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地點
羅東林業
文化園區

滿月圓國家
森林遊樂區

活動日期
2/13-2/16
初二～初五

2/10-2/18

火炎山
2/13-2/16
生態教育館 初二～初五

檜意森活村

檜意森活村

2/12-2/16
初一～初五

2/12-2/16
初一～初五

活動名稱
春節特別活動

揪走春！
滿月圓戶外走透透

新春好彩投

活動簡介
犇吧！牛轉乾坤－紅包抽抽樂
活動（13:00-13:50）
森林大戲院野望陪您過好年
（10:00 及 15:00）
滿月圓蘊含豐沛的負離子，是森
林浴、觀瀑，登山健行的好去處
春節期間，邀請闔家享受戶外踏
青樂趣，至遊客中心索取任務地
圖走逛滿月圓，完成任務還能回
到蝴蝶館兌換精美好禮！
期間限定的春節活動來囉～邀
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和火炎山
的動物們拜年啦，不只有精美的
新春小禮物，還能贏得好彩頭，
快來火炎山生態教育館過好年。

森森不息街頭劇場
駐村喜迎金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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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9 營林俱樂部－
瓷器彩繪杯體驗

瓷繪家徐瑞芬老師帶來瓷器彩
繪杯體驗，讓遊客有吃有玩又可
體驗手作並帶回美麗瓷器彩繪
杯，增添新年繽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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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羅東林區管理處：
(03)954-5114#246

自由參加

FB：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現場報名

新竹林區管理處：
https://www.face (03)522-4163#261
book.com/Manyu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
eyuanNationalFo
中心：(02)2672-0542
rest/
FB：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
新竹林區管理處：
(03)522-4163#232

現場報名

火炎山生態教育館：
(037)878-851
FB：火炎山生態教育館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https://www.hino
kivillage.com.tw/
edcontent_d.php?
lang=tw&tb=2&i
d=1423
https://www.hino
kivillage.com.tw/
edcontent_d.php?
lang=tw&tb=2&i
d=1423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
管理處：(05)277-9843#153
FB ： 檜 意 森 活 村 Hinoki
Village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
管理處：(05)277-9843#153
FB ： 檜 意 森 活 村 Hinoki
Village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阿里山
林業鐵路

2/15、2/16
嘉義車站－ 初四、初五
北門車站

觸口自然
教育中心

2/12-2/16
初一～初五

東石自然
2/12-2/16
生態展示館 初一～初五

活動名稱

檜來嘉驛

新春笑螢螢

琵來運轉－
剪紙窗花

活動簡介
「檜來嘉驛」檜木列車遊程，首
度公開林鐵隱版路線，由北門站
開往嘉義站的列車將駛入「車庫
線」，帶領遊客探索嘉義車庫園
區，回程另停靠車庫園區月台讓
遊客下車，認識嘉義車庫園區及
嘉義製材所，感受這片位於嘉義
市區的靜謐林鐵文化場域。
每日 09:30-15:30 辦理與螢火蟲
相關生態知識自導式解謎活
動，讓民眾走訪園區的同時，也
能了解觸口自然教育中心及相
關環境議題，讓他們在新年也能
滿載而歸。
為增加新年熱鬧氣氛，大年初一
至初五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歡
樂不打烊，並舉辦「窗花剪紙」
活動，體驗剪紙傳統，感受古味
春節

報名方式 活動介紹網址

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
管理處：(05)277-9843#342
現場購票

(1)「牛年尋寶實體活動－犇向墾
森」。
(2)「走春宣傳打卡活動」。
(3)「新春祈福留言活動」。

2

嘉義票房：(05)222-9010
北門車站：(05)276-8094
FB：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
資產管理處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278-7006#143

自由參加

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05)259-0211
FB：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723-6941#147

自由參加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05)360-1801
FB：鰲鼓濕地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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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丁國家
2021 墾丁春節打卡
2/12-2/16
2.於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森林遊樂區 初一～初五
換獎品活動

聯絡資訊

屏東林區管理處：
(08)723-6941#365

現場報名

https://www.face
book.com/ktfores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中
tarea
心：(08)886-1211
FB：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雙流國家
2021 雙流春節打卡
2/12-2/16
森林遊樂區 初一～初五
換獎品活動

