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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羅東林業 

文化園區 

2/2-2/6 

年初二～初六 
春節教育活動 

1. 在年初二至初六的每日 13:00-13:50，將辦理以園區文史或生態為主題

的導覽活動，讓遊客快速了解園區及各展館的特色，過程中將有有獎

徵答，凡答對者，都能獲得林場限定精美小贈品。 

2. 「森林大戲院~野望陪你過好年」於春節連假每日中午 12:30各準備一

部影片與大家一起分享，第十一屆影片與您在春節連假分享。 

滿月圓國家 

森林遊樂區 

1/29-2/6 

（不含 1/31） 

含年初一～初六 

虎來運轉！ 

作伙逗陣行滿月圓 

邀請民眾春節期間到訪滿月圓，在活動期間，遊客於瀑布區完成指定動

作後拍照打卡，於遊客中心出示拍照記錄，可兌換一次扭蛋機會，獲得

遊客中心精美好禮。 

東勢林業 

文化園區 

1/22-2/28 

含年初二～初五 

「樹立未來．與森林 

共Wood」特展 

本特展為期 1個多月，年初二至初五每日 09:00-17:00開放，邀請民眾從

大雪山林業歷史了解過去、現在的林業發展及園區未來的發展願景，並

介紹現今在地的木工藝新創團隊、透過多媒體互動裝置讓民眾體驗小小

木工家，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認識森林多元的服務價值，另有集章換好

禮等活動，寓教於樂，祝福來園的遊客福虎生豐過好年。 

八仙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4 

年初一～初四 

記錄你與八仙山的 

美好時光 

在年初一至初四每日在園區指定區域拍照並上傳打卡八仙山官方臉

書，即贈送八仙山限量紅包袋。 

檜意森活村 

2/1-2/5 

年初一～初五 

上午：11:00 

下午：14:00 

森森不息街頭劇場 

虎年駐村檜樂演 

春節期間檜村特別安排街頭藝人藝同來熱鬧，邀請遊客於春節期間到檜

意森活村，一同感受過節氛圍。 

觸口自然 

教育中心 

2/1-2/6 

年初一～初六 
新春自然電影院 

在初一至初六的每日 10:00 及 14:00 開始，各播放 1 場新春野望影展，

一天共 2場，希望民眾在踏青之餘也能透過影集認識自然環境，讓民眾

收穫滿滿。 

鰲鼓濕地 

森林園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超鵟紅包袋 

大年初一至初六每日 09:00-12:00、13:30-16:00，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歡

樂不打烊，並舉辦「超鵟紅包袋」活動，現場報名，每人 20元，製作

超鵟燙金紅包袋 DIY，讓你好運一整年。 

鰲鼓濕地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aogupark 

https://www.facebook.com/aogu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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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藤枝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5 

年初一～初五 

2022藤枝春節 

打卡換獎品活動 

1. 國家森林志工導覽解說服務！每日 2梯次（09:30、13:30），現場報名，

暢遊動線：遊客中心－柳杉平台－樹海休息區。 

2. 園區 FB粉絲專頁按讚、打卡，即可現場抽限量好禮，每日限量 50份。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engjhih2021/ 

墾丁國家 

森林遊樂區 

110/12/30-111/05/31 

含年初一～初五 

稀有瀕危植物的庇護所-

方舟中方舟展 

1. 為了讓國人透過實地觀察，更了解台灣稀有物種保育的現況，特別在園

區花榭營造模擬恆春半島地區生態系，展示多達 50 種以上臺灣南部地

區之各種原生保育植物的「稀有瀕危植物的庇護所-方舟中方舟展」，走

一趟遊樂區，就能體驗承載南台灣瀕危稀有原生植物的避難所在，增添

對環境永續的熱誠與使命。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墾丁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2022墾丁春節假期 

打卡換獎品活動 

1. 暢遊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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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A. 「虎年尋寶實體活動」。 

B. 「森遊走春拍照趣-走春宣傳打卡活動」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雙流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5 

年初一～初五 

2022雙流雙流迎財神， 

接好運 紅包抽抽樂 

1. 國家森林志工帶您暢遊雙流特色景點，有機會還可遇到食蟹獴哦！每

日 2梯次（09:30、13:30），現場報名，暢遊動線：濱溪休憩廣場－陽

光草坪－涉水區－森林教室。 

2. 園區 FB粉絲專頁按讚＋按讚，即可憑打卡畫面獲抽紅包機會 1次，

每日限量 100名！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Tengjhih2021/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ktforestarea
https://www.facebook.com/shuangliou.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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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林後四林 

