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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定存」一片原生鄉土，
留給孩子一個充滿驚喜與啟發的生態教室。

阿里磅生態休 閒農場

課程介紹

好好玩!

好有趣!

課程名稱：認識阿里磅常見野菜(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授課時數：4小時

阿里磅生態農場在鮮少人為干

旅。在歷年來的生物相調查中，共紀

擾、經年累月的自然演替下孕育出

錄了100餘種蝴蝶、19種蛙類以及

高岐異度的生態相，這兒錯落交接

80餘種蜻蜓。這樣一個豐富的自然

的豐富的生態系，孕育了多樣活潑

教室，是孩子們探索自然、享受自然

的動植物，最適合從事自然生態之

和向大自然學習的最佳殿堂。

課程簡介：
農場植物豐富，有許多可食用的美味
野菜。讓學生在自然體驗中認識植物的構
造及各部位功能，從葉、花、果實的特徵來
辨識常見的可食用植物，了解荒野賜與我
們的美昧，從而更願意保護荒野。

課程名稱：濕地生態調查(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授課時數：4小時
課程簡介：
認識溼地的功能及濕地的重要性，學
習如何進行水生動植物的調查，如何利用
生物指標來進行水質監測。

課程名稱：青蛙生態(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授課時數：4小時
課程簡介：
維持棲地多樣性，才能保護生物多樣
性，才能提供人類健康自然的生活環境。保

地
84號
地址
址 // 新北市石門區阿里磅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號

聯絡資訊
albefarm@gmail.com
聯絡資訊 // 02-26382745
��-�������� 分機���
sshm���@gmail.com
開放時間
- 17:00
開放時間 //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9:30
��月至�月：��:��－��:��
非假日只對預約團體(20人以上)開放
�月至��月：週一至週五 ��:��－��:��
週六至週日 ��:��－��:��
課程參與 / 限團體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住宿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護青蛙就是保護我們自己。認識青蛙的演
變過程、特徵和習性，青蛙如何繁殖及各種
青蛙喜歡的棲地型態特徵。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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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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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B

*課程收費:一日遊含午餐及下午茶及兩次解說為每人700元、下午至夜觀為每人800元．
*更多課程請詳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低碳永續環教/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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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驗 大 自 然 的鬼 斧 神 工

野柳地質公 園

課程介紹

環保也能這樣玩

課程名稱：「石」在有意思！(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4年級
授課時數：4小時

野柳地質公園位於臺灣北部金

現在你我面前。行走時請留意腳邊

山、萬里之間的野柳岬上，園區內有

的海膽化石，它們可是此地曾為海

海蝕洞、蕈狀岩、燭台石、薑石和壺

底環境的最佳證據！當您身處於這

穴等豐富多樣的地質景觀，在大自

片奇幻岩林中，相信很難不讚歎起

然的精心雕琢下，女王頭、俏皮公主

大自然的奧妙呢！

課程簡介：
引導小朋友運用地圖，認識這個具有
豐富地景資源的奇幻園地，學習與環境相
處應具備的態度與精神。實地觀察體驗，認
識不同岩石的外貌特徵與生成過程，培養
關心環境的知能。

課程名稱：潮境探險(全年-建議春季)
授課對象：國小5-6年級

和金剛石等各具特色的岩石一一呈

授課時數：4小時
課程簡介：
本活動透過潮間帶探險和生態解說，
讓孩子感受潮間帶的豐富生命力，經由角
色扮演讓孩子認識寄居蟹的生態與危機，
並以寄居蟹的保育議題，讓孩子討論出可
課程名稱：實習漁夫的一天(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5-8年級
授課時數：4小時
課程簡介：
白浪滔滔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划～
實習漁夫的一天帶領孩子瞭解漁夫生活、

行的環境行動。
地
地址
址 //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號167-1號

聯絡資訊
service@yehliu.com.tw
聯絡資訊 // 02-24922016
��-�������� 分機���
sshm���@gmail.com
開放時間
開放時間 // 平日9:00~17:00假日9:00~18:00
��月至�月：��:��－��:��

