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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的話
The Words of Chief

2007年10月，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發展團隊專家學者現勘敲定發展場址。

2007年12月，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行動研究團隊開始協助發展。

2008年6月，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進駐，執行課程規劃、發展與執行、評估等環境教育專業

服務。

2008年7月5日，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正式開幕，以多項課程服務國中小學生、學校教師，以及一

般民眾。

2009年7月，結合區外場域資源及宜蘭在地特色，延伸方案主軸，提供更完整的活動內涵。

2010年7月，新增林業文化園區森活館、森產館、竹探館解說服務，逐步建構產業遺址生態園區

的完整形象。

2011年1月，凝聚林場人的共識、喚醒林業文化歷史氛圍，創造產業遺址生態園區中別具特色與

主題的參與方式。

2011年7月，在林業文化的歷史氛圍中，創造劇場型的解說模式，建立遊客參與學習的機制。

2012年1月，因應環境教育法的施行，提供環境教育相關專業課程與諮詢服務。

2012年5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10月榮獲「宜蘭縣環境教育特優獎」。11月林務

局自然教育中心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

2013年1月起，推出一系列環境探索、科學調查相關課程，提供學生更深入的環境關懷學習。

2013年6月榮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機關(構)組 優等獎」。

2013年11月榮獲「宜蘭逕水宜蘭縣環境教育學習場域網路票選 前十名」。

2013年11月，邀集宜蘭縣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各單位組成『蘭陽環境學習中心俱樂部』，建

立合作的夥伴關係，共創宜蘭地區優質環境學習場域分工與行動。

2014年10月，於林業文化園區內建置教學用之森林永久樣區，精進森林經營相關課程內容。

2015年1月，推出全新戶外教學課程「水‧危機百科」及專業研習「水土大災問」，推廣環境與

自然災害的相互關係。

2015年10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評鑑合格。

2016年，推出戶外教學《教室裡的好奇腦》到校服務及規畫舉辦多場客製化環境教育活動。

2017年5月，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展延，持續發展在地深化特色課程，提供優質環境

教育服務。

2018年1月，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十週年計畫啟動，規劃系列活動回顧成果與展望未來，持續環境

教育的優質與創新服務，走向下一個十年。

2018年1月，林務局發表《學‧森林》森林環境

教育課程彙編，各林管處自然教育中心共同推出

「森林解密行動」、「森林水世界」專業研習服務。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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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林區管理處以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為設置地，在97年7月5日成立「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至

今已10個年頭，一直以來遵循「師法自然，快樂學習」的宗旨不斷努力於課程的發展執行，逐漸獲

得各界的支持，在100年6月環教法正式推行之時，於101年5月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同年

榮獲第一屆宜蘭縣環境教育獎特優(機關組)，102年再榮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優等(機關組)，

104年評鑑合格順利於105年展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隨著中心服務經驗的累積及林業課程發

展的推進，不同主題類型的課程發展也由7套累積至102套，服務逾86,000位民眾。

過去十年我們感謝大家的認同，接續在環境教育的路途上我們更是要督促自己，跟進大環境的

變動持續精進，仍結合正規及非正規教育體系執行環境教育工作，透過多元並專業的課程服務提供

各個年齡層走進森林環境，並能運用觀察、探索、體驗學習的方式，提升對環境變動的認知，希望

從教育紮根做起，打造一個人與自然環境良善互動的場域。

中心FB粉絲團 中心部落格官網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處長



願景與目標
Vision and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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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態與功能