林後四林
平地森林
園區

2021 林後四林春節
2/12-2/16
初一～初五 打卡及手工藝活動

知本國家
2/12-2/16
森林遊樂區 初一～初五

走讀知本
Happy 牛 Year

活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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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崩塌地－陽光草坪－涉
水區－森林教室。
2.粉絲專頁按讚、打卡抽獎送限
量好禮，每日限量 50 份。
1. 手編 DIY 活動：
(1) 2/12、2/13 上午 10:00 柳葉手
編「游刃有魚 過好年」。
(2) 2/12、2/13、2/14 下午 14:00
吸管藝術「活力海馬 迎牛
年」。
2. 2/12-2/16 粉絲專頁按讚、拍照
打卡送限量宣導品。
走讀知本 Happy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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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牛年意象，臉
書按讚可獲得限量小禮物，春節
期間在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和
大家相約見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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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活動介紹網址

現場報名

聯絡資訊

屏東林區管理處：
https://www.face (08)723-6941#327
book.com/shuang 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liou.forest
(08)870-1393
FB：雙流國家森林遊樂區

預約報名

https://www.face 屏東林區管理處：
book.com/linhou (08)723-6941#324
sihlin
FB：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

臺東林區管理處：
(089)324-121#716
自由參加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089)510-961#0
FB：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返璞歸真

活動地點

大武山
生態教育館

大武山
生態教育館

池南國家
森林遊樂區

大農大富
平地森林
園區

活動日期

2/15
初四

2/16
初五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手作 DIY－
薏苡琉璃珠手環

排灣魯凱族族人除穿戴傳統服
飾外，身上琉璃珠配飾更是不可
少的飾物，參加手作串一條薏苡
琉璃珠手環一同參加屬於部落
季節囉～（每日 2 梯次）。

現場報名

利用民俗藥用植物－艾草，製成
艾絨驅蚊條，不僅可以驅蚊蟲更
可改善空間裡的氣味，使身心靈
得到舒壓（每日 2 梯次）。

現場報名

手作 DIY－
艾絨驅蚊條

邀請大手牽小手一同走訪童年
懷舊之旅，尋找區內「蹦蹦車、
蒸汽機關車、運材蒸汽機關車、
汽油機關車、客車箱」感受歷史
Happy 牛 Year－ 文化禮讚，品味美好回憶，併合
2/12-2/16
「驚奇勇闖池南趣」 照上傳池南粉絲專頁並 tag 池南
初一～初五
國家森林遊樂區－旅行遊憩地
活動
點。即可抽驚喜包一枚，每日限
量 50 名，內容包括精選高人氣
木育商品等，讓遊客在新年新驚
喜牛好利，牛出心動力。

2/12-2/16
初一～初五

花海打卡送好禮

於園區 2021 花海景觀區拍照打
卡上傳至粉絲專頁後，可至服務
台 兌 換 精 美 禮 品 （ 每 日 限 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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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臺東林區管理處：
(089)324-121#716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089)771-912 李小姐
FB：臺東林區管理處大武山
生態教育館
臺東林區管理處：
(089)324-121#716
大武山生態教育館：
(089)771-912 李小姐
FB：臺東林區管理處大武山
生態教育館

花蓮林區管理處：
(03)832-5141#265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https://www.face
book.com/Chihn 池南遊客中心：
anNationalForest (03)864-1594
RecreationArea/ FB：花蓮池南國家森林遊樂
區-旅行遊憩地點

花蓮林區管理處：
https://zh-tw.face (03)832-5141#269
book.com/MAS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ADIFOREST/
(03)870-0870#9
FB：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瑞穗
2/14-2/16
生態教育館 初三～初五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春節特別活動

在 年 初 三 ～ 初 五 每 日
10:00-11:00，將推出春節特別任
務「年年有魚賀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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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贈送玉保
村動物吉祥貼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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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活動介紹網址

聯絡資訊

花蓮林區管理處：
(03)832-5141#273

自由參加

https://www.face
book.com/rsecol 瑞穗生態教育館：
03-8876631
ogy/
FB：瑞穗生態教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