�月至��月：週一至週五 ��:��－��:��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週六至週日 ��:��－��:��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生產與生命的過程，了解海上工作的風險
及辛勤，從尊重、感謝漁夫、漁婦，進而珍惜
海洋資源。

場所網站
場所網站

場所FB
場所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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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地球，珍惜所有；永續環境，真愛生命

新 北市永續環境 教育中 心
作為新北市長期推展永續環境

的內涵。中心亦提供團體預約導覽，

教育的中樞，環教中心提供「綠建築

免費為參訪團體進行環境教育解

」、「低碳教育」、「環境變遷」、「服務

說。

課程介紹
課程收費:免費

GOGO!環保趣!

課程名稱：永續智慧夢想「家」(全年)
授課對象：學校團體、一般民眾
授課時數：30-60分鐘
課程簡介：
觀察薄層式與盆栽式2種不同型式綠
屋頂，透過實物操作，體認綠屋頂之降溫原

學習」等多項課程及展覽，透過生活

理；還有垂直綠化、雨水回收、外遮陽、通風

實踐方式讓參觀民眾了解環境教育

設計、科技小便斗、省電與監控系統等，認
識低碳建築與設計原理。

課程名稱：瓦特歷險記-「水資源」課程(全年)
授課對象：學校團體、一般民眾
授課時數：30-60分鐘
課程簡介：
藉由斜屋頂、天溝與集水鍊，觀察雨水回
收系統與水生植物，親手操作水淨化小實驗，
了解水的珍貴與回收再利用的過程，最後能
成為省水小達人。過程中並探討水汙染對生
物的影響。

課程名稱：「濕地」探索隊(全年)
授課對象：學校團體、一般民眾
授課時數：60-90分鐘
課程簡介：
親身走訪鄰近的挖仔尾溼地，了解挖
仔尾的繁榮與沒落、認識招潮蟹、彈塗魚等

地 址 /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36號
聯絡資訊 / 02-2610-0305 sdec36@gmail.com
開放時間 / 每週二~週日 09：30~17：00
每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溼地動物，以及水筆仔紅樹林區的生態重
要性，體認濕地保育的必要；培養愛護溼地
的覺知及行動。

場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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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課程介紹

未來雲仙，怎知仙境

雲 仙樂園
雲仙樂園位於烏來瀑布上方，必
須由纜車接駁的森林遊樂園，也因

動手做做

課程名稱：夜間精靈—螢火蟲(4月~6月)
授課對象：不限定
豐富的動植物生態，是個適合自然
教育及戶外活動的好地方。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每年到了4月底開始會有綠光小精靈

為必須由纜車接駁，所以園區內部

出現在園區，透過解說讓大家了解小精靈

是無汽機車噪音及空氣汙染，另外

一生的生活方式，接著深入小精靈的家園，

再加上地形及氣候因素，園區內有

出門踏踏

到園區內欣賞小精靈穿梭在草木之間，飛
舞跳動在美麗的晚間。

課程名稱：雲仙溪流生態與環境(全年)
授課對象：不限定
授課時數：4小時
課程簡介：
認識雲仙樂園的森林生態及水資源，
走在森林步道內享受豐沛的芬多精及陰離
子，再來一個水資源講座，帶領大家認識南
勢溪的水源頭及水議題，最後藉由體驗水

課程名稱：泰雅狩獵趣(全年)
授課對象：不限定
授課時數：3小時
課程簡介：
讓大家認識烏來泰雅族及地名由來，
體驗自製竹筒飯與享用原住民風味餐，另

資源模型小活動，了解水資源的可貴。
地 址 /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瀑布路1-1號
聯絡資訊 / 02-2661-6510 k6616510@ms7.hinet.net
開放時間 / 09:30-17:00（平日） 09:30-17:30（假日）
若有活動將另通知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住宿

外還有原住民射箭、搗麻糬等多項原住民
活動等著大家一同狩獵去，成為一名優秀
的泰雅勇士吧！

場所網站

場所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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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守 護 濕地 一 起 來