羅東 池南 知本 觸口 雙流東眼山 八仙山 奧萬大

■ 森林生態生物多樣性

■ 水、河川、溪流及水域生態

■ 地質／地形

當代環境議題 ■ 環境變遷

森林文化與倫理
■ 森林經營管理

■ 林業文化、林業歷史

森林經營與技術

■ 林業文化、林業歷史

■ 在地文化

■ 森林益康

■ 友善環境生活

■ 山野遊憩與衝擊

課程資源與類別：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課程主題：

■ 林業歷史與文化

■ 森林經營管理

■ 溼地生態

■ 森林生態

■ 生活與天然資源的合理運用

■ 環境教育發展經驗轉移

經營目標： 

■ 整合環境資源與課程方案，成為區域內中小學校的環境教育的夥伴。

■ 提供專業研習與行動支持，協助教師森林與環教知能的專業成長。

■ 發展分眾的自然學習與探索教育，推動環境知能與人文素養的統整發展。

■ 創造多元的體驗參與機會，成為個人、親子、團體、

    社區永續環境議題的交流平台。

身為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的一員，

我們的宗旨是「師法自然，快樂學習」

我們希望：

所以我們致力共創：

■ 人與自然對話的優質平台。

■ 環境永續發展的多元學習機會。

■ 林業軌跡與森林生態的體驗學習場域。

因為相信：

■ 經由統整的學習與深刻的體驗，可以讓活動參與者更認識在地文化與環境

   交融的奧妙，進而尊重你我共存的大地，與環境中每個個體的貢獻。 

■ 瞭解環境脈絡中的文化與產業發展，檢視自然資源與社會文化的相互影響，

   可以提昇我們面對及運用資源的能力，形塑友善環境的態度與行為。

■ 我們可以在大自然裡發掘學習的驚奇與感動。

■ 我們可以共同承擔森林資源的維護。

■ 我們可以促成永續發展文化的傳承。

被認定為戶外環境教育的領航者

■ 策略夥伴聯盟，成為公、私立部門協力之首選。

■ 開拓多元行銷管道。

■ 成為國內從事戶外環境教育的公部門典範。

確保高品質的服務  

■ 建置實務操作守則，統一溝通語彙與平台。

■ 落實教與學成效評估與回饋機制。

■ 建立目標客群，維持穩定之顧客關係。

讓更多人瞭解林業

■ 擴展服務對象，結合林務局組織宗旨發展多元林業課程方案。

■ 對外分享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運作經驗與成果。

■ 規劃符合在地林業特色與文化資源之學習場域。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

乘著百年鐵道走進林業文化，踏訪蘭陽青山綠水

我們在城市中與自然一起生活
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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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寧靜的午後走過竹林車站售票亭

樹蔭灑落在老火車與軌道交織的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檜木香猶如穿越時光隧道般壟罩在空氣中

紅冠水雞、花嘴鴨在貯木池悠游著

佇立於池畔

百年的老故事彷彿正在眼前上映

就等你親自來欣賞

使用說明
Instruction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針對不同對象，規劃結合林業文化、人文歷史、

自然生態資源、環境議題之各類型主題課程，包含「戶外教學」、

「專業研習」、「主題活動」、「特別企劃」課程方案。

★活動訊息將於活動前一個月公告，歡迎主動搜尋本中心網站訊息。

戶外教學 School Program

以國中、小學校學生為對象，配合學校教學內容及

十二年國教之學習核心素養，設計一系列適合一∼九年

級由淺入深的螺旋式課程。

主題包含「林業歷史」、「鳥類生態」、「溼地生

態」、「森林生態」、「水環境保育」五大類課程，並

可搭配「導覽課程」讓學生更深入認識羅東林業文化園

區人文歷史，戶外教學上課時間為每週二至週五，歡迎

各校提出申請。⋯⋯⋯⋯⋯⋯⋯⋯⋯⋯⋯⋯可參考第7頁

專業研習 Training

本中心提供公立機關團體、學校教師及一般企業或私

人團體專業多元的環境教育研習課程，強化參與者之環境

專業知能，與之共構專業學習與課程發展的夥伴關係。

本中心共提供10套專業研習課程，內容涵蓋「森林文

化與經營管理」、「生態環境知能」、「水土資源議題與

保護」、「環境教育經驗交流與典範轉移」等。進行時間

為週二至週五，歡迎各界團體來電洽詢預約申請。

⋯⋯⋯⋯⋯⋯⋯⋯⋯⋯⋯⋯⋯⋯⋯⋯⋯⋯可參考第13頁

主題活動 Theme Activity

針對一般大眾辦理的主題活動，內容包含林業歷史

與林業經營、森林資源與生態、水資源與水域生態系、

野外活動知能與自然美學，更將科學觀察能力及永續發

展議題融入活動中，一起來看看吧。⋯⋯可參考第19頁

★活動訊息將於活動前一個月公告，歡迎主動搜尋本中心網站訊息。

特別企劃 Special Event

不定期舉辦特定主題企劃活動，如大型推廣方案或

小巧精緻的講座與工作坊，以及讓親朋好友與親子團體

可以常態預約的環境小品。中心同時也針對團體的不同

需求，進行客製化的環境教育活動規劃，如有需求歡迎

來電洽詢。⋯⋯⋯⋯⋯⋯⋯⋯⋯⋯⋯⋯⋯可參考第21頁

★活動訊息將於活動前一個月公告，歡迎主動搜尋本中心網站訊息。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Lodong Nature Center



小小大森林 2小時／1∼3年級

學什麼：引導孩子運用五感親身體驗與探索大自然，

觀察森林中的動植物，並練習用文字或圖畫表達感受。

快樂學：在小小卻熱鬧非凡的森林，我們化身探險員，

用眼睛微觀樹葉的細微差異，靜下心用耳朵聽見大自

然的風聲鳥鳴，再閉上眼睛用雙手輕撫，察覺每顆樹

木的獨特長相。最後用探險員的雙手，寫下小小森林

裡新奇有趣的萬千世界。

戶外教學
Schoo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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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請撥打電話至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詢問欲預約日期，並於活動前14天前填妥「戶外教學預約申請表」

（詳見本手冊第25-26頁，或於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部落格http://luodong-nec.blogspot.tw下載），傳真

