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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在全台八處設立自然教育中心，提供民眾親近、愛護森林
並實踐保育行動的優良場所，課程活動內含包括：「森 林 生 態 與
功能」、「森林文化與倫理」、「森林經營與技術」及「 當 代 環
境議題」，透過自然教育中心，您可以很輕鬆地在「森林」這個
最好的教室中，與自然產生連結。

願景
讓更多人了解林業
確保高品質服務
被認定為戶外環境教育的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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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森林生態生物多樣性
．水、河川、溪流及水域生態
．地質、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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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經營管理
．林業文化、林業歷史

．環境變遷

森林生態與功能

森林文化與倫理

森林經營與技術

當代環境議題

議題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屏東林區管理處  處長

翻開2020年日曆，
圈選一日到雙流自然教育中心走走吧！

走入森林步道，認識大自然之美，
放下雜念，盡情享受。

用五感倘佯雙流的春夏秋冬，
來聆聽，蛙鳴鳥叫、水聲潺湲、風吹颯颯，
來望看，森林蓊鬱、游魚戲水、食蟹獴萌，
來體察，在地文化、清涼溪瀑、獨居蜂家，
來嗅聞，草花芬芳、木頭氛香、空氣清新，
來品嚐，原民美食、山林智慧、寧靜美好。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從2009年走到2019年，
十年的努力與展現備受大家的肯定，
讓人們「流連忘返」是我們的目標。

2020年是下一個輝煌的開始，
我們也將持續致力讓這裡的土地很黏，
黏住你我與森林的緣分，
用環境教育帶領大家一同窺探自然的秘密，
期望我們將有一日相遇、二日相識、三日相知，
並一起相惜所擁有的大地，
讓人與自然永續共存。

人與自然的相遇、相識、相知、相惜

大家長的話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穿梭熱帶季風林，
順沿溪流訪瀑布，
探索生態樂學習，
看見土地與人永續共存。

雙流是全台灣8個自然教育中心最南端的據點，
在這裡你可以親身體驗當地風、水和森林生態的氣息與流動，  
從有趣的活動和遊戲中啟發對自然的關懷和尊重，
在自然中快樂的學習， 
培養孩子們團隊合作、創作思考以及對環境的責任感。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介紹

連結人與自然，融合在地文化，
提供優質環境教育，落實環境永續。

我們的願景

運用且展現場域資源特色，連結地方社群形成網絡， 
喚起人們對環境的關懷，分享交流環境教育經驗。

我們的信念

快來和我們一起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位於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內，
行政區域位屬屏東縣獅子鄉，
自然地理環境是為恆春半島的北端，
因位於楓港溪上游兩大源流─內文溪與達仁溪的匯流之處，
而得其名「雙流」。
海拔高度介於150~700公尺之間，
擁有熱帶季風林的氣候與景觀，
並由溪流貫穿其中，
最深處的雙流瀑布清爽怡人，
是南臺灣低海拔相當優越的森林浴場所。

環境與資源特色

大涼亭

雙流瀑布

彩虹橋
�



恆春半島雖然年雨量、溫度都達到雨林標準，卻因有雨量不平均的特性，且受到
季風吹拂、樹冠層偏低並具有落葉樹種，所以不為標準的雨林，而為季風林；在
這裡你可以看到板根現象、幹生花、氣生根及支柱根等特殊的生態現象。

林木茂盛易於蓄養水源，因此雙流的水量充沛，終年不竭，加上水流的速度平穩，
水質極佳，是易於親近的清澈溪流，且經常可見台灣特有種魚類，如：台灣石
屏東馬口魚，來雙流時要仔細找找牠們喔！

熱帶季風林

帽子山步道

售票口

自然教育中心

沿山步道

白榕步道森林教室

溪流生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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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室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開闊平坦的草地，提供戶外活動的伸
展空間，學員可在此觀察與體驗自然
生態環境。