FUN 心學環

保

鹿角溪人工濕 地

課程名稱：水質現形記(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聽到污水處理廠，您會想到什麼？

能除了淨化生活污水、減輕河川污染壓

授課時數：2小時

巨大的污水設備、轟隆隆的水聲？還是

力外，更能提供民眾休閒遊憩、生物良

課程簡介：

消毒藥水的刺鼻味？NO！污水處理廠也

好的棲息復育環境，自然生態豐富多彩

可以很美麗！您知道新北市大漢溪左岸

；鳥類、昆蟲、魚類、植物及兩棲類等生

蘊藏了一座美麗又天然的污水處理廠

物種類達數百種之多，是最好的戶外自

嗎？那裡就是「鹿角溪人工濕地」，它可

然生態教室，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是新北市首座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

理處邀請您親訪鹿角濕人工濕地，一同

施場所認證的污水現地處理設施，其功

見證人工濕地的淨化魔法！

透過水質檢測學習相關知識並
解讀檢測數據，進而關懷環境水體
品質，體會人類行為影響水質。
課程名稱：植物好好玩(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認識與分辨濕地常見的植物，了解他
們在濕地所扮演的角色及外來強勢物種
影響其他植物生存空間。
課程名稱：水棲大驚奇(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6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地 址 / 新北市樹林區城林橋下大漢溪畔

課程簡介：

聯絡資訊 / 02-89699596 #208 ae4828@ntpc.gov.tw

藉由操作器材撈取各單元池的
水棲生物進行調查，並了解水棲生

開放時間 / 全天開放 (建議時間:08:00~16:00)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物的生存條件受到水質影響。體會
人類行為會影響自然環境。

場所網站

場所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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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倚山面海 低碳綠能 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八 里垃 圾 焚 化 廠

課程收費:免費

FUN 心學環保

課程名稱：環保特派員(4-11月)
授課對象：國小5-6年級

本廠座落於位於林口與八里交

訪本設施場所可瞭解垃圾處理過程、

界處，緊鄰台北港，廠區佔地3.5公

節能減碳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

頃，廠房建築面積 18,000平方公尺

。場域內更設有使用綠能的環保小木

動手完成垃圾與廚餘分類，認識回收

，廠房外觀由貝聿銘設計事務團隊

屋、獨特的臺灣原生植物園區，為民眾

標章、回收管道及環保袋，培養隨手做環保

所規劃，為多功能廢棄物處理廠，參

體驗低碳綠能的休閒好去處。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的態度技能，並明瞭分類重要性；透過觀看
影片與討論，瞭解需要多少資源則用多少，
培養源頭減量習慣降低環境污染影響。

課程名稱：戀戀下罟坑-罟事古物(4-11月)
授課對象：高中以上成人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1.能瞭解下罟坑遺址文化資產特色與下罟坑
地名的由來。
2.能分析人類古今生活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3.能敘述人類現今生活所產生的廢棄物，應

課程名稱：節能減碳救地球(4-11月)
授課對象：國小3-4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認識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關懷我們
共同的家「地球」。藉由遊戲、討論回收產品

如何妥善處理。
地 址 /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 3段409號
聯絡資訊 / 02-26195111 AN8537@ntpc. gov.tw
開放時間 / 一般上班日或上班時間 09:00~12:00 14:00~17:00
*非歲修期間或本廠公告之特殊期間。
*非配合辦理其他活動或限水、限電等特殊期間。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及種樹等活動，暸解「減緩」全球暖化方法。
節能減碳很簡單，落實日常生活減碳行動
力。

場所網站

*更多課程請詳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低碳永續環教/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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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環 境 考 古 教 育園 區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 館

出門踏踏

動手做做

課程名稱：搶救十三行(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5-6年級
授課時數：80分鐘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是北臺

