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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羅東林業文

化園區 

1/26-1/29 

初二-初五 

好運鼠不盡~林場

發紅包 

13：00-13：50 在竹林車站候車室，園透

過主持人解說林場歷史，園區文化與生態

以及展館特色。結合工作人員協助引導骰

子遊戲.答題互動方式，以歷史、文化、生

態、休閒的角度來認識林場，答對者可以

抽紅包，將獲得園區及太帄山新年限定好

禮。 

 

辦公室：楊小姐 

03-9545114#246 

園區：

03-9545114 

羅東林業文

化園區森活

館 

1/23、1/26-1/29 

初二-初五 

森林大戲院~野望

陪你過好年 

第九屆 10部野望生態影片與您在春節連

假分享，1月 23日 09:00地球新荒野：森

林、14:00溫柔巨人長頸鹿；1月26日09:00

極限巔峰安地斯、14:00暴龍真貌；1月

27日 09:00魔幻挪威峽灣、14:00剛果家

園；1月 28日 09:00野性愛爾蘭、14:00

北極熊流亡記；1月 29日 09:00龐然大物

螞蟻山、14:00藍色星球Ⅱ：共同的海洋。 

 

辦公室：楊小姐 

03-9545114#246 

園區：

03-9545114 

員山生態教

育館 

1/26-2/2 

初二-初九 

「鼠來寶迎財年-

紅包好禮鼠不完」 

館內安排親子闖關活動並準備開運紅包，

讓大家新年不僅只是走春，更能吸收到關

於鼠類生物的知識，歡迎各位大朋友、小

朋友們，春節期間來員山生態教育館「一

邊闖關、一邊參觀」。 

 
辦公室：王弘毅 

03-9545114#248 

園區：

090560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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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滿月圓國家

森林遊樂區 

1 月 23 日至 1 月

29 日（期間 1 月

24 日休園一天） 

樹枝玩創意， 

人氣大比拚 

活動期間每日 3 梯次，利用大小不同的

小徑木木材及樹枝發揮想像力製作出

特別的昆蟲、動物或怪獸，是屬於自己

在滿月圓的出遊夥伴。 

民眾完成作品後，可拍照上傳至滿月圓

國家森林遊樂區臉書粉絲專頁的活動

貼文下方，進行作品分享，讓所有滿月

圓的粉絲們挑選出最具創意特別的滿

月圓樹枝夥伴，並頒予人氣獎前 3 名滿

月圓精緻好禮。 

活動預計 1 月

15 日發布上

網公告 

https://faceboo

k.com/Manyue

yuanNationalF

orest 

辦公室：陳小姐 

03-5224163#239 

園區：

02-26720004 

火炎山生態

教育館 

1/26-1/29 

初二～初五 
新春跑跳碰 

活動設計為民眾先至本館粉絲專頁按

讚打卡後，選取認識里山動物之闖關任

務，回答里山動物 3 個特徵或習性即可

依分數領取對應的小禮物。 

https://www.fa

cebook.com/h

oyenshan 

辦公室：徐小姐 

03-5224163#232 

園區：037-878851 

大雪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按讚留言 

送明信片 

初一至初五至大雪山 FB 粉絲團按讚，

並於指定貼文下留言，送明信片 1 張，

每日限量 100 份。 

https://www.fa

cebook.com/D

asyueshan 

辦公室：張小姐 

04-25150855#349 

園區：

04-25877901 

大雪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1/26～1/28 

初二～初四 

迎新春～ 

親子免費 DIY 活

動 

每日 10:00 辦理 1 場次，每場 20 名，

可愛實用的風車鳥笛讓你帶回家！ 

https://recreati

on.forest.gov.t

w 

辦公室：劉小姐 

04-25150855#341 

園區：

04-25877901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賀新年按讚 

分享送好禮 

於初一至初五於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打卡分享園區照片，並於粉絲專業按

讚，即可贈送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L

型資料夾，每日限量 50 名。 

https://zh-tw.fa

cebook.com/B

SSNC.tw 

辦公室：莊小姐 

04-25150855#346 

園區：

04-25951214 

https://facebook.com/ManyueyuanNationalForest
https://facebook.com/ManyueyuanNationalForest
https://facebook.com/ManyueyuanNationalForest
https://facebook.com/ManyueyuanNational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Dasyueshan
https://www.facebook.com/Dasyueshan
https://www.facebook.com/Dasyueshan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zh-tw.facebook.com/BSSNC.tw
https://zh-tw.facebook.com/BSSNC.tw
https://zh-tw.facebook.com/BSSN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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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1/26～1/28 

