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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放資料說明 

林務局山林悠遊網提供開放資料檔案格式包含以下三種：CSV、JSON、XML，於台灣

山林悠遊網官方網站(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Service/OpenData)提供，以下為開放資

料集列表。各章節將表列資料欄位說明，另「活動資訊」與「訊息公告」資料集提供使

用者自由輸入參數操作，將於對應章節詳述使用說明。 

 

 

工作表頁 序 資料集名稱 備註 

 

 

 
基本資料 

1 國家森林遊樂區基本資料  

2 平地森林園區基本資料  

3 自然教育中心基本資料  

4 自然步道基本資料  

5 林業文化園區基本資料  

6 林業鐵路基本資料  

7 生態教育館基本資料  

票價資訊 
8 國家森林遊樂區票價資訊  

9 林業文化園區票價資訊  

開休園及步道路況 
10 園區開休園資訊  

11 步道路況  

 
活動.課程.公告 

12 自然教育中心課程資訊  

13 活動資訊  

14 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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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園區代碼表總覽 
 

A. 園區類型代碼表 

※舊有 RA_ID 現改為 TYP_ID 

園區類型 TYP TYP_ID RA_NAME 備註 

 

 

 

 

 

 

 

 

 

 

 
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100001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200001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200002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200003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200004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300001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300002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300003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300004 合歡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400001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500001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600001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600002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600003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700001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700002 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800001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  

0 0800002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林業文化園區 

10 0100021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10 0300021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  

10 0900021 阿里山林業村暨檜意森活村  

10 0800021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  

 
平地森林園區 

2 05001 鰲鼓濕地平地森林園區  

2 06001 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  

2 08001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林業鐵路 

11 0100041 太平山蹦蹦車  

11 0200041 烏來臺車  

11 0900041 阿里山林業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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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然教育類型代碼表 
 

園區類型 TYP AduShort AduName 備註 

 

 

 
 

自然教育中心 

3 AWD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3 BSS 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  

3 CK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3 CN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3 DYS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3 JB 知本自然教育中心  

3 LD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3 SL 雙流自然教育中心  

 

 

 

 
生態教育館 

12 HSL 紅樹林生態教育館  

12 NA 南澳生態教育館  

12 YS 員山生態教育館  

12 LLS 拉拉山生態教育館  

12 HYS 火炎山生態教育館  

12 ES 二水臺灣獼猴生態教育館  

12 ALS 阿里山生態教育館  

12 DWS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12 RS 瑞穗生態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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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然步道類型代碼表 
 

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自然步道 001 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  

002 南澳古道  

003 新店獅頭山步道  

004 金瓜寮魚蕨步道  

005 拳頭姆自然步道  

006 松羅步道  

007 礁溪跑馬古道  

008 林美石磐步道  

009 聖母登山步道  

010 仁山自然步道  

011 新寮瀑布步道  

012 九寮溪自然步道  

013 台灣山毛櫸步道  

014 翠峰湖環山步道  

015 平元自然步道  

016 茂興懷舊步道  

017 三疊瀑布步道  

018 鐵杉林自然步道  

019 見晴懷古步道  

020 鳩之澤自然步道  

021 望洋山步道  

022 朝陽步道  

023 東滿步道  

024 福巴越嶺國家步道  

025 北插天山登山步道  

026 霞喀羅國家步道  

027 大霸尖山登山步道  

028 桶後越嶺步道  

029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30 紅河谷越嶺步道  

031 哈盆越嶺步道  

032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33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34 塔曼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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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035 北得拉曼巨木步道  

036 馬里光瀑布步道  

037 玉峰村-李崠山步道  

038 鎮西堡巨木群步道  

039 觀霸嶺步道  

040 泰崗楓樹林步道  

041 石麻達山登山步道  

042 鳥嘴山登山步道  

043 加里山登山步道  

044 五指山登山步道  

045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46 冬瓜山登山步道  

047 馬拉邦山登山步道  

048 橫嶺山步道  

049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50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51 德芙蘭步道  

