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梅好時光」主題活動簡章 

 
 

【季節限量-醃漬梅子】 

 
春分時節天氣漸暖和， 

大地也紛紛送來禮物。 

 
您是否曾被小孩問： 

「這綠綠的像屁股的果實，可以吃嗎？」 

 
原來，新鮮的青梅以悄悄地結果， 

邀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體驗農作的樂趣， 

跟著客家達人步伐學習漬脆梅的秘密， 

快來把春天的梅好滋味帶回去。 

 



活動流程：  

※主辦單位可因應氣候或不可抗力因素保有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 

 

主辦單位：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活動時間： 111 年 3 月 27 日（日） 9:00～15:00 

※ 如遇人力或不可抗拒因素之突發事件，則另行公告通知活動取

消或更改時間。 

活動地點：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花蓮縣壽豐鄉林園路 65 號) 

集合地點：同上 

時間 單元名稱 內容 講師 

8:45-9:00 報到 

9:00-9:50 繪本百寶箱 

從繪本故事中 ,大家一同進

到農田的世界裡 ,探索食物

與生態的奧秘。 

環境教育教師 

9:50-10:00 休息一下 

10:00-

11:00 
梅子，從哪來？ 

出發去池南找找梅子在哪兒

呢？用什麼方式可以把高高

掛的梅子帶走呢？跟著老師

一起去解密！ 

吳永斌老師、彭

瑞秀老師 

11:00-

11:20 
休息一下 

11:20-

12:00 
梅子戳澡樂 

什麼新先的梅子也要洗澡？

讓老師來告訴您秘訣。 

吳永斌老師、彭

瑞秀老師 

12:00-

13:00 
午餐時間 

13:00-

14:00 
醃梅子寶貝 

酸酸的青梅要怎麼做才會好

吃呢？老師將帶您體驗製作

季節限量的脆梅，嚐嚐春天

的酸甜滋味。 彭瑞秀老師、吳

永斌老師 
14:00-

14:30 
整理與休息 

14:30-

15:00 
酸甜滋味點心 

點心時刻，聽達人老師說客

家醃漬的故事。 

15:00~ 賦歸~ 



活動對象：適合 4 歲以上的孩童、親子及一般民眾一同參與，高中生以下

學員必須有家長陪同。 

活動人數：30 人為限 

活動費用：費用皆包含醃製食材與材料 1 份、講師費、保險費，不包含

門票費與停車費。 

 個人優惠價 499 元 

 親子優惠價 799 元（1 位大人與 1 位小孩親子共同製作 1

份） 

其他收費: 門票費與停車費須於活動當天學員入園自行購買。 

1. 門票費 

 全票 50 元 

 半票 25 元(7~12 歲學生、軍、警、花蓮縣民眾) 

 優待票 10 元(3~6 歲孩童、65 歲以上年長者) 

2. 停車費 

 汽車 50 元/輛 

 機車 20 元/輛 

注意事項: 

1. 因該新鮮梅子是來自於土地的饋贈，無法控制其生產數量。

若活動當期無足夠梅子，將以該時節相關蔬果醃製產品替

代。 

2.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相關措施:  

(1) 若額溫測量為 37.5 度或耳溫 38 度以上禁止參與活動，將辦

理退費事宜（費用需扣除單位為此活動已支付之費用及退費

所需之手續費金額）。 

(2) 若有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痛、打噴嚏)請避免參加活動，

若出現上述症狀而無法參與活動者，將辦理退費事宜（費用

需扣除單位為此活動已支付之費用及退費所需之手續費金

額）。 

(3) 活動期間，請學員必須自行攜帶口罩，並全程配戴。提

供消毒用酒精供民眾使用。 

交通方式：中心未提供交通服務，請自行開車前往。 



報名方式：111 年 3 月 7 日(一)上午 09:00 起受理報名。 

1. 本活動採取線上報名：詳細報名程序請參閱【附件一】。 

報名網址：https://tinyurl.com/6wdzuzz9     

提醒您，本系統需預先註冊成為會員始能登入報名。 

2. 本中心收到報名資料後於 3 個工作天內即與您 email 聯繫

並確認。報名資格審核通過者，請於獲通知的隔日起，3 日

內需完成匯款程序，否則視同放棄報名。若未收到聯繫資

料，請主動洽詢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教育推廣組（03）864-

1594＃15。 

3. 繳費方式：報名審核通過後，系統會以電子郵件通知轉帳

銀行帳號及金額，若您沒收到電子郵件請主動聯繫我們，

中心確認款項後才完成報名手續，依收件並完成繳費確認

報名之先後順序。 

轉帳須知：轉帳帳號為虛擬帳號，請使用實體、網路 ATM 轉帳，或至便

利店、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1. 轉帳完成後，請以 e-mail 告知已完成轉帳，中心收到信件

