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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南市環境教育列車月月啟動 

1-3月份活動報名簡章 

一、 辦理目的: 

為推廣環境教育及宣傳本市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持續辦理環境教育

列車月月啟動每月活動，結合環境教育場域辦理環境教育體驗活動，透

過實地參訪體驗增加環境教育樂趣，培養市民正確環保觀念、負責任的

環保態度及行動，並增進市民對環教場域的認識，善用場域豐富的教學

資源，同時透過教學互動激發創意，讓場域環教課程更貼近民眾，提高

學習意願，優化本市環境教育品質。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翌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三、 活動說明： 

112 年持續辦理環境教育列車月月啟動，每月辦理環境教育學習活

動，邀請本市市民到本市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之設施場所學習體驗，實地

參與環境教育，1-3月活動說明如下： 

月
份 

活動日期 環境教育場域/景點 
活動 

名額 

集合時間 

/地點 

活動 

須知 

截止 

報名 

1

月 

112.01.07 

(六) 

1.牛埔泥岩水土保

持教學園區 

2.新化瓜瓜園故事

館(DIY) 

36 

人 

7:20臺南車站後站

(大遠百廣場) 

8:00安南區公所 

附件 

一 

111.12.26 
(一) 

*額滿即止 

2

月 

112.02.18 

(六) 

1.台江國家公園(潟

湖三生) 

2.南區氣象中心 

36 

人 

7:20新化區公所 

7:40新市車站 

附件 

二 

112.02.01 
(三) 

*額滿即止 

3 

月 

112.03.25 

(六) 

1. 南部科學園區臺

南園區 

2. 台灣史前文化博

物館-南科考古館

(DIY) 

36 

人 

7:50新營車站後站 

8:10柳營區公所 

8:25林鳳營車站 

附件 

三 

112.03.08 
(三) 

*額滿即止 

*集合時間以行前簡訊通知為準，若集合地點無人上車將逕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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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說明： 

(一) 報名對象：限臺南市市民，開放親子報名，初次報名且親

子家庭者優先參加)。 

(二)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需先登錄 gmail 帳號)，請掃描右

邊 QR-code或連結下方網址上網報名。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ASBDG3e9V9HkStsF9 

(三) 報名期限：即日起開始報名，至各活動報名期限截止，額滿提前截止。 

(四) 為推廣淨零綠生活，報名時每位報名者至少填寫2項日常生活-食,衣,住,

行,育,樂,購的實際環保作為。(7歲以下幼兒免填) 

(可參考全民綠生活資訊平台 https://greenlife.epa.gov.tw/) 

(五) 請務必詳閱各梯次活動須知瞭解行程內容，評估身體狀況及體力後再

行報名。 

(六) 報名時請務必詳實填寫正確個人基本資料及聯絡資訊，以辦理人員保

險及確認報名。倘個人資料填寫不齊全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七) 本 活 動 簡 章 可 至 臺 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環 境 教 育 資 訊 網 

(https://epb2.tnepb.gov.tw/tnepb_edu/default.asp)首頁-最新消息-環境教育

活動)查詢下載。 

(八) 活動洽詢與報名專線：06-2686751#1329、06-2679912 黃先生。 

五、 錄取說明： 

(一) 本活動採實名制，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及所填報淨零綠生活實際環保

作為之完整性及數量進行審查，初次報名、親子家庭且完整填報環保

作為者優先錄取(已參加過再報名者將自動列為備取)，每人至多錄取 1

梯次。 

(二) 主辦單位將依報名聯絡資訊逐一以電話通知錄取，倘經錄取但無法取

得連繫者將改列入備取名單。 

(三) 最遲於活動日 3 天前通知錄取，未接獲錄取通知者請勿自行前往，可

主動致電 06-2679912 確認是否錄取。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參加對象權利 

(四) 各梯次活動全程免費參加，為避免浪費資源，經錄取後請勿臨時取消。

如因故須取消，請務必於該梯次活動日 3 天前主動致電 06-2679912 ，

以利辦理遞補作業。一經取消，不得再參加該梯次活動，請務必審慎。 

(五) 經錄取後，除有不可歸責報名者之事由外，無故不到者取消參加本計

畫其他梯次活動資格，以避免佔用名額，影響民眾參加權益。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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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對各梯次活動行程、報名、或錄取有任何問題，歡迎於上班時間撥

打報名專線或環保局綜合規劃科洽詢。 

六、 其他事項 

(一) 接獲通知錄取人員請依活動須知規定之集合時間、上車地點準時報到，

逾時不候。 

(二) 本活動配合各環境教育場域管理單位開放時間，倘開放時間有所異動，

將視需要調整活動行程，並另以電話、簡訊或 E-mail 通知錄取者。 

(三) 活動行前注意氣象預報，依天候狀況做好完善準備。若活動行前遇臺

南市政府發布活動當日停班公告，則活動停止辦理。調整後活動日期

另行公布並以電話、簡訊或 E-mail 通知錄取者。 
(四) 活動行前因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致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