現考古意義和做法，並設計多元化

灣唯一的考古博物館，以十三行遺

與在地化的環境教育活動教材，讓

址及文化保存為核心，將八里在地

學員瞭解人與自然互動所產生的文

的歷史人文、生態環境與考古研究

化與環境問題，引導學習如何與環

留」或許才是最佳遺址處理辦法。課程介紹

境相處；並提升文化保存的認知。

過去的十三行遺址搶救事件，搶救後的影

融入課程之中，以生動鮮明方式呈

課程簡介：
十三行遺址搶救事件是著名的遺址與
工程衝突案例，然而，面對考古遺址，搶救
發掘其實並非最好方法，相對的，「原地保

響和現況，藉由課程傳達正確的遺址文化
資產保存概念。

課程名稱：泥來偶往壓陶趣(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3-5年級
授課時數：80分鐘
課程簡介：
十三行遺址出土包含人像、雞、豬、蛇
等造型共12件陶偶，透露出十三行人女性
可能的穿著打扮，也反映附近可能有的動
物種類。認識這些陶偶，培養從日常小事物
觀察周遭環境的觀察力及欣賞早期人類工
藝技術。
地 址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200號

課程名稱：鑽木取火(全年)

聯絡資訊 / 02-26191313#603 sshm603@gmail.com

授課對象：5-9年級

開放時間 /

授課時數：60-80分鐘

4月至10月：週一至週五 09:30－18:00 週六至週日 09:30－19:00

課程簡介：

館）農曆除夕、年初一

人類由最初取得自然界火源、保留火

11月至3月：09:30－17:00
＊休館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一（若適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隔日休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種，逐漸發展到自行產生火苗供應所需；不
僅改善早期人類生活情況，同時在人類生
活習慣、飲食和使用器具等方面產生影響
和變化。透過親身體驗，增強學員對早期人
類生活方式和對環境資源運用的了解。

場所網站

場所FB

課程收費:部分課程酌收教材材料費20元。

*更多課程請詳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低碳永續環教/環境教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網頁下載

��

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打造生產、生態、及生活共榮的友善環境

新 北產業園區污水處理 廠

課程介紹
課程收費:免費

GOGO! 環保趣!

課程名稱：綠水藍天水水故鄉(全年)
授課對象：國中7-9年級

經濟部工業局陸續投入本園區

自然環境。本廠除各單元處理設施

軟硬體設施經費改善後，污水處理

及水資源教育館外，設有簡報室、戶

廠內如同公園般綠意盎然。有別於

外活動區、景觀水池等教學設施，並

其他民生污水處理廠，本廠主要是

於處理單元設有解說牌及主題彩繪

處理工業區所產生之廢水，肩負者

等，使得本廠成為環境教育推廣之

重大的任務，做好污水處理，達到減

絕佳場域，更使學員在學習之餘還

廢及水資源再生與永續水環境之目

能陶冶身心。

標，並避免事業所產生之廢水污染

授課時數：2-4小時
課程簡介：
1. 瞭解產業發展如何用水和排放造成水資
源污染及水資源再生技術的基本功能。
2. 能體會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興建的緣由與
對產業及地區水污染防治責任的貢獻，
發展綠色產業之價值。
3. 能辨識環境變遷議題，力行節約用水及

課程名稱：水水再生美麗家園(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5-6年級

生活減廢及對於河川淨化、水資源永續利

授課時數：2-4小時

用有具體行動。

課程簡介：
1. 認識人類活動造成水污染，體驗水資源
珍貴性和對人類的重要性。
2. 能體會人類在大自然扮演之角色、 自然
界涵養水資源重要角色及污水處理沈澱
原理運用機制。
3. 會分辨水資源遭受污染情形、廢棄物資
源回收重要性及對於水資源保護，以實
行動付出的努力。

地 址 /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77號
聯絡資訊 / 02-22996661 Z128box@moeaidb.gov.tw
開放時間 / 週一至週五 09:00-16:00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場所網站