或Email至本中心。

‧傳真：（03）953-2126

‧Email：ld.service@eeft.org.tw

‧本中心將於2個工作天內與您聯絡，或請來電（03）954-0823進行報名確認。

快樂山上人 1.5或2小時／1∼4年級

學什麼：認識早期山上人的工作情景，體會他們的生活

辛勞與智慧！

快樂學：「山上人」是指住在太平山上的林業人員，工

作、家人全都在山上，生活中的一切都與木材、鐵路息

息相關！藉由老照片說故事與道班工人／集材工人的角

色扮演及團隊合作，在遊戲中認識他們山上獨特的生活

方式。

鐵道之謎 2.5小時／5∼6年級

學什麼：認識太平山集運木材的系統與歷史，培

養衡量環境條件進行適當資源運用的能力。

快樂學：本課程以劇場的方式呈現太平山林業發

展歷史。從親自操作木滑道、木馬道等集材、運

材工具，到自己設計一套集運系統，在戲劇中穿

梭羅東林場的五分仔火車、老車站與貯木池，欣

賞過去林木生產與羅東鎮的精彩故事。

如果只有半日的時間：

您可以選擇上述一項半日型課程（1.5~3小時）方案，建議可斟酌預留些時間在園區及各展覽館參觀。

如果有全天充裕的時間，您有多種選擇：

‧一項《半日型課程》方案＋《壹路太平老故事》導覽課程（內容依學習年段調整）

‧一項《全日型課程》方案（龐德工作室、溪遊水世界、水‧危機百科）

★ 午餐需自理。為響應環保以身作則，建議準備最少垃圾量的環保午餐！

收費方式

             對象別 課程類別 收費金額(元/場) 備註

       公私立國中國小
 半日型 500 

 全日型 800 含《半日型課程》+《壹路太平老故事》導覽課程

       安親班、補習班、 半日型 1,000 

  學校班親會等私人團體 全日型 1,600 含《半日型課程》+《壹路太平老故事》導覽課程

宜蘭縣公私立國中小3~9年級 到校服務 500 適用《教室裡的好奇腦》及《大樹碳險隊》課程

● ● ● ● 1.5-2

● ● 2.5

● ● ● ● ● ● ● 2.5

● ● ● 2.5

● ● ● ● ● ● 5

● ● ● ● ● ● 5

● ● ● 2

●● ● 2.5

● ● ● 3

●● ● ● ● ● 2.5

林業歷史
快樂山上人

鐵道之謎

鳥類生態 池畔日誌

溼地生態

水生家族

龐德工作室 全日課程

提供到校服務

溪遊水世界 全日課程

森林生態
小小大森林

綠色小精靈

綠色寶藏
森林經營

大樹碳險隊

●● ● ● ● ● 5

● ● ● ● ● ● ● ●● 1.5

1.5●● ● ●

水環境保育 水‧危機百科 全日課程

導覽課程 壹路太平老故事 僅適用於搭配戶外教學

適用於宜蘭縣國小

3、4年級為2小時

到校服務 教室裡的好奇腦

總數 13 3 3 5 9 10 9 7 7 7

主題
適用年級 時間

(小時)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課程名稱



大樹碳險隊 2.5小時／4∼9年級

學什麼：認識能源消耗議題，透過科學方法檢視樹木

中儲存的碳含量；檢視日常中的排碳量，如何降低碳

排、在生活中落實減碳行動。

快樂學：透過動手測量大樹的樹高、計算材積並換算

固碳量，把看不見的二氧化碳估算出來，再細數生活

中常見且頻繁的「排碳事件」，驚覺樹木固碳和人類

排碳速率的差距，立志學習節能減碳！

戶外教學
Schoo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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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德(Pond)工作室 5小時(全日型課程)／4∼9年級