陽光草坪

一條沿著山勢起伏、蜿蜒於森林中的
  步道，認識熱帶季風林特色的最佳
      場所。

沿山步道沿山步道

平緩而寬廣的水流，適合觀察魚群、
感受冰涼溪水。

涉水區涉水區

沿著溪水溯流而上，帶學員實地踏  
  訪瀑布秘境、感受河流變化。

橋下平緩的水流，豐富的溪流生物及生
態，是帶領學員進行學習與觀
       察的首選之地。

雙流橋下雙流橋下 瀑布步道瀑布步道

森林裡的天然教室，給學員最直接
  的自然體驗。

森林教室森林教室



室內空間

進入大自然前…

山區天氣變化大，可別忘了自備雨具；而冬季常有落山風，攜帶好保暖衣物與帽子，
才不會感冒頭痛。

在戶外活動請記得準備好以帽子、外套等防曬與防蚊用品，建議不要使用防蚊液與防
曬噴霧，因為特殊的氣味很容易吸引昆蟲前來，如：蜂類。

歡迎自備環保水壺與午餐，記得美麗的環境需要你我共同維護，可別留下垃圾喔！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1樓備有飲水機、飲料及泡麵販賣機。)

請保持尊重的心並靜靜地觀察與欣賞自然，切勿大聲喧嘩、攀折花木，以免打擾
 了生活在此的所有生命。

1.
2.
3.
4.
5.

請穿著接近大自然顏色的衣服、長褲以及適合爬山的鞋子。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設有閱覽室、多媒體放映室、室內

外桌椅，並有提供用餐的空間，約

可容納80名師生。

有兩間木製裝潢教室─探索屋與野趣
屋，讓學員在自然的氛圍裡進行學習
與討論，教室各可容納40名師生。

自然教育中心1樓自然教育中心1樓 自然教育中心2樓自然教育中心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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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 除課程活動費用外，入園尚需支付門票及停車費，請見第23頁入園資訊。
2.為保持活動品質，每梯次以40人為限，而因人力考量，中心每日至多受理2梯次(環境
   解說除外)。

預約流程
戶外教學

特別企劃

專業研習

主題活動

環境解說

活動前一個月
來電或線上申請

依照簡章公告進行線上報名

活動前15天

本中心將於三個工作天
與您聯繫，未接獲回覆
請來電 (08) 870-1499

申請辦法請見第23頁

完
成
預
約
/
報
名
手
續

課程活動費用表
服務類別

戶外教學

主題活動

環境解說

特別企劃

對象/性質

國小.國中
高中.高職

團體至雙流

不限對象

不限對象

課程活動費用

每人50元

依活動簡章公告

鐘點費：每小時2000元
交通費：以大眾運輸費用
          核實報支

每人150元以上

免費

備註

1 . 人數須達20人以上 
2.老師、家長不收課程活動費

活動資訊請鎖定Facebook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粉絲專頁或
台灣山林悠遊網-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人數須達20人以上

詳情請見第23頁

過夜型營隊

中心至貴單位

開辦專題研習

每人150元

依活動簡章公告

1 . 活動費用視企劃需求而定
2.人數須達20人以上
3.2歲以下兒童免活動費用，但須有
   一名大人陪同

活動資訊請鎖定Facebook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粉絲專頁或
台灣山林悠遊網-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專業研習

一般民眾
親子家庭

�

山林悠遊網



戶外教學 School Program
針對不同年級規劃具雙流特色的活動課程，主題包括

「水資源與治理」、「在地文化」、「森林經營管理」及「熱帶季風林森林生態」。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學生，限以班級或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

        請參見第9頁。
【適用對象】
【預約辦法與費用】

主
題
類
別

水
資
源

森
林
經
營
管
理

在
地

課程名稱

溪遊記

雙流FBI

五木調查隊

一同去郊遊

森林水世界

彩虹的故鄉

森林解密行動

生活智慧王

山林的脈動

動物
關鍵報告

與大自然
捉迷藏

風動舞林

4小時

4小時

3小時

5小時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4小時

4.5小時

適用對象/年級

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課程
時間

課
程
地
點

雙
流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4小時

熱
帶
季
風
林
森
林
生
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與
治
理

文
化

3.5小時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3年級                     3.5小時

大自然裡有許多如彩虹般的美麗色彩，引
導學員觀察並認識大自然的顏色與動植物
的生存之道，啟發學員欣賞與體驗大自然
的美。
1 . 瞭解大自然中生物顏色的意義。
2.欣賞自然，運用想像力延伸聯想。

彩虹的故鄉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4年級                      5小時

瞭解前往山區活動如何做好準備，在有趣的闖
關遊戲中認識無痕山林七大準則，以及如何進
行負責任的登山活動。

1 . 認識無痕山林七大準則。
2.覺知人為活動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一同去郊遊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4年級                     4小時

