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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新北新北新北新北市賞螢市賞螢市賞螢市賞螢報馬仔報馬仔報馬仔報馬仔    

一一一一、、、、土城土城土城土城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桐花公園及周邊

賞螢步道 

(土城區承天路底) 

1. 搭乘捷運永寧線至捷運永寧站 3號出口， 

轉搭「捷運永寧站－南天母廣場」付費接駁

公車。 

2. 搭乘 275 副、705、706、805、812、916、

917、藍 17、藍 43、藍 44、藍 45、藍 46 等

公車至「捷運永寧站」，並於 3號出口轉乘

付費接駁公車。 

備註:4 月 29 日、4月 30 日 1800-2100，賞螢

付費接駁公車捷運永寧站3號出口末班車

為 20:30、南天母末班車為 21：00。 

1. 國道 3號下土城交流道從中央路三段轉入承天路再

接南天母路可到桐花公園。 

2. 從金城路一段轉入忠義路接南天母路可到桐花公

園。 

3. 由三峽方向來，走中央路四段右轉入龍泉路也可到

達桐花公園。 

2016 土城桐花祭夜間

賞螢活動 4/4/4/4/29292929、、、、4444////30303030。 

2.石壁寮溪清溪步

道(土城區南天母廣

場對面) 

1. 搭乘捷運永寧線至捷運永寧站 3號出口， 

轉搭「捷運永寧站－南天母廣場」付費接駁

公車。 

2. 搭乘 275 副、705、706、805、812、916、

917、藍 17、藍 43、藍 44、藍 45、藍 46 等

公車至「捷運永寧站」，並於 3號出口轉乘

付費接駁公車。 

備註:4 月 29 日、4月 30 日 1800-2100，賞螢

付費接駁公車捷運永寧站 3號出口末班車

為 20:30、南天母末班車為 21：00。 

1. 國道 3號下土城交流道從中央路三段轉入承天路再

接南天母路至南天母廣場可到石壁寮溪清溪步道 

2. 從金城路一段轉入忠義路接南天母路至南天母廣場

可到石壁寮溪清溪步道。 

3. 由三峽方向來，走中央路四段右轉入龍泉路經桐花

公園下好漢坡至南天母廣場可到石壁寮溪清溪步

道。 

2016 土城桐花祭夜間

賞螢活動 4/4/4/4/29292929、、、、4444////30303030。 

詳情請洽土城區公所 馮小姐 (02)2273-2000 分機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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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三峽三峽三峽三峽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鳶山流螢小徑 搭乘台北客運 812 公車（板橋-三峽線），於「中

園國小站」下，由大同路 240 巷右轉進入。 

台3線轉北85至中園國小轉大同路於240巷右轉進

入。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黃緣螢、黑翅螢) 

2.有木國小 

備註:賞螢活動請洽

有木國小 

於台北客運三峽站【大勇路】搭乘台北客運

807(三峽-熊空)班車，於有木國小站下車 

備註:約 90 分鐘一班車，注意回程車班 

北二高三鶯交流道下，沿台 3線（三峽復興路）接

台 7乙線往滿月圓、大板根方向（約 30 分鐘路程）。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黃緣螢、黑翅螢) 

3.安坑里獅子頭路

沿線 

自新店捷運站搭乘台北客運 779 公車（新店-

三峽）於安坑里站(建安國小)下車，沿建安路

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 

備註:約 50 分鐘一般車，注意回程車班 

1. 北上: 國道 3號由三峽交流道下，往土城方向，

沿著 110 號縣道，於 35.2K 紅綠燈右轉（建安路）

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皆可賞螢。 

2. 南下: 國道 3號由安坑交流道下，往安坑方向右

轉 110 線道三峽方向（車程約 15 分鐘），於 35.2K

紅綠燈左轉（建安路）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

皆可賞螢。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獅子頭路，路況不佳、路

面狹窄請注意會車及停

車 

(黃緣螢、黑翅螢) 

4.七五烤肉區，山水

畔，獅子頭五叉路 

備註:賞螢相關活動

請電洽安坑里辦公

處 2672-6003 

自新店捷運站搭乘台北客運 779 公車（新店-

三峽）於安坑里站(建安國小)下車，沿建安路

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 

備註:約 50 分鐘一般車，注意回程車班 

1. 北上: 國道 3號由三峽交流道下，往土城方向，

沿著 110 號縣道，於 35.2K 紅綠燈右轉（建安路）

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皆可賞螢。 

2. 南下: 國道 3號由安坑交流道下，往安坑方向右

轉 110 線道三峽方向（車程約 15 分鐘），於 35.2K

紅綠燈左轉（建安路）直行 3K 左轉獅子頭路沿線

皆可賞螢。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黃緣螢、黑翅螢) 