052 八仙山主峰步道  

053 東卯山步道  

054 唐麻丹山步道  

055 波津加山步道  

056 屋我尾山步道  

057 新山馬崙山步道  

058 斯可巴步道  

059 白毛山步道  

060 鳶嘴稍來小雪山國家步道  

061 合歡尖山步道  

062 合歡東峰步道  

063 桃山瀑布步道  

064 能高越嶺道  

065 能高越嶺道：西段  

066 能高越嶺道：東段  

067 桃源里森林步道  

068 猴探井步道  

069 清水岩(中央嶺、二棧坪、十八彎)步道群  

070 麒麟山森林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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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071 香山森林步道  

072 坑內坑森林步道  

073 廟前坑森林步道  

074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075 澀水森林步道  

076 大林環嶺森林步道  

077 鯉魚潭森林步道  

078 龍過脈森林步道  

079 二崙自然步道  

080 塔山步道  

081 特富野古道  

082 嘉南雲峰步道  

083 瑞太古道  

084 四大天王山步道  

085 獨立山步道  

086 獨立山-大巃頂步道  

087 杜仔湖步道  

088 瑞里-水社寮步道  

089 太平雲梯-獨立山大巃頂步道  

090 石夢谷步道  

091 金獅村步道  

092 茶之道步道  

093 對高岳森林浴步道  

094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巨木群步道  

095 二萬坪步道  

096 十字路來吉古道  

097 福山古道  

098 里佳-山美步道  

099 奮瑞古道  

100 奮起湖大凍山步道  

101 長山步道  

102 新美內沙谷步道  

103 土匪山步道  

104 龍銀山步道  

105 關仔嶺大凍山步道  

106 關仔嶺碧雲寺-水火同源登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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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107 崁頂步道  

108 雞巃山步道  

109 崁頭山步道  

110 大埔大巃三角點步道  

112 中崙林場步道  

113 南化水庫源之旅公園步道  

114 鈺鼎步道  

115 龜丹溫泉步道  

116 蘭潭後山步道  

117 靈嚴寺三寶山步道  

118 關廟生態休閒林場步道  

119 北大武山步道  

120 六龜警備道：藤枝段  

121 浸水營古道  

122 浸水營古道：西段  

125 美濃雙溪樹木園步道  

127 美濃靈山登山步道  

128 半屏山步道  

129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130 六義山步道  

131 尾寮山登山步道  

132 筏灣泰武步道  

133 里龍山步道  

134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135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136 石門山步道  

137 高士佛步道  

138 雙流帽子山登山步道  

139 嘉明湖國家步道  

140 都蘭山步道  

141 麻荖漏步道  

142 石膏山步道  

143 界橋溪步道  

144 利嘉林道  

145 知本林道  

146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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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147 鯉魚山步道  

148 關山嶺山步道  

150 大武觀海步道  

152 月眉山步道  

153 安通越嶺道：西段  

154 八通關越道：鹿鳴吊橋段  

155 佐倉步道  

156 鯉魚山步道群  

157 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158 富興步道  

159 虎頭山步道  

160 森坂步道  

161 崙天步道  

164 九九峰森林步道  

165 檜木原始林步道  

167 關山紅石步道  

168 石膏（麒麟）山步道  

169 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  

170 浸水營古道：東段  

174 鎮南宮步道  

177 阿塱壹古道  

178 福山步道  

179 里美避難步道  

180 龍麟山步道  

183 月光山登山步道  

184 美濃靈山登山步道  

195 仙井瀑布步道  

197 香路古道  

198 奮起湖肖楠母樹林  

199 斯比斯比步道  

200 水山步道  

201 安通越嶺古道東段  

202 六龜警備道：藤枝段 早期誤增，可略 

203 登山步道(早期誤增) 早期誤增 

204 木馬道步道  

207 浸水營步道：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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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類型 TRAILID TR_NAME 備註 

 208 綠島阿眉山步道  

209 綠島觀海步道  

210 安通越嶺古道東段 早期誤增，可略 

212 撒固兒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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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資料 