森林中有許多植物是早期長輩們運用大自然
產物於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態智慧，體驗原
味生活，並利用自然掉落物創造自然美學，
成為森林裡的小小智慧王。

1 . 認識早期的天然生活用品及其原料。
2.理解人與環境互相依存的關係。
3.引發以大自然產物為素材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興趣。

生活智慧王  推薦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4-6年級                     3小時

課程從辨認植物及樹木測量開始，學
習分辨及測量技巧，瞭解與我們生
活息息相關的森林現況，以及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支持森林的永續利用。

1 . 學會分類學二分法。
2.學會樹木測量的方法與技巧。
3.培養珍惜及愛護森林資源的態度。

五木調查隊  推薦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3-6年級                     4小時

大自然裡隨時上演著生物間的保衛戰，認識生物
的保護色、擬態及警戒色，再實際走入森林進行
觀察並認識生物的生存秘密。

1 . 培養學生對大自然的觀察能力。
2.使學員瞭解動物會利用保護色、警戒色在大
   自然中求生存。
3.引發關懷大地之心。

與大自然捉迷藏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4-9年級                     4小時

透過體驗和討論觀察水與生物的關係，思考水生生
物的水質指標功能，並引導學生建立「觀察→提問
→假設→實驗→驗證→結論」的科學研究概念。

1 . 認識水質指標生物並知道其代表的水質指
  標意義。
2.學習科學調查的方法和流程。
3.瞭解如何在生活中愛護水資源。

備註：需攜帶一套衣物及襪子備用。

雙流FBI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推薦

��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5-6年級                     4小時

藉由角色扮演及觀察，思考動物死亡的原因，
讓各組經由閱讀、討論、分享台灣目前保護動
物的例子，思考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如何保護
野生動物。

1 . 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2.尊重各種生物的生存價值，以及人與生物間
  的倫理關係。

動物關鍵報告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5-9年級                     4小時

溪流及瀑布是雙流重要的資源，親身循著瀑
布步道而上，觀察各河域的變化，認識溪流
生態系與森林的關係，藉由團隊集思共同創
造出理想的生活環境。

1 . 瞭解森林涵養水源的功能。
2.省思人類應如何善待溪流及環境。

備註：本課程行走距離長，來回大約6公里，請自行斟酌體力。

溪遊記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5-7年級                      4小時

藉由活動認識恆春半島特色，也能瞭解台
灣各種森林型態，並帶領學員實際在雙流
森林中，體驗熱帶季風林的植物特徵與學
習如何保護森林。

1 . 觀察及體驗熱帶季風林森林生態之美。
2.瞭解台灣森林類型及特色。
3.知道森林面對的危機並提出解決方式。

風動舞林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推薦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0-12年級               4小時

讓學員深入了解森林經營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森林
對碳匯與氣候變遷的影響，體會個人行為對減少碳
足跡的幫助。

1 . 體認日常生活中排碳與氣候變遷的關聯性。
2.覺知森林經營管理的重要性及對碳儲存的影響。
3.願意支持森林管理單位之森林經營管理政策。

森林解密行動  推薦

推薦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0-12年級                4小時

藉由科學實驗調查認識森林對於水資源的涵養、保
護等功能，瞭解森林為人類社會在水文風險上所扮
演的角色與貢獻，進而體會保護與珍惜森林的重要
意義。

1 . 瞭解森林涵養水資源之價值。
2.學習透過實驗、調查與長期監測，瞭解森林在水
  資源保護上的功能。
3.瞭解不同的土地利用型態，對於水土保持災害風
   險會有不同的影響。

森林水世界 

山林的脈動
【對象】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10-12年級                  4.5小時

認識森林與水的關係，透過簡易模型與操作讓學生
體驗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的關係，藉著角色扮演以
釐清經濟與環境面向的所帶來的衝擊，進而啟發環
境覺知。
1 . 瞭解森林具有水土保持與涵養水源的重要功能。
2.認識雙流崩塌地的成因與治理方式。
3.反思如何改變自身行為友善環境。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結合雙流季節性的特有生態資源，或是全球環境議題，亦或是特殊節日，
於週末假日辦理，適合親子家庭、對主題有興趣的朋友一同來參與；而在
暑假期間專為學童辦理的過夜型營隊活動，則是可以讓孩子與自然共處，
同時學習團體生活的最佳機會。