5.日東花園 

備註:此為私人莊

園。入園請洽

0963-369861 許先生 

自新店捷運站搭乘台北客運 779 公車（新店-

三峽）於安心站下車。 

1. 北上: 國道 3號由三峽交流道下，往土城方向，

沿著 110 號縣道往新店方向（車程約 20 分鐘）。 

2. 南下: 國道 3號由安坑交流道下，往安坑方向右

轉 110 線道往三峽方向（車程約 15 分鐘）。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黃緣螢、黑翅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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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 114 線及北 109

鄉道 

自三峽大勇路台北客運總站搭乘台北客運 807

（三峽-熊空）班車，於「大板根站」下車，往

有木方向前行約 100 公尺左轉北 109 鄉道沿線

及小徑皆可賞螢 

備註:約 90 分鐘一班車，注意回程車班 

國道 3號下三鶯交流道，接縣道 110 線（復興路），

接台 3線（中正路）後左岔路往省道台 7乙線，過

湊合橋，接北 114 至北 109，北 109 鄉道沿線及小

徑皆可賞螢。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7.大板根森林溫泉

渡假村 

於台北客運三峽站【大勇路】搭乘(三峽-熊空) 

班車，於「大板根站」下車 

備註:約 90 分鐘一班車，注意回程車班 

北二高三鶯交流道下，沿台 3線（三峽復興路）接 台

7乙線往滿月圓、大板根方向（約 30 分鐘路程）。 

4 月下旬至 5月中旬 

大板根需購買入門票 

8、三峽小案坑火金

姑茶小旅行套裝行

程 

75 區、四份子賞螢秘

境(20 人成團) 

備註:賞螢相關活動

請電洽安坑里辦公

處 2672-6003 

由新店捷運總站搭乘台北客運（779 新店-安新

-三峽，整點發車）於建安國小站下車 

北上:由三峽交流道下往土城方向，沿著 110 號縣

道，於 35.2K 紅綠燈右轉（建安路）前行 100 公尺

至里辦公處。 

 

南下:建議由北二高安坑交流道下，往安坑方向右轉

110 線道三峽方向（車程約 15 分鐘），於 35.2K（建

安路）左轉，前行 100 公尺至里辦公處。 

4 月 16 日起至 5月底 

 

9.碳中和樂園 

 

請搭乘 9103 至「山員潭子站」下車。 北二高三鶯交流道下，沿台 3線（三峽復興路）往

大溪方向 29.2 公里處→碳中和樂園。 

 

1.環保局三峽碳中和樂

園賞螢活動採取限額電

腦抽籤方式辦理，民眾需

先線上登記，待線上登記

截止後，依每梯次登記順

序序號以電腦亂數抽籤

方式決定入園正取名單。 

2.活動暫訂 4 月下旬，但

實際辦理時間以網頁公

告時間為主

http://www.epd.ntpc.g

ov.tw/Home 



   

 

4 

3.或電洽 22142022 分機

124王小姐。 

詳情請洽三峽區公所 謝小姐 (02)2671-1017 分機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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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新店新店新店新店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銀河洞 1. 新店客運(綠 12坪林-捷運新店線)

於北宜路「銀河洞站」下。 

2. 新店客運 647、綠 5，總站「中生橋」

下。 

沿北宜路往上走約 10 分鐘，有個大轉

彎面對銀河路約走 25 分鐘，到銀河洞

登山口。 

國道3號新店交流道→北新路新店

捷運站→北宜路二段458號→銀河

路→銀河洞登山口。 

4、5 月 

 

2.屈尺溼地 1. 自捷運新店站→新店客運 849 號

公車(台北-烏來線)→「梅花湖

站」下。順屈尺路下坡路段走→

屈尺國小→頂石厝路(濛濛谷)。 

2. 自捷運新店站(新店路陸橋下)→

搭乘屈尺里線新巴士至「屈尺車

站」下車沿屈尺路下坡路段走→

屈尺國小→頂石厝路(濛濛谷)。

註:最晚班次僅 18時 40至屈尺車

站。 

 

1. 國道 1號下圓山交流道，依序

經建國南北快速道路、辛亥

路、基隆路高架道路、環河快

速道路、北新路、新烏路(往

烏來方向)→屈尺路(屈尺國

小) →頂石厝路後抵達。 

2. 國道 3號下新店交流道，經中

興路轉北新路、新烏路後(往

烏來方向)→屈尺路(屈尺國

小) →頂石厝路抵達。 

3. 國道3號安坑交流道下往新店

方向，右轉環河路經安康路一

段接北新路，過新店捷運站後

再接往烏來的新烏路(往烏來

方向)→屈尺路(屈尺國小) 

→頂石厝路後抵達。 

4、5 月 

3.和美山步道 

(新店區永業路口) 

捷運新店站→過碧潭橋→左側美山步

道入口進入。 

國道 3號安坑交流道，或騎車從市

區道路→新店碧潭路→碧潭吊橋

→永業路右轉→永業路 81 巷左轉

進入，直接開到路底即可抵達。 

4、5 月 

(活動日為 4月 15、16、

22、23 日) 請向「台灣自

然科技學會」官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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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潭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路 92 號) 