場所FB

��

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課程介紹

臺北 桃 花 源

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水資源世界真有趣

課程收費:免費
課程名稱：水源地守護者
坪林污水處理廠(全年)
授課對象：一般民眾及小5以上學生團體

臺北水源特定區擁有潔淨豐沛

於一般旅遊模式進行環境引導與體

的水源及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供

驗，讓民眾實地踏訪水源保護區、污

課程簡介：

應大台北地區500萬人口的民生用

水處理廠與水質淨他示範區（人工

1.認識臺北水源特定區，瞭解維持人類生

水，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學習

濕地），建立人與環境互動和諧的價

中心位於新北市坪林區，透過不同

值觀。

授課時數：2小時

活品質乃繫於水資源長期的保護。
2.北勢溪的水質生態與周邊環境觀察。
3.認識坪林污水處理廠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獲得良好的水源水質並不容易。
4.實地踏訪坪林污水處理操作設備，認識
不同的污水處理系統，及與周邊環境融合
方式。

課程名稱：水源地守護者-仁里坂13號、
14號水質淨化示範區(全年)
授課對象：一般民眾及小5以上學生團體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1.認識臺北水源特定區非點源污染，並覺
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環境影響。
2.認識水質淨化示範區(人工濕地)的自然
生態，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
3.透過五感體驗實地觀察周遭環境，並說
明水生植物生態及其自然淨化功能。

機關地址 /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45 巷5號4樓
中心地址 /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八段6號
聯絡資訊 / 02-29173282#351 eec@wratb.gov.tw
開放時間 / 平日09:00-12:00；13:00-17:00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

場所網站

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城市綠洲－屋頂上的環境教育

G-HOME技 嘉永續生態屋 頂

課程介紹

好好玩F!UN 心學環
好保
有趣!

課程名稱：屋頂綠化不是夢(4月至10月)
授課對象：高中以上學生，每梯20人以下
授課時數：2小時

技嘉科技秉持「種樹還地球」與「

職場。此外，技嘉長期致力推動並實

促進員工健康」雙重理念，2013年

踐永續環境教育的場域，從永續生

於營運總部大樓設置永續生態屋頂

態屋頂出發，擴大屋頂綠化影響力，

，期許將都市叢林還給自然，並打造

示範都市氣候調適之道，並力行實

工作、生活與休閒三者平衡的樂活

現人與環境的共榮共生。

課程簡介：
憑藉G-HOME四年多來的實務經驗，
推廣屋頂綠化何以緩解當今各種都市環境
問題，小至一塊環保材料的選擇、大至對於
鄰近環境品質改善的貢獻，皆無私分享公
開。課程期許傳遞屋頂綠化非難事，除了透

課程名稱：循環世界(4月至10月)

過觀察與思辨的活動，也引導學員發揮創

授課對象：一般民眾，每梯20人以下

意，學以致用，為自身熟悉的環境設計一座

授課時數：2小時

獨特的生態屋頂。有夢最美，因為有夢，才

課程簡介：
聚焦於近年討論產業轉型時的最夯議

會有所行動。

題-循環經濟(搖籃到搖籃)，結合了技嘉多
年來於友善環境產品上的努力，以及生態
屋頂應用多元再生能源與資源循環不浪費
的精神，從生產擴大至生活，一方面傳遞生
產者在循環經濟模式中應延伸責任，另一
方面，也將循環永續概念延伸至一般民眾
的消費行為與生活教育。
地 址 /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路 6號
聯絡資訊 / 02-89124000 #3023 呂經理 GreenAction@gigabyte.com
開放時間 /週三09:30-11:30/週四14:00-16:00
每逢國定假日與周休二日、11月至翌年3月休園不開放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場所網站

