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相信親身體會遠較僅看書本上的知識來得有意義

和堅實，我們致力為學校策劃、設計和編排多元化的交流活動。現今全球競

爭力越來越大，這一代的學生除了要有基本的校內知識外，更要擴闊世界視

野，並要具備獨立的思考及自理能力。而本中心深信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能

給予學生一個立體的學習環境，透過參觀考察不同的地方，包括歷史建築、

文化單位、商業機構等，讓參加學生親身體驗當地人民的生活、風土文化，

以及社會發展與現況，令學生能多角度認識事情和思考，以增強個人分析能

力，為自己未來做好準備。本中心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從策劃行程到團

後的分享總結，我們在每一個環節都一絲不苟為團隊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務

求令每位參加者都能享受過程及獲得豐盛的成果。

我們在設計每個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時務必深思熟慮，將學習元素融入

實踐之中。每個活動必需有明確的學習主題，在設計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的

實際行程及觀光點時，一定會嚴選與「主題」有關的景點，並要緊扣現時學

習的課程綱領。故此，本中心設有顧問團隊，顧問們均來自學校的校長及老

師，能夠充分掌握常識科或通識科的課程要項，為各團隊提供最適切的課程

重點。

除了「主題」，一個優質的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更講求全面性、相關性

及互動性。故我們每次為學校舉辦境外考察及交流活動時，在出發前都會派

員參與學校教職員的預備會議，詳細介紹活動的主題與學習目標；並設計學

習手冊，在出發前的行程簡介會中派發和講解學習目的及重點。學習手冊內

除了詳細介紹景點的背景資料及人物簡介外，更有不同的反思問題，深入探

討，令學生能全面掌握主題及啟發思考。

我們不僅要讓參與者學習知識，更要他們學懂獨立，照顧自己，並期望

透過各類型的境外活動，增加對世界的認識，並促進各地的交流和瞭解，使

學生有所裨益。

教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陳陸安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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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制度簡介
教育是根基，孩子是未來的希望；提升教育品質是政府對人民的責任，也是對新世代

的教育承諾。所以台灣積極推陳教育改革，透過各種策略持續提升教育品質、培養優質人才，
以教育提升整體競爭力。

台灣從 2014 年起推動十二年基本教育的目標，前九年教育對象為 6 至 15 歲學齡，主
要內涵為：普及、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以政府辦理為原則、劃分學區免試入學、單一
類型學校及施以普通教育。後三年為高級中等教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對象為 15
歲以上之學生，主要內涵為：普及、自願非強迫入學、免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為主、
學校類型多元及普通與職業教育兼顧。以台灣、社會及學生個人多元角度之觀照，總訂定六
項大目標，如提升市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平
與正義及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教育發展等。

全 台 共 有 6,384 幼 兒 ( 稚 ) 園、2,631
間小學及 739 間初中及 28 間特殊教育學校。
當中約 95％的初中畢業生會選擇入三年制的
高級中等學校或高級職業學校或入五年制專
科學校的。2019 年統計顯示全台有 182 所一
般大學、技職大學及大專院校，分別提供高
等教育、技職教育（科技大學、技術學院）
其中有 153 所大學院校設有研究所。當中的
大學學制分三種學程：學士以四年制為主（修
讀輔系、雙主修或跨國雙聯制可能延長修業
年限）碩士及博士。

欲了解更多有關台灣的教育制度，可瀏覽台灣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本書有關台灣教育現況統計資料來源為台灣教育部統計處 - 教育統計查詢網。

學年 幼兒 ( 稚 ) 園 小學 初中 高級中等學校 大學 特殊教育學校

2019 年

總計 6,384 2,631 739 513 126 28

公立 2,081 2,596 725 300 45 27

私立 4,303 35 14 213 81 1

學年 專科學校 宗教學院 專科進修學校
( 含空專 ) 宗教學院 小學補校 初中補校

2019 年

總計 12 6 44 6 215 172

公立 2 0 4 0 215 169

私立 10 6 40 6 0 3

教育統計查詢網

台灣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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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國立中正
紀念堂

