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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環境教育夏令營活動簡章 

版本108.05.17 

壹、 活動目的： 

環境教育不僅侷限於書本課堂間，為鼓勵學生利用暑假期間至臺南市(以下

簡稱本市)環境教育場所及特色場域進行多元環境教育學習，特辦理環境教育夏

令營活動。期望透過活潑多樣的團體活動及體驗，使參與學員加深環境保護、

珍惜資源的觀念。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參、 活動內容： 

本活動共計分為三梯次，每梯次為二天活動，各梯次活動內容及對象如下： 

梯次 主題 參加對象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名額 集合地點 

一 
跟著水 

去旅行 
國中學生 

7月 1日(一) 

7月 2日(二) 
曾文水庫 70人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臺南市仁

德區文華

一街 89號) 

二 
走讀在地歷

史及環境 

高中職學生
(含五專 1-3

年級) 

7月 6日(六) 

7月 7日(日) 

仁德滯洪池 

牛稠子遺址 
70人 

三 

宇宙列車 

旅行團 
(含夜宿天文館) 

國小五至

六年級 

7月 12日(五) 

7月 13日(六) 

南瀛 

天文館 
40人 

一、 本活動對象限本市轄內學校在學學生(以報名當時就讀學校認定)，且因各梯

次名額有限，將依報名程序完成時間之先後順序決定錄取名單，主辦單位保

留核定最終參加對象權利。 

二、 本活動第一及第三梯次各保留20個優先名額，給就讀左鎮、龍崎、南化、楠

西等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學生，若報名學生超過20位，將依報名程序完

成時間優先錄取前20名，剩餘學生則與本市其他區學生一同排序，額滿為止。 

三、 本活動全程免費，為避免資源浪費，錄取後請勿臨時取消，並須完成活動每

日簽到、簽退及繳交活動回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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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8年6月14日(五) 24時止。 

二、 報名方式： 

(一)  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至欲參加梯次之報名網址填寫資料，並將填妥之

家 長 同 意 書(如 附 件)傳 真 至06-3353546， 或 拍 照 、 掃 描 後 寄 至

tnhwai88@gmail.com (主旨載明「報名第 O 梯次臺南市環境教育夏令營-

OOO(姓名)」)，方完成報名程序。 

(二)  因各梯次名額有限，將依報名者完成報名程序之時間(指完成資料填寫及

繳交家長同意書兩項程序中的最晚時間)，依先後順序決定各梯次錄取名

單，請有意參加者儘早完成報名。 

(三)  承辦單位將於108年6月19日(三)以電子郵件通知報名者是否錄取，並將各

梯次錄取名單公告於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教育資訊網

(http://epb2.tainan.gov.tw/tnepb_edu/default.asp)。 

(四)  每梯次活動日7日前將以 Email 寄送行前通知，請務必注意電子郵件信箱

並詳閱。 

(五)  報名成功後，如欲取消請於活動日7日前主動致電通知承辦單位，以利辦

理遞補作業。一經取消報名，該場次不得再報名，請務必慎重 

三、 洽詢電話：06-2686751 # 329    陳怡如小姐 

四、 報名網址： 

第一梯次-跟著水去旅行 

報名網址： https://ppt.cc/f8lGwx                   報名 QR碼： 

 

第二梯次-走讀在地歷史及環境 

報名網址：https://ppt.cc/fw6oDx                    報名 QR碼： 

 

第三梯次-宇宙列車旅行團 

報名網址： https://ppt.cc/f8eomx                     報名 QR碼： 

 

 

https://ppt.cc/f8lGwx
https://ppt.cc/f8eo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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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梯次內容介紹： 

一、 第一梯次：跟著水去旅行 

 活動對象：本市轄內國民中學學生 

 活動時間：108年7月1日(一)至7月2日(二) 

 活動地點：曾文水庫(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70號) 

 活動說明及流程： 

曾文水庫於民國101年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為本市水資源環境教育的典範場域。本活動將以活潑、互動與體驗的方式，

帶領參加學員一同快樂學習，提升對水資源課題的思辨能力，進而形塑學員

愛水節水的價值與信念。 

時間 7/1(一) 7/2(二) 

08：00-08：20 集合 集合 

08：20-09：40 出發-車程 出發-車程 

09：40-10：00 破冰-水精靈相見歡 環境知識小學堂 

10：00-12：00 

曾文環教課程 曾文環教課程 

【認識曾文水庫】Ⅰ 

單元一：曾文時光 

單元二：守護水資源 

【莫拉克之後】Ⅰ 

單元一：水庫知多少 

單員二：前進莫拉克 

12：00-13：30 活力午餐 

13：30-15：30 

【認識曾文水庫】Ⅱ 

單元三：一窺曾文 

單元四：守護水資源 

【莫拉克之後】Ⅱ 

單元三：環境特派員 

單員四：再現風華 

15：30-16：00 

賦歸 

小組討論- 

省水節水妙招大集合 

16：00 ~ 領取餐盒，再見美好旅程 

             註: 每梯次為二天活動，學員需全程參加。活動流程及內容將配合實際情形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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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梯次：走讀在地歷史及環境 

 活動對象：本市轄內高中職(含五專1~3年級)學生 

 活動時間：108年7月6日(六)至7月7日(日) 

 活動地點：仁德滯洪池、牛稠子遺址、虎山林場、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活動說明及流程： 

