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新竹科學園區工安環保月生態活動 

1、 活動宗旨與特色 

為提倡園區職業安全文化、促進區內同仁身心健康及增進各事業單位間情誼。

規劃舉辦寓教於樂之生態活動，邀請您闔家一同在假日期間與我們一同賞遊桃

竹苗地區自然生態景觀，並在行程中認識生態保育的重要。 

2、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

同業公會 

3、 協辦單位：葡萄王生技(股)公司龍潭園區分公司 / 友達光電(股)公司 / 群創光電(股)公

司 / 旺宏電子(股)公司 

4、 承辦單位：寶悍運動平台股份有限公司 

5、 報名時間：111 年 9 月 29 日(四)至 111 年 10 月 6 日(四)止或額滿為止 

6、 報名方式：一律採用 BeClass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8bfe633186159188b 

或掃描 QR code： 

 

7、 報名限制：本活動各梯次開放名額數量有限，每一人（同一身分證統一編號）僅限報

名一場次，請留意。 

 

 



8、 活動日期/地點： 

場次 日期 行程 地點 梯次人數 

梯次一 10/22(六) 

08:30-16:00 

水語茶香生態遊 龍潭友達水資源教育

館 

開放名額：

30 人 

工作群組：

10 人 

梯次二 10/23(日) 

08:30-16:00 

三坑生態公園生態遊 龍潭三坑生態公園 

 

開放名額：

30 人 

工作群組：

10 人 

梯次三 11/5(六) 

08:30-16:00 

石滬文化體驗 苗栗後龍外埔漁港 

 

開放名額：

30 人 

工作群組：

10 人 

梯次四 11/6(日) 

09:00-16:00 

賞遊華陶窯體驗山野

情境 

苗栗華陶窯 3 開放名額：

30 人 

工作群組：

10 人 

 

  



9、 各梯次活動資訊： 

A. 梯次一：10月 22日(六) 水語茶香生態遊 

1. 集合地點：友達龍潭廠區水資源教育館(桃園市龍潭區新和路 1 號) 

2. 接駁遊覽車乘車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市新安路 2 號) 

3. 遊覽車乘車時間：8:00 集合，8:30 發車 

4. 行程內容： 

地點 時間 活動 

新竹科學園區管

理局 

~8:30 搭乘遊覽車集合報到/出發 

友達龍潭廠區 9:30 抵達友達龍潭廠區/自行前往者集合地 

林蔭大道 09:30-09:50 漫步覺醒，放流口的故事 

AUO Green Ark 09:50-10:20 綠色承諾三部曲，水全回收零排放。大合

照 

高員里集會所 10:20-10:30 巴士共乘 

高原里-下店仔埤

塘 

10:30-11:10 漫步高原里銅鑼圈、生態循環用水-魚菜共

生地 

蔬禾鮮有機農場 11:10-11:40  

高原里集會所 

11:40-11:50 步行回集會所 

11:50-12:00 公益菜致贈 

12:00-13:00 共享在地風味餐 

在地茶園 

13:00-13:50 步行到茶園，認識精準澆灌的省水應用 

13:50-14:00 步行回集會所 



高原里集會所 

14:00-15:00 茶的感觀品評體驗 

15:00-16:00 地方特色農產-艾草薰香條 DIY 

16:00-16:10 大合照、問卷回饋 

高原里集會所 16:10 賦歸 

 

 

B. 梯次二：10月 23日(日) 三坑生態公園生態遊 

1、 集合地點：龍潭大池(龍潭區公所大池管理中心-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

115 巷 11 號) 

2、 接駁遊覽車乘車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市新安路 2 號) 

3、 遊覽車乘車時間：8:00 集合，8:30 發車 

4、 行程內容： 

時間 行程 活動 

~8:30 集合出發 新竹科學園區科管局集合出發 

9:00 龍潭大池管理中心集合 自行前往者集合地點 

9:00-11:00 龍潭大池生態導覽  

11:00-12:30 龍潭三坑生態公園導覽  

12:30 午餐時間 中式台菜 

14:00-16:00 福源茶廠 百年好茶茶廠導覽+手揉紅茶 or 研磨

綠茶 DIY 體驗 

16:00 賦歸  

 

  



C. 梯次三：11月 5日(六) 石滬文化體驗 

1. 集合地點：苗栗縣後龍鎮外埔國小校門口(苗栗縣後龍鎮外埔里 6 鄰 18-9 號) 

2. 接駁遊覽車乘車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市新安路 2 號) 

3. 遊覽車乘車時間：8:00 集合，8:30 發車 

4. 行程內容： 

時間 行程 活動 

~8:30 集合出發 新竹科學園區科管局集合出發 

9:30 抵達後龍外埔國小 自行前往者集合地點 

09:30-10:30 影片欣賞/介紹石滬文

化 

步行至吉興宮 

10:30-12:00 DIY 體驗-石滬模型製

作 

透過手作認識石滬 

12:00-12:30 步行至外埔漁港 欣賞美麗的海洋景色 

12:30-13:30 午餐-在地特色料理 享受在地特色料理(外埔海港餐廳) 

13:30-15:30 走過小漁村巷弄漫步至

海邊石滬 

人文故事走讀，海邊步行(注意要穿著

防滑鞋子) 

15:30-16:00 心得分享與回饋 彼此分享今日心得 

16:00 賦歸  

 

  



D. 梯次四：11月 6日(日) 賞遊華陶窯體驗山野情境 

1. 集合地點：苗栗縣苑裡華陶窯園區入口(苗栗縣苑裡鎮南勢里 2鄰 31號) 

2. 接駁遊覽車乘車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市新安路 2 號) 

3. 遊覽車乘車時間：8:30 集合，9:00 發車 

4. 行程內容： 

時間 行程 活動 

~09:00 集合出發 新竹科學園區科管局集合出發 

10:00 抵達華陶窯 自行前往集合地點 

10:00-10:30 行程介紹  

10:30-11:00 玩陶成型法分享  

11:00-12:30 創意玩陶 D.I.Y.  

12:30-13:20 自助式 古早味「割稻仔飯」  

13:30-14:00 庭園與柴燒窯 賞遊導覽  

14:00-16:00 庭園區自由活動  

16:00 賦歸  

 

10、 活動前注意事項： 

1. 每組團體報名人數上限為四人。 

2. 報名資料僅限活動保險使用。 

3. 參加人員應注意自身安全，參與過程中若感到身體不適，切勿勉強，請立即求助

工作人員及救護人員。如有心臟病、血管、糖尿病等方面病歷者，請勿隱瞞病情並切

勿參加，並請隨身攜帶健保卡或個人相關證明文件。 



11、 活動當天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全面禁菸、禁火，敬請配合。 

2. 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次活動之錄影紀錄、相片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網站

及刊物上，參加人員需同意肖像權及成績用於相關比賽之宣傳上。 

3.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當天活動公告項目為主。 

4. 活動最新資訊將公告於「竹科管理局網站/主題服務專區/工安環保月系列活

動」，恕不另行個別通知。 

5. 主辦單位保有對本活動相關規則修改之權利，各名詞之最終解釋權，請各位活

動參加人員務必遵守主辦單位相關規定。 

6.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 

7. 安全第一，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人員體能狀況，終止參加本活動資格，不得異

議。 

12、 現場防疫措施 

1. 現場進行手部消毒，若體溫達 37.5度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身體不適

症狀，不得參加活動。 

2. 宣導現場民眾在活動期間保持社交距離，除用餐外全程配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