主題活動 Theme Activity 

1.  Facebook「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粉絲專頁。
2.台灣山林悠遊網
  (自然教育→『南部』雙流自然教育中心→主題活動)

親子家庭、對主題有興趣的朋友、活動簡章公告之對象。【適用對象】                   
【活動公告】

備註：活動內容依實際公告為主，本中心保有變更活動之權利。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想要搶先獲得相關活動資訊？

     歡迎按讚追蹤Facebook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粉絲專頁。



親子家庭、對主題有興趣的朋友、活動簡章公告之對象。

【時間】                   
【活動簡介】

3月

三月的雙流恭送著落山風的離開，迎接
著春天的到來，也向大家展現她多樣風
貌。在森林裡，每棵樹都有其獨特的魅
力，你有發現嗎？我們將走入樹木的世
界來與之交流，跟著國家森林志工的腳
步來認識雙流的森林，細心感受生活在
森林裡的小生物給你的訊息。

森之行

【時間】                   
【活動簡介】

5月               

春夏之際，被森林圍繞、溪流貫穿的雙流充
滿生命的氣息，此時來到雙流，你可以聽到
蟬鳴、看見蝶舞，目睹蜻蜓正在溪流點水，
快趁著這時候和親朋好友一起來認識世界上
最多的動物—昆蟲，昆蟲是世界上物種數量
最多、個體數量也最多、有各式各樣生存策
略的動物，來聽聽關於牠們的奇妙事蹟。

蟲言蟲語

【時間】                   
【活動簡介】

6月               

曾經在夜晚時靜悄悄地潛入森林嗎？是否好
奇靜謐夜晚裡究竟是誰在大快朵頤？又是誰
唏唏唆唆地在開辦圓桌會議呢？在森林的某
個轉角或某個隙縫，都有屬於牠們的故事，
我們將偷偷窺探牠們的生活，在夜晚活動的
生物的生活究竟有多麼精彩呢？讓我們一起
去發現！

森夜食堂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時間】                   
【活動簡介】

7月               

在學校認真了一個學期，終於到了暑假，絕
對不能放過能全心親近自然的機會，雙流美
麗的森林正等著各位學員們來認識，打開各
種感官來體驗，森林裡各種有趣的動植物都
迫不及待要與你交朋友喔！

暑期營隊

【時間】                   
【活動簡介】

9-10月               

南迴公路上呼嘯而過的車潮常讓人錯過迤邐
於側的南排灣族部落，部落坐落於群山間、
彼此共享楓港溪流域的豐沛水源，就像串起
的琉璃珠增添公路的美麗，讓我們一起來聽
聽屬於在地的動人故事。

原來我們那麼近

��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提供機關團體、學校教師及一般企業多元化的專業環境教育研習
課程，以課程、活動、討論與實際體驗等方式，為參與者增進專
業知能並提昇環境素養。

專業研習 Training

請參見第9頁。

各級學校教師、機關團體及對環境教育有興趣者。【適用對象】                   
【預約辦法與費用】
本中心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可依環境教育法第19條申報環境教育時數。
（認證核准字號：（101）環署訓證字第EC007006號）

森林解密行動

課程名稱

森林水世界

生生不息

森林碳鎖家

小水滴的旅行

雙流環境教育課程體驗

森林經營與技術

課程主題

當代環境議題

生物多樣性

節能減碳

水資源環境教育 台灣水資源環境

教育初階工作坊

4小時

4小時

2-4小時

4小時

2-4小時

3-4小時

6小時

自然教育中心經驗分享

課程時間 課程
地點

雙
流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備註：
1 . 標註「  」之課程，可至申請單位開辦課程。
2.台灣水資源環境教育初階工作坊為開辦之專題研習，相關內容依簡章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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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4小時

藉由課程重新自省碳足跡管理，並從森林
基礎監測調查出發，讓學員深入瞭解森林
經營管理的重要性，與森林對碳匯與氣候
變遷的影響，進而面對當今地球公民的時
代挑戰。
1 . 認同自我碳足跡管理的必要。
2.瞭解森林環境監測的方法。
3.覺知森林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森林解密行動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4小時