是為紀念台灣第一任總統蔣中正而建造的紀念堂，
透過考察中正紀念堂，瞭解蔣中正先生的生平事
跡、貢獻，對台灣以至世界的影響於歷史上的地位。

國立故宮
博物院

故宮收藏的文物珍寶，是舉世聞名的文化資產，從
帝王收藏到全民共有。透過考察及欣賞博物院內的
收藏品，瞭解文物及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西門紅樓

原是台灣第一座官方的公營市場，現在全台灣所保
存最古老完整的三級古蹟市場建築物。自 2007 年
11 月起，藉由舉辦文創性活動轉型成為台北市西區
的文化創意展業發展中心。

剝皮寮

整條街區保存了清代完整的街型、傳統居屋以及日
據時代的市區改正後的立面和光復後改建的面貌，
剝皮寮歷史街區的整個建築空間，見證了當年艋舺
的發展。

國立台灣
博物館

成立於 1908 年，以自然史蒐藏為主要特色。陳列
品主要分為地質鑛物、植物、動物、人類器用、歷
史及教育資料、農業材料、林業資料、水產物、鑛
業資料、工藝品、貿易類等，加上其他共十二類。

國立國父
紀念館

紀念孫中山先生之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
說，除供海內外人士瞻仰 國父之用外並兼具文化藝
術教育、生活休閒及學術研究之功能。

忠烈祠

位在圓山飯店旁，背倚青山，面臨基隆河。建於西
元 1969 年，佔地廣大，主建築型式仿北京故宮太
和殿，雄偉壯麗宏偉，象徵著烈士們成仁取義的大
無畏精神。

總統府 前身為日據時期之台灣總督府。不僅日據時期地位
十分重要，且光復後仍持續扮演政治中樞的角色。

歷史篇
前言

台灣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 7,000 年前。7,000 年前起到大約 400 年前，南島語系原住
民的祖先先後、陸續的漂流到台灣來，成為目前所知台灣最早的居民。17 世紀前期，荷蘭人
進駐安平 ( 今台南 )，建立據點，開始在台灣進行傳教、貿易及各項生產活動，並招募大陸
沿海地區的漢人來台墾殖，開啟台灣多族群歷史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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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篇
前言

台灣是一個位於亞洲太平洋的美麗島嶼，居住著各種族群，其中原住民族約有53萬人，
佔總人口數的 2 ﹪，目前，經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
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
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16 族，各族群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和社
會結構，對台灣而言，原住民族是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根源，也是獨一無二的美麗瑰寶。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凱達格蘭
文化館

是台灣第一座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文化藝術及教育研
習中心，傳承都市原住民文化、語言、歷史、藝術
之要所。目標為展現原住民藝術文化之優勢，提昇
文化能見度。建構都市原住民生活網絡，提昇族群
競爭力。

順益台灣原住
民博物館

於 1994 年 6 月 9 日開幕，為台灣第一座以原住民
為主題的私人博物館。博物館蒐藏保存了眾多原住
民文物，藉由多樣化的教育活動促進台灣原住民文
化的推廣。

宜蘭泰雅
生活館

位於大同鄉崙埤社區，是目前全台唯一使用原住民
母語所展示的文物館。常規展以泰雅族編織技藝為
主，藉此發揮文化傳承與產業創新的功能。

水璉部落

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人數最多的族群，以母系氏
族組織為主。水璉部落，寫作 Ciwidian，是「和平
閒適的小盆地」的意思。水璉部落有著五大獵人的
傳奇故事，來到部落能感受獵人文化的傳承。

合流及
溪口部落

泰雅族，是在台灣的第三大原住民族群，為典型的
高山民族古有出草獵人頭習俗。溪口部落，泰雅居
民稱之【Rahaw 拉號】，意思為延伸的台階。部
落內充滿竹屋及原住民風格的馬賽克磁磚雕塑，這
是溪口部落的一大特色。