升全國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三級以上(含)時，本活動即停止辦理，並另以

電話、簡訊或 E-mail通知錄取者。 

(五) 本活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

管制措施辦理，請參加人員務必配合遵守相關規定。 

(六) 請事先瞭解活動內容並遵守相關規定，活動中請聽從帶領人員之指導，

活動結束前請配合填寫活動回饋單。 

(七)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本活動之權利，如有異動，以主辦單位最新公布或

通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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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南市環境教育列車月月啟動 1月份活動須知 

一、 活動日期：112年 01 月 07日(星期六)) 

二、 報到時間及地點： (以行前簡訊通知時間為準，接獲錄取通知者請依通知時間至

上車地點完成報到，逾時未到者，視為自動放棄參加) 

 

 
7:20臺南車站後站(大遠百廣場) 8:00安南區公所 

圖片來源-截自 google 地圖之街景服務 

三、 活動說明： 

本次參訪環境教育場域-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坐落於二仁

溪上游埤仔溝溪流域，在經年累月的地表沖蝕及溪流侵蝕作用下，整體

區域分布著如月球表面光禿的泥岩惡地形，交錯排列於高低起伏的丘陵

與溪谷，造就景觀獨特的月世界風貌，也凸顯出山坡地水土保持工作的

挑戰。經過水土保持局多年以生態工法進行水土保持工作，加上龍崎區

公所配合在集水區內設置步道及涼亭等休閒設施，將原本宛如月球表面

的荒涼景象，轉化成為生機盎然的綠洲，吸引眾多野生動植物棲息，更

建立起本教學園區作為水土保持生態工法的示範基地。 

本活動將帶領民眾實際走訪教學園區，了解水土保持重要性及生態

工法，當天也會帶領民眾參訪瓜瓜園地瓜故事館，了解在地食材創意推

廣，並到新化老街漫遊，從保留下來的老洋樓，仿巴洛克式的立面建築

中，感受當年商店街繁榮交易熱絡的情景，體會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時 間 活 動 流 程 

07:20~08:00 各上車接駁點集合報到 

08:00~09:00 前往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09:00~11:20 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導覽 

11:20~13:50 前往新化區綠色餐廳午餐 

13:50~14:00 前往瓜瓜園地瓜故事館 

14:00~15:30 瓜瓜園地瓜故事館導覽(DIY) 

15:30~ 返回集合地點，賦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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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場域/景點資訊： 

環教場域/景點名稱 場域/景點資訊 

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地址 臺南市龍崎區 10號 

電話 (06)2684367 #4119 

網址 
https://learning.swcb.gov.

tw/class.asp(臺南龍崎牛埔) 

瓜瓜園地瓜故事館 

 
地址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65號 

電話 06-5902966 

網址 https://www.kky.com.tw 

圖片來源：環教趴趴 Go、瓜瓜園地瓜故事館網頁 

五、 注意事項： 

(一) 本次活動之環境教育場所門票、課程及導覽費用全額免費(含旅平險)。 

(二) 活動行程準時發車，請務必於通知報到時間前到達集合地點完成報到，

課程導覽為團體行動，請配合現場工作人員指揮帶隊，勿擅自離隊。 

(三) 行程含戶外活動，請穿著保暖及輕便行走鞋款，自備個人慣用藥品、

暈車藥、防曬、防蚊用品等，並視天候狀況自備雨具。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個人餐具，如：環保杯、環保筷等。 

(五) 活動過程中，請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防疫措施，

除符合例外情形得免戴口罩外，於室內空間、室內場所(如遊覽車內)

請全程戴口罩。活動期間如有不適症狀請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並

依指示就醫治療。 

(六) 為了解學習效益及活動滿意度，請配合填寫活動回饋單，以提供環保

局未來辦理活動之參考。 

(七)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儘速與工作人員反映，以便即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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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南市環境教育列車月月啟動 2月份活動須知 

一、 活動日期：112年 02 月 18日(星期六) 

二、 報到時間及地點：(以行前簡訊通知時間為準，接獲錄取通知者請依通知時間至

上車地點完成報到，逾時未到者，視為自動放棄參加)。 

  

7:20新化區公所 7:40新市車站前 

圖片來源-截自 google 地圖之街景服務 

三、 活動說明： 

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唯一濕地型國家公園，擁有多樣濕地生態、先

民移墾歷史場域及傳統漁鹽產業文化，薈萃了「自然」、「歷史」與「產

業」等三大資源特色。基於生態保育理念，101年成立「台江濕地學

校」作為環境教育創新推廣品牌，希望透過實地走訪七股潟湖，體驗

「潟湖三生」，認識潟湖生態，以增進學員對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的認

同，深化愛護環境、守護生態的觀念。 

下午前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了解氣候觀測，認識原台南測候

所(十八角樓)建築的秘密、氣象與生活的連結與臺灣氣候變遷的現在及

未來。 

時 間 活 動 流 程 

07:20~07:40 各上車接駁點集合報到 

07:40~08:30 前往台江國家公園(七股南灣碼頭) 

