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動物園 

「2023 年食農教育-農村生態體驗--呷好稻香報」 

研習課程簡章 

 

臺北市立動物園致力於環境教育推廣不遺餘力，期望大家共同友

善我們的土地，邀請大小朋友親自體驗一日農夫下田的樂趣哦!過程中

可以透過實作，了解糧食、土地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給自己一個

親近大自然的機會，讓人類與糧食可以走向更永續的未來。 

為了推廣食農教育讓大朋友、小朋友親近大自然，體驗農村生態

文化及樂趣，臺北市立動物園特別在 2023 年開春之際，由桃園農業改

良場提供稻苗，推出水稻實地操作研習課程。配合農作物的生長過

程，共有 3 次不同的體驗活動，包括下田種植、除草、施肥到親手收

穫等，除可讓參加的學童瞭解稻子生長過程之外，並可體驗”手把青

秧插滿田，退步原來是向前”的情境及收成的樂趣，最後還會將碾好

的稻米寄送給大家。 

活動名稱：2023 年食農教育-農村生態體驗-呷好稻香報 

活動內容：稻子栽培體驗實作課程 (週六班)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 

活動日期：自 2 月 25 日起至農作物收成為止，共計三次課程。  

(一) 2/25 (六) 8:45-12:00 插秧和認識作物 

(二) 5/20(六) 8:45-12:00 除草、施肥和農地觀察 

(三) 7/1 (六) 8:45-12:00 水稻收割 

參加對象：111 年度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共計約 30 人(含低收入戶 2

人)。 

活動費用：本費用為三場次活動材料費，以人為單位共收 30 位。 

(一) 一般學童 28 人，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1,400 元整。 

(二) 低收入戶 2 人，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700 元整(營隊當天請檢附低收

入戶證明)。 



研習費用不含門票，需自行購票入園。 

研習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研習地點 

08:45-09:00 報到&資料發放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00-09:30 相見歡及課程說明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30-10:30 
課程(一): 

大家一起來體驗 
兒童動物區 

10:30-11:30 

課程(二): 

稻米到米飯？/ 探

索農地小生物/糧

食與永續生活 

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小教室 

11:30-12:00 分享時間 教育中心小教室 

~快樂離園~ 

備註：課程將依實際邀請師資狀態調整，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

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報名日期與方式： 

本次活動於 112 年 2 月 8 日(週三)上午 10:00 起開放「伊貝特報名網」

線上報名，2 月 20 日(週一)截止，請詳閱報名方式，避免權益受損。 

報名應填資訊如下：  

本次活動統一採「伊貝特報名網」(網址：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線上報名，額滿為止。報名前請先登錄網站，並詳閱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並準

備學員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身分別、E-mail 及行動電話

等）及選擇報名梯次。報名完成後，聯絡人 E-mail 將立即收到「報名完成通知信」，

再依繳費方式 48 小時內進行繳費。報名系統及繳費問題請洽伊貝特客服專

線:(02)2951-6969。 

報到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 活動當日於上午 8:45-9:00自行購票入園於大門團體票入口集合報到(請參考下

列地圖)，逾時不候。 

(二) 本研習活動為體驗課程，需實際下田，請自備茶水、毛巾及遮陽遮雨用具，並

請著輕便短褲或自備更換用長褲…等，以利活動進行。 

(三) 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若有彈



性調整營隊課程、活動型式及配合事項等內容，將於行前通知信中提醒學員配

合執行。 

(四) 活動報名須遵守本園之相關規定，並請注意個人安全。 

(五) 活動期間將派員進行活動照片拍攝，並將照片公布於網站提供家長。 

(六)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調整權利，其他未盡事宜將隨時更正或補強。 

(七) 課程結束後，會寄送碾好的白米給所有的學員，報名時請將連絡地址確實填寫。 

(八) 本課程諮詢專線： (02)29382300 分機 503 李政哲先生。 

繳費及退費資訊： 

(一) 每梯次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該梯次將取消。 

(二) 報名繳交費用後，請按照課程表時間準時出席參加活動，課程期間請假缺課者

一律不退費。 

(三) 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研習，請於研習開始前 3 日主動通知，可退當次課程的

80%費用。退費手續將於研習營隊全部結束後(7 月)統一辦理。 

(四) 本研習活動遇一般風雨照常舉行。若遇颱風、疫情等天災，為維護學員安全，

經政府公告停止上課者，當天梯次取消並退當次課程費用。 

報到地點：大門團體票入口(請參考地圖) 

 
  