初二～初四 

迎新春～ 

親子免費 DIY 活

動 

每日 10:00 辦理 1 場次，每場 20 名，

可愛實用的風車鳥笛讓你帶回家！ 

https://recreati

on.forest.gov.t

w 

辦公室：劉小姐 

04-25150855#341 

園區：

04-25951214 

觸口自然教

育中心 

1/25-1/29 

初一～初五 

野望影展 

春節特映 

每日分別於上午及下午在中心綠意館 1

樓教室放映 1 部野望影展影片。 
 

辦公室：陳小姐 

05-2787006#143 

園區：

05-2590004#660 

觸口自然教

育中心 

1/25-1/29 

初一～初五 

觸口精靈冒險"嘉

" 

─集章挑戰活動 

結合嘉義地區生態、教育、人文等相關

設施場域形成全嘉義環境教育圈，鼓勵

民眾於連假期間可至此環境教育圈中

認識周遭的環境與人文歷史。 

 

辦公室：陳小姐 

05-2787006#143 

園區：

05-2590004#660 

東石自然生

態展示館 

1/25-1/29 

初一～初五 

琵來運轉， 

好運蝠氣到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於春節期間特別

推出《「琵」來運轉，好運「蝠」氣到》

窗花剪紙 DIY 活動，讓您 2020 年琵來

運轉，好運福氣到！ 

 

辦公室：陳小姐 

05-2787006#151 

園區：05-3601801 

墾丁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暢遊墾丁 

每日 2 梯次（09:30、14:00） 國家森林

志工帶隊解說服務園區景觀特色（動

線：驜票亭－福木大道－銀葉板根－石

筍寶穴－花榭）。 

https://www.fa

cebook.com/kt

forestarea 

辦公室：王先生 

08-7236941#312 

園區：08-8861211 

墾丁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園區打卡 

抽獎送好禮 

園區打卡抽獎送禮物，每日限量 50 份。

粉絲專頁按讚送小禮物。 

https://www.fa

cebook.com/kt

forestarea 

辦公室：王先生 

08-7236941#312 

園區：08-8861211 

雙流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暢遊雙流 

每日 2 梯次（09:30、13:30）國家森林

志工帶隊解說服務園區景觀特色（動

線：大崩塌地－陽光草坪－涉水區－森

林教室）。 

https://www.fa

cebook.com/sh

uangliou.forest 

辦公室：吳小姐 

08-7236941#327 

園區：08-8701393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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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雙流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園區打卡 