08:30~11:30 台江濕地學校環教課程(潟湖三生) 

11:30~13:50 前往安南區綠色餐廳午餐 

13:50~14:20 前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 

14:20~16:00 南區氣象中心環教課程(十八角樓) 

16:00~ 返回集合地點，賦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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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場域/地點資訊： 

環教場域/景點名稱 
場域/景點資訊 

台江國家公園(南灣碼頭休憩區) 

 地址 
臺南市七股區十份村十份 10-

號 

電話 (06)2842600＃1503 

網址 https://www.tjnp.gov.tw 

南區氣象中心 

 

地址 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21號 

電話 06-3459216 

網址 https://south.cwb.gov.tw/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之街景服務、環教趴趴 GO 

五、 注意事項： 

(一) 本次活動之環境教育場所門票、課程及導覽費用全額免費(含旅平險)。 

(二) 活動行程準時發車，請務必於通知報到時間前到達集合地點完成報到，

課程導覽為團體行動，請配合現場工作人員指揮帶隊，勿擅自離隊。 

(三) 行程含戶外及搭船活動，請穿著保暖及輕便行走鞋款，自備個人慣用

藥品、暈車藥、防曬、防蚊用品等，並視天候狀況自備雨具。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個人餐具，如：環保杯、環保筷等。 

(五) 活動過程中，請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防疫措施，

除符合例外情形得免戴口罩外，於室內空間、室內場所(如遊覽車內)

請全程戴口罩。活動期間如有不適症狀請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並

依指示就醫治療。 

(六) 為了解學習效益及活動滿意度，請配合填寫活動回饋單，以提供環保

局未來辦理活動之參考。 

(七)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儘速與工作人員反映，以便即時處理。 

 

 

https://south.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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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南市環境教育列車月月啟動計畫 3月份活動須知 

一、 活動日期：112年 03 月 25日(星期六) 

二、 報到時間及時間：(以行前簡訊通知時間為準，接獲錄取通知者請依通知時間至

上車地點完成報到，逾時未到者，視為自動放棄參加)。 

 

 
 

7:50新營車站後站 8:10柳營區公所 8:25林鳳營車站 

圖片來源-截自 google 地圖之街景服務 

三、 活動說明： 

南科位於臺南市新市、善化、安定三區之間於 1994年奉行政院決

議設置，園區面積 1,043公頃，主要產業為光電、積體電路、精密機

械、生技、綠能、電腦及其周邊等科學產業，園區前身為台糖栽種的甘

蔗農田，為維護生態環境，保存舊有文化遺產，園區劃設 30公頃生態

保護區營造多元生態環境及設置環保設施(環工中心、資源再生中心、

防汛中心)處理園區污水、廢棄物及防洪等相關作為，以降低園區開發

行為對環境造成衝擊。 

本次活動將安排到台南園區認識防汛防洪的防災課題，引導反思防

災作為應從友善環境的設施做起，將原會致災的雨水化為提供環境永續

生存的元素，下午則安排參訪南科考古館，了解政府發展科技產業的同

時，為保存舊有文化遺產，對開發臺南園區所進行文化遺址保存及搶救

發掘的努力。 

時 間 活 動 流 程 

07:50~08:25 各上車接駁點集合報到 

08:25~09:00 前往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 

09:00~11:00 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環教課程 

11:00~12:50 前往綠色餐廳用餐 

12:50~13:00 前往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 

13:00~15:30 南科考古館導覽(含 DIY) 

附件三 



9 
 

時 間 活 動 流 程 

15:30~ 返回集合地點，賦歸~ 

四、 參訪場域/景點資訊： 

環教場域/景點名稱 場域/景點資訊 

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 

 
地址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22號 

電話 06-5051001＃2341 

網址 https://nkee.stsp.gov.tw/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 

 

地址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10號 

電話 06-5050905#8101 

網址 
https://www.nmp.gov.tw/

content_264.html 

圖片來源：環教趴趴 GO、南科考古館網站 

五、 注意事項： 

(一) 本次活動之環境教育場所門票、課程及導覽費用全額免費(含旅平險)。 

(二) 活動行程準時發車，請務必於通知報到時間前到達集合地點完成報到，

課程導覽為團體行動，請配合現場工作人員指揮帶隊，勿擅自離隊。 

(三) 行程含戶外活動，請穿著保暖及輕便行走鞋款，自備個人慣用藥品、

暈車藥、防曬、防蚊用品等，並視天候狀況自備雨具。 

(四)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個人餐具，如：環保杯、環保筷等。 

(五) 活動過程中，請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防疫措施，

除符合例外情形得免戴口罩外，於室內空間、室內場所(如遊覽車內)

請全程戴口罩。活動期間如有不適症狀請立即主動通報工作人員，並

依指示就醫治療。 

(六) 為了解學習效益及活動滿意度，請配合填寫活動回饋單，以提供環保

局未來辦理活動之參考。 

(七) 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儘速與工作人員反應，以便即時處理。 

https://nkee.stsp.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