平地森林園區 

2/1-2/5  

年初一～初五 

2022林後四林春節 

打卡及手工藝活動 

1. 2/1年初一 

09:30古謠迎新春（萬安部落青年會） 

10:00-11:00手搗小米、芋頭體驗活動 

14:00-15:00達扎屋環保手提袋 DIY活動 

2. 2/2年初二 

10:00-11:00手搗小米、芋頭體驗活動 

14:00-15:00達扎屋環保手提袋 DIY活動  

3. 2/1/-2/5年初一至初五 

粉絲專頁按讚、拍照打卡送限量宣導品，每日限量 100名！ 

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知本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2022祈福許願活動 

走讀知本～福虎生風 Happy Year！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生生不息入口

意象、國產材柳心亭、迎賓綠蔭廊道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里山

森林成果展，和您一起歡喜迎新年，春節期間在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內

和大家相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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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FB粉絲專頁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

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

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

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www.facebook.com/linhousihlin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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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知本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十二生肖廊道─ 

尋找虎年象徵之意象 

走讀知本～福虎生風 Happy Year！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生生不息入口

意象、國產材柳心亭、迎賓綠蔭廊道和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里山

森林成果展，和您一起歡喜迎新年，春節期間在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內

和大家相約見面！ 

十二生肖廊道裡象徵虎年的動物腳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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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廊道象徵虎年的動

物腳印照片，即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1份，讓象徵虎年的動物腳印為新的

一年帶來福虎生風新氣象。（年初一至初六限量 150名）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FB粉絲專頁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

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

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

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知本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臉書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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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性筆 1支，將走讀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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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名，送完為止）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FB粉絲專頁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

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

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

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知本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6 

年初一～初六 
友熊之森特展 

看影片回答問題，贈送精美小禮物。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FB粉絲專頁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

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

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

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大武山 

生態教育館 

2/4-2/5 

年初四～初五 
辦理大武山下部落市集 

藉由部落市集活動，讓遊客更認識大武山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多元的文化

資產並推廣原住民自然農業的農特產品、手工藝品及部落美食，以活化

在地特色產業。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https://zh-t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National-Forest/%E7%9F%A5%E6%9C%AC%E5%9C%8B%E5%AE%B6%E6%A3%AE%E6%9E%97%E9%81%8A%E6%A8%82%E5%8D%80-%E8%BF%94%E7%92%9E%E6%AD%B8%E7%9C%9F-9211132913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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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池南國家 

森林遊樂區 

2/1-2/5 

年初一～初五 
如龍？似虎？玩新年 

1.年初一至初六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16：00，為增加民眾入池南國家

森林遊樂區有更多樂趣體驗，特將壬寅虎年之天干數 9代表為池南 9區

獨特育樂設施，地支數 3代表為池南 3座展館建築，只要民眾於服務台

隨機抽取 1區設施及 1 座建築，前往尋找後合照，並於 FB上打卡按讚

並分享，就能獲得特有繪風明信片 1枚及抽取花蓮林區管理處特有獎品

1次機會，除獎品外，也帶給民眾認識池南園區並能長存深刻記憶。 

2.登高迎新：年初一至初六，每日前五位完成至鯉魚山頂與三角點合照，

回池南抽取天干地支 12處隨機一處進行合照，將 2次合照上傳 FB上打

卡按讚並分享，就能獲得特有繪風明信片 1枚及換取精緻木筆 1份(限量

前 5位) 

當天由服務中心委外廠商松錳果然有種食藝所－雨淋甜點，邀請聲子樂

集演出，並將落成之漣漪廣場及戶外草地設攤，邀請周邊社區及蟻窩販

售農特產品。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大農大富 

平地森林園區 

2/1-2/5 

年初一～初五 
春節打卡摸彩送好禮 

於活動期間於粉絲專頁打卡、按讚，即可獲得一次摸彩機會，有機會抽

得單車租借、蟻窩等折價券或精美小禮物，每日限量 20份。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ASADIFOREST/ 

大農大富 

平地森林園區 

2/3 

年初三 

09:00-12:00 

音樂市集 

當天由服務中心委外廠商松錳果然有種食藝所－雨淋甜點，邀請聲子樂

集演出，並將落成之漣漪廣場及戶外草地設攤，邀請周邊社區及蟻窩販

售農特產品。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ASADIFOREST/ 

林田山 

林業文化園區 

2/3-2/6 

年初三～初六 
春節打卡送禮活動 

在年初三至初六期間只要完成和機關車拍照、打卡、按讚，出示給森樂

館櫃台人員確認後，即贈送林田山木片書籤，每日限量 10份！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morisaka/ 

https://www.facebook.com/ChihnanNationalForestRecreationArea/
https://www.facebook.com/MASADI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MASADIFOREST/
https://www.facebook.com/ilovemori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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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簡述 

瑞穗 

生態教育館 

2/3-2/6 

年初三～初六 
春節特別活動 

在年初三至初六每日將推出「新春特別任務拿好禮」活動，只要完成春

節任務：拍照、打卡、按讚，出示給館內人員確認後，即贈送動物偵探

學堂資料夾喔～ 

瑞穗生態教育館 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sec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rsec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