(一)國家森林遊樂區基本資料 
 

國家森林遊樂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0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10000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園區名稱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RA_COPY 
園區介紹 蹦蹦車、溫泉、高山湖泊、巨木森林與國寶

山毛櫸，鋪成了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超過

百年歷史的綿長軌跡。  海拔1950公尺的太平

山，是僅次於阿里山的林業傳奇，1915年日

本人開始這裡的伐木事業，後來由國民政府

接手，成為台灣最大的林場，最後在1983年

轉型為遊樂區，留下見晴鐵道、蹦蹦車等珍

貴的遺跡。  太平山舊稱「眠腦」，是泰雅族

語「鬱鬱蒼蒼」之意，人們可以漫步在鎮安

宮後的原始林間，讓思緒翱翔在過往巨木滿

山的年代。沿著時常遇見台灣獼猴、帝雉等

動物的翠峰林道行駛，終點是台灣最大高山

湖泊：海拔1840公尺的翠峰湖，對岸是國寶

台灣山毛櫸的家，秋天可以沿著4公里的步道

欣賞滿山金黃。  收費站不遠處的鳩之澤溫

泉，是聞名遐邇的碳酸泉，也是這裏的一大

特色。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絕對是喜歡

大自然的你，拜訪宜蘭的第一選擇。 

 

ADMIN_Name 行政轄區 宜蘭縣大同鄉 
 

DEP_NAME 林務管轄 羅東林區管理處  

PHONE 洽詢電話 總機,03-9809805;售票站,03-9809619;太平山

莊,03-9809806;翠峰山屋,0963-357199;鳩之澤

溫泉,03-9809603;中間遊客中心,0910-935132 

 

EMER_PHONE 緊急聯絡電話 羅東林管理處 03-9545114#24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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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森林遊樂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A?ty 

p=0&typ_id=0100001 

 

OPEN_TIME 開放時間 非假日06:00-20:00。例假日及暑假04:00-20:00  

OPEN_TIME_N

OTE 
開放時間說明 各據點營業時間：鳩之澤溫泉：09:00-19:00、

中間遊客中心：08:00-17:00、太平山莊：

08:00-21:00、翠峰山屋：08:00-20:00 

新增 

CLOSE_TIME 休息時間   

RA_AREA 遊園面積(公頃) 12930.000 
 

X X 坐標 
300599  

Y Y 坐標 
2716855  

ADDRESS 地址 267臺灣宜蘭縣大同鄉太平巷58之1號 新增 

EMAIL EMAIL  新增 

FB_URL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ps100.forest 
 

新增 

RA_ALT 海拔高度(公尺) 
350 - 2000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A?typ=0&typ_id=0100001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A?typ=0&typ_id=0100001
https://www.facebook.com/tps100.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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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地森林園區基本資料 
 

平地森林園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2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500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園區名稱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  

RA_COPY 園區介紹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早期為台灣糖業公司填海

造陸從事農、漁、牧事業及種植甘蔗的大本

營，但由於地層嚴重下陷、海水入侵地下水

層，農場逐漸沒落荒廢。地勢低窪加上周邊

海堤圍繞，大雨過後，魚塭及舊有農地形成

天然的蓄水池，久而久之，這些水塘濕地之

棲地，越來越多候鳥與留鳥棲身及停留於

此，成為現今之鰲鼓濕地森林園區。 大面積

的造林地十年或是二十年後將茁壯成林，鰲

鼓濕地將會成為具有多樣林相及豐富濕地生

態資源之國際級生態環境。鰲鼓濕地森林園

區以「濕地保育」與「環境教育」做為園區

主要發展定位，使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成為生

態旅遊及教學研究的基地。 

 

ADMIN_Name 所在縣市 嘉義縣東石鄉 
 

DEP_NAME 林務管轄 嘉義林區管理處  

PHONE 洽詢電話 
05-3601801 

 

EMER_PHONE 緊急聯絡電話 
 

 

OPEN_TIME 服務時間 開放時間為：09:00-16:30，「東石自然生態

展示館」(旅客服務中心)與「觀海樓」星期二

至星期日開館。 

 

