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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海空動物調查 

 出海賞鯨 

 動物科學實驗 

 森林露營探險 

 森林守護行動 

 

 

【單位】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對象】 暑假前國小一至六年級之學生報名，每梯名額 32 人。課程不重複，新舊生都歡迎。 

【日期】 第一週：109 年 8 月 03 日(一)～8 月 07 日(五)。 

第二週：109 年 8 月 10 日(一)～8 月 14 日(五)。 

第三週：109 年 8 月 17 日(一)～8 月 21 日(五)。 

可選擇報名單週或多週，每週四過夜，其他天 16:00 放學。 

【報名】 5 月 15 日(五)10:00 開放台灣山林悠遊網線上報名，至 6 月 15 日（一）17:00 止。 

【費用】 每人每週新台幣 3,000 元整。 

（活動費用含交通、教材教具、餐食、保險、住宿及課程規劃設計等費用） 

【地點】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電話 03-9540823） 

林場小學堂 
2020 暑期營隊 

第一週 8/03-07 
第二週 8/10-14 
第三週 8/17-21 

 2020 林場小學堂上課鐘響囉！ 

一、森林野調週：貼身接觸從遠古到現代的野生動物好朋

友，釣魚、賞鳥、賞鯨、夜觀，讓人驚奇又驚喜！ 

二、森林實驗週：大自然小生物令人充滿好奇，你心中各

式各樣的問題，要去哪找解答呢？來動手設計實驗玩科

學，自己的疑問自己解！ 

三、森林野趣週：野地露營好刺激，行前準備不能少。知

道地圖判讀、學會生火技巧、了解野草烹飪，再出發！ 

 

 報名 
請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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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第一週：森林野調週 

（8/3～7） 

 第二週：森林科學週 

（8/10～14） 
 

第三週：森林野趣週 

（8/17～21） 

第一天（8 / 03）  第一天（8 / 10）  第一天（8 / 17） 

◎調查員報到、認識夥伴 

◎遠古生物、林場現蹤 

 ◎大地遊戲、認識夥伴 

◎細節啟動科學腦 
 

◎探險員集合、認識夥伴 

◎探險員培訓Ⅰ-有毒生物 

第二天（8 / 04）  第二天（8 / 11）  第二天（8 / 18） 

◎水下魚兒大調查 

◎兩棲爬蟲恐龍窩 

 ◎突擊！生物科學實驗 

◎檢視你的科學力 
 

◎野外迷蹤 

◎探險員培訓Ⅱ-野外技能 

第三天（8 / 05）  第三天（8 / 12）  第三天（8 / 19） 

◎昆蟲總動員 

◎空中鳥類大調查 

 
◎知識補給站 

◎靈感趴趴走 
 

◎荒野小當家 

◎探險員行前準備 

第四天（8 / 06）過夜  第四天（8 / 13）過夜  第四天（8 / 20）過夜 

◎出海賞鯨 

◎兩棲爬蟲大夜調 

 
◎設計吧！燃燒你的科學魂 

◎夜間森林探險 
 

◎森林探險王-露營林下 

◎森林同樂會 

第五天（8 / 07）  第五天（8 / 14）  第五天（8 / 21） 

◎野生動物保衛戰 

◎野調週點點名 

 ◎燃燒你的科學魂 

◎原來我也行 
 

◎探索大地之美 

◎回憶森林我的家 

※中心保有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力，活動最終內容以行前通知所附之行程為準 

【活動提醒】 

1. 每週 5 天 1 夜，每週四(8/6、8/13、8/20)為過夜日，其餘日期 16：00 放學。 

2. 每日報到時間上午 07：30～09：30；放學時間為 16：00～18：00。 

報到及放學時間內，為學員自由活動時間，有教師陪同，家長可自由接送學員。 

3. 視課程需要，某些課程將採分齡教學，兄弟姊妹不一定同室上課。 

4. 活動住宿地點為「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教室」，教室內備有蚊帳、地墊，學員須自行攜帶盥