抽獎送好禮 

園區打卡抽獎送禮物，每日限量 50 份。

粉絲專頁按讚送小禮物。 

https://www.fa

cebook.com/sh

uangliou.forest 

辦公室：吳小姐 

08-7236941#327 

園區：08-8701393 

林後四林帄

地森林園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暢遊林後 

每日 2 梯次（09:30、13:30）國家森林

志工帶隊解說服務園區景觀特色（動

線：遊客中心－二峰圳－夏至丘-生態

池－遊客中心）。 

https://www.fa

cebook.com/li

nhousihlin 

辦公室：林先生 

08-7236941#324 

園區：08-7813529 

林後四林帄

地森林園區 

1/25-1/29 

初一～初五 

園區打卡 

抽獎送好禮 

園區打卡抽獎送禮物，每日限量 50 份。

粉絲專頁按讚送小禮物。 

https://www.fa

cebook.com/li

nhousihlin 

辦公室：林先生 

08-7236941#324 

園區：08-7813529 

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8 

初一～初五 

森林吉祥物 

陪你過新年 

可愛呆萌的森林五寶─朱鸝、臺灣獼

猴、白面鼯鼠、臺灣水鹿、臺灣野豬，

春節期間將不定期出現在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和大家見面！ 

https://reurl.cc/

4g859V 

辦公室：許小姐 

089-324121#711 

園區：089-510961 

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2020 祈福 

許願活動 

於遊客服務中心索取祈福小卡，將寫滿

新年新希望的卡片懸掛在大地之母祈

福牆上，祈求新的一年願望皆能成真。 

https://reurl.cc/

4g859V 

辦公室：許小姐 

089-324121#711 

園區：089-510961 

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臉書按讚禮 

在「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

粉絲專頁按讚，即可獲得明信片 1 張或

可愛中性筆 1 支，將知本輕旅行各種微

小而美好的片刻點滴，寄給自己或家人

摯友珍藏。（每日限量 100 名） 

https://reurl.cc/

4g859V 

辦公室：鄧小姐 

089-324121#712 

園區：089-510961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5 
 

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十二生肖廊道─ 

尋找松鼠的身影 

十二生肖廊道裡象徵鼠年的松鼠雕

像，你找到了嗎？在「知本國家森林遊

樂區─返璞歸真」粉絲專頁，打卡並上

傳 12 生肖廊道松鼠雕像照片，即可獲

得精美小禮物 1 份，讓可愛松鼠為新的

一年帶來滿滿好運。（初一至初五每日

限量 100 名） 

https://reurl.cc/

4g859V 

辦公室：鄧小姐 

089-324121#712 

園區：089-510961 

知本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 初一 

1/27 初三 

第 9 屆台灣野望國

際自然影展─ 

野望天下 in 

知本森林遊樂區 

片名：小象寓言(1/25)、鯊魚甜心(1/27) 

遊客透過欣賞影片，瞭解生物與自然環

境的互動、生物棲地保護、全球環境變

遷的影響等熱門議題，並且掌握全球自

然環境的脈動，會後並透過問卷調查瞭

解遊客反映。 

活動內容： 

1. 時間地點：14:00 多媒體播放室。 

2. 遊客於播放時間內自由入場。 

3. 影片播放前先由志工老師進行影片

導讀。 

4. 影片欣賞後，遊客心得分享，即贈送

精美小禮物。 

https://reurl.cc/

4g859V 

辦公室：宗小姐 

089-324121#718 

園區：089-510961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https://reurl.cc/4g85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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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大武山生態

教育館 

1/28-1/29 

初四～初五 

大武山下的 

部落市集活動 

為增加農曆年節熱鬧氣氛，於初四至初

五之 09:00-16:00 在館外廣場設 7 個攤

位辦理「大武山下的部落市集活動」，

邀請周邊原住民部落社區將友善耕作

農特產品及工藝品展售，除協助在地原

民部落產品的行銷外，並可強化與周邊

原住民部落間的夥伴關係，更能吸引遊

客入館參訪。 

https://goo.gl/

UMR0W5 

辦公室：李小姐 

089-771912 

園區：089-771912 

池南國家森

林遊樂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春節熊愛鼠於你 

春節活動 

1.初一至初五期間購票入園，於池南粉

絲專頁按讚，完成特定任務，可免費

兌換驚喜包乙枚（限量 80），讓民眾

在新年入園討個好采頭。 

2.另提供「熊愛出題尋找園區大明星」

活動，依熊可愛管理員提供的線索，

完成挑戰即可兌換驚喜包乙枚。 

3. 園區也提供野望影展「全球最好看生

態片」記錄片供遊客欣賞；一同歡度

佳節氣氛，多重好康活動。 

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

cebook.com/C

hihnanNationa

lForestRecreati

onArea 

辦公室：陳先生 

03-8325141#270 

園區：

038-641594#13 

大農大富帄

地森林園區 

1/25-1/29 

初一～初五 

春節祈福─ 

發票做公益 

初一至初五園區開放時間，民眾可至服

務中心以發票兌換新年祈福木牌，在許

下新年新希望的同時，也為社會公益盡

一份心意。 

 

辦公室：陳先生 

03-8325141#270 

園區：03-8700870 

https://goo.gl/UMR0W5
https://goo.gl/UMR0W5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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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瑞穗生態教