OPEN_TIME_N

OTE 
服務時間說明 星期一及農曆除夕休館。 新增 

CLOSE_TIME 休息時間   

 

RA_AREA 

 

園區面積 

 

147.000 

 

 

Y Y 坐標 
260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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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森林園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X X 坐標 
164275 

 

Y Y 坐標 
2600786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FP?ty

p_id=05001 

 

ADDRESS 地址 嘉義縣東石鄉 新增 

EMAIL EMAIL  新增 

FB_URL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aogupark 新增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FP?typ_id=05001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FP?typ_id=05001
https://www.facebook.com/aogu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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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教育中心基本資料 
 

自然教育中心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3 請見代碼表 B 

AduShort 自然教育中心代碼 BSS 請見代碼表 B 

AduName 自然教育中心名稱 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 
 

Intro 自然教育中心介紹 穿越林場歷史看山、水、林、人的變遷脈

絡，深入八仙山體驗蟲、魚、鳥、獸的變幻

萬千。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早期為八仙

山林場，曾與太平山及阿里山林場併稱台灣

三大林場。八仙山因主峰海拔2,424公尺，

折算為8,000台尺之日文讀音而得名。區內

群山環繞，林相多變，加上雨量充沛，孕育

出豐富精采的森林資源，貫穿全區的十文溪

及佳保溪刻畫出廣闊的河階台地景觀。 

 

Addr 地址 424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 200 之 8號  

Phone 電話 04-25950299  

Fax 傳真  
 

Email E-mail basianshan@gmail.com 
 

AdminUnit 主管單位 東勢林區管理處 
 

Height 海拔高度 667-2938 
 

Area 園區面積 2492.32  

BlogUrl 部落格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SSNC.tw 
 

FBUrl 粉絲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SSNC.tw  

X X 坐標 250232  

Y Y 坐標 2677068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N 

C?typ=3&typ_id=BSS 

 

mailto:basianshan@forest.gov.tw
http://www.facebook.com/BSSN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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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中心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OpenTime 開放時間 08:00-17:00  

Admin_Name 所在行政區 台中市和平區  

FB_URL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SSNC.tw 
 

 

  

http://www.facebook.com/BSSN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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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步道基本資料 
 

自然步道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RAILID 步道代碼 013 請見代碼表 C 

TR_CNAME 步道名稱 台灣山毛櫸步道  

TR_CLASS 步道分類 1 
 

TR_MAIN_SYS 步道主系統 
宜蘭-太平山區域步道系統 

 

TR_SUB_SYS 步道子系統 太平山子區域步道系統鰲鼓濕地森林園區 
 

TR_ADMIN 管理單位 羅東林區管理處  

TR_ADMIN_P 

HONE 

 

洽詢電話 03-954-5114 轉育樂課 
 

TR_POSITION 步道位置 宜蘭縣南澳鄉 
 

GUIDE_CONT 

ENT 

步道簡介 臺灣山毛櫸步道為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步道較

長的一條。前段較為平坦但雨天多泥濘；

2.5公里後坡度變化較大，去程多為下坡，

回程為上坡。步道沿途可見殘留的纜線、鐵

道路基及轉轍器等林業遺跡，亦可觀察板岩

岩壁、翠綠苔蘚、紅檜林、柳杉林、山櫻花

林。終點的休閒平臺可眺望銅山上臺灣最大

面積的山毛櫸原始林，秋天黃葉耀金，常有

遊客慕名而來。 

 

TR_ENTRANC 

E 

 

步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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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步道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height 

 

海拔(公尺) 

 

1878 

 

 

x X 坐標 311803  

y Y 坐標 2711566  

memo 
步道入口位置說明 翠峰山莊旁  

 
TR_LENGTH 

 

步道全長說明 單程 3.8 公里 
 

TR_LENGTH_ 

NUM 
步道全長(純數字) 

 

3.800 

 

 

TR_ALT 
步道最高海拔(公 

尺) 

 

1800 

 

 

 

TR_ALT_LOW 
步道最低海拔(公 

尺) 

 