洗用具、換洗衣物、睡袋或棉被、枕頭、個人習慣用具或藥品等。請家長給予第一次外宿

的學員心理準備，盡量參與夜宿創造美好回憶，也婉拒家長們的夜間探視唷。 

5. 單梯活動全程參與者，將發給「森林小學堂完訓證明」一張。 

6. 詳細建議攜帶裝備物品及活動集合地點時間，將於活動一週前寄發活動行前通知。 

7. 所有費用皆包含於報名費內，不會額外收取活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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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先讀我 
【權益須知】 1. 為維護活動正取者權益及活動品質，並考量活動安全及保險事宜，謝絕非活動正取者旁

聽、同行，違者將由工作人員請離現場。 

2. 報名後，如欲移轉名額給予他人，因涉及旅遊平安保險權益問題，請於活動日三天前電洽

本中心辦理更動參加者資料。 

【報名方式】 1. 請上林務局山臺灣林悠遊網（http://nc.forest.gov.tw）→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線上報名

系統（提醒您：報名系統需先註冊成為免費會員，始能登入報名）填妥資料，本中心將在

二個工作天內與您確認報名資料，如未接獲電話，請主動來電進行報名資料確認。 

2. 如欲取消報名，請務必與本中心聯絡（03）954-0823，以維護相關權益。 

【繳費流程】 1. 確認報名核准後，本中心將於當天寄發匯款虛擬帳號至您的 e-mail。若於次工作日尚未

收到匯款帳號，請務必主動來電，以利本中心手動寄發匯款帳號協助您完成繳費程序。 

2. 寄發匯款帳號後，逾三個工作日未繳費者或報名後三日內無法取得聯繫以完成資料確認

者，將視同放棄名額，本中心得以將該名額開放予後補民眾。 

3. 完成繳費後，請妥善保留繳費證明單據。本中心將於二個工作日內致電通知已收到活動備

用及完成報名程序，如繳費後二個工作日內未接獲電話通知，請來電本中心。 

4. 繳費方式：（1）ATM 轉帳、（2）網路 ATM 轉帳、（3）第一銀行臨櫃現金繳款 

5. 如選擇(3)第一銀行臨櫃現金繳款，請至第一銀行索取【專用存款憑條】，如下圖所示： 

 

【退費標準】 1.活動日 10 天前（含）告知取消報名，全額退費（唯需扣除匯款手續費），退費款項將於活

動日前 5 天內辦理退款作業。如：本次活動日為 8/3，需於 7/24 前（含）告知取消報名；  

2. 活動日前 10 天內告知取消報名，因行政作業程序。恕不退費，唯可轉讓名額給予他人。 

3. 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之事件，致活動被迫取消，全額退費（唯需扣除匯款手續費）。 

【注意事項】 1. 如遇颱風、地震、大雨等不可抗力之天災，本中心將視狀況調整，或於活動前一天中午

前通知取消，故請填寫清楚聯絡電話與 e-mail。 

2. 本活動為參與者投保國泰人壽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每人死亡或傷殘最高額度為 100 萬

元，請自行斟酌是否額外投保旅行平安險。 

國泰人壽承辦人員：黃碧枝（03）935-6128 分機 1101。 

 

http://nec.forest.gov.tw/LMSWeb/NEC-N/NECPage_09.aspx
http://nec.forest.gov.tw/LMSWeb/NEC-N/NECPage_0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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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與個人資料使用】 

1. 肖像權：活動進行中，本中心將適時拍攝活動影像，供日後環境教育推廣用，

謝謝您的支持讓更多人分享精彩內容。（若您不同意，請於線上報名時註明，

我們將尊重您的選擇。） 

2. 個人資料：為進行本活動報名及相關後續聯繫事宜，報名時將請您提供相關

資料，前述資料使用期間為活動報名開始至本活動結束 3 個月止。建議您可

多參閱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以保障自身權益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交通訊息】 
※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位於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請依現場指標至羅東自然教育中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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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場肉羮斜對面），本園區南側停車場

為單次收費停車場，小客車每次收費 50 元；或可停車於中正北路邊停車格，每小時 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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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 分鐘。 

公車族 

國道客運：下車後步行至羅東火車站後站穿越至前站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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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分鐘。 

國光號：頭城─南方澳線，竹林站下車，轉林場路約 3 分鐘後可抵達集合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