及款項後將與您確認，即完成報名程序。 

2.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信箱：chihnannc@gmail.com 

3. 報名後如需取消報名者，相關退費事宜，請參照本中心規

定辦理（詳見本簡章附件二）。 

課程說明及行前提醒： 

1. 活動場域小黑蚊較多，請穿著輕便長袖、長褲，及運動鞋

（避免涼鞋或拖鞋），以維安全，並避免蚊蟲叮咬。 

2. 請隨身攜帶健保卡、個人藥品、水壺、雨具、防蚊液。 

3. 請珍惜教育資源，為不影響他人權益，若不克前來，請於

活動前三日主動告知。 

4. 活動期間，將進行影像拍攝，供主辦及協辦單位未來教學

以及環境教育推廣使用。若有困難而無法配合，請於報名

與拍攝時，主動向主辦單位反應。 

5. 本次活動可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5 小時，有需要的民眾請告

知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幫忙。 

聯絡方式：池南自然教育中心電話：(03)864-1594#15 

           E-mail:chihnannc@gmail.com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ureCenter/ 

https://tinyurl.com/6wdzuzz9


 

【附件一】線上報名步驟 

一、 登入山林悠遊網： 

1. 網路搜尋「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若已有帳號請先登入再行報名，若

還不是會員，請先進行帳號申請。 

 

 

2. 請填入使用者的身份證字號，以及使用者經常使用之電子郵件。 

 

3. 並於信箱收信之後，點擊連結，填妥個人資料以完成帳號申請。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二、開始報名： 

1. 先進入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點選「自然教育」，並選擇「池南」。 

2. 點選「課程類型」，再點選「主題活動」，點選「拜訪夜光家族」主題活動，進行線上登錄、報

名。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附件二】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營隊活動報名流程相關規定與退費辦法 

活動報名流程與取消報名、退費辦法如下，或洽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教育推廣組 

 

 
活動內容洽詢 

報名名額查詢 

報名成功 視同放棄 

轉帳並以 e-mail 告知 

請於獲通知的隔日起 3 日內（假日不

計）完成轉帳手續，中心收到通知信

件及款項後將與您確認，即完成報名

程序。 

1. 主動取消、放棄名額者，請於非假日期間08:00-

17:00來電，依各梯次活動成員退費規定辦理。 

2. 主動取消、放棄名額者，其退費比例之金額，尚

需扣除退費所需之手續費。 

3. 若活動執行期間，遇不可抗拒之因素須提前終

止課程，將扣除手續費後，退還未執行活動費

用之50％。 

4. 以下3種情況，主辦單位將全額退費(需扣除匯

款手續費)。 

(1) 活動當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

課程被迫取消，參加者未參與課程。 

(2) 因主辦單位之行政作業因素，致使課程

取消。 

5. 請報名者本人及其家長/法定代理人詳讀本活

動報名資料，以避免您的權益受損。 

6. 主辦單位保有價格與退費之最終解釋權。 
7. 最低開班人數為10人，若未達開班人數，主辦

保有取消活動權。 

通知中心取消、放棄名額 
（時間：週一～五，08:00~17:00） 

期限內完成 

如：3/ 10 完成 
未於期限內完成 

未
符
合
資
格
者 

主
動
取
消
、
放
棄
名
額 

線上填寫報名表 

學員資格審查 
（中心以電子信件通知是否錄取） 

如： 3/7 獲得錄取通知 

報名審核通過 
（中心以電子郵件通知轉帳銀行 

帳號及金額） 

花蓮林區管理處：970 花蓮市林政街 1 號 電話：03-832-5141 傳真：03-835-2136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974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 號 電話：03-864-1594＃15 傳真：03-864-1613 

 

活動退費規定 

   取消報名期間         退費比例 

    03/2  ～ 03/12              100％ 

    03/13 ～ 03/23             50％ 

    03/24 ～ 03/27                0％ 

 

＊另需扣除退費所需之手續費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