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104 年度人口政策宣導活動計畫
一、活動名稱：認識士林･士林小學堂･親子夏令營
二、活動目的：
一個溫暖包容的家庭，父母和孩子是彼此的成長動力與支
柱，亦是和諧社會奠定的基礎。
不過現今忙碌生活，讓家逐漸降低了包容和溫度、社區減
少愛和關懷，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希望透過親
子夏令營活動，讓士林在地家庭成員一起手牽手了解自己生活
的環境，並藉由不同課程內容規劃，一方面增加親子之間互動
及情感連結；一方面藉由認識社區的文史故事，培養在地關懷
精神，進而讓家更溫暖，也讓社區更具凝聚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各里辦公處、禾荳荳美術館、芝
山文化生態綠園、台灣創價學會(至善藝文中
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順益
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台北市三腳渡龍舟文化發
展協會、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太平洋崇光
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店）、台北數位藝術
中心、河洛坊、蘇荷兒童美術館、臺北市士林
區富安國民小學、台北市士林區富洲社區發展
協會、瑞成棉被、士林慈諴宮
四、活動範圍：士林七大次分區
士林是一個多元的區域空間，從人文、歷史、地理與工商
發展等因素綜觀區政發展方向，大抵可將士林區劃分成「七大
生活圈」：陽明山生活圈、天母生活圈、蘭雅生活圈、芝山岩
生活圈、街上生活圈、後港生活圈，以及社子生活圈。透過生
活圈的概念更凝聚居民共識、共同發展區域特色，同時也是尋
求自我定位的關鍵力量。
五、參加對象
士林區內 104 學年度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及其家長
六、每場次參與人數
每場次 20 對親子，共計 40 人。且 7 場次人員皆不重複。

七、各次分區小學堂日期及課程內容：
編號
1

日期
7/12

次分區
課程內容
芝山岩次分區 09:00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集合
親子小學堂 09:15 士林親子小學堂活動開幕
09:30 芝山岩地質歷史介紹
12:00 芝山綠園教室享用午餐
13:00 芝山生態文化綠園介紹
14:00 傷鳥救護—得得之家
14:30 跟著鼻子去旅行（香草植物）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2

7/19

陽明山次分區 09:00 原住民文化主題公園集合
親子小學堂 09:30 原住民文化主題公園導覽教學
11:00
12:00
13:00
14:00

創價學會藝術精品賞析
臨溪區民活動中心享用午餐
外雙溪公園濕地生態教學
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參觀與 DIY 學習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3

7/26

後港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09:00 劍潭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
09:30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相見歡+簡報+導
覽+草地活動)
11:30 百齡河堤行走
12:00 劍潭區民活動中心享用午餐
13:30 認識三腳渡→移動土地公廟→阿正師
的龍舟製作與說明
14:30 划龍舟體驗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4

8/2

蘭雅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09:00
09:30
10:30
11:00

芝山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
磺溪公園導覽與認識
公共藝術導覽與認識
太平洋 SOGO 天母店迎賓禮→綠色生
態、太陽能、水資源回收再利用、藝
文空間

12:00 仰德區民活動中心享用午餐
13:00 田園城市

13:30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藝術欣賞與
Fablab Dynamic 雷切體驗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8/9

天母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09:00 新光三越（天母店）門口集合
09:30 天和公園鳥類生態台灣藍鵲、番井沸
泉水源故事
10:30 河洛布袋戲野台戲
12:00 天玉里里辦公處享用午餐
14:00 蘇荷兒童美術館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8/16

社子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08:30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集合上車
09:30 社子坤天亭→李合興宅參觀與導覽
10:30
11:30
12:30
13:30

參觀富安國小
中洲活動中心享用午餐
紅樹林水筆仔植物染教學
濕地生態導覽→島頭公園環境導覽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8/23

街上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09:00 士林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士林國小
→士林紙廠→下水檔→士林福德宮→
潘家→慈諴宮→士林老市場→百年老
店郭合記→瑞成棉被店→公民會館
12:00 公民會館享用午餐
13:30 中元普渡展導覽
14:30 創意禮俗用品 DIY 創作
15:30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16:00 賦歸

八、活動費用：全額免費。
九、報名方式
（一）本項活動鼓勵親子共同參與，惟基於經費有限，以親子(1
位家長搭配1位小朋友)報名為條件，開放報名。
（二）自104年6月12日起至104年6月28日下午5點止，填妥報名資
料後(報名表如附件1)，以傳真方式送至士林區公所人文課
(傳真號碼02-8861-5506)，並於電話確認後，完成報名程
序。

十、注意事項
（一）為使經費有效運用，本項活動共計7場次，每對親子僅得擇
1場次活動進行報名，參與人員如有多場次報名情形，為求
公平性，視為活動報名不成功，將請參與人員重新傳真報
名。
（二）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所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另如活動當天遇臺北市政府發布停班停課訊息，將另擇期
舉辦；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停止辦理。
十一、活動預期效益
讓士林在地家庭成員一起手牽手了解自己生活的環境。
一方面增加親子之間互動及情感連結；一方面藉由認識社區
的文史故事，培養在地關懷精神，進而讓家更溫暖，也讓社
區更具凝聚力。
另外本活動針對士林一些重要的人物、古蹟、文化、企
業等，就前述主題進行深入調查訪問，進而累積相關資料，
比如起源、文化、社區的扮演角色與或參與成果等，再將這
些資料整理，並予以撰寫成書面教材，讓參與活動的親子除
了現場解說外，亦可獲得文字資料帶回閱讀。
十二、活動經費：
（一）由本所編列之人口政策活動宣導費項下支應(概算表如附件
2）
（二）經費之支出核銷手續，依有關法令程序辦理之。
十三、本計畫陳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活動說明

