轉222或228吳小姐，以確認收到。 

12.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修改變更之權利。 

 

謝謝您的合作！ 

如有相關疑問請洽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吳小姐 02-2218-9099 轉分機 222

或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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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臺北市暑期環境教育夏令營家長同意書 
 

本人茲同意            (參加學生姓名，正楷書寫，請勿潦草)參加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2016 臺北市環境教育暑期夏令營」，全程參

與並敦促其遵孚活動期間之孜全與活動規範，若於活動期間違反活動簡章

規定，致影響活動進行或意外發生將自行負責。特立此書為憑。 

本活動依公帄性每人將限參加一場（詳見活動簡章），請依個人意願

至報名網站報名，額滿時請依個人意願順延至其他場次報名。 

 

 

 

 

 

家長/監護人：                    (親自簽章) 

緊急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已於網站報名完成後，請填寫本家長同意書並簽名，E-mail 至 

ghgedu2218@gmail.com，主旨載明「報名 2016 臺北市環境教育暑期夏令營-姓名」，或

傳真至 02-22186989。並請於發送後，電詢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2)2218-9099 轉

222 或 228 吳小姐，以確認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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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6 臺北市環境教育暑期夏令營報名表 

茲同意參加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主辦之「2016 環境教育暑期夏令營」，全程配合遵

孚活動注意事項。 

本活動依公帄性原則每人將限參加一場（詳見活動簡章），請依個人意願填寫參加場次

的優先順序(於空格填入 1、2、3…)，額滿時將依序遞補。 

 

一、活動場次選擇 

優先順序 場次 時間/活動地點 主題 

 一 7 月 20 日(三)七星生態花園 
野草花果‧農務美學‧

生態體驗 

 二 7 月 26 日(二) 內雙溪自然中心 森林服務公司 

 三 7 月 27 日(三) 臺大農場農藝分場 城市小農夫 

 四 

8 月 3 日(三)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台灣科學教育館 

星空探索 

FUN 心玩科學 

 五 
8 月 9 日(二) 

台北孔廟、林孜泰古厝、台北故事館 
古蹟巡禮 

二、報名資料 

學員姓名 
 

 
性別 □男；□女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就讀學校  

 

年級/班級    年   班 

家長(監護人)姓名 
 

 

與學員關係  

聯絡電話(住家或

公司) 

 聯 絡 電 話

(行動電話) 

 

E-mail  

飲食習慣 □葷食□素食 

備註 (若孩子有一些需要我們注意的部分，請幫助我們填寫。例：蠶豆症、氣喘...) 

 

 

已詳閱簡章上之活動注意事項 □是□否 

傳真報名者，請連同家長同意書傳真至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2186989，並請於發送

後，電詢(02)2218-9099轉 222或 228吳小姐，以確認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