1600 

 

 

TR_PAVE 路面狀況 自然土徑步道、原木步道及木棧道  

TR_DIF_CLAS 

S 
難度分級(1~5 級) 

 

2 
 

TR_TOUR 路程規劃 半天  

TR_BEST_SEA 

SON 

 

最佳造訪期 

 

秋季 

 

TR_SPECIAL 首選景觀 台灣山毛櫸變葉景觀  

CAR 小型車是否可進入 1  

 

M_BUS 
中型(遊覽車)是否 

可進入 

 

0 

 

 

 

L_BUS 
大型(遊覽車)是否 

可進入 

 

0 

 

 

TR_HUT_NAM 

E 

 

山屋名稱 
 

 
 

 

TR_permit 入山管制類別 甲等 已停止更新 

TR_permit_stop 入山管制必要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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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步道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Trail/RT?tr_i

d=013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Trail/RT?tr_id=013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Trail/RT?tr_id=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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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業文化園區基本資料 
 

林業文化園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10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10002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園區名稱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RA_COPY 
園區介紹 日據時代有三大林場：八仙山林場，阿里山

林場以及太平山林場，其中太平山林場是比

較晚開發的。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即為日治時

期羅東出張所及貯木池舊址。自 1982 年太平

山伐木終止至今大都維持原貌，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於 2004 年規劃此地為林業文化園

區，經重新修整，融合林業歷史、生態永續

之規畫設計，除恢復昔日林業文化風采 外，

更能彰顯太平山林業及羅東鎮發展的歷 

史地位。本園區於 2012 年正式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登錄為文化景觀。 

 

ADMIN_Name 所在縣市 宜蘭縣羅東鎮 
 

DEP_NAME 林務管轄 羅東林區管理處  

PHONE 洽詢電話 03-9545114#219 
 

EMER_PHONE 緊急聯絡電話  
 

OPEN_TIME 服務時間 08：00～17：00  

OPEN_TIME_N

OTE 
服務時間說明 ・園區展示館、 森產館、森動館、林場Kids

扣屋、森林物語：每周三~周日 上午9：00-

12：00、下午2：00-5：00。 ・森活館、竹

探館：每周五~周二 上午9：00-12：00、下

午2：00-5：00 。 ・樹民種子屋：每周六 上

午9：00-12：00、下午2：00-5：00 。 ・各

展館休館日如遇國定假則順延。園區農曆春

節期間除夕休園休館，初一開園休館。 ・日

光山森林茶書苑每天9：00-18：00 開館，固

定週三休館。 ・木育森林館、森藝館原則每

天9：00-17：00 開館，如遇特殊情況彈性調

整。 

 



 

21  

 

林業文化園區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CLOSE_TIME 休息時間   

ADDRESS 園區地址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118 號  

EMAIL 聯絡信箱 NULL  

RA_AREA 園區面積 16.130  

X X 坐標 328168 
 

 

Y 

 

Y 坐標 

 

2731048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y/CP? 

typ=10&typ_id=0100021 

 

EMAIL EMAIL 
 

新增 

FB_URL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lfcgexhibition 

新增 

RA_ALT 海拔高度 
5 - 5 

新增 

https://www.facebook.com/lfcg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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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業鐵路基本資料 
 

林業鐵路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11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鐵路代碼 090004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鐵路名稱 阿里山林業鐵路 
 

RA_COPY 
鐵路介紹 阿里山林業鐵路係日據時期為開採森林資源而鋪設的產

業鐵道，全線分為本線及支線，沿途歷經熱、暖、溫帶

三種林相，自海拔30公尺的嘉義站，一路爬升至海拔

2,216公尺的阿里山站。此外，旅客還可以在清晨時分

搭乘祝山線小火車，前往臺灣最高海拔車站－祝山站

(2,451公尺)，欣賞聞名遐邇的阿里山日出。 阿里山林

業鐵路為克服險惡地形，擁有登山鐵路五大工法其中四

項，包括螺旋式路線、之字形折返路線、Ω type turn及

特殊設計的登山蒸汽火車等，集登山鐵路、森林鐵路與

高山鐵路於一身，驗證具世界登山鐵路之實力，為臺灣

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ADMIN_Na 

me 

 

