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萬大的精彩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海拔高度

介於 1,100 至 2,600 公尺，腹地廓落，群山迤邐。來到奧

萬大你會馬上感受到怡靜閑適的氛圍，徐徐的微風捎來令

人舒暢的沁涼，伴隨著青青草原上清悅的笑聲，可以振奮

精神、增加活力。到了夜晚，躺在滿天的星斗下，細數流

星、聽著蟲鳴為森林所譜寫的樂章，感受森林的另一種美。

以楓香和青楓等變葉植物最富勝名的奧萬大，逢秋冬之際，

黛青的楓葉由綠轉赭，滿山的嫣紅成了眾人爭相一睹的美

景。園區內除了葳蕤的林相，更匯集多條溪流，豐富自然

資源與水文環境，是野生動物絕佳的棲地，更是進行森林

環境教育的良好場域。奧萬大森林如此多樣的面貌，值得

您前來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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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是一棟融合自然生態與環境教育功能的「綠

建築」。包含將奧萬大豐富的天然資源精華

濃縮而成的「生態教室」，以及操作各種課

程活動的「多功能教室」，期待能提供大眾

更高品質的環境教育服務。

2. 教育研習館
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塑造溫馨的住宿空

間。室內包含可容納 40 人的住宿空間、

藏書豐富以及具交誼廳功能的圖書角，能

提供學員完善的學習環境。

4. 賞鳥平台
賞鳥平台是您賞鳥的最佳所在，在這裡不

難發現鳥巢箱正進行著鳥類之生殖習性調

查及監測。佇足在平台上，你可以將松林

區、楓林區、以及萬大南北溪河流之地形

景觀盡收眼底。

3. 奧萬大吊橋
橫越森林教室與松林區的奧萬大吊橋，連繫著

壯觀又美麗的風景，漫步在橋上您可以眺望遠

方，欣賞雲霧繚繞的能高山景，或俯視萬大南

北溪，讚嘆侵蝕搬運的偉大力量。徐徐向前，

朝向青綠的五葉松松濤，真是美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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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態池

6. 櫻花園草坪

春夏－櫻花盛開下的鳥舞蟲姿，秋冬－星月

陪伴下的蟬叫蛙鳴；季節不同、色彩不同，

相同的是熱鬧不斷的生態饗宴，是孩子們盡

情探索與發現的好地方。

開闊的草坪是最適合通過蜿蜒山路後的小歇

腳，更是團體互相分享、快樂學習的好地方。

當陽光煦煦灑落草坪時，就別錯過在這片草

原上奔跑與翻滾的機會，好好地感受一下被

大自然擁抱懷裡的感覺吧！

7. 低階探索學習場
隱密於森林裡的低階探索設施。讓我們一起

藉由體驗教育，培養團隊精神、溝通、信任、

決策、問題解決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8. 教學及健行步道
走在步道上可以享受森林浴，而沿途豐富的

林相，更提供了野生動植物最佳的棲地，停

下腳步就能進行多樣的自然觀察。

9. 親水區
奧萬大位於中海拔山區，氣候宜人，是夏季

的避暑勝地。將損毀多年的台電設施改建成

親水區，引入腦寮溪的沁涼溪水，營造小橋、

連瀑、戲水區及跳石，提供遊客嬉戲玩樂，

是親子共遊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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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生態保育及經濟發展等議題不斷的發生，逐漸影響到環境與人類的

生活品質，為了引領全球共同努力發展解決危機，聯合國於 2015 年宣布「2030 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 17 項目標及 169 項細項目標，

希望全球國家能共同努力，讓世界邁向永續發展。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也跟隨著國際教育潮流，將部分的 SDGs 目標納入課程活動中，引導

更多社會大眾認識 SDGs 目標，以及學習從生活中實踐的各種方式，讓我們一起讓世界變

得更好吧！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消除貧窮

淨水與衛生 可負擔的能源 產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就業與
經濟發展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和平與
正義制度

全球夥伴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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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客群
離開城市的喧囂，踏入森林感受大自然的
饋贈。中心依照季節推出不同主題的小旅
行活動、研習課程，不論是想透過自然體
驗、森林療癒等方式達到身心靈的放鬆，
還是對於自然環境、動植物及環境教育等
學習感興趣的夥伴，本中心提供豐富的課
程、專業的講師群，讓您有更多認識自然
環境的機會。