向天湖部落

賽夏族人居住於海拔高地，人口約 6,000 餘人，是
台灣原住民中文化瀕臨危機最深的一個族群，以神
秘兩年一度的矮靈祭聞名。部落中的染織工藝亦相
當值得推薦。

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
博物館

文化村共設十個展區，介紹不同部落的傳統工藝、
介紹各族的服飾和織布文化、圖樣和周邊，傳統樂
器，包括彈撥、打擊、吹奏等不同的樂器，及日常
生活用品。

台灣民俗
文物館

位於台中市民俗公園內為仿閩南式傳統四合院建
築，內佈置晚清民初中上人家之生活場景，現館藏
已達 1,400 餘件，分為十大類，透過多元類型的展
演活動，讓民眾可對先民承傳下來的文化、工藝及
智慧，有更深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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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篇
前言

台灣位於地殼的破碎帶上，所以火山、溫泉和地震等地殼活動的現象就顯得特別活躍。
台灣本島的西側是台灣海峽，深度一般在二百公尺以內，最淺的地方不及一百公尺；東側面
臨太平洋，海底地形大異於西岸，東岸的地形急劇下降，在 40 公里的短距離內，地形降至
四千公尺以下。西岸的平原、砂洲、淺灘、潟湖、海埔地和砂丘等地形，與東岸陡立的岩石
崖岸，形成強烈的對比。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野柳地質公園 認識台灣的地殼運動及不同的地質結構，包括三大
種類的海蝕地形。

太魯閣
國家公園

認識因板塊碰撞後的地殼改變，包括形成了大理
岩、瀑布及洞穴等。

金瓜石黃金
博物館

認識金瓜石金礦形成及原因；透過考察博物館，瞭
解早期礦工的生活。

陽明山小油坑
風景區

認識火山爆發引起石岩爆裂而形成的窪谷，以及其
他特殊的火山地形景觀及地質構造。

清境農場 

清境農場為一個體驗型休閒農場，南起霧社，北至
梅峰，當中景點包括青青草原、綿羊城堡、觀山牧
區及小瑞士花園等，是一個以家庭式體驗農村生活
及了解生態保育的好去處。

興福寮農場 興福寮農場為位於北投後山，面積九千餘坪，於
2003 年成立，生態資源豐富，體驗項目多元。

三星鄉蔥仔
寮體驗農場

依照不同季節帶領遊客下田體驗農作，像是青蔥和
銀柳，都是遊客可以親自接觸、體驗的特色農產品。

北投地熱谷 
在北投溫泉公園旁邊，是北投溫泉的源頭之一，被
稱為「地獄谷」或「鬼湖」。這裡的溫泉是大屯山
火山群內水溫最高的溫泉，硫磺煙霧濔漫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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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篇
前言

台灣氣候溫暖、雨量豐沛，潟湖及沙洲、平原、盆地、丘陵、台地、山岳等各式地形
齊備，使台灣具豐富龐雜的動植物資源，並孕育出繁多的生物種類，一個大型的生態公園就
此形成。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關渡紅樹林
展示館 

以圖片、多媒體等展示方式介紹水筆仔奧妙有趣的
「胎生」過程，以及保護區內鳥、魚、蝦、蟹等構
成的生態。

高美濕地
風景區

「沿海濕地」包括海岸沼澤、泥質灘地及紅樹林
沼澤等，是隨著海洋潮汐運動而存在的濕地生態
體系。

關渡自然公園
是台灣重要的候鳥棲地，從中認識濕地的生態物種；
瞭解因經濟的發展帶來人為的破壞對濕地的影響，
以及如何復育關渡濕地的風貌。

芝山文化
生態綠園

現存「芝山岩文化層」的所在全國第一座文化生態
公園，具有地理、歷史、人文、景觀、生態等多方
面的獨特性與保存價值。

半屏湖
濕地公園 

為國家重要濕地之一，與附近蓮池潭、洲仔濕地
共同提供候鳥庇護與食物，是北高雄都會區濕地
生態廊道的重要據點，是鳥類、水生昆蟲及動物
的棲息地。

台北市立
動物園 

又稱木柵動物園。成立於 1986 年 10 月 31 日，呈
現自然風貌，讓動物擁有與其原生地類似的居住環
境。教育中心陳列動物標本和恐龍模型，可提供對
生態的全景概覽。

