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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食堂─2018 年生物多樣性特展營隊簡章 

一、 活動緣起 

地球之所以美麗，是因為她以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勾勒出繽紛多彩又富饒生機的生

態，成就了各式各樣的生命與生活樣貌。2018 年 52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以「歡慶生

物多樣性 25 周年—保護地球生命」為題，分享全球各地持續關注在生物多樣性保育

的行動。為使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臺北市立動物

園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共同合作「動物食堂」營隊，歡迎大小朋友共同來

報名體驗，給自己最特別的暑期經驗！ 

好奇「動物食堂」是什麼嗎？在營隊中將藉由活動引導，讓大小朋友藉由認識動物

的分組活動、繪製動物生活地圖以及動物藏秘模仿秀，一步步建構你所不知道的「動

物食堂」模樣，同時在過程瞭解棲地環境對生物的重要性，物種與物種間的關聯，

串聯食物鏈、生態系的觀念，邀請大家一起從日常生活維護生物多樣性。 

二、 辦理單位 

主辦：臺北市立動物園 

協辦：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三、 招募對象及名額 

共有四梯次（詳見行程表） 

8/11、8/12 上午梯次招募參加對象：107 學年度為升國小 4-6 年級之個人學員(民國

95 年 9 月 1 日-民國 98 年 9 月 2 日出生者)個別報名。 

8/11、8/12 下午梯次招募參加對象：107 學年度為升國小 1-3 年級 (民國 98 年 9 月 2

日-民國 101 年 9 月 2 日出生者)與家長之親子共學組合。 

每梯共計 32 人 (一般學員 28 名，低收入戶學員 4 名) 

四、 活動時間 

       共計 4 個梯次 

(一)、 日期 8/11，時間上午 8 點 30 分至中午 12 點 30 分 

(二)、 日期 8/11，時間下午 1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三)、 日期 8/12，時間上午 8 點 30 分至中午 12 點 30 分 

(四)、 日期 8/12，時間下午 1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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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費用 

(一) 一般學員每人 250 元（含講師費、教材費及場地清潔費等，須請自行購買門票入

園）、2 人同行推廣價 450 元； 

(二) 低收入戶學員每人 150 元(請於報到時出示證明文件)。 

七、 活動課程及行程表 

(一) 活動地點：永續食堂特展區(涼亭)、地下室教室(地下一樓演講廳旁) 

(二) 營隊日期 8/11，時間上午 8 點 30 分至中午 12 點 30 分 

時間 8/11 (六) 上午 地點 

08:30 – 09:00 相見歡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09:00 – 10:30 

特展巡禮 

出發，上課囉！ 

特展說明與小 Q.A. 

我愛鄉村帶唱 小破冰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說明 

10:30 – 12:00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配對與繪圖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排演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牌卡棲地演出 

12:00 – 12:30 活動 Q.A.時間 

12:30~ 賦歸或園區探索  

 

(三) 營隊日期 8/11，時間下午 1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時間 8/11 (六) 下午 地點 

13:30 – 14:00 相見歡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14:00 – 14:50 
我愛鄉村帶唱 小破冰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說明 

14:50 – 16:20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配對與繪圖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排演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牌卡棲地演出 

活動 Q.A.時間 

16:20 – 17:30 
特展巡禮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特展說明與 Q.A. 

17:30 賦歸或自由參加園區暑期夜間園區開放 暑期夜間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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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四) 營隊日期 8/12，時間上午 8 點 30 分至中午 12 點 30 分 

時間 8/12 (日) 上午 地點 

08:30 – 09:00 相見歡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09:00 – 10:30 

特展巡禮 

出發，上課囉！ 

特展說明與小 Q.A. 

我愛鄉村帶唱 小破冰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說明 

10:30 – 12:00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配對與繪圖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排演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牌卡棲地演出 

12:00 – 12:30 活動 Q.A.時間 

12:30~ 賦歸或園區探索  

(五) 營隊日期 8/12，時間下午 1 點 30 分至下午 5 點 30 分 

時間 8/12 (日) 下午 地點 

13:30 – 14:00 相見歡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14:00 – 14:50 
我愛鄉村帶唱 小破冰 

地下室教室 

動物食堂 說明 

14:50 – 16:20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配對與繪圖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小隊排演 

動物食堂 活動進行 牌卡棲地演出 

活動 Q.A.時間 

16:20 – 17:30 
特展巡禮 

永續食堂特展涼亭 
特展說明與 Q.A. 

17:30 
賦歸或自由參加園區暑期夜間園區開放

活動 
暑期夜間園區 

 

八、 報名方式 

(一) 本次活動統一採「依貝特報名網」線上報名，即日起開放各梯次網路報名，額滿為

止，請詳閱報名方式，避免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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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報名須詳閱注意事項，並填寫聯絡人資料，資料送出後再依序填入學員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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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報名完成後，聯絡人 E-mail 將立即收到「報名完成通知信」。 

(四) 報名報名 8 月 11 日梯次者，請於 8 月 6 日前完成報名；8 月 12 日梯次者，請於 8

月 7 日前完成報名，逾期將取消名額(48 小時繳費)。 

(五) 繳費方式： 

7-ELEVEn 超商 ibon 繳費流程 

1.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i-bon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憑

此代碼 48 小時內至全台 7 -11 超商門市 ibon 機台進行繳費 

2. i-bon 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3. 輸入代碼『EBT』 後直接按『下一步』 

4. 再輸入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5.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6. 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7. 列印出 i-bon 繳費單後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 7-ELEVEN 櫃檯繳費。 

(三) 課程洽詢：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02) 02-23685810 

 

九、 報到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 報到地點位於臺北市立動物園永續食堂特展涼亭(位於主軸步道演講廳一樓入口處) 

(二) 為顧及參加者安全暨活動整體品質，此活動限 7 歲以上學員參加。 

(三) 請學員自行攜帶防蚊液、雨衣、水壺，並依個人於園區停留時間所需之午餐、晚餐，

天氣炎熱請適時補充水分。 

(四) 活動遇一般風雨照常舉行。若遇颱風等天災，經政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課當天活動暫

停，並另安排時間舉辦。 

(五) 本活動保有課程調整權利，其他未盡事宜將隨時更正。 

十、 繳費及退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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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梯次報名人數未達 20 人不開梯，可改其他梯次或取消。(如另案辦理時採重新報

名方式辦理)。 

(二) 一般情形下，報名繳交費用後，請假缺課者一律不退費。 

(三) 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活動並於活動前 3 日前主動通知，可退活動總費用 80%；退費

手續將於 4 梯次課程結束後（9 月）統一辦理。 

(四) 活動遇一般風雨照常舉行；若遇颱風等天災，經政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課，當天體驗

營梯次取消，全額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