兒童與青少年
提供給 18 歲以下之夥伴參與，本中心規
劃長天數的暑期營隊，透過不同的課程體
驗，認識、親近自然環境，讓假期留下美
好回憶；客製化活動方案，依照您的需求，
為您安排規劃多樣且豐富的課程。

親子客群
大人與孩子們在森林中第一手接觸自然的
體驗，將成為親子間一輩子的重要回憶，
奧萬大有著安全及美麗的森林可供家庭共
同探索，由環境教育教師引導大家在森林
中尋找每人獨特的記憶！

學校戶外教育
課程符合學校學習目標，在學期間非假日
時段，提供國小至高中等班級預約學習，
課程涵蓋森林、昆蟲、地質等多樣的課程
內容。

與瑪寶一同暢遊奧萬大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以資源特色為基礎，提供各項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您可以透過這本手冊

中的客群分類，找到符合您需求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今年度將發展『 人與野生動物的愛恨

情仇』之課程 ，敬請期待。

隔宿型活動

預約辦理型
課程

以團體為單位
預約單日型活動

定期辦理型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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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想到森林放鬆的你

成人課群

Relax

散落在奧萬大周遭的部落，猶如岩層內的原石，一經打磨，呈現在眼前的是璀璨

的鑽石，有著泰雅族、布農族及賽德克族的原民智慧，是文化的無價之寶。自然

原味小旅行帶著你前往部落，體驗編織、獵人文化、探索特色藝術牆、品嘗道地

部落美食。繼續深入，前往奧萬大，享受汗水淋漓的快感抵達吊橋，見證壯闊的

萬大溪，重回原住民古時戰場與獵場，發掘那些隱藏於世人的臺灣歷史。

( 定期辦理活動，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自然原味系列小旅行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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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活好放鬆帶你走入奧萬大森林，藉由環教師們的帶領，透過五感體驗（嗅覺、

聽覺、味覺、觸覺、視覺）學習與自然相處，體驗森林三寶 -「芬多精、負離子

及活氧」的功效，拋開都市的一切塵囂，遠離生活的憂愁煩惱，讓森林滋潤你的

身心靈，重整複雜的思緒，最後帶著愉快心情重新面對挑戰。

( 定期辦理活動，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自然療癒系列小旅行－森活好放鬆	2.

春天是鳥語花香的季節，森林中上演著熱鬧的求偶情歌，看彩翼小精靈們在樹梢

間穿梭來去，在這最適合賞鳥的季節，一同上山來認識可愛又有趣的鳥類世界吧！

( 預約型活動，預約請致電或以電子郵件聯繫本中心 )

奧萬大賞鳥趣				3.

Relax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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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熱愛自然中學習的你

森林生物多樣性可能是所有陸域系統中最豐富的，奧萬大的四季更是充

滿不同的主題提供學習，為了讓民眾能夠更瞭解奧萬大環境中豐富的生

物資源，同時如何永續利用森林資源，本中心開辦「森林與環境教育」

系列研習，內容包含各式生態、人文主軸，還有更多精彩主題陸續推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鎖定中心消息及報名。

( 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森林與環境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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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夏季的奧萬大充滿生機，有獼猴在草地覓食玩耍，有蛙兒在生態池畔尋找伴侶，

有蝶蜂穿梭花叢之間採蜜，野生動物的世界不僅充滿美感，更啟發許多人對自然

的好奇與探索。中心辦理「野生動物調查研習」，提供專業的講師群，帶你走入

奧萬大的野性天堂，學習常見動物的辨別與生態、各種生物調查方式、並且進行

實地操作，藉由課程的引導，瞭解野生動物與人的交織糾葛，期望達成人與自然

的共存共榮。

( 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野生動物調查研習2.

林務局希望利用與自然契合的場域，以永續發展的原則，結合有趣的課程和專業

的人力，來提供民眾親近、瞭解、欣賞與愛護生態環境的機會，傳遞保育觀念，

於是自 2007 年起陸續成立自然教育中心。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將告訴您林務局

自然教育中心的發展，與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的特色、課程及所能提供的服務，

並安排課程體驗，讓更多人瞭解自然教育中心。

( 預約請致電或以電子郵件聯繫本中心 )

初探自然教育中心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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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六歲以上家庭或團體   

奧萬大的森林在不同季節有著不同的風貌，園區四季各有特色：春櫻、夏瀑、秋月、冬

楓，各季到奧萬大都有不同的特色可以觀賞。單日的活動是否對想放鬆的您來說過於緊

湊呢？中心提供團體預約的活動「來去森林住一晚」讓您來奧萬大能夠體驗最放鬆的體

驗活動安排。

( 整年皆可預約，可直接聯繫自然教育中心安排活動日期，如需住宿請於 2 個月前預約 )

來去森林住一晚		1.