所在縣市 
 

嘉義縣阿里山鄉 
 

DEP_NAM 

E 

 

林務管轄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PHONE 洽詢電話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05-2779843；嘉義

票房，05-2256918；北門車站，05-2768094；竹崎車

站，05-2611275；奮起湖車站，05-2561007；阿里山車

站，05-2679200；沼平車站，05-2679086 

 

EMER_PHO 

NE 

 

緊急聯絡電話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y/FR?ty 

p_id=0900041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y/FR?ty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Forestry/FR?typ=11&typ_id=09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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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態教育館基本資料 
 

生態教育館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12 
請見代碼 

表 B 

 

AduShort 
生態教育館代 

碼 

 

HSL 
請見代碼 

表 B 

 

AduName 
生態教育館名 

稱 

 

紅樹林生態教育館 

 

 

 

 

 

 

 
Intro 

 

 

 

 

 

 

場域介紹 

紅樹林生態教育館是一座小而美的生態教育館。室內現有的展

示空間類型包括靜態展示空間與多媒體視聽空間，運用圖文、

海報、燈箱與多媒體影音等方式，介紹紅樹林明星物種－水筆

仔的生長過程，以及紅樹林中的招潮蟹、彈塗魚與水鳥等生 

態。另設有觀景平台，可近距離觀察保留區，也透過視野極佳

的觀景窗，一覽壯觀秀麗的成片紅樹林景觀、淡水河的河口海

景、觀音山的山色及壯闊鮮紅的關渡大橋。<br>由於館舍位置

緊鄰淡水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可以近距離觀察到紅樹林生態環

境。若有需要可事先提出預約申請，在解說員的帶領下方能進

入戶外生態小徑，親身體驗紅樹林生態系，並接近淡水紅樹林

生態保留區內的水鳥、潮間帶生物以及熱鬧多樣的各式河口生 

物。 

 

Addr 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68 號 
 

Phone 電話 02-2808-2995  

Fax 傳真 02-2624-1753 
 

Email E-mail mangrove@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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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教育館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AdminUnit 
主管單位 羅東林區管理處  

BlogUrl 部落格網址  
 

 

FBUrl 

 

粉絲專頁網址 
 

 

 

X X 坐標 296243 
 

Y Y 坐標 2782991 
 

 

URL 

 
 

頁面網址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EE?typ_id= HSL 

 

NECFee 收費標準 免費參觀 新增 

OpenTime 開放時間 自110年4月1日起進行轉型整修工程，暫停開放 新增 

Admin_Na

me 
所在行政區 新北市淡水區 新增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EE?typ_id=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EE?typ=12&typ_id=H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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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票價資訊 

(一)國家森林遊樂區票價資訊 
 

國家森林遊樂區票價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0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30000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園區名稱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fee 相關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一般優待票  

day_Type 假日別 平日  

fee 費用 100  

feeMemo 
備註說明 1. 軍公教(現職)、原住民、陸一特。 2. 學生、僑胞

卡。 

 

ParkingFee 停車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小型車  

fee 費用 80  

FEE_MEMO 備註說明 重型機車同小型車  

OtherFee 其他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fee 費用   

feeMemo 備註說明   

kind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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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業文化園區票價資訊 
 

林業文化園區票價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10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100021 TYP 

RA_NAME 園區名稱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請見代碼表 A 

fee 相關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day_Type 假日別 無區別  

fee 費用 0  

feeMemo 備註說明 林業文化園區南側停車場計

時收費。 小客車平日一小時

20元，當日最高100元；假日

一小時40元，當日最高140

元。 

 

ParkingFee 停車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無區分  

fee 費用 0  

FEE_MEMO 備註說明 林業文化園區南側停車場計

時收費。 小客車平日一小時

20元，當日最高100元；假日

一小時40元，當日最高140

元。 

 

OtherFee 其他費用   

feeType 票種別   

fee 費用   

feeMemo 備註說明   

kind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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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休園及步道路況 