跟隨著碳分子旅行至世界各地，以瞭解碳循環
的過程與儲存區，並審視自己生活中產生碳排
放的行為，最後瞭解樹木固碳功能並計算排碳
量與固碳量實際的差距。

1 . 能描述碳循環過程並說明自然界中碳儲存的
   區域。
2.能舉例會影響碳循環的人為行為。
3.瞭解森林的固碳作用。

森林碳鎖家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4小時

藉由科學實驗認識森林對於水資源的涵養、保
護等功能，瞭解森林為人類社會在水文風險上
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進而體會保護與珍惜森
林的重要意義。
1 . 瞭解森林涵養水資源之價值。
2.學習透過實驗、調查與長期監測，瞭解森林
   在水資源保護上的功能。
3.瞭解不同的土地利用型態，對水土保持災害
   風險有不同的影響。

森林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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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2-4小時

本課程以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所
譯之『野生新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為課程
基礎，透過有趣的活動與體驗帶入課程，幫助學
員認識生物多樣性，讓每個人都具備保育生物多
樣性的概念。

1 . 瞭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2.培養面對環境議題時應有的公民行動。

生生不息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2-4小時

地球上的總水量無法增加，但我們可以學著適當
地管理現有的水資源，透過活動，我們將化身成
小水滴，體驗每顆小水滴的獨一無二旅程，並思
考如何永續使用珍貴重要的水資源。

1 . 瞭解現代化對水資源的影響。
2.思考如何愛護水資源。

小水滴的旅行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3-4小時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所開發的環境教育課程主題豐
富，藉由體驗課程，瞭解現地資源可以如何與環
境教育內涵結合，並透過座談交流分享經驗。

1.體驗雙流自然教育中心主題性課程。
2.與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經驗交流分享

雙流環境教育課程體驗

台灣水資源環境教育初階工作坊
【時間】
【課程簡介】

【課程目標】

6小時

本課程引進美國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Project 
WET，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讓我們在思考與
參與中更能體會水資源的重要性；快一起來加入
台灣水資源環境教育推廣的行列。

1 . 瞭解水與人類生活關聯性與重要性。
2.學習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帶領技巧。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依照單位需求，搭配中心專業與園區特色提供客製化的活動方案。

特別企劃 Special Event 

一般大眾、社福機構、民營機關、非營利組織、學校社團
及特殊團體。

請參見第9頁。

【適用對象】                   

【預約辦法與費用】

【活動主題】
【建議時間】
【課程簡介】

溪流觀察

3-4小時

水是雙流豐富重要的自然資源，也與我們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雙流溪望之旅將帶著大家至
澄澈清涼的內文溪，實地觀察溪流，並認識水
生生物和水質的關係。

雙流溪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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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建議時間】
【課程簡介】

森林生態

2.5-3.5小時

「森」意盎然、「聲」情款款，在沿山吊
橋上可一探樹冠層結構及森林的層次之美，
穿梭於層層疊疊的白榕支柱根間，沿途蝶舞
翩翩，鳥兒吱喳合鳴，享受源源不絕的森林芬
多精，讓人心曠神怡！

雙流綠野仙蹤

【活動主題】
【建議時間】
【課程簡介】

走訪瀑布

3-4小時

雙流瀑布是園區中令人流連忘
返之地，順著內文溪向前，
沿途生態豐富，大冠鷲臨空
盤旋，魚群成群悠遊，美麗
的筆筒樹就在步道旁，有時可
見食蟹獴的足跡，經過彩虹橋，來到美
麗的瀑布，享受負離子洗滌身心，注入氧氣和能量，感受自然。

雙流飛瀑慢活小旅行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環境解說 Interpretation

【建議時間】
【活動簡介】

3-4小時

懷著愉快心情輕鬆走入森林，聆聽流水聲、蟲鳴鳥叫聲、瀑布傾瀉
聲，大口呼吸芬多精，體驗慢活。

探訪雙流瀑布－瀑布步道

20人以上、120人以下之機關、團體或學校。
09:00～16:00（申請帶隊解說時間至少2小時）。

免費。

於入園前15天至台灣山林悠遊網申請。

此係屬國家森林志工認養服務，本單位視人力狀況保有解
說員調度之權利；詳情請參閱申請網頁之注意事項。

【適用對象】                   
【申請時段】
【申請方式】

【活動費用】
【備     註】

台灣山林悠遊網
→為您服務
→解說導覽申請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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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時間】
【步道簡介】