團體票入口處 



臺北市立動物園 

「2023 年食農教育-農村生態親子體驗—春耕美人腿」 

研習課程簡章 

 

臺北市立動物園致力於環境教育推廣不遺餘力，期望大家共同友

善我們的土地，邀請大小朋友親自體驗一日農夫下田的樂趣哦!過程中

可以透過實作，了解糧食、土地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給自己一個

親近大自然的機會，讓人類與糧食可以走向更永續的未來。 

為了推廣食農教育讓大朋友、小朋友親近大自然，體驗農村生態

文化及樂趣，臺北市立動物園特別在 2023 年開春之際，由桃園農業改

良場提供茭白筍苗，推出茭白筍實地操作研習課程。配合農作物的生

長過程，共有 3 次不同的體驗活動，包括下田種植、除草、施肥到親

手收穫等，除可讓參加的學童瞭解茭白筍生長過程之外，並可體驗 ” 

茭白筍成長 ”的情境及收成的樂趣。 

活動名稱：2023食農教育-農村生態體驗—茭白筍 

活動內容：茭白筍栽培體驗實作課程 (週日班)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 

活動日期：自 3/26 起至農作物收成為止，共計三次課程。  

(一) 3/26(日) 8:45-12:00 插秧和認識作物 

(二) 9/3 (日) 8:45-12:00 除草、施肥和農地觀察 

(三) 11/5(日) 8:45-12:00 茭白筍收割 

參加對象：111 年度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共計約 30 人(含低收入戶 2

人)。 

活動費用：本費用為三場次活動材料費，以人為單位共收 30 位。 

(一) 一般民眾 28 位，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1,300 元整。 

(二) 低收入戶 2 位，每人費用為新台幣 650 元整(營隊當天請檢附低

收入戶證明)。 

研習費用不含門票，需自行購票入園。 



研習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研習地點 

08:45-09:00 報到&資料發放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00-09:30 相見歡及課程說明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30-10:30 
課程(一): 

大家一起來體驗 
兒童動物區 

10:30-11:30 

課程(二): 

茭白筍是什麼？/

探索農地小生物/

田園與永續生活 

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小教室 

11:30-12:00 分享時間 教育中心小教室 

~快樂離園 

備註：課程將依實際邀請師資狀態調整，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

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報名日期與方式：本次活動於 112 年 2 月 8 日(週三)上午 10:00 起開放

「伊貝特報名網」線上報名，3 月 21 日(週二)截止，請詳閱報名方

式，避免權益受損。 

報名應填資訊如下：  

本次活動統一採「伊貝特報名網」(網址：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線上報名，額滿為止。報名前請先登錄網站，並詳閱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並準

備學員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身分別、E-mail 及行動電話

等）及選擇報名梯次。報名完成後，聯絡人 E-mail 將立即收到「報名完成通知信」，

再依繳費方式 48 小時內進行繳費。報名系統及繳費問題請洽伊貝特客服專

線:(02)2951-6969。 

報到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 活動當日於上午 8:45-9:00自行購票入園於大門團體票入口集合報到(請參考下

列地圖)，逾時不候。 

(二) 本研習活動為體驗課程，需實際下田，請自備茶水、毛巾及遮陽遮雨用具，並

請著輕便短褲或自備更換用長褲…等，以利活動進行。 

(三) 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若有彈

性調整營隊課程、活動型式及配合事項等內容，將於行前通知信中提醒學員配



合執行。 

(四) 活動報名須遵守本園之相關規定，並請注意個人安全。 

(五) 活動期間將派員進行活動照片拍攝，並將照片公布於網站提供家長。 

(六)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調整權利，其他未盡事宜將隨時更正或補強。 

(七) 本課程諮詢專線： (02)29382300 分機 503 李政哲先生。 

繳費及退費資訊： 

(一) 每梯次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該梯次將取消。 

(二) 報名繳交費用後，請按照課程表時間準時出席參加活動，課程期間請假缺課者

一律不退費。 

(三) 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研習，請於研習開始前 3 日主動通知，可退當次課程的

80%費用。退費手續將於研習營隊全部結束後(12 月)統一辦理。 

(四) 本研習活動遇一般風雨照常舉行。若遇颱風、疫情等天災，為維護學員安全，

經政府公告停止上課者，當天梯次取消並退當次課程費用。 

報到地點：大門團體票入口(請參考地圖) 

 
  

團體票入口處 



臺北市立動物園 

「2023 年食農教育-農村生態親子體驗--芋來芋香」 

研習課程簡章 

 