台北花博園區

「2010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下稱花博會 )，圓
滿落幕後，台北市政府將圓山、美術、新生園區規
劃為花博公園。面積廣達 40 多公頃的花博公園，
保留了 14 座展館，持續辦理活動。

樹火紀念
紙博物館 

藉由紙文化、手感體驗為人們帶來純淨、平和與美
麗。每天都有四個場次的造紙 DIY，來館體驗造紙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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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探索篇
前言

根據 2011 年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公布的全球資訊科技
產業競爭力指數，台灣排名全球第 13。台灣現行的科學發展執行體制，科技經費政府出百分
之三十，民間出百分之七十。台灣希望加強科技研發資源投入，包括科技人才培訓及發展科
學園區，促進知識創新。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蘭陽水力發電廠

該廠的取水口係引自蘭陽溪與清水溪的交
會處，先引自九芎湖沉沙，再以落差 40
公尺的水力為動力，推動渦輪水車，帶起
發電馬達其發電後的尾水，則流入安農溪，
供下游廣大地區農田灌溉用。

台電核二廠北部
展示館

透過考察展示館，認識核能發電的原理與
安全性，以及核能與民眾生活的關係。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透過館內常設展區展示有關生命科學、物
理、化學、數學與地球科學等豐富的展示
內容，學員可拓展對應用科學的視野、探
究科學的理論基礎，還能透過動手操作來
體驗科學。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以實地動手操作學習科學的知識、認識台
灣植物生態。

新竹科技園區探索館 

館內展示園區廠商的努力成果及竹科的發
展歷史，不僅可落實發揮科學教育功能，
兼顧延續歷史傳承的作用。分前瞻館、產
業館及文化館為三大主題，分別介紹竹科
創新產品、綠色園區思維、各產業發展成
果到園區創建歷程等。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以推廣社會科技教育為其主要功能，故其
建館任務為研究、設計、展示各項科技主
題，引介重要科技之發展及其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

防災科學教育館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以電腦、
電子、機械設備，模擬各種災害發生狀況，
供市民實地操作體驗，讓市民了解各種災
害的歷史及特質，提昇市民災害應變能力。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祥儀企業成立於 1980 年，於 2005 年與
日本第一 DDK 公司合作，致力研發於機
器人應用方面的領域發展，至今已開發 30
幾種類型機器人，其中黑熊機器人榮獲
2010 年台灣金點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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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藝術篇
前言

台灣藝術的多樣性，受到歷史變遷影響，不同文化的衝擊與交匯，孕育多采多姿的藝
術文化資產。台灣當前藝術範疇除傳統已涵蓋的繪畫、雕塑、建築之外，更包括藝術與科技
結合之媒體藝術等各類新興的創作型態。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台北偶戲館 瞭解布袋戲演出的樂器和戲偶頭的製作過程及台灣
南北傀儡戲偶造型與功用的不同。

東和音樂
體驗館 認識鋼琴的製造流程，瞭解鋼琴的內部結構。

台北當代
藝術館

感受到台灣政府如何鼓勵多元風貌的藝術創作與呈
現。

台北市立
美術館

是台灣第一座以推廣和展覽現代藝術為主的展覽
館，也是亞洲規模最大的現代美術館。探索美術館
認識台灣對如何支持及推廣的現代藝術。

鶯歌陶瓷
博物館 

透過考察博物館，認識台灣傳統製陶技術及陶瓷發
展，更可親身體驗陶瓷製作，瞭解台灣如何推動傳
統工藝的承傳。

朱銘美術館 為台灣知名的雕塑家朱銘興建，用於展現他畢生傑
作，以及供藝術家發揮創意的園地。

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

園區前身為「台北酒廠」，為台灣台北市市定古蹟。
在 1999 年後，成為提供給藝文界、非營利組織及
個人使用的藝術展覽、音樂表演等文化活動場地。
此外，園區內也有多間餐廳、咖啡館、店舖、藝廊
等商業設施。