學什麼：學習螺貝類（底棲撈網）／魚類（垂釣法）的調查方

法，並練習統整分析調查資料，協助園區完成溼地資料庫。

快樂學：我們將走入園區內生態豐富的Pond(池塘)中一起進行

調查、採集螺貝類／魚類的工作，觀察並量測生物的身體形質、

運動方式，討論累積的數據代表的科學意義，以及生物調查對

人類與環境的價值。

★本課程可選擇「螺貝類」或「魚類」主題。

綠色小精靈 2.5小時／4∼6年級

學什麼：比較樹葉的各種形態、挑戰測量大樹身高、

描繪樹木的整體樣貌！藉此學習分類、比例與相似形

的概念。

快樂學：樹都長得一樣嗎？讓我們用五感細細觀察，

以樹葉的外型、枝條的觸感到樹幹的形態將樹木分門

別類，解讀它們的身份與生態意義，並使用三角板及

皮尺，在綠蔭環境中幫植物做健康檢查，從頭到腳認

識樹木並完成一份觀察記錄！

綠色寶藏 3小時／7∼9年級

學什麼：學習「樣區」及「取樣」的調查概念，並操

作工具量測樹木資料、同時運算調查數據一窺森林的

現況，瞭解森林的調查方法及其價值與功能。

快樂學：你將扮演森林護管員來認識森林的經營管理

方法，瞭解森林調查的細節，走進森林永久樣區中運

用測高桿、直徑割、皮尺等進行精準的樹木調查，並

解讀分析自己的調查數據所代表的生態功能與意義，

最後以卡片遊戲的方式強化認識「綠色寶藏」在我們

生活中扮演的重要功能。

水生家族 2.5小時／4∼6年級

學什麼：透過池塘中水生植物與水生昆蟲，學習採集、觀

察、比對圖鑑的技能，認識池塘生態系的生物網絡、溼地

對人類的重要性，培養愛惜生命的態度。

快樂學：水生生物就像忍者一般各有適應環境的絕技，我

們到池塘邊練習採集、觀察水生昆蟲喜歡的棲息環境與有

趣的習性，看見四大類水生植物在水域環境的分佈範圍，

瞭解池塘的全貌及其面臨的威脅。

池畔日誌 2.5小時／3∼9年級

學什麼：學習望遠鏡操作、利用圖鑑辨識鳥類、實作鳥

類的調查方法，透過特徵及行為觀察，認識鳥類的多樣

棲地，進而瞭解棲地對生物的重要性。

快樂學：百年貯木池現已成為一處水鳥樂園，更是候鳥

補充能量的中繼站！帶著正確的生物觀察態度，我們沿

著環池步道一起散步賞鳥、聽鳥歌唱，享受池畔賞鳥的

樂趣，再繪下鳥類在樂園棲地中的樣貌。

★ 課程內容將視學習年段進行調整。



戶外教學
Schoo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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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調查員

認識植物種類（喬木、灌木、草本、水生植物），觀察記錄校園內植物生長環境，推測植物不同構造之用途。

小生物大哉問
動腦想想校園內的小生物躲在何處？有哪些採集法可以不傷害生物，並學習以圖畫方式觀察記錄生物特徵。

水池探險記
探索校園水生池內的生物，學習以正確的態度採集，觀察並紀錄後將生物野放回原棲地。

歡迎宜蘭縣內公私立學校團體3∼6年級教師來電預約，讓我們一起帶領一顆顆小小好奇腦，發掘校園中有趣的大

小新奇事！

★ 本服務將出借「小達爾文的探險旅程」繪本一個月供教師持續使用。

★ 各校教師亦可單獨借用「小達爾文的探險旅程」繪本一個月，無須支付費用。 

教育部車資補助專案

教育部車資補助專案，視年度計畫申請核定後公告該年度授課課程內容及授課對象，

詳情請持續關注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部落格、FaceBook！

 

關於「小達爾文的探險旅程」繪本
本書由英國田野學習協會(Field Studies Council)出版，書中有趣的

繪圖，生動地呈現了小達爾文的成長故事，他總是對周遭的事物充滿好

奇，為了尋求問題的答案，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身邊的小東西，加上無

限創意，想出許多方法，展開他精彩又充滿樂趣的探險旅程！

到校服務－教室裡的好奇腦 對象：宜蘭縣國民小學3~6年級班級或團體

為讓孩子們用更寬廣的視野探索環境、更科學的頭腦思考

問題，中心推出「教室裡的好奇腦」到校服務，經由「小達爾

文的探險旅程」繪本導讀，引爆孩子探索生活環境的好奇心！

課後，我們將協助學校教師利用繪本融合校園環境，由教師持

續帶領孩子在校園中觀察、仔細記錄與思考，培養孩子主動探

索科學的細胞，以及對自然的關懷。

中心提供「植物調查員」、「小生物大哉問」與「水池探

險記」三大主題課程，老師們可依據校內場域資源進行搭配，

讓教學更活潑、啟發更深刻！

壹路太平老故事 1.5小時／1∼9年級

老故事是一塊土地的靈魂。我們邀請你參與壹路太

平老故事導覽活動，坐在五分仔老火車的車廂上，走進

百年林場時光隧道，回溯檜木啟動的太平山林業歷史，

瞭解蘊藏其中的技術與智慧。活動將運用園區內場域資

源，述說羅東林場與太平山的老故事，以角色扮演引導

學員深入瞭解林木運送的過程與林業文化。

★本活動僅適用於搭配一項半日型戶外教學課程方案的班級。

水‧危機百科 5小時（全日型課程）／5∼6年級

學什麼：認識水土災害發生的原因，瞭解森林、溼地、農地

等相對天然的地貌具有降低災害損失的土地價值，並對自身

周遭的環境改變有所覺知。

快樂學：透過一個個有趣的實驗操作，將山崩、水災發生的

成因具象化：什麼是安息角？何謂行水空間？從森林涵養水

源的能力搭配模擬城市規劃，在不斷討論的過程中瞭解各種

土地的價值，在氣候變遷劇烈的現今，深思土地利用變更的

同時該如何減災避災。

溪遊水世界 5小時(全日型課程)／4∼9年級

學什麼：觀察溪流生物的特性、以及對棲地的需求，用

科學資料建立溪流的橫斷面樣貌，瞭解溪流生態系中各

物種與環境間環環相扣的關係。

快樂學：實地走訪蘭陽地區溪流，透過遊戲、手作調查

工具、物理實驗，在溪流中進行環境踏訪、生物觀察、

流速測量，進而思考生物對棲地的需求及適應，討論水

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與水資源保育的概念。

★本課程於宜蘭縣大同鄉九寮溪進行，考量課程安全與溪流 

   狀況，僅於5∼10月接受預約。 



專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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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請於1個月前至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官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進行線上報名。

‧專業研習進行時間為週二至週五，歡迎以團體為單位預約申請，人數以15~40人為限。

  （如有特殊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中心將在2個工作天內與您聯繫，或請來電（03）954-0823進行報名確認。

★ 午餐需自理。為響應環保以身作則，建議準備最少垃圾量的環保午餐！

收費方式
因應市場趨勢，2019年起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將調整專業研習收費標準，改以課程時數作為收費依據，

