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來林邊玩吧

環境教育‧社區體驗活動預約單

(108.2 月版 )
聯絡洽詢日期：

/

團體預約請至少於 7 日前，以利安排服務，感謝！
結合生態復育與環境保護，發展再生能源的在地實驗；省思氣候變遷、傳遞環境資訊，透過導覽解
說護持社區特色，
「濕地野炊」
、
「敲敲染」
、
「釣沙蟹」…有趣有感的體驗活動，現地取材地產鴨蛋、
濕地野材香料、不用火不用電的太陽能鍋、土窯燒烤，學習與溝通的過程讓環保科學與自然教育更
親切友善，擅長和大自然打交道的林邊人，希望邀請大眾與我們一起努力環境的永續發展。
團體/單位
人數

預約日期
成人

位，兒童

位，三歲以下幼兒

聯絡人

電話/手機

e-mail

傳真
項目

時間 (約)

/

型態

□林邊鴨蛋玩泥巴

40-60 分鐘 DIY

□採集植物敲敲染

60 分鐘

□綠天使の水草球

40-60 分鐘 DIY

□披薩 DIY 窯烤

40-60 分鐘 體驗/美食

□月芽灣釣沙蟹

60 分鐘

趣味體驗

□草本植物巧手作

30 分鐘

DIY

DIY

□導覽解說
1-1.5 小時 導覽解說

(

)時間

：

~

：

位

費用

備註

150 元/人

融合自然與人文藝術，最低
環境消耗為價值，帶著有意
150 元(方巾)/人
義、好心意的旅行紀念品，
150 元(創意植栽)/人
150 元/人 一個 6〞Pizza 送禮或自用都很棒！
加選海鮮飯湯每份 100 元
150 元/人
100 元/人
10 人以下 1000 元
20 人以下 1600 元
40 人 2000 元
10 人開辦 350 元/人

適 12 歲以下兒童
有指定專題、演說座談需
求，請另編講師費

□環境教育方案

2 小時

課程/活動

有時數認證，歡迎洽詢

□套裝行程

4 小時
7 小時

導覽/餐食
/材料全含

□半日遊 550 元/人
□一日遊 880 元/人
三歲以上均一價
15 人組團即可成行

慢活漁村蟹蟹您來、熱力四
射初心野炊、品嚐海味冰淇
淋、慢遊走讀老林邊品嘗小
吃…歡迎洽詢客製

□ 孤鳥 ＆三隻小貓
很可以

2-3 小時

餐食/材料
全含

每人 250 元

光電下自產安心蔬菜鮮菇
現煮麵/花草茶/水草球 DIY
體驗或單車自遊行 (2 擇 1)

□ 10 人成行超 EASY

3 小時

餐食/材料
全含

每人 400 元

6〞Pizza DIY/採收光電下
蔬菜疊磚火箭爐炊湯/敲敲
染體驗或單車自遊行 (2 擇 1)

□ 20 人成行就能玩
* 招待太陽滷茶鴨蛋

3-3.5 小時 導覽/餐食
/材料全含

每人 400 元

6〞Pizza DIY/採收光電下
蔬菜疊磚火箭爐炊湯/釣沙
蟹體驗或單車自遊行 (2 擇 1)

□窯烤灶炊濕地餐桌
可談客製服務或玩廚

1-1.5 小時 安心低碳
友善環境

客製餐每人 250 元~
金銀蛋、太陽能板下新鮮菇
6〞手工 pizza 整片、 兒、鮮蔬香料等為基底，自

資源好食
□會議場地使用
□單車使用

附湯、飲料

□野炊場地使用
歡迎洽詢
□會議茶點每人份 100 元起

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08-8753794 / 8758862

然土窯、傳統爐灶燒柴炊煮
每週一休園，週二 - 週日
上午 8：30-下午 5：30 服務

nabem870517@gmail.com

傳真：08-8754619

套裝行程 與 環境教育方案說明：
項目

時間 (約)

□套裝行程

4 小時

型態

客報收費

備註

含導覽/餐
食/材料

半日遊 550 元/人
□ A選1 + B或C
選1
□ B選2項 +C選1
項
一日遊 880 元/人
□ A選1 + B選2
+ C選1

套裝行程透過帶路人全日
或半日的陪伴，加入連貫性
的導覽，將 A.B.C 各項目串
連成為套裝是最大價值。
恕無受理欲以前一頁的各
單項體驗活動之單價，加總
計算方式行議價。
有疑慮請直接選前頁單項

三歲以上均一價
15 人組團即可成行，
深度旅行單團最高上 7 小時
限 60 人

□ A選2
A.下列各別為單獨選項

B.下列各別為單獨選項

C.下列各別為單獨選項

月芽灣釣沙蟹焢沙窯 3hr(限 30 人)

披薩 DIY 窯烤 1hr (20 人以上 1.5hr)

鮮饌道品嚐海味冰淇淋

光電農圃採鮮蔬、火箭爐野炊 3hr

捏捏揉揉土窯夯胖 1.5 hr (限 20 人) 單車漫遊林邊廟口覓小吃

大自然玩廚、創作環境料理 3hr

綠天使の水草球 0.5-1hr

塭邊打鮮魚，漁村小漫遊 3hr

種盆香草小巧籃 0.5-1hr

遊鵬灣，擠魚丸品冬粉湯 3hr

採集植物敲敲染 1-1.5hr

來一碗崎仔頭海味飯湯

著迷魚，風海一夜干 DIY 2-2.5 hr 林邊鴨蛋玩泥巴 1hr
鐵馬轉轉走讀林邊聽故事 2.5 hr

月芽灣釣沙蟹 1-1.5hr

林邊溪望大武山知性之旅 4hr

林邊溪口尋覓招潮蟹 1-1.5 hr

項目
□ 環境教育方案
達 10 人開辦

時間 (約)
各單方案
2 小時

型態

客報收費

備註

課程/活動

350 元/人
2 小時課程方案，單
團達 30 人打 75 折

環教法規時數
使用者付費，恕無提供免費
招待工作人員或教師。

光采熱廚房

(依天候狀況安排太陽能鍋│火箭爐│土窯)

珍愛環境超值方案：

能源停看聽

(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碳足跡)

2 小時課程，外加選一個 DIY

綠色能源藏寶圖

(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環保標章│碳路徑)

體驗項目，可核發 4 小時環

深愛林邊無限練習題 (地層下陷│調適行動│綠色消費)

教時數，每人 400 元

太陽能板下的新鮮事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食農教育│低碳飲食)

*達 20 人開辦

317 故事鄉官網：https://317nb.net/
請傳真本預約單作為正式確認。團體 30 人以上預約，務必於活動四日前，請完成匯款。
完成匯款後，請來電 08-8753794 或 Email 通知，以便確認實收帳款，感謝您！
聲明：學校或單位，必需活動結束核銷後匯款支付者，恕無提供環境教育方案折扣優惠
匯款帳戶：社團法人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代號：700 (林邊郵局) 帳號：0071611-0427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