松山文創園區 

松山文創園區 2011 年開放，全區為古蹟建築，製
菸工廠、倉庫建築古色古香保存完善，是近年國內
外藝文展覽辦展的熱門場地。除了提供展覽空間，
松山文創園區也推出自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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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篇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小人國主題樂園

有一百多座擬真的世界微縮模型，依照原
始建築的 25 分之 1 製作，不用出國就能
環遊世界欣賞到最完美、最完整的藝術層
面。

火炎山遊樂區

於 1994 年 6 月 9 日開幕，為台灣第一座
以原住民為主題的私人博物館。博物館蒐
藏保存了眾多原住民民族文物，藉由多樣
化的教育活動促進台灣原住民民族文化的
推廣。

香格里拉樂園

於 1990 年創立，以歐式花園為主體，率
先引進多種機械遊樂設施，並發揚客家文
化打造客家博物館，館內陳列文物、衣飾
與器具等生活文物，呈現勤儉堅毅的客家
精神。

西湖渡假村

以「五月雪桐花祭」聞名，是安徒生童話
主題園區，提供遊憩、餐飲、住宿等多元
服務，體驗歐式式的花園造景、安徒生童
話場景、美食及自然的森林住宿，豐富的
自然生態、週邊木雕藝術與客家人文風情。

東勢林場遊樂區 

面積 225 公頃，有「中部陽明山」的美稱，
四季不同的花卉主題，春櫻、夏桐、秋楓、
冬梅，另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每年四五
月份的螢火蟲季聞名，還有甲蟲、蝴蝶、
青蛙等。設有濯足園泡腳池、森之湯屋可
享受溫泉；另有旅館、會議室、餐廳、體
能訓練場及露營烤肉區等設施。

麗寶樂園 

佔地 200 公頃，結合了探索世界、馬拉
灣水陸雙樂園、麗寶福容大飯店、麗寶
賽車主題旅店、密室逃脫旗艦館、麗寶
OUTLETMALL、寵物公園、麗寶休息站、
麗寶國際賽車場、兒童交通安全教育館、
摩天輪，以及東區落羽松大草原等。

劍湖山世界

其地形、綜合全球頂尖雲霄飛車的特點，
量身研發，打造出最卓越的超級遊具；是
複合式發展的休閒遊樂渡假園區，設施有
複合大型渡假飯店、會議中心、景觀休閒、
電子休閒、兒童玩國、耐斯影城、SPA 水
療休閒中心等不同設施。

義大世界

全台唯一希臘情境式主題樂園擁有亞洲最 
大樂園 VR 主題館『VR STATION』，走動
式 720 度環景 VR 技術，空中飛行模擬器
『動感台灣』，俯視敖遊台灣 19 個美景； 
還有親子室內遊樂館，以天旋地轉、飛越 
愛情海及極限挑戰等刺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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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篇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觀光局評鑑連續榮獲特優等風景遊樂區的
殊榮，水庫週遭靜謐清幽的山水景緻，媲
美江南美景，同時享受森林浴或野炊露營、
行程特別規劃有遊湖、踩船、漆彈及游泳
SPA 的行程。

頑皮世界

佔地二十公頃，採半開放式觀賞型態，遊
客除了可以透過解說資料認識動物外，還
可以直接親近、觸摸、甚至餵食，自然而
然的融入動物的世界裡。

野柳海洋世界

以海洋動物為主題的樂園。在「海洋劇場」
可以見識海豚、海獅的天賦本能，近距離
感受牠們的活潑、聰明；還有高空跳水、
俄羅斯鞦韆等專業演出，「海洋生物展示
館」像在海底洞穴探險，可見上百種奇特
的海洋生物，開啟海洋的視野。