您可依照需求選擇研習主題與課程時間。另考量高中職教育仍屬十二年國教一環，公、私立高中職團體

以半價計算。

羅東之心啟動學習之心

鳥類生態

水環境保育

水土大災問

林業時光機

溼地生態

森林水世界

森林解密行動

工作假期：清涼池塘戲水趣

環境教育課程玩設計

2 3 4 5 6
主 題

課 程 時 間 (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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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之心啟動學習之心 2小時（全室內課程）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已成長十年，我們的課程

到底有什麼特別呢？我們以優質的環境教育學

習場域為目標，為此，本研習將提供夥伴深入

瞭解中心發展沿革、經營經驗與環境教育課

程的發展及內涵，增進環境教育領域的專業

知能。

鳥類生態 2∼3小時

說到「鳥類」，你腦中浮現出哪些鳥的名

字呢？這些活潑的飛羽精靈與你我有何關係？

而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偌大的貯木池又為何變成

了水鳥們的樂園？邀請你拿起望遠鏡，細細觀

察鳥類的特徵與構造，豎耳聆聽陸鳥的方位及

話語，認識常見鳥類並窺探鳥類行為與棲地的

利用關係，進而瞭解保護及營造健全棲地對生

物的價值。

對象別

一般成人團體

公、私立高中職

收費金額

2,000元 / 小時

備註

1,000元 / 小時

5-6小時之研習課程需橫跨上下午的全日的

課程時間，4小時之課程可依您的需求選擇

半日或全日。



水環境保育 2∼3小時（全室內課程）

水，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水循環沒有國界，但

能被人們所利用的水體卻非常有限，邀請你一起認識在

水循環過程中，水資源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瞭解自然界

中水的運作方式及各種環境元素的交互關係。

本研習將透過水資源桌遊，認識水循環並瞭解人類

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討論社會中不同人員對水資

源的分配、權衡與抉擇，並提出在生活及消費中可選擇

的友善行動。

專業研習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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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大災問 2∼3小時

為什麼會淹水？為什麼會走山？為什麼會有

水土災害不斷發生？一起用實驗做給你看！

這幾年極端氣候帶來的災害是全民有感，我

們將透過實驗實作、模型剖析，解析水土災害發

生的機制與原因。「水」的問題來自「土地」的

問題，人為的土地利用方式極可能是引起水土災

害的前因，從土地的問題思考災害發生的機制與

原因，研擬防洪減災的可行對策。

林業時光機 3∼4小時

半世紀前，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的所在地曾是

太平山林業最重要的木材集散地，竹林車站、鐵

道、森林火車、卸木平台、貯木池等，都蘊藏了

過去林業與羅東鎮興起繁榮的發展故事。

本研習將穿越時空，除了帶你一窺「羅東林

業文化園區」底蘊，也邀請你閱讀闡述臺灣不同

階段的林業發展脈絡，共同拼湊出橫跨千年以上

林木資源使用的智慧與發展軌跡。

溼地生態 3∼4小時

溼地以各種不同型態存在你我周圍，羅東林業文

化園區擁有全國最大的貯木池遺跡，今日已轉型成兼具

景觀、生態、教育功能的埤塘，不同生物倚靠這溼地撫

育，豐富了生物多樣性，更是地球環境不可或缺的服務

系統。

親身走入水生池，觀察與探尋溼地生物，學習生

物資源調查的方法，感受溼地對於各種生物的重要，瞭

解它多樣的功能及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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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假期─清涼池塘戲水趣 3∼5小時

天啊∼原來小小池塘放著不管，會漸漸被植物大

軍吞沒、消失、變成陸地！池塘裡的水鳥、昆蟲、螺

貝類和魚兒需要你，快來穿上青蛙裝、戴上手套，前

往水池，共同維護水域棲地環境！

生態池？景觀池？教學水生池？池塘得維護才不

會荒廢。邀請你試著從規劃、設計、施作及維護管理

等不同的階段一起加入，創造一個多元利用價值的水

域環境，實際踏入水池進行水域環境維護，來場充實

又成就感滿滿的工作假期。

森林解密行動 2∼4小時

喚醒管理自身碳排放的自覺吧！你知道何謂

生活中的「碳足跡」嗎？人們每天的生活究竟產

生多少二氧化碳，而這些碳又需要被多少樹儲存

固定呢？ 

走出戶外操作工具測量樹木，看見大樹對於

碳的吸存能力，同時討論如何透過合理的森林經

營管理，才能有效增加碳的蓄積、又不因此失去

了森林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落實減碳的政策與行

動支持！

森林水世界 3∼4小時

水從天而來，落到了森林裡，被樹木攔截稱

為截留；被土壤吸收稱為入滲；沒被阻擋直衝大

地則造成沖蝕，這些作用彼此影響，最終匯聚形

成河流。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在園區規劃出一片片森林

樣區，你將學習設計實驗與計算方法，模擬森林

與降雨如何交互影響土地樣貌，截留了多少又保

留了多少？用科學數據檢視這場樹木與降雨的交

響曲，瞭解保護水資源與森林環境的重要。

環境教育課程玩設計 5∼6小時

由「課程方案、場域設施、經營管理、專案

人員」構築成環境學習中心，其中環境教育課程

方案是怎麼規劃與設計呢？何謂環境教育？什麼

又是課程方案？後續要如何產出、評估與精進？

從資源盤點開始，著手掌握不同場域的特色

與發展脈絡；其次，瞭解不同角色的發展使命與

內涵，思考獨具特色的課程內容。本研習將透過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的案例分享，轉移課程發展經

