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實施計畫 

 

壹、 源起 

淡水河發源於新北市境內，上游主要分為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 3 條支流，河

道終年有水，沿岸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意涵豐富，是名符其實的「天然教室」，

為強化本市各級學校師生環境體驗學習風氣、領略淡水河之美，持續結合市府交

通局「藍色公路」相關資源，辦理「淡水河走讀教事」計畫，提供本市師生據以

實施富有教育意涵及永續發展精神之戶外教育活動，以提升環境教育素養。 

 

貳、 依據 

一、 新北市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07-110 年）。 

二、 新北市推動戶外教育中程計畫(107-110 年)。 

 

參、 目的 

一、 立基新北在地特色資源，跨局處合力提供優質學習場域。 

二、 推動戶外教育體驗學習，創化本市優質戶外教育活動。 

三、 點燃在地人文關懷情感，強化連結人與環境之關聯性。 

四、 體驗戶外實境學習樂趣，提升全體師生友善環境素養。 

 

肆、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四、 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伍、 實施對象 

新北市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師生（含職員及家長，每梯次學生人數至少30人），

至多 60 梯次。 

 

陸、 辦理方式 

一、 辦理期程：108 年 5 月 13日（星期一）至 108年 9 月 27日（星期五）止。 

二、 活動內容：辦理藍色公路體驗暨水資源相關設施參訪(建議行程與相關參

訪設施聯絡資訊請參考附件 1，活動日期及內容由學校自行規劃，航程部

分請參考附件 2 藍色公路主題式套裝行程，航班時間請逕洽藍色公路航運

業者)。 

三、 申請條件：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梯次(學生至少 30人)補助 1萬元(不

含船資及船上導覽人員費用，船資及船上導覽人員費用由交通局支應，請

另填經費表)。以 1 校申請 1 梯次為原則，於截止日期後仍未額滿，依報

名順序及學校意願增加每校錄取梯次至額滿為止。 



四、 經費補助說明： 

(一) 經費部分：請依補助單位分別製經費概算表，補助項目說明如下： 

1. 本局補助 1萬元：支應交通費（遊覽車車資）、場館門票或體驗

課程費、膳費、保險費等項目。 

2. 交通局：支應船資與導覽鐘點費，依實撥付。 

(二) 獲補助學校請於接獲錄取公文後 7日內製收據請款，收據抬頭為「新

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免備文寄至竹圍國小學務處收（2515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145 號）。 

五、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29日（星期一）前至

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報名（網址 http://0rz.tw/DlKPU）上傳核章申

請書（附件 3）及核章經費概算表（附件 4及附件 5），額滿即止。 

六、 其他說明： 

(一) 各校經通知錄取，學校得依當時季節或天候變動於經費執行期限內

調整日期，惟若無法執行須取消時，最遲應於 108 年 8 月 23 日(星

期五)前正式函報教育局及交通局。 

(二) 各學校應於申請報名時，填妥聯絡人之姓名、手機號碼等資料，以

利聯繫。請帶隊教師及隨行人員於活動進行間，協助維護學生安全。 

(三) 活動期間，帶隊人員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排代），若為假日辦理，則

於活動結束後 1 年內依實補休（課務自理）。 

(四) 活動結束後 2週內，請將成果報告表（附件 6）及照片原始檔（請

與活動成果集錦相同，並以壓縮檔方式上傳）上傳至新北市永續環

境教育中心(網址 http://0rz.tw/yeMdB)。逾期未交者，爾後相關

活動則不予錄取。 

(五) 承辦人：黃逸姍輔導員，電話(02)26100305 分機 313、E-mail：

AC3569@ntpc.gov.tw；交通局鍾涵雨小姐，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925。 

 

柒、 獎勵 

承辦學校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

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4項第 2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主要策

劃執行人員 1人記功 1次、餘協辦及督辦 3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至 2 次 ，另

校長敘獎請函報本局辦理。 

 

捌、 經費來源：由本局環境教育推廣經費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相關費用相關項下支

應。 

 

玖、 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0rz.tw/DlKPU
http://0rz.tw/yeMdB


附件 1  建議行程與相關參訪設施聯絡資訊 

一、 建議行程 

建議行程內容 備註 

路線

1 

三重先嗇宮古蹟導覽→忠孝碼頭上船，藍色公路體驗(淡水河生態文

史導覽、環境教育推動概況介紹) →大稻埕古蹟巡禮→返程 

60梯次 

路線

2 

三重先嗇宮古蹟導覽→忠孝碼頭上船，藍色公路體驗(淡水河生態文

史導覽、環境教育推動概況介紹)→華江碼頭，大漢溪溼地生態廊道

服務中心，溼地導覽→返程 

路線

3 

淡水客船碼頭上船，藍色公路體驗(淡水河生態文史導覽、環境教育

推動概況介紹) →淡水河古蹟博物館各景點導覽→返程 

路線

4 

淡水客船碼頭上船，藍色公路體驗(淡水河生態文史導覽、環境教育

推動概況介紹)→關渡碼頭上岸→關渡自然公園參訪→返程 

 