課程收費:不收費，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本公司設有飲水機

場所FB

��

��

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課程介紹

鑛業山城•生態之金

新 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社區 區

課程名稱：點石成金
金瓜石社區環境概覽(全年)
授課對象：高中職

金瓜石為台灣重要的金屬鑛物

出周遭豐富的生態體系。以鑛業開

產區，具有不同於其他區域的豐厚

採為主的產業運作模式，亦形塑出

文史資源與生態環境樣貌。東北角

自成一格的生活、信仰與民俗祭儀，

地區潮濕多雨的氣候環境，依山傍

共構出獨有的場域特性。

海的地勢與獨特的地質生成，造就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位於金瓜石社區核心區域內的祈堂老
街，過去為鑛山裡最熱鬧繁忙的商業街市，
沿線發展為漢人為主的鑛業生活聚落，靠
課程名稱：源源不蕨
金瓜石的蕨類生態(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高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金瓜石社區位於台灣東北角，受東北
季風影響，氣候潮溼、雨量豐沛，加上亞熱
帶地區溫暖的氣候條件，造就了適合蕨類
植物繁殖生長的環境。惟過去因長年鑛業
開採，草木生長不易，直至80年代鑛業結束

近東北方一頭的端點為地方信仰中心勸濟
堂，後方亦有連結舊時鑛坑口的路徑，此一
環繞社區的生活路徑內，包含了豐富的文
化資產與在地故事，是見證社區興衰的縮
影，本教案希望透由帶領大家行走該路徑，
認識金瓜石社區，了解社區作為鑛業聚落
發展的原由，藉此體驗鑛區獨特的產業運
作模式、交通運輸體系、信仰與生活，並啟
發、培養對傳統文化的興趣。

後才恢復生機。本教案由金瓜石地區的環
境生成開始，以文史角度帶入社區產業發
展的興衰，讓參與學員對社區有初步理解，
爾後實地藉由社區自然環境與蕨類植物的
介紹，讓參與學員學習蕨類植物的形成、生
長環境與構造，了解它對環境的重要性，最
後透過蕨類植物DIY手作體驗，以完整的課
程建立永續生態環境的理念。
地 址 /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祈堂路53號

開放時間 / 09:00~17:00

聯絡資訊 / 02-82097790、0935088401 may1627@gmail.com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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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從 一個歸 園 田居的夢想開始，
重 返自然純真的美好時光

雙溪平林休閒農 場

課程介紹

出門踏踏

動手做做

課程名稱：蝴蝶蝴蝶你是誰?(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中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農場占地達25公頃，處於臺灣東

及環境汙染，得以保有農村生活及自然

北角，鄰近平溪、福隆與九份等知名

生態，融合臺灣傳統農村設施、自然資

景點，非常適合作為親子郊遊踏青、

源、地方人文，使能豐富展現自然與人

露營、登山等親近自然、推廣環境教

類生活共存結合的豐富成果，如今農場

並在課程遊戲中認識到常見的蝴蝶種類、

育的最佳去處。當地礦業的沒落，近

不僅軟硬體設施兼備，更成為大台北地

特徵、習性，蝴蝶為什麼漸漸消失？並探討

期農業的發展，未有太多人為干擾

區觀蝶賞螢的最佳地點。

蝴蝶對我們生活環境有如何的影響？以及

課程名稱：進擊的原生植物(全年)

活動結束後，我們能為自己的生活環境做

授課對象：國小中年級

哪些改變？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雙溪平林農場生態非常多元豐富，本
活動希望學生在農場裡能透過觀察與體驗

課程簡介：
本場所盡可能保有豐富原生種植物，
希望能透過觀察與實作讓學員了解植物的
構造與特徵，藉由課程活動中觀察到森林
的演替，進而了解原生種植物受到外來種
的威脅，養成尊重自然萬物的情操。

地 址 / 新北市雙溪區平林里外平林35號
聯絡資訊 / 02-24934016 Pinling.farm@msa.hinet.net
開放時間 / 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住宿
場所網站

場所FB

課程收費:半日：每人500元(含午餐) 全日：每人700元(含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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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白沙灣 不只有白沙和大海

課程介紹

白 沙灣 自 然 中 心

好好玩!

好有趣!