驗，實際進行教育方案體驗與規劃，學習發展專

屬各場域的特色課程。



林場暑期小學堂 

時間：第一梯：2019年8月5日~ 9日（一~五）

         第二梯：2019年8月12日~ 16日（一~五）

         第三梯：2019年8月19日~23日（一~五）

對象：國小1-6年級

不過夜營隊，每梯次活動內容不重複，連續參加三梯或

單選一梯皆可

林場，是以前老羅東人工作的地點；林業文化園區，

蛻變成全家大小一起來踏青散步的場所；這裡有悠久的林業

歷史、豐富的生態環境，今年暑假，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林場

小學堂將再度開張，帶著孩子們在林場與蘭陽平原裡一起學習，學

習過去林業工作的智慧、探索大自然生態的趣味、看見蘭陽平原的山

與海，培養在地人文與自然科學的素養，給孩子精彩豐富的成長經驗！

主題活動
Theme Activity

19

報名方式

活動簡章將於活動前1~2個月同步公告於下列網站，並於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官網）進行線上

報名：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部落格 http://luodong-nec.blogspot.tw

‧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官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luodong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網站 http://www.eeft.org.tw

活動日期及內容以網路最新公告簡章為主，請您隨時注意網站消息，

或來電本中心（03）954-0823

日 期

5月04~05日（六~日）

5月25日(六)

7月09~12日（二~五）

8月05~23日（平日）

名 稱

森林關鍵報告

阿嬤的鹹草

小腳丫走溼地

林場小學堂

對 象

16歲以上

1年級以上親子及一般大眾

3-6年級

1-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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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關鍵報告

時間：2019年5月4~5日（六~日）

對象：16歲以上一般民眾

臺灣全島超過60%土地是森林！但你曾體驗過在

森林裡工作，瞭解森林該如何經營管理嗎？讓我們走

進太平山，看見臺灣林業的歷程，在森林永久樣區中

學習調查方法、森林資源計算，並思考人類與木材的

緊密互動，試著規劃永續經營的森林藍圖！世界的未

來與樹木息息相關，我們也將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來瞧瞧「森林關鍵報告」！

阿嬤的鹹草

時間：2019年5月25日(六)

對象：國小1年級以上之親子與一般成人

五月五過端午，現在粽子百百款，市場上常見的

粽子都是使用棉線和竹葉包出來的竹葉粽。你曾經自

己綁過粽子嗎？你有試過用鹹草和野薑花葉綁粽嗎？

今年我們要學習長輩們取材於大自然的智慧，使

用水生植物─鹹草來綁粽，除此之外，我們還會把同

為水生植物的食材通通放到粽子裡，光是想像這些美

味都已經準備要流口水了！

小腳丫走溼地

時間：2019年7月9日~12日（二~五）

對象：國小3-6年級，四天三夜過夜型營隊

快來跟著小水滴的足跡玩一條溪！我們從上游

一路開始，經過中游、下游，到出海口，探訪水生

昆蟲、魚蝦和螃蟹，在野外學習不同方法進行生態

調查，體認不同河段的溼地樣貌與人為利用，看見

人類使用水資源的方法和歷史。發現原來我們的生

命跟河緊緊相依，一舉一動竟然決定了河川小生物

要怎麼生活。

利用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兼具特殊歷史意義及豐富

生態的場域，與蘭陽地區多元的森林、溼地及溪流資

源，規劃各項與你我生活緊密連結的主題活動。內容包

含林業歷史與林業經營、森林資源與生態、水資源與水域

生態系、野外活動知能與自然美學，更將科學觀察能力及永

續發展議題融入活動中，一起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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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Event

客製化環境教育活動規劃－你的需求，交給我們！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累績了10年的環教能量，超過100套課程與86,000張大大的笑臉是

中心最大的後盾。豐富與趣味的環境教育活動將為你客製化安排，不管你是想瞭解自然生

態、林業歷史、森林經營，或環教課程規劃產出；或是你想以遊戲、體驗課程、研習講座

或是工作坊型式！歡迎您盡快與我們聯絡，中心將用最專業的服務，為大家規劃最符合您

需求的環境教育課程，趕快來電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開啟學習的無限可能！

新時代森林泰山
日期：2019年3月16日（六)