適合年級：六歲以上家庭或團體

最近有覺得身體有點緊繃嗎？想要好好沉澱一下自己嗎？奧萬大園區有著中海拔獨特的

森林環境，藉由涼爽宜人溫度、富含芬多精的森林步道與瀑布區的負離子，幫您規劃一

場專屬的森林療癒活動，讓身心靈都可以得到適當的舒緩。心動了嗎？趕快規劃一場屬

於您的森林療癒之旅吧！

( 整年皆可預約，可直接聯繫自然教育中心安排活動日期 )

漫步綠森林	2.

親子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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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六歲以上家庭或團體 

在春末夏初之際，奧萬大的夜裡螢光熠熠！此時正是來一趟自然生態之旅的好時

機，奧萬大美麗的嬌客「火金姑」熱烈的期盼您的到來。讓我們用「心」去看這美

妙的夜世界，拋開塵囂伴著青蛙及貓頭鷹們的協奏曲，去感受這灑落一地的星辰帶

給我們的感動與浪漫！

* 本課程為夜間賞螢解說課程，將實際走入奧萬大專屬的螢光大道，適合一般大眾  

 及親子團體。

* 請斟酌攜帶手電筒及紅色玻璃紙

 ( 活動於 4 月底 5 月中執行，現場報名，費用請電洽本中心 )

拜訪火金姑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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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六歲以上家庭或團體   

奧萬大的森林中藏著許多美麗的事物，本中心將帶領著大家進入森林探索，找尋這

些美麗的事物，在經過加工後做成簡單的成品讓大家把在奧萬大的回憶給帶回家。

( 整年皆可預約，可直接聯繫自然教育中心安排活動日期 )

適合年級：國小中年級以上至高中生

現在最夯的山林保護運動，就是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LNT）了！讓我們透

過簡單的趣味活動來親近山林，認識無痕山林七大準則，在森林步道遊玩、觀察動

植物與森林成為最好的朋友。無痕山林體驗體驗營，不只是旅行，更有豐富的探索、

精心的親子互動，還有驚奇多元的活動與晚會，森林永遠會在這等著大家。

( 為暑期家庭活動，網路報名，費用請電洽 )

森林手做DIY	

LNT無痕山林體驗營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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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一年級

奧萬大的森林有著許多不同的樣貌，四天三夜的營隊活動中，孩子將化身為藝

術家、探險家、調查家等各種有趣的角色，從生態藝術體驗、攀樹及各類型的

探索活動中，累積各種第一手的自然體驗經驗外，也能看見不同視野下的森林

樣貌。

( 暑期營隊預計七月進行，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奧萬大生態藝術探險營			1. 15

兒童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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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國小四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森林資源在人類的生活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生活必需品、建築或飲食等等，

皆須使用到森林資源，但是面對人類生活上的需求增加，大面積工業化開採森林資源，

以及原始林的盜伐等開發行為，不僅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也大幅增加二氧化碳的

排放，加速全球極端氣候的發生，森林危機即將到來！四天三夜的營隊活動中，孩子將

扮演四個虛擬國家之角色，透過一系列的團隊建立與自我探索等體驗活動，也學習世界

森林的概況，並面對連鎖的各種危機，學習透過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等方式，尋求解決

問題之道。

( 暑期營隊預計七月進行，詳細日期請洽本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

適合年級：國小中年級以上至高中生  

奧萬大的森林有著最安全，最適合孩子進行探索的環境。在森林中進行定向運動、生態

觀察、看星星、追蛙賞鳥、健行至吊橋等活動一應俱全，讓孩子在自然環境中學習獨立

自主與培養團隊合作能力，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能帶給孩子一場獨特的森林冒險體驗

喔！

( 客製化活動，活動採包團制度，活動人數以 30 人為原則，最低 12 人成團費用請電洽 

 本中心 )

奧萬大森林戰記

森林探險家

2.