二、 參訪設施聯絡資訊 

相關參訪設施(僅供參考，各校得自行規劃其它內容)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

程管理處 

大漢溪溼地廊道 

請至官網下載申請表，填妥後傳真至(02)89699538，並於傳真後

電話確認申請表是否傳送成功，電話：(02)89699596 分機 208陳

汝惠小姐 

臺北自來水園區 
到園前一星期，填妥表格傳真 8369-5163或 Email 至

twpeec@twd.gov.tw，預約專線：(02)8369-5138或 8369-5104。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

心 

請至官網（https://twpeec.water.gov.taipei/）下載申請表，

填寫後傳真至(02)2666-7938 公關股 

大稻埕史蹟推廣導覽 

申請方式： 

1. 可直接至臺北市民 e點通網站

（https://www.e-services.taipei.gov.tw/hypage.exe?HYP

AGE=form.htm&s_uid=013079）網路報名，或是下載申請表填

妥後，於活動前一週以郵寄、親自、委託辦理向文獻會申請預

約。 

2. 聯絡人員：吳瑛玲小姐 電話：(02)23115355轉 26，傳真：

(02)23115770。 

三重三級古蹟先嗇宮

導覽 
新北市三重埔文史研究協會洪希賢先生，電話(02)22819627 

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

館(包括多田榮吉故

居、紅毛城、小白宮、

淡水海關碼頭、滬尾

礮臺) 

申請方式： 

1.請於活動兩週前至淡水古蹟博物館網站填寫申請預約導覽表

格。 

2.於線上表單填寫完畢後，去電(02)26231001#27確認。 

https://twpeec.water.gov.taipei/


附件 2 藍色公路主題式套裝行程 

 

(一) 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主題式套裝行程 

船舶業者 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編號 A B C D E F 

  忠孝碼頭-關渡碼頭 忠孝碼頭-大稻埕碼頭 華江碼頭-大稻埕碼頭 忠孝碼頭-華江碼頭 忠孝碼頭遊河 華江碼頭遊河 

起點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單點起迄 單點起迄 

迄點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雙向起迄 

船舶名稱 飛魚 7號(49人座)     飛魚 8號(49人座)     花博 3號(89人座) 

航程時間 1小時 

航線兩岸重點地

標 

1.橋樑：華江橋、新北橋、中興橋、忠孝橋、台北橋、重陽橋、關渡橋。 

2.華江濕地、大稻埕、迪化污水處理廠、三重重劃區水岸住宅、北投垃圾焚化廠(摘星樓)、社子島、觀音山獅子頭、關渡宮、關渡自

然公園。 

碼頭周邊遊程、

景點建議及附加

服務項目(費用

自付) 

1.華江碼頭：奈野咖啡>新北市藝文中心 

2.忠孝碼頭：三重空軍一村>三和夜市 

3.關渡碼頭:關渡自然公園                                  

載客容量 49~89人 

單趟最低人數限

制 
30人 

船資費用 100元/人 

基本服務 保險、導覽解說 

業者聯絡電話 (02)25585518 

業者網址 https://syyeh222.wixsite.com/halohaboat 

https://syyeh223.wixsite.com/halohaboat


(二) 長弘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主題式套裝行程 

船舶業者 長弘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編號 G H I J 

起點 忠孝碼頭 忠孝碼頭 關渡碼頭 忠孝碼頭 

迄點 關渡碼頭 淡水碼頭 關渡碼頭 忠孝碼頭 

船舶名稱 長弘 1號 長弘 1號 長弘 1號 長弘 1號 

航程時間 1小時 1.5小時 1小時 1小時 

航線兩岸重點地

標 

社子島 

… 

… 

社子島 

… 

… 

社子島 

… 

… 

社子島 

碼頭周邊遊程、景

點建議及附加服

務項目(費用自

付) 

1.忠孝碼頭：三重空軍一村、三

合夜市                       

2.關渡碼頭：關渡自然公園 

1.忠孝碼頭：三重空軍一村、三

合夜市                       

2.關渡碼頭：關渡自然公園    

3.淡水碼頭：紅毛城、小白宮 

1.關渡碼頭：關渡自然公園 1.忠孝碼頭：三重空軍一村、三

合夜市 

載客容量 60人 60人 60人 60人 

單趟最低人數限

制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船資費用 100/人(單程) 2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100/人 