對象：一般社會大眾及親子團體

裸著胸膛、擺盪藤蔓在樹木間移動的泰山，以大樹為家、

動物為友，他捍衛著森林，更珍惜森林的給予。在現代生

活中，同樣有許多在林野中工作的「新時代森林泰山」，

默默在野地中為森林付出。每年中心都在春天邀請這些泰

山來到中心，與大家分享他們寶貴的山林經驗，今年會是

哪位泰山到來呢？請大家密切關注我們的訊息喔！

日期：2019年9月25-26日（三、四）

對象：2018年場次種子教師、有興趣之教育工作者

2018年林務局出版了「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彙

編，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帶大家一起認識了「森林解密行動」與

「森林水世界」兩套與森林生態還有經營管理相關的教案，但

可不只這樣喔！這套彙編還有許多關於森林議題、科學調查與

友善環境課程等著大家來瞭解，歡迎對環境教育與議題感到好

奇的你，至於今年會是那些有趣的課程與大家見面呢？敬請密

切注意活動公告喔！

★活動詳情及報名方式，請見活動前一個月之活動訊息與簡章。

「學‧森林」森林環境教育課程實務工作坊中心不定期舉辦特定主題之特別企劃活動，如大型推廣方

案或小巧精緻的講座與工作坊，以及讓親朋好友與親子團

體可以常態預約的環境小品。特別企劃將在活動前一個月

公告於中心網站，請隨時注意我們的消息！我們同時也能

針對團體的不同需求，提供量身打造的客製化環境教育活

動規劃，如有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池畔賞鳥趣 3∼4小時

日期：一月∼三月＆十月∼十二月，每週二∼週六

對象：國小1年級以上親子團體（以團體預約報名）

人數：10∼30人／梯次

當候鳥季節來臨時，羅東林場會出現許多可愛嬌客登門拜

訪哦。讓我們先用有趣的「自然鳥不起」桌遊來場親子PK賽，

迅速掌握鳥類特徵，再拿起望遠鏡欣賞野生鳥兒整理羽毛、飛

翔、鳴唱、獵食的迷人畫面，和鳥兒共享池畔微風，將會是個

多悠閒的午後阿。

非常適合親子的賞鳥入門活動，學會使用望遠鏡，把賞鳥

能力帶回家，日後到哪裡都能享受可愛又迷人的鳥類生態！

Family Time！揪團預約一個知性又愉悅的親子時光

夜探林場（夜間活動 2小時）

日期：四月∼九月，每週二∼週五

對象：國小1年級以上親子團體（以團體預約報名）

人數：10∼30人／每梯

黑夜降臨，林場許多小生物們甦醒了：看，是誰閃著微

微螢光？聽，又是誰在聲聲低鳴？讓我們一起學習正確的生

物觀察技巧與態度，走入黑暗中發揮你的偵查力，尋找羅東

林場的野生夜間生態，認識生物與自然棲地的關係，思考如

何與小生物們共生共存！

封林訣─召喚林場守護神 !
日期：全年皆可預約，每週二∼週六

對象：國小４年級以上親子或成人團體（以團體預約報名）

人數：10∼50人／每梯

實境解謎遊戲《封林訣》以羅東林場的林業文化和歷史

建物為背景，向你下解謎挑戰書！你能不能洞悉提示、解開

密碼，封印黑暗力量、召喚林場守護神呢？遊戲包持續好評

熱賣中，搭配謎題解析專人引導，讓你更深入瞭解林場迷人

的歷史故事。快揪全家大小一起來動腦冒險囉！

木要這樣玩─原木童玩DIY
日期：一月∼四月＆十月∼十二月，每週二∼週六

對象：國小１年級以上親子團體（以團體預約報名）

人數：10∼30人／每梯

手拿枝剪仔細查看樹木，將遭受病蟲害攻擊的枯枝、歪

斜摩擦的受傷枝條通通喀擦剪掉，「修枝」能協助樹木健康

長大，還能增強樹木抗颱的能力，是重要又有趣的學問，修

下來的枝幹還能做成原木童玩呢！快來學習簡易的修枝技巧、

動手幫園區的大樹總體檢，並利用林地中修枝下來的原木

DIY成動物戰隊帶回家！



森產館
森活館

森藝館

百年舊書攤

竹探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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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資訊
Exhibition Information

交通資訊
Traff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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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展館每日提供定時導覽服務，導覽場次時間如下：