流經仁德滯洪池的三爺宮溪是二仁溪的重要支流，早期因工廠、養豬場

排放廢水，其下游到上游都呈現重度污染的黑色。後經公私部門的共同努力，

污染大幅削減，生態亦隨之日趨豐富。而三爺宮溪一旁尚有一屬於新石器時

代中期牛稠子文化晚期的「牛稠子遺址」，是臺灣南部重要的遺址之一。本

活動將帶領學員以騎乘腳踏車的方式，親近我們日常生活的周遭環境，認識

地方歷史文化及環境，關注水資源保護的議題，促使學員瞭解人類與環境相

互依存關係。 

時間 7/6(六) 7/7(日) 

09：20-09：30 報到 報到 

09：30-10：30 
破冰 

環保精靈相見歡 1. 環境教育 DIY 

2. 動腦時間-環境保護齊

發想 10：30-12：00 

1. 關懷水資源．溪望再現

-走訪仁德滯洪池 

2. 簡易水質監測教學 

12：00-13：30 活力午餐 

13：30-16：00 
1. 走讀牛稠仔文化遺址 

2. 漫遊虎山林場 再見美好旅程 

16：00~ 領取餐盒，明天再見 

              註: 每梯次為二天活動，學員需全程參加。活動流程及內容將配合實際情形酌作修正。 

 課程第一天將安排戶外騎乘活動，請學員務必穿著體育服裝、運動鞋，

承辦單位提供腳踏車及安全帽，參與學員亦可自備腳踏車及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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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梯次：宇宙列車旅行團 

 活動對象：本市轄內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 

 活動時間：108年7月12日(五)至7月13日(六) 

 活動地點：南瀛天文館(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34-2號) 

 活動說明及流程： 

南瀛天文館是全台第一處以天文為主的環境教育場域，以「守護星空、

永續傳承、友善環境」為發展宗旨，其環境教育課程內容寓教於樂，並與生

活經驗連結。本活動將帶領學員參加各種有趣的天文環境課程，並夜宿天文

館實際體驗望遠鏡觀測。期望能透過推廣天文之美，將友善環境觀念深植於

學員心中，從而激發學員落實環境保護行動。 

時間 7/12(五) 7/13(六) 

08：20-08：30 集合 向宇宙早安 

08：30-09：30 出發-車程 溫馨早餐及環境知識小學堂 

09：30-10：30 破冰-小小太空人相見歡 星銀島大冒險互動展 

小組討論-小小太空人齊發想 10：40-11：50 太陽系大解密 

12：00-13：30 活力午餐 

13：30-14：30 天文環境課程：認識月相 

再見美好旅程 

14：30-16：20 小巧思辯方位 

16：30-17：10 球幕 3D星象劇場 

17：20-18：20 充電時間~享用晚餐 

18：30-20：00 
星空導覽解說 

(平頂/圓頂觀測解說及望遠鏡觀測) 

20：10-22：00 輪流盥洗及鋪床 

22：00~ 與星星共眠 

              註: 每梯次為二天活動，學員需全程參加。活動流程及內容將配合實際情形酌作修正。 

 本梯次安排夜宿(無家長陪同)，若有特殊生理狀況或其他可能發生之身

體重大不適者，請慎重考量是否報名本梯次。 

 請學員自備寢具（睡袋或棉被、枕頭）、盥洗用具(沐浴乳、洗髮精、牙

刷、毛巾等)、環保杯、環保筷、手電筒、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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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注意事項： 

一、 請依各梯次集合時間準時報到，逾時不候。 

二、 瞭解活動內容並遵守相關規定，活動中聽從帶領人員之指導。 

三、 遵守在指定範圍內進行活動，不隨意脫離活動隊伍。 

四、 活動行前注意氣象預報，依天候狀況做好完善準備。 

五、 活動進行時隨時留意自身與夥伴安全，發現有任何身體不適現象，立即與活

動帶領人員反應。 

六、 參加學員如有特殊生理狀況或其他可能發生的身體重大不適之症狀，請務必

事先告知，並隨身攜帶個人藥品。 

七、 為預防中暑發生，請注意攜帶充足的飲用水及帽子、傘等遮陽物品，並於活

動中隨時注意補充水分。 

八、 為響應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九、 若活動當日遇臺南市政府發布停班或停課，則本活動停止辦理，調整後之活

動日期另行通知。 

十、 承辦單位將全力維護活動全程安全，並為參加者辦理活動保險。學員若於活

動過程中違反或未配合活動注意事項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後果自行負責。 

十一、 若有相關疑問，請電洽06-2686751#329 陳怡如小姐或 E-mail 至

tnhwai88@gmail.com，將有專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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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南市環境教育夏令營活動 

家長同意書 

 本人茲同意___________（參加學生姓名，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

參加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之「臺南市環境教育夏令營活動」，且為

避免資源浪費，同意錄取後若非重大原因不會臨時取消，並承諾敦促學

生遵守活動期間之安全與活動規範。若其活動期間違反活動簡章規定，

致影響活動進行或意外發生將自行負責。 

 

本人已詳閱簡章上之活動注意事項，特立此書為憑。 

 

 

 

 

 

 

參加學生之家長／監護人：＿＿＿＿＿＿＿＿（簽章） 

                    緊急聯絡電話：＿＿＿＿＿＿＿＿ 

 

參加學生目前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梯次:□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請至欲參加梯次之報名網址填寫資料，並將填妥之家長同意書傳真至06-3353546，

或是拍照或掃描後寄至tnhwai88@gmail.com(主旨載明「報名第__梯次臺南市環境教

育夏令營-OOO(姓名)」)，方完成報名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