課程名稱：海洋「淨」行式(3月~10月)
白沙灣(台2線23公里處)是由麟

石是大自然精心創作的藝術品，此

山鼻與富貴角共同合抱而成的半月

外只要靜心觀察就會發現，在這白

形天然海灣，在這綿延的白淨沙灘，

色沙灘有上特殊的小生物在生活

不僅僅是夏日必遊的景點，更是天

著，白沙灣的秘密等你來發現。

然的地質及生態教室，獨特的風稜

授課對象：國中
授課時數：5小時
課程簡介：
北海岸綿長48公里的海岸線受海流及
季風影響，常年將海上的漂流廢棄物推送
至岸邊，造成海岸污染問題。現今海洋廢棄
物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課題，而淨灘是愛

課程名稱：沙中窺世界(5月~ 10月)

護海洋最直接的方式。課程結合探索教育、

授課對象：親子大眾

與國際同步的系統性海廢分類、議題討論

授課時數：4小時

等方法找出廢棄物問題的癥結，並共同討

課程簡介：

論解決方式，期待學生能將所學在生活中
落實。

北海岸白沙灣有著富饒趣味的地景以
及豐富的自然生態，等待親子旅人來悠遊
探索。白沙灣的沙子是白色的嗎？大小朋友
們可曾抓起一把白沙灣的沙子，一探究竟？
美麗的半月形白沙灣跟大屯火山竟有著一
段親密關係，捲起衣袖和褲管，讓我們徜徉
在白沙灣的懷抱中，從手中的一粒沙窺探
整個宇宙世界。

地 址 /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33-6號
聯絡資訊 / 02-8635-5173 baishabay@gmail.com
開放時間 / 五月~九月 9:00~18:00 十月~四月 9:00~17:00
課程參與 / 提前預約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

場所網站

��

新北市環教設施場所

課程介紹

永續 傳承 陶 瓷文 化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 博物館

GOGO!環保趣!

課程名稱：土的秘密+小池塘(全年)
授課對象：國小1-2年級
授課時數：2小時

鶯歌以陶瓷產業聞名全臺，基於永續

本館歷年來致力於鶯歌在地陶瓷產業

保存此一優良傳統工藝文化，1980年代在

及社團的合作，進行陶藝文物史料的調查

專家學者、文史工作者以及鶯歌在地居民

與保存，增進社會大眾對於陶瓷技藝的瞭

與業者的倡議爭取下，陶博館於77年開始

解，透過生活實用的共同記憶引發美學鑑

興建，歷時12年於89年11月正式啟用，是臺

賞的互動共鳴，歸類於環境教育八大專業

2.認識陶博館鄰近的大漢溪，並運用來自

灣首座以陶瓷為主題的專業博物館。多年

領域分類中的「文化保存」領域，據此設計

大漢溪源頭的水庫淤泥，設計製作自己的

來積極參與臺灣陶瓷文化之調查、收藏、保

開發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目前環境教育課

小池塘。

存與維護工作，提供研究、典藏、展示及教

程教案對象為國小學生，共有2套課程，帶

授課對象：國小5-6年級

育推廣、休閒娛樂等功能。文化保存是環境

領學員了解陶瓷歷史發展及捏陶體驗。

授課時數：2小時

課程簡介：
1.由鶯歌石的傳說故事起頭，串起鶯歌陶
土資源，並透過遊戲認識練土的意義。

教育的重要推動領域。

課程名稱：追本溯源－日用陶瓷的歷史+
飲水思源杯(全年)

課程簡介：
1.介紹1930年代後期開始繁榮發展的鶯歌
小鎮，了解日用陶瓷的發展與製程技術。
2.引領學員使用在地材料以及簡易工具製
作出杯子，使學員辨別常用異材質，並願
意在未來生活中選用環保材質器皿及珍
惜環境。

地 址 /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聯絡資訊 / 02-8677-2727 ntpc60501@ntpc.gov.tw
開放時間 / 平日：09:30-17:00

假日：09:30-18:00

售票時間 / 平日：09:30-16:30

假日：09:30-17:30

休館時間 /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若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隔日休館)
課程參與 / 02-8677-2727#710or#711
周邊服務 / 停車場、餐飲

場所網站

場所FB

課程收費:109年12/31前課程優惠價150元(材料費50元，代燒費100元，課程原價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