(一)園區開休園資訊 
 

園區開休園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ann_date 發佈日期 20210709 YYYYMMDD 

oepndt 開休園狀態起始日 20210727 YYYYMMDD 

closedt 開休園狀態結束日 20210713 YYYYMMDD 

TYP 園區類型 0 請見代碼表 A 

TYP_ID 園區代碼 0100001 請見代碼表 A 

RA_name 園區名稱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open 開休園狀況 休園  

WEEK_DAYS 固定休園日   

DEP_NAME 管理單位 羅東林區管理處  

(二)步道路況 
 

步道路況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RAILID 步道代碼 016 至多 3 碼 

TR_CNAME 步道名稱 茂興懷舊步道  

TR_TYP 路況 暫停開放  

TITLE 標題 配合太平山蹦蹦車進行軌道邊坡補強工程自

即日起至10月底茂興懷舊步道暫停開放 

 

CONTENT 內容 配合太平山蹦蹦車進行軌道邊坡補強工程自

即日起至10月底茂興懷舊步道暫停開放中 

 

ANN_DATE 發佈日期 20210618  

DEP_NAME 管理單位 羅東林區管理處  

TR_SUB 支線說明 全線  

oepndate 預計開放日 20211101  

closedate 封閉日 20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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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課程資訊及訊息公告 

(一)自然教育中心課程資訊 
 

自然教育中心課程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TYP 園區類型代碼 3 請見代碼表 B 

AduName 自然教育中心名稱 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NAduType 課程方案類型 1  

NAduName 課程名稱 森林解密行動  

onAskStart 報名起始日 2020/12/01  

onAskEnd 報名結束日 活動30天前  

Url 報名頁面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Course

?id=AWD-SP1001 

 

 

 

ActDesc 

 

 

課程簡介 

透過瞭解碳足跡管理，提高對於環境變化

的敏感度，並增加對於環境持續關注的動

力，同時從森林基處監測調查出發，讓我

們深入瞭解並認同森林經營管理的重要

性。 

 

 
 

ActObject 課程目標 
瞭解個人碳足跡量、森林對碳匯的重要

性，透過基礎森林調查的技術，計算森林

的碳儲存量，進而傳達森林經營管理的理

念。 

 

ActTime 活動時間說明 單元課程：森林隱形腳印、森林測計行

動、森林飛航任務 

 

ActHours 活動時段說明   

JoinDesc 參加對象說明 適用年級：7~12年級  

JoinFee 費用說明 
700元/人(含門票、課程、住宿、餐飲費

用)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Course?id=AWD-SP1001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Education/Course?id=AWD-SP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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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資訊 

※一場次一則 

活動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EVENT_ID 活動編號 20180720001 活動識別碼 

ANN_DATE 上架日期 20180720  

DELE_DATE 下架日期 20190101  

DEPT_NAME 管轄單位名稱 新竹林區管理處  

COUNTY 活動主要縣市 桃園市  

TOWN 活動主要鄉鎮市區 復興區  

 
TITLE 

 
活動標題 

8/11 搭乘里山動物列車 體驗東陽社區友善

環境智慧 即日起開始報名，額滿為止！ 

【東勢林區管理處】 

 

PIC 活動橫幅圖片 
20180726001.jpg  

PIC_TEXT 圖片文字 阿里山動物列車照片  

PIC_PICER 圖片拍攝者 林務局提供；陳瑋晨攝  

ActObject 活動目標 
認識森林生態；瞭東眼山地質形成的原因； 

認識林業相關設施及功能。 

 

isFree 是否免費 是  

isNight 是否過夜 否  

EatType 是否用餐 是  

JoinDesc 參與對象說明 一般大眾 20 人以上  

JoinFee 參與活動費用 免費  

JoinFunc 活動須知 
預約報名：活動前十天向林務局網站申請： 

http://www.forest.gov.tw 

 

 

 
Notes 

 