基本服務 保險、導覽解說(自付)、杯水 保險、導覽解說(自付)、杯水 保險、導覽解說(自付)、杯水 保險、導覽解說(自付)、杯水 

業者聯絡電話 (02)26182226 (02)26182226 (02)26182226   

業者網址 https://reurl.cc/ZylzW https://reurl.cc/ZylzW https://reurl.cc/ZylzW https://reurl.cc/ZylzW 

注意事項：船資費用交通局補助每人 100元。 

  

http://www.ntpc.gov.tw/
https://reurl.cc/ZylzW


(三) 順風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主題式套裝行程 

船舶業者 順風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編號 K L M N O P 

起點 淡水碼頭(雙向起訖) 八里碼頭(雙向起訖) 忠孝碼頭(雙向起迄) 忠孝碼頭(雙向起迄) 忠孝碼頭(雙向起迄) 關渡碼頭(雙向起訖) 

迄點 關渡碼頭(雙向起訖) 關渡碼頭(雙向起訖) 關渡碼頭(雙向起迄) 淡水碼頭(雙向起訖) 八里碼頭(雙向起訖) 漁人碼頭(雙向起訖) 

船舶名稱 

順風 128、162、166、

168、182、186號(同

型船 99人座) 

順風 128、162、166、

168、182、186號(同

型船 99 人座) 

順風 128、162、166、

168、182、186號(同

型船 99人座) 

順風 128、162、166、

168、182、186號(同

型船 99人座) 

順風 128、162、166、

168、182、186 號(同

型船 99人座) 

順風 66、68、82、86、

122、126號(同型船

50人座) 

航程時間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航線兩岸  重點

地標 

1.地標橋梁：忠孝橋、臺北橋、重陽橋、關渡橋  

2.社子島、觀音山獅子頭、關渡宮、關渡自然公園、紅樹林生態保護區、挖子尾自然生態保護區、海關碼頭、紅毛城、領事官邸、情

人橋 

碼頭周邊遊程、景

點建議及附加服

務項目(費用自

付) 

1.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2.淡水客船碼頭：淡

水老街商圈                          

3.八里渡船頭：八里

老街特色美食 

1.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2.淡水客船碼頭：淡

水老街商圈                          

3.八里渡船頭：八里

老街特色美食 

1.忠孝碼頭：三重空

軍一村、三和夜市                       

2.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1.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2.淡水客船碼頭：淡

水老街商圈    

1.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2.八里渡船頭：八里

老街特色美食 

1.關渡碼頭：關渡自

然公園          

2.漁人碼頭：情人橋 

載客容量 99人 99人 99人 99人 99人 50人 

單趟最低人數限

制 
40人 40人 40人 40人 40人 40人 

船資費用 1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100/人(單程) 

基本服務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業者聯絡電話 (02)86301845 (02)86301845 (02)86301845 (02)86301845 (02)86301845 (02)86301845 

業者網址 http://www.shuf168.com.tw 

http://www.shuf168.com.tw/


(四) 台北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藍色公路校外教學體驗計畫主題式套裝行程 

船舶業者 台北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編號 Q R S 

起點 淡水 EF碼頭 淡水 EF碼頭 漁人碼頭 

迄點 關渡碼頭 淡水 EF碼頭 漁人碼頭 

船舶名稱 台航 2、3、7、8 號 台航 2、3、7、8號 台航 2、3、7、8號 

航程時間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航線兩岸重點地

標 

淡水金色水岸、水上機場、紅樹林自然保留

區、潛水挺基地、關渡大橋、關渡宮、獅子

頭 

八里左岸、紅毛城、海關碼頭、淡水金色水

岸、水上機場、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台北港、八里左岸、紅毛城、海關碼頭、淡

水金色水岸、水上機場 

碼頭周邊遊程、景點

建議及附加服務項

目(費用自付) 

1.淡水古蹟文化園區學生免費 

2.延伸航線-漁人碼頭出發(每人自費 50

元、優惠票 30元、不含導覽) 

3.公車接駁，由承辦人自行接洽 

1.淡水古蹟文化園區學生免費 

2.延長航線-改往漁人碼頭下船(每人自費

50元、優惠票 30元、不含導覽) 

3.公車接駁，由承辦人自行接洽 

1.淡水古蹟文化園區學生免費 

2.延長航線-改往淡水碼頭下船(每人自費

50元、優惠票 30元、不含導覽) 

3.公車接駁，由承辦人自行接洽 

載客容量 50人 50人 50人 

單趟最低人數限

制 
35-40人 35-40人 35-40人 

船資費用 100/人 100/人 100/人 

基本服務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保險、導覽解說 

業者聯絡電話 (02)28092111分機 765 (02)28092111分機 765 (02)28092111分機 765 

業者網址 http://www.csgroup-bus.com.tw/cruise/ http://www.csgroup-bus.com.tw/cruise/ http://www.csgroup-bus.com.tw/cruise/ 