3.

12 13 15

15

14



適合年級：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透過瞭解碳足跡管理，提高對於環境變化的敏感度，並增加對於環境持續關注的動

力，同時從森林基處監測調查出發，讓我們深入瞭解並認同森林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 適用月份 : 全年 )

森林解密行動			1. 12 13 15

學校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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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國小三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森林除了提供人們遊憩之外還有許多功能，人類的生活和樹木可說是息息相關，透過小

組合作的方式來探索、體驗，引導我們珍惜資源、愛護森林的觀念，以林場經營管理的

模擬遊戲，來瞭解林務局對臺灣森林資源的貢獻及未來永續山林的發展。

( 適用月份 : 全年 )

適合年級：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奧萬大的森林裡有豐富的林相，亦居住著各式各樣的動物們，透過結合科學調查的方

法，進行森林探索，認識奧萬大的樹有多高，種類有哪些，並跟著我們的腳步，在自然

環境中觀察並記錄動物們的足跡，讓我們一起成為森林探險家。

( 適用月份 : 全年 )

和木相處

「森」家調查

2.

3.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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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園區中的生態池是台灣第一座中海拔人工濕地，孕育著許多的動植物，透過科學調查

的方式，探索奧萬大的水域生態系的奧妙，進而認識棲地重要性。

( 適用月份 : 全年 )

適合年級：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讓我們親手操作科學實驗進行森林調查，從數據的蒐集與分析中，認識森林與水之間

的緊密連結，並利用模擬現實環境的模場進行水土保持的實驗，瞭解森林在水土維護

上的貢獻。

( 適用月份 : 全年 )

適合年級：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藉由觀察奧萬大的昆蟲，帶領大家認識昆蟲、瞭解昆蟲在生態系中扮演的角色，並在

團體遊戲與探索大自然的活動過程，一步步認識有趣的昆蟲世界。

( 適用月份 : 3-10 月 )

水水奧萬大

森林水世界

小小法布爾

5.

4.

6.

15

15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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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年級：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戶外遊憩的風氣日益盛行，台灣的山林之美吸引我們造訪，透過活動瞭解最受注目

的山林保護運動─無痕山林的各項準則和方法，學習如何採用友善的方式親近山林，

讓我們享受山林的同時，也讓森林成為永續的自然與遊憩資源。

( 適用月份 : 全年 )

適合年級：國小一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奧萬大蘊含豐富的植物、動物、地質及水文等森林資源，沿著園區森林步道，享受

在林間下大自然的森林之美；走上吊橋，居高臨下的感覺連結著人與自然，欣賞高

大挺拔的松樹與多彩繽紛的楓樹、遠看能高山稜之美。

( 適用月份 : 全年 )

無痕保衛隊

穿越松楓林

8.

9.

適合年級：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定向越野運動是激盪體能與腦力的活動，透過敏銳的五感，在森林裡判定自己的方

位，經由判讀地圖找到正確的目標。認識綠生活地圖的概念，透過團隊合作，設計與

分享一張屬於小組的奧萬大地圖。

( 適用月份 : 全年 )

尋找奧秘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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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 每梯活動人數限制會有些許差異，請逕洽本中心。

活動費用   : 需自行承擔往來交通費、住宿、餐食、入住費用及課程費用，

                     細部費用請逕洽本中心。

電 話   : (049)297-4499                   

網 站   :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NC?typ=3&typ_id=AWD

E - m a i l     : aowandanc@gmail.com

成人客群
親子客群

兒童親少年

將於活動日
1 月前公告簡章

活動日 1 個月前
提出申請

5 個工作天內回覆
未接獲確認時，請主動詢問

(049)2974499

活動日 15 天前
線上申請

於活動日１個月
前線上申請

報名請依簡章公告
於中心網路
線上報名

預約課程
請致電或來信洽詢

本中心

請至山林悠遊網點選

「快速申請」→「解說

導覽」→「奧萬大森林

遊樂區」申請連接

至本中心網站 -

山林悠遊網

→下拉點選所需課程

→填寫線上申請表 請主動詢問是否成功申請

(049)2365226

解說導覽學校戶外教學

定期課程 預約課程

完成預約
手續

預約申請
山林悠遊網
報名連結

環境解說 
申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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