散步有文化․我是士林人要知士林事
炎熱的暑假，還不知道要去哪走走嗎，帶著小朋友和我們一起來認識士林吧。
散步中認識遠古遺跡，珍貴地貌、豐富的芝山文化生態園地、傷鳥的救助之家、
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創價學會臺灣藝術作品、豐富濕地生態、有故事的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會移動的土地公廟、國寶級大師阿正師、龍舟體驗、綠色 SOGO 建築、台北數位
藝術中心創意作品互動與體驗、天和公園鳥類生態台灣藍鵲、番井沸泉水源故事、河
洛坊野台布袋戲、蘇荷兒童美術館、抗淹水的建築設計、島頭落日、士林盛事四角頭
中元普渡典故。
豐富有深度的親子微旅行，歡迎你們的加入。

認識士林‧士林小學堂‧親子夏令營
7/12
芝山岩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7/19
陽明山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7/26
後港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8/2
蘭雅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8/9
天母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8/16
社子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8/23
街上次分區
親子小學堂

探索臺北古文明及芝山生態（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開幕→芝山岩地質歷史→午餐（綠園教室）→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得得之家(傷鳥救護)→回饋分享與大合照→賦歸
原民․溼地․藝文（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原住民文化主題公園→創價學會藝術精品賞析→午餐（臨溪區民活
動中心）→外雙溪公園濕地生態教學→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參觀與
DIY 學習→回饋分享與大合照→賦歸
文化傳承，划動未來（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百齡河堤行走→午餐（劍潭區民活動中心）→
認識三腳渡→移動土地公廟→阿正師龍舟製作與說明→划龍舟體驗
→回饋分享與大合照→賦歸
綠色建築科技藝術（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磺溪公園導覽認識→公共藝術導覽與認識→太平洋 SOGO 天母店
（迎賓禮、綠色生態、太陽能、水資源回收再利用、藝文空間）→
午餐（仰德區民活動中心）→田園城市→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藝術欣
賞與 Fablab Dynamic 雷切體驗→回饋分享與大合照→賦歸
城市祕境與藝文探索（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天和公園生態臺灣藍鵲→番井沸泉水源故事→河洛布袋戲野台戲→
午餐（天玉里里辦公處）→蘇荷兒童美術館→回饋分享與大合照→
賦歸
智慧建築生態共生（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坤天亭→李合興宅導覽→富安國小→午餐(中洲區民活動中心)→紅
樹林水筆仔植物染教學→濕地生態導覽→島頭公園導覽→回饋分享
與大合照→賦歸
百年風華民俗共賞（活動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士林國小→士林紙廠→下水檔→士林福德宮→潘家→慈諴宮→士林
老市場及百年老店→午餐（士林公民會館）→中元普渡展導覽→創
意禮俗用品創作→回饋分享與大合照→賦歸

開放報名期間：104 年 6 月 12 日至 104 年 6 月 26 日
每對親子僅限報 1 場次

報名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人口政策宣導活動
認識士林･士林小學堂･親子夏令營 報名表
報名
日期

次分區親子小學堂

報名場次

(限填 1 場次活動，此處未填視同報名不成功)

___月___日

□芝山岩次分區 104 年 7 月 12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芝山文化生態綠園集合)
□陽明山次分區 104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原住民文化主題公園集合)

(請擇一)
□後港次分區
再次確認
□蘭雅次分區
勾選場次

104 年 8 月 9 日 (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天母新光三越門口集合)

□社子次分區

104 年 8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臺北市士林區公所門口集合)

□街上次分區

104 年 8 月 23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士林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
性
別

出生年
□男□女

性

小朋友

資料

104 年 8 月 2 日 (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芝山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

□天母次分區

家長

聯絡

104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於劍潭捷運站 2 號出口集合)

別

市內電話：

月日
出生年

□男□女

月日

(請填寫白天可連絡之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緊急聯
絡資料

身分證

(僅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使用)

字號
身分證

(僅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使用)

字號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行動電話：

(請填寫白天可連絡之電話)

1、本次活動地點含戶外空間，請自備防曬物品、充足飲用水及儘量穿著白色上衣、牛仔褲及布鞋；各
課程地點間除有行動安全考量外，均以步行方式進行，請衡量體能狀況，再行報名。

2、為使經費有效運用，本項活動共計 7 場次，每對親子僅得擇 1 場次活動進行報名，參與
人員如有多場次報名情形，為求公平性，視為活動報名不成功，將請參與人員重新傳真
報名。
3、採事先報名制，依報名優先順序，額滿為止；額滿後報名者，列為候補，活動前如遇缺額，將依序
通知遞補。

報名
注意
事項

4、報名請填妥以上資料，以傳真方式報名，並請於報名資料送出後，來電確認完成報名手續。（傳真
號碼：02-88615506；聯絡電話：28826200 分機 6501 活動承辦人-許先生）
5、報名後若當日不克前來，請於活動開始前二日來電告知(電話：02-28826200 分機 6501 活動承辦人
-許先生)
6、本項課程係鼓勵親子共同參與，且為全額免費活動，基於經費有限，參加對象限制為士林區內

104 學年度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及其家長，以親子(1 位家長搭配 1 位小朋友)報名為條
件，開放報名。
7、本活動各場次除 20 對親子學員參與外，基於實務運作，如遇特殊境遇家庭，由本所通盤考量，則
另於每場次開放 4 位單獨小朋友報名。
8、參加民眾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9、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本所保有調整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另如活動當天遇臺北市政府發布停班停課
訊息，將另擇期舉辦；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得停止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