雲仙樂園

園內設飯店、餐廳、別墅、划船湖、步道、 
山訓場及原住民戶外表演區等 , 園中有紀 
錄的蕨類約 140 種，有 3 條步道都可欣賞
植物景觀，包含野生蘭花、賞鳥、櫻花、
螢火蟲、青蛙、昆蟲等，特別在 5 月 1 日
至 31 日螢火蟲的季節。

萬瑞森林樂園 

住宿區可以瞭望新竹縣市全景及夜景。園
區設有千人室內活動場地，大型餐廳及容
納 700 人住宿小木屋，春天園區山櫻花、
杜鵑花、孤挺花、木棉花、杏花、百花，
夏天有台灣百合花、油桐花，森林步道等。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全台最好玩的水陸雪科學主題樂園。透過
設施體驗，了解水、力、風、光、聲及電
的原王理及應用。春夏之際是日常休閒賞
櫻花的好時節。東南亞最大的室內滑雪場、
清涼水世界。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目前規劃有美國大西部、非洲部落、南太
平洋與阿拉伯皇宮等四大主題村，有各種
機動遊戲。當中的開放式野生動物園，包
括約七十種、近千頭動物，提供國人近距
離觀賞野生動物生態之美。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
樂區

是兼具景觀、人文藝術、生態與休閒遊憩
之日式庭園渡假園區。園區內設有展演廳、
美術館、輕食館、櫻花茶屋、御守亭、探
索樂園、水陸婚宴廣場等空間場域及多樣
化的植栽景觀，並規劃各式主題活動與導
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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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篇
名稱 圖片 簡介 QR CODE

怡園渡假村

具有「鄉村田野」風格的大型渡假村占地約
13 公頃樹木 3,000 多棵，50 歲以上的老樹
約 800 棵，其中百歲以上的老樹就有 30 多
棵，同時水火箭體驗營、叢林射箭體驗、漆
彈狩獵體驗、各式 DIY 活動、住客每日晚會
活動。

遠雄海洋公園

總面積達 51 公頃，園區結合了特有的生態
資源，以海洋為中心主題，集休閒、娛樂、
養生、教育、環保、文化等知性與感性特質
於一體，打造頂級國際休閒勝地水準的花蓮
遠雄海洋公園與遠雄悅來大飯店。

杉林溪森林生態
渡假園區

園區並有猶如森林奧運會般的自然景象，園
區引進數萬朵荷蘭鬱金香，搭配白、紅鴿、
紫紅白色和羽葉牡丹和金鐘花等，形成一整
片的杉林溪森林花海。

泰雅渡假村

以台灣少數民族 - 泰雅族文化為經營主軸，
園區內擁有許多象徵泰雅族文化特色及早期
部落的建築，還有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同
時結合遊憩、住宿、溫泉、生態、露營、烤
肉等。

九族文化村 

多元性主題樂園佔地約 62 公頃，園區共分
為歐洲宮廷花園、歡樂世界與台灣原住民部
落文化三大主題區，同時九族文化村擁有原
住民文化歌舞演出與介紹，部落內之建築、
圖像、美食、音樂、服飾與生活的介紹均依
照依各族原貌、原材具體展現。

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 
接觸大自然、享受親子同樂的園地。您可以
攜家帶眷到此享用藥草養生之旅，在完善的
設施與服務下收藏旅遊回憶的點點滴滴。

小墾丁渡假村

佔地 40 公頃擁有 304 間木屋的小墾丁渡假
村，座落翠綠山林中的美麗村莊。渡假村左
翼山坡上的『賞鳥亭』，每年秋冬正逢候鳥
過境的高峰期，可觀賞雀鳥生態。

大路觀主題樂園
亞洲最大仙人掌世界，近千坪白沙露天泳
池。生態大觀河划船體驗，是一座老少咸宜、
親子共遊的屏東好所在。

8 大森林樂園

聞名的桃花心木平地森林遊樂區。佔地 20
甲地 ( 約 17 公頃 )，依各區塊特色不同規劃
為水生生態谷、精靈演藝村、桃花心木森林
區、森林木動區、羊羊森林、蝴蝶園等主題
區。同時設置了 100 多項互動式與益智性森
林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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