 

http://www.ntpc.gov.tw/
http://www.csgroup-bus.com.tw/cruise/


附件 3 申請表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申請表 

學校名稱 新北市     區     （國小/國中/高中） 

計畫名稱 ○○學校辦理 108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 

預計參加人數 人 預計辦理日期 108年   月   日 

活動規劃 

（表格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列）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若含導覽請註明） 

   

   

   

   

   

   

預約航線 

□ 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A □B □C □D □E □F 

□ 長弘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G □H □I □J 

□ 順風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K □L □M □N □O □P 

□ 台北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Q □R □S 

預計帶隊人員

（表格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列） 

姓名 職稱 手機號碼 

   

   

   

承辦人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含分機） 

 
E-mail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 4  經費概算表（教育局補助）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經費概算表 

【學校名稱：                          】 

【獲補助數： 1  梯次、參與人數：    人】 

【預定辦理：   月   日，航班時間：    】 

            經費 

    項目 

經費及說明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小計 說明 

1 交通費（車資）     核實支應 

2 膳費 80    
活動逾用餐時間方可

核實支應 

3 保險費     核實支應 

4 門票費     核實支應 

5 雜支     不逾總經費 5% 

合計 新臺幣 1萬元整($10,000元整)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備註： 

上開經費由教育局補助，不申請補助之項目請自行刪除或填 0，自籌部分另行編列，不列入  

 上開額度加總。 

未列於上開表列補助之項目請自籌。 

乘船費及船上導覽人員費用請填寫附件 5。 

  



附件 5  經費概算表（交通局補助）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經費概算表 

 

學校名稱：  

辦理日期： 108年   月   日 

藍色公路業者名稱：  

航程編號：（例選擇表 1好樂好的「忠孝－

關渡(雙向起訖)」，請填入 A，依此類推。） 

 

 

            經費 

    項目 

經費及說明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小計 說明 

1 交通費（船資） 100 人   
學生__人、老師__人、家長__

人、職員__人、共計__人。 

2 導覽人員費用 800 時   
船上導覽人員費用，預計導覽

時間：＿時＿分至＿時＿分 

合計 新臺幣     元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備註： 

1. 上述資料請確實填寫。 

2. 交通局僅補助船資及船上導覽人員費用，不包括陸上景點導覽人員費用。 

3. 僅限學生、老師、家長、職員搭乘，每人補助船資 100元。 

4. 請註明預計導覽時間，俾利指派導覽人員。 

5. 每一梯次以實際導覽時間支應船上導覽人員費用。 

6. 活動辦理時間依實際情形調整者，請至 http://0rz.tw/DlKPU再次上傳申請表及經費表。 

7. 經費概算表經交通局核定，但未依規定程序辦理(包含活動時間、補助結案或核銷資料不全

者)，交通局將不核發補助船資，全額費用由學校負擔。 

  

http://0rz.tw/DlKPU


附件 6  成果報告表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成果報告表 

計畫名稱 ○○學校辦理 108年「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 

申請學校  

計畫聯絡人/職稱  公務電話  

繳交資料 □̌成果報告 □課程計畫 □學習手冊 □̌活動照片 □其他 

計畫執行成果 

參加人數 人 辦理日期 108年   月   日 

目的及預期效益  

執行情形  

效益評估  

檢討與建議  

這樣的活動對貴校師生

的學習效益如何？ 
□很有效益 □有效益 □還可以 □沒效益 □很沒有效益 



○○學校「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活動成果集錦（請檢附照片含圖說 6張）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備註：活動結束後 2週內，請將成果報告表及照片原始檔(與成果集錦相同，以壓縮檔方式上傳)上傳

至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網址 http://0rz.tw/yeMdB)。逾期未交者，爾後相關活動則不予錄取。 



 

新北市 108 年度「山河海綠遊蹤-淡水河走讀教事」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名稱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備註 

1 
承辦學校

(竹圍國小) 
20,000 式 1 20,000 

補助學校辦理計畫之相關

資料處理、文件印製、加班

費、雜支等，並於動支前需

經主計人員及首長核定後

方可動支。 

2 申請學校 10,000 校 60 600,000 

1. 每校申請 1 梯次為原

則，每梯次補助 1萬元

(不含船資及船上導覽

人員費用，船資船上導

覽人員費用由交通局支

應)，共 60 梯次，合計

補助 60萬元。 

2. 經費概算需經主計人員

及首長核定後方可動

支。 

合計 新臺幣 62萬元整（$620,000 元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