育館 

1/27-1/29 

初三～初五 
春節特別活動 

在初三至初五每日 10:00-11:00，將推出

春節特別任務「年年有魚賀新春 海海

人生過好年」彩繪活動，只要完成春節

任務：拍照、打卡、按讚，並 Tag 瑞穗

生態教育館，出示給館內人員確認後，

即可進行現場 DIY 活動，限量 100 份，

額滿為止。 

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

cebook.com/rs

ecology 

辦公室：陳先生 

03-8325141#270 

園區：03-8876631 

阿里山林業

鐵路嘉義站

至北門站 

1/25-1/28 

初一～初四 

「檜來嘉驛」 

檜木列車 

109 年 1/4-6/28，於每週六日開行檜木

列車往返嘉義站與北門站間，並於中途

停靠車庫園區供遊客上下車。遊客可搭

乘珍貴檜木列車賞遊車庫園區、嘉義製

材所、北門驛及檜意森活村。 

https://afrch.fo

rest.gov.tw/00

00249 

辦公室：李先生 

05-2779843#333 

林鐵嘉義車站：

05-2256918 

阿里山林業

村 

1/25-1/28 

初一～初四 

嘉義製材所 

木頭人市集 

嘉義製材所於 109 年 1/25-1/28 間，每

日辦理木頭人市集，以手作木藝、文創

工藝、友善小農、小食飲物及文化推廣

等設攤主題，提供民眾放鬆漫步之遊憩

環境。 

https://www.fa

cebook.com/A

lishanForestRa

ilway.Taiwan 

及 

https://reurl.cc/

RdGYqe 

辦公室：曾小姐 

05-2779843#361 

園區：05-2779843 

檜意森活村 1/1-2/29 
森森不息 

街頭劇場 

街頭藝人來囉！檜意森活村特意邀請

街頭藝人一同來熱鬧，邀請喜歡熱鬧的

你，在春節期間來到檜意森活村，一同

感受過節氛圍。 

https://www.hi

nokivillage.co

m.tw 

辦公室：侯小姐 

05-2761601#2833 

園區：05-2779843 

https://www.facebook.com/rsec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rsec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rsecology
https://afrch.forest.gov.tw/0000249
https://afrch.forest.gov.tw/0000249
https://afrch.forest.gov.tw/0000249
https://www.facebook.com/AlishanForestRailway.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AlishanForestRailway.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AlishanForestRailway.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AlishanForestRailway.Taiwan
https://reurl.cc/RdGYqe
https://reurl.cc/RdGYqe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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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檜意森活村 109/1/1-110/1/10 

2020 感謝祭 

歡慶六周年 

拿發票，抽好禮，

驚喜送到家 

參加方式：於檜意森活村、嘉義大學昆

蟲館、嘉義大學咖啡學園任一村鋪消費

金額達 300 元以上，憑當日發票即可至

指定地點兌換抽獎券乙張，消費金額可

累計。 

https://www.hi

nokivillage.co

m.tw 

辦公室：侯小姐 

05-2761601#2833 

園區：05-2779843 

檜意森活村 1/1-1/31 
檜意春節不打烊， 

一站旅遊免門票 

檜意春節不打烊，一站旅遊免門票 

各館優惠活動： 

■T04A 奇木館：檜意洗髮精、沐浴

乳，任搭 2 瓶優惠價 550 元，4 瓶優

惠價 1000 元；烏龍茶潤膚乳（原價

980 元）優惠價 850 元。 

■T08B 並木館：高溫檜木精油隨身瓶

（10ml 原價 120 元），3 瓶特價 300

元，7 瓶優惠價 600 元；頂級山材精

油（10ml）2 瓶＋檜意沐浴乳或洗髮

精 1 瓶，優惠價 1000 元。 

■T14A 阿婆的店：熱可可第 2 杯半價。 

■T14D 原民部落：小米酒系列（原價

250 元），特價 4 瓶送 1 瓶。 

■T15B 祈福館：年節優惠商品（原價

1490 元），年節優惠 85 折。 

■T30A 森超市：食品類消費滿 300

元，送精美小禮物，送完為止。 

■R01A 檜意農產精品美食館：活動肉

乾系列，買 5 送 1，文創商品系列 88

折。 

■嘉大咖啡學園：百元商品，買 10 送 1。 

https://www.hi

nokivillage.co

m.tw 

辦公室：侯小姐 

05-2761601#2833 

園區：05-2779843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https://www.hinokivillag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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