2-3小時

來到沿山步道的吊橋上，生
意盎然的樹冠層上有難得一
見的生態L i f e秀，沿著山，
展開新的視野。

樹的天空－沿山步道

【建議時間】
【課程簡介】

3-4小時

帽子山是本區最高峰，海拔約7 0 0公尺，山頂視野遼闊，天氣佳時可
遠眺海景和蜿蜒的台九線省道。

備註：由於帽子山步道
坡度較陡，請自行斟酌
體力。

探索體能－帽子山步道

【建議時間】
【課程簡介】

2-4小時

步道上根絲交錯的白榕，鬼斧神工令
人讚嘆，豐富林相中有動物們的家，
讓您隨處發現驚喜。

立地生根－白榕步道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



入園須知

餐點建議自備或事先電話詢問(請洽：08-8701393)，雙流自然教育中心1樓備有飲水機、
飲料及泡麵販賣機；歡迎大家在森林中享用餐點，感受微風輕拂、鳥語花香的林間野趣。

．購買20張以上全票者。
．持有大眾運輸工具票根者

．周六、日及國定例假日入園者

．非假日入園

08:00-17:00

開放時間

．志工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者。
．設籍於獅子鄉之原住民族本人。
．0～2歲兒童，但需由有購票大人陪同。
．身心障礙易辨或持有身障手冊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

半票

停車費

優待票

(08)870-1393

雙流國家
森林遊樂區

50元

100元

80元

80元

10元

大型車/100元
小型車/50元

．參加雙流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課程之國中小學生與教師，門票為優待票10元。
．票價以現場公告為準，票卷限當日有效，經驗票手續後不得要求退票。

免票

．3-6歲兒童。
．65歲以上老人，憑國民身分證。
．國小學生非假日戶外教學，由教師帶
   隊並出示公函者。

．7-12歲兒童。
．持學生證之學生本人。
．軍警人員持有證件者。
．因公撫恤，持有證明者。
．屏東縣縣民，持有證明文件者
。

全
票

假
日

平
日

個
人

團
體

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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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流天氣多變，夏季及秋季建議準備防曬用品，冬季及春季常有落山風，建議攜帶防風保
暖的外套與帽子；另外，建議準備雨具，以備不時之需。

本中心教學場域無提供住宿，建議您不妨起個大早，進入雙流享受森林浴和山光水色，將
夜晚還給大自然休養生息。

為了避免狂犬病疫情發散，也為保護野生動物、寵物、飼主及遊客的安全，全面禁止犬貓
及其他哺乳類動物進入國家森林遊樂區。若發現私帶寵物進入森林遊樂區等公告區域內，
將處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喔！另外也呼籲大家請不要接觸或餵食野生動物，以保
護自身安全。

【自行開車】

【大眾運輸】

國號3號南州交流道下→省道台17線→枋寮→楓港→省道台9線→
全家便利商店前右轉，即可進入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462.5公里處）。

國光客運：【1778】高雄-台東，在雙流站下車
備註：
1 . 建議可向司機告知在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下車；下車後，於全家便利商店轉入雙流路
   口，步行350公尺即可抵達。
2.客運班次、上下車站等更多詳情，請上國光客運網站。
  高雄站電話：(07)235-2616。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丹路二巷23號）

聯絡方式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粉絲專頁

台灣山林悠遊網→自然教育→[南部]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slnc543@gmail.com

(08)870-1499

粉絲專頁 山林悠遊網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可以攜帶寵物入園嗎？可以攜帶寵物入園嗎？

需要穿戴什麼樣的裝備？需要穿戴什麼樣的裝備？

園區有開放一般民眾住宿嗎？園區有開放一般民眾住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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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發行人：張偉顗
策畫：翁儷芯、吳金章、林湘玲
執行編輯：洪國棟、陳盈綾
圖文編輯：朱宏達、邱馨緻、許筑茵、程秉心、廖近妙、劉芳如、莊孟憲
設計編排：橙市設計工作室
林務局網址：http://www.forest.gov.tw/
台灣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電子信箱：slnc543@gmail.com

特別感謝：
屏東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工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
參與規劃本手冊的夥伴以及參加過雙流自然教育中心課程活動的每一位朋友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90049屏東市民興路39號 08-7236941

94352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丹路二巷23號 08-8701499

http://pingtung.forest.gov.tw/

slnc54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