臺北市立動物園致力於環境教育推廣不遺餘力，期望大家共同友

善我們的土地，邀請大小朋友親自體驗一日農夫下田的樂趣哦!過程中

可以透過實作，了解糧食、土地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給自己一個

親近大自然的機會，讓人類與糧食可以走向更永續的未來。 

為了推廣食農教育讓大朋友、小朋友親近大自然，體驗農村生態

文化及樂趣，臺北市立動物園特別在 2023 年開春之際，由苗栗農業改

良場提供芋頭苗，推出芋頭實地操作研習課程。配合農作物的生長過

程，共有 3 次不同的體驗活動，包括下田種植、除草、施肥到親手收

穫等，除可讓參加的學童瞭解芋頭生長過程之外，並可體驗”芋頭成

長 ”的情境及收成的樂趣。 

活動名稱：2023 食農教育-農村生態親子體驗—芋來芋香 

活動內容：芋頭栽培體驗實作課程 (週日班) 

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 

活動日期：自 3/5 起至農作物收成為止，共計三次課程。  

(一) 3/5(日) 8:45-12:00 種芋頭和認識作物 

(二) 9/24(日) 8:45-12:00 除草、施肥和農地觀察 

(三) 11/12(日) 8:45-12:00 芋頭收割 

參加對象：111 年度小一到小三的學童及家長，共計約 30 人(含低收入

戶 4 名)。 

活動費用：本費用為三場次活動材料費，以人為單位共收 30 位 

(一) 一般學員：一大一小費用為新台幣 2,600 元（含講師費、午餐等），

每增加 1 人費用為 1,300 元。 

(二) 低收入戶：一大一小費用為新台幣 1,300 元、每增加 1 人費用為

650 元。(營隊當天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研習費用不含門票，需自行購票入園。 

研習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研習地點 

08:45-09:00 報到&資料發放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00-09:30 相見歡及課程說明 教育中心小教室 

09:30-10:30 
課程(一): 

大家一起來體驗 
兒童動物區 

10:30-11:30 

課程(二): 

芋頭是什麼？/探

索農地小生物 

兒童動物區/教育中心小教室 

11:30-12:00 
分享時間/田園與

永續生活 
教育中心小教室 

~快樂離園 

備註：課程將依實際邀請師資狀態調整，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

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報名日期與方式：本次活動於 112 年 2 月 8 日(週三)上午 10:00 起開放

「伊貝特報名網」線上報名，2 月 28 日(週二)截止，請詳閱報名方

式，避免權益受損。 

報名應填資訊如下：  

本次活動統一採「伊貝特報名網」(網址：https://bao-ming.com/eb/www/index.php)

線上報名，額滿為止。報名前請先登錄網站，並詳閱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並準

備學員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身分別、E-mail 及行動電話

等）及選擇報名梯次。報名完成後，聯絡人 E-mail 將立即收到「報名完成通知信」，

再依繳費方式 48 小時內進行繳費。報名系統及繳費問題請洽伊貝特客服專

線:(02)2951-6969。 

報到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 活動當日於上午 8:45-9:00自行購票入園於大門團體票入口集合報到(請參考下

列地圖)，逾時不候。 

(二) 本研習活動為體驗課程，需實際下田，請自備茶水、毛巾及遮陽遮雨用具，並

請著輕便短褲或自備更換用長褲…等，以利活動進行。 

(三) 因應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若有彈



性調整營隊課程、活動型式及配合事項等內容，將於行前通知信中提醒學員配

合執行。 

(四) 活動報名須遵守本園之相關規定，並請注意個人安全。 

(五) 活動期間將派員進行活動照片拍攝，並將照片公布於網站提供家長。 

(六)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調整權利，其他未盡事宜將隨時更正或補強。 

(七) 本課程諮詢專線： (02)29382300 分機 503 李政哲先生。 

繳費及退費資訊： 

(一) 每梯次報名人數未達 15 人，該梯次將取消。 

(二) 報名繳交費用後，請按照課程表時間準時出席參加活動，課程期間請假缺課者

一律不退費。 

(三) 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研習，請於研習開始前 3 日主動通知，可退當次課程的

80%費用。退費手續將於研習營隊全部結束後(12 月)統一辦理。 

(四) 本研習活動遇一般風雨照常舉行。若遇颱風、疫情等天災，為維護學員安全，

經政府公告停止上課者，當天梯次取消並退當次課程費用。 

報到地點：大門團體票入口(請參考地圖) 

 

團體票入口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