「遊客服務中心 」上午場 09：30、11：00 下午場 14：30、16：00

「竹探館」 上午場 11：00 下午場 16：00

「森活館 」上午場 10：30 下午場 15：30

「森產館 」上午場 10：00 下午場 15：00

園區與展示館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遊客服務中心

森動館

森產館

百年舊書攤

森活館

竹探館

森美館、檢車庫、森藝館

開放時間

每日08：00∼17：00

每日08：00∼17：00

09：00∼12：00

14：00∼17：00

（每週一、二休館）

09：00∼12：00

14：00∼17：00

（每週三、四休館）

依各特展公告為準

備註：各展示館休館日如遇國定假日則順延，農曆除夕及初一，全天不開放。

開車族

蔣渭水高速公路（國道五號）羅東出口，接縣道196線，直

行約5分鐘，過光榮路後穿過地下道，第一個紅綠燈右轉中

正北路，直行約2分鐘到南停車場。

火車族

羅東火車站前站出口，直行至中正北路口右轉，沿中正北路

直行約1,000公尺可達（步行約15∼20分鐘）。

國道客運

由羅東轉運站步行至羅東火車站後站，穿越至前站出口後，

直行至中正北路口右轉，沿中正北路直行約1,000公尺可達

（步行約20分鐘）。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GPS座標

N24°40'59.72"，E121°46'19.30" 或 24.683255，121.772029

森動館

百年舊書攤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設置五個常態展館，分別為

「森活館」、「森產館」、「森動館」、「竹探館」與

「百年舊書攤」，另於竹林車站設置「遊客服務中心」。

「森活館」：模擬「山上人」的家，讓你感受過去林業人的生活點滴。

「森產館」：呈現完整的太平山林業生產史。

「森動館」：提供蘭陽山林步道介紹，邀你享受生態並感受步道的人文與歷史。

「竹探館」：展示竹業的轉型、具環保節能減碳概念的空間設計。

「百年舊書攤」：擁有舒適的閱讀空間，各式書籍皆可盡情瀏覽。

「森美館、檢車庫、森藝館」：不定期舉辦各種主題特展。



預約申請流程
Reservation Process

專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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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預約申請表

戶外教學

主題活動
特別企劃

請於14天前，上網下載填妥「戶外教學
預約申請表」並以傳真或 Email報名

請於1個月前至《山林悠遊網》
進行線上報名

請依簡章公告，至《山林悠遊網》
進行線上報名

繳費後完成

報名程序

各位老師，您好！

　　請協助填寫帶班教師清冊，以建立緊急聯絡資料並寄發課程行前通知。謝謝您的配合。

* 請填寫預約課程人數於帶班教師清冊

    

    

班級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預約人數預約

課程代碼

備  註

學校名稱

手機號碼

聯絡電話 

入園時間

課程費用

申請需求

主要配合
學習領域

交通方式

訊息來源

先生/小姐

請勾選 適合年級 申請場數      申請課程名稱

□ (     )1.5【壹路太平老故事】

戶外教學課程方案（學期間，每週二∼五開放申請）

2019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午      時      分止

主題導覽解說（需預約戶外教學課程，方得搭配申請）

□遊覽車   □火車   □公車客運   □自備交通工具   □步行 

長
家

生
學

師
老

□ 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網站(台灣山林悠遊網)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 羅東林區管理處網站 http://luodong.forest.gov.tw
□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部落格 http://luodong-nec.blogspot.com
□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網站/電子報 http://www.eeft.org.tw
□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所舉辦之相關研習活動
□ 教育主管機關公文
□ 學校有關人士推薦：□校長□教師□家長
□ 其他：

聯絡人

電子郵件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預約申請表
帶班教師清冊

活動簡章、申請表下載及線上報名，請見下列網站：
‧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中心官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部落格 http://luodong-nec.blogspot.tw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luodong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網站 http://www.eeft.org.tw

中心將在2個工

作天內聯絡進行

確認，若未接獲

確認通知，請主

動來電詢問：

(03)954-0823

為使作業順利，請於14天前填妥本表後，傳真至本中心(03)953-2126或e-mail至ld.service@eeft.org.tw
若您在2天內未收到本中心電話回覆，請主動來電與我們聯繫(03)954-0823，謝謝！

課程代碼
(1)快樂山上人  (2)鐵道之謎  (3)池畔日誌  (4)水生家族  (5)龐德Pond工作室  (6)溪遊水世界
(7)小小大森林  (8)綠色小精靈  (9)綠色寶藏  (10)大樹碳險隊  (11)水‧危機百科  (12)教室裡的好奇腦

1. 課程簡案介紹，請見本中心網站 http://luodong-nec.blogspot.tw

2. 本中心戶外教學課程於104學年度起（104年9月1日）開始辦理收費。

3. 戶外教學時間為每週二至週五09:00-12:00、13:00-15:30。

4. 考量教學品質與人力配置，本中心目前單半日戶外教學容納量為3套課程。

5. 本中心單堂課承載上限約為35人，將視實際預約情形做可能的分併班之調整。

6. 詳細活動流程與注意事項，本中心收到本表後，將主動與您聯絡確認。

7. 活動進行中，主辦單位將適時拍攝活動影像，供日後環境教育推廣用。

8. 因場地或天候影響，本中心將保有調整課程內容之權利。

聯絡方式：電話（03）954-0823 / 傳真（03）953-2126 / 電子信箱ld.service@eeft.org.tw

□ 1  【快樂山上人】 1-2 / 3-4 1.5 / 2

□ 2  【鐵道之謎】 5-6 2.5

□ 3  【池畔日誌】 3-9 2.5

□ 4  【水生家族】 4-5 2.5

□ 5  【龐德Pond工作室】 4-9         5（全日）
□ 6  【溪遊水世界】 4-9         5（全日）
□ 7  【小小大森林】 1-3 2

□ 8  【綠色小精靈】 4-6 2.5

□ 9  【綠色寶藏】 7-9 3

□ 10 【大樹碳險隊】 4-9 2.5

□ 11 【水‧危機百科】 5-9 5

□ 12 【教室裡的好奇腦】 3-6 1.5

聯絡地址

【公私立國中小】：半日型500元/場，全日型（含半日型課程+壹路太平老故事）800元/場

【安親班、補習班、學校班親會等私人團體】：半日型1,000元/場，

全日型（含半日型課程+壹路太平老故事）1,600元/場

時間（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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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填表日期：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