 
注意事項 

★預約時間如遲到超過（含）一小時則自動

取消。\n★主題活動進行當日均可受理預 

約。\n★欲知其他活動，請洽東眼山自然教

育中心網站或電洽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教育 

推廣組（03）382-1533。 

 

ActSDate 活動起始日期 20180801  

ActEDate 活動結束日期 20181231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webfile/img/201
http://www.fore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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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ActSTime 活動起始時間 09:00:00  

ActETime 活動結束時間 23:00:00  

isonAsk 是否需報名 是  

onAskStart 報名起始日期 20180801  

onAskEnd 報名結束日期 20181231  

onAskStartHr 
報名起始時間 09:00:00 

 

WEBLINK 相關連結 https://www.ecoshintour.com/  

CON_NAME 活動聯絡者名稱 原森旅行  

CON_PHONE 活動聯絡者電話 02-2602-9569  

CON_EMAIL 活動聯絡者信箱 ecoshintour@gmail.com  

URL 報名表單連結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Actions/initform. 

aspx?NAduno=AWD-SP0701 

 

PIC_URL 活動橫幅圖片連結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webfile/img/201 

80726001.jpg 

 

 

 

參數輸入使用說明 

⚫ 使用參數：annDate, deleDate 

⚫ 輸入範例： 

開放資料格式 參數輸入範例 輸入含義 

 
JSON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mis/api/eventI

nfo?annDate=2019/01/01&deleDate=2019/02

/26 

 

 

 

包含日期區間 (2019/01/01 至 

2019/02/26)的活動 
 

XML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mis/api/event

Info?format=xml&annDate=2019/01/01&de

leDate=2019/02/26 

 
CSV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mis/api/eventI

nfo?format=csv&annDate=2019/01/01&dele

Date=2019/02/26 

http://www.ecoshintour.com/
http://www.ecoshintour.com/
mailto:ecoshintour@gmail.com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Actions/initform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webfile/img/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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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訊息公告 
 

訊息公告 

欄位名稱 欄位中文名稱 範例 備註 

ANN_DATE 發佈日期 20210722  

CON_NAM 

E 
資料發佈單位 莊先生 

 

CATEGORY 訊息分類 1  

TITLE 公告標題 
烟花颱風接近，林務局呼籲民眾勿前往山區  

 

 

 

 

 

 
CONTENT 

 

 

 

 

 

 

公告內容 

中央氣象局已於7月21日晚間8時30分發布「烟花颱風」

海上颱風警報，後續可能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將給各地

山區帶來強風豪雨，林務局呼籲民眾暫勿前往山區，位

於山區的民眾請注意自身安全。   

為保障遊客安全，林務局轄下國家森林遊樂區、平地森

林園區與林業文化園區等森林育樂場域，將依最新氣象

資料與縣市政府停班課情形決定是否暫停開放，相關訊

息將於台灣山林悠遊網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進行公告，請民眾儘

量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為避免颱風豪雨造成災害，於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

警報後，林務局轄下各森林育樂場域工作人員已啟動各

項防颱整備作業，包括確認各項排水設施通暢、備用電

力與糧食儲備正常、設施結構安全無虞、固定門窗玻璃

及易搖晃設施、無線電等聯外通訊系統暢通，以及備妥

緊急醫療器材。另場域相關在建工程則進行工地整理，

並已啟動人員、機具撤離等應變工作。 

有關林務局轄下各森林育樂場域開休園最新資訊，請上

台灣山林悠遊網（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與林

務局森活情報站粉絲專頁查詢 

 

URL 頁面連結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News?id=20210722001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News?id=202107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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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輸入使用說明 

⚫ 使用參數：annDate, startDate, endDate 

⚫ 輸入範例： 

開放資料格式 
參數輸入範例 

annDate startDate, endDate 

輸入含義 該日期發佈之公告 日期區間內發佈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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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anndate=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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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startdate=2019/01/01&en

ddate=2019/02/26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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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format=xml&anndate=20

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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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format=xml&startDate=2

019/01/01&endDate=2019/02/26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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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format=csv&anndate=20

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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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ews?format=csv&startDate=2 

19/01/01&endDate=2019/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