自捷運新店站(新店路陸橋下)轉乘假

日觀光巴士-新烏線公車於「廣興河濱

公園」下車，沿著廣興路走可抵達廣

興河濱公園(廣興溼地)，但該巴士僅

假日行駛且最晚經過廣興河濱公園班

次僅至 17:20，較不方便。 

1.國道3號下安坑交流道→左轉安

康路一段→右轉華城路→左轉

潭之鄉→右轉永業路→右轉新

潭路→左轉思源橋→左彎繞直

潭淨水廠外圍→左轉直潭路後

抵達。 

2.新店北新路→北宜路→右轉新

烏路→小粗坑橋→右側彎永興

路→左轉直潭路後抵達。 

4、5 月 

5.廣興濕地(104年度因蘇迪勒颱風重創，部分

螢火蟲棲地受影響，螢況恐較不佳) 

自新店區公所捷運站轉乘假日觀光巴

士-新烏線公車於「廣興河濱公園」下

車，沿著廣興路走可抵達廣興河濱公

園(廣興溼地)，但該巴士僅假日行駛

且最晚經過廣興河濱公園班次僅至

17:20，較不方便。 

由新店往烏來方向沿新烏路3段至

廣興橋頭後，右轉進入廣興路。沿

廣興路行駛約 2公里即可到達。 

4、5 月 

6、文山農場(新北市農會文山農場 106年螢火

蟲季) 

活動需收費，包括賞螢一日遊及半日遊，詳情

請上 http://www.nfa.org.tw/farmers/ 

default.aspx?TfaID=999&MenuID=Y080417009 

網站    報名專線：(02)2666-7512 楊先生、

許先生、黃先生 

 

1. 自捷運新店站(新店路陸橋下)搭

乘 849 號公車於伸丈板站下車，往

回走 50 公尺至文山農場入口。 

2. 自捷運新店站(新店路陸橋下)搭

乘水源區新巴士-屈尺里線於「文

山農場」下車，但水源區巴士僅平

日行駛，當日最晚班次僅至

18:40，較不方便。 

開車走北二高－由安坑交流道

下，轉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接北宜

路，再接新烏路走即達。 

4、5 月 

 
PS.PS.PS.PS.和美山相關賞螢活動請參閱和美山生態筆記和美山相關賞螢活動請參閱和美山生態筆記和美山相關賞螢活動請參閱和美山生態筆記和美山相關賞螢活動請參閱和美山生態筆記 https://www.facebook.com/home.php#!/econote.tw/?fref=tshttps://www.facebook.com/home.php#!/econote.tw/?fref=tshttps://www.facebook.com/home.php#!/econote.tw/?fref=tshttps://www.facebook.com/home.php#!/econote.tw/?fref=ts 或臺灣自然科或臺灣自然科或臺灣自然科或臺灣自然科
技學會技學會技學會技學會 https://www.facebook.com/nt.org.tw/https://www.facebook.com/nt.org.tw/https://www.facebook.com/nt.org.tw/https://www.facebook.com/nt.org.tw/    
詳情請洽新店區公所 陳小姐 (02)2911-2281 分機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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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烏來烏來烏來烏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烏來里西羅岸路

段約 3-5 公里處 

搭乘新店客運849號公車(台北-烏來線)於「烏

來站」(終點站)下，再往烏來里(環山部落)方

向至烏來消防分隊旁停車場處右轉前進即可。 

驅車至忠治里椻堤社區前 100 公公尺處右上觀光大

橋左轉再往烏來里(環山部落)方向至烏來消防分隊

旁停車場處右轉前進即可。 

4 月下旬至 5月下旬。 

詳情請洽烏來區公所 馬先生 (02)2661-6442 分機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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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石碇石碇石碇石碇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二格山自然中心 

    

無 1.由新店自北宜公路23.5K下轉北47線,於北47線

8.1K 處 

2.由石碇交流道下左轉→往石碇方向→經區公所直

走→於萊爾富右轉北 47 線→於北 47 線 8.1K 處 

4 月中至 5月下旬 

備註: 私人經營，需付費

(新北市石碇區碇格路二

段 31 號) 

2.雲海國小 綠 12 線至雲海國小站 1. 由新店自北宜公路約 24.8K 右邊小路右轉即達雲

海國小，或是於北宜公路 24.8K 處雲海國小走階

梯上去 

2. 由石碇交流道下左轉→往石碇方向→經區公所直

走→於萊爾富右轉北 47 線→於北 47 線 9K(北宜

路 24.5K)處左轉北宜公路→於北宜公路約 24.8K

右轉小路或走階梯即可到達雲海國小 

4 月中至 5月下旬 

 

(新北市石碇區北宜路五

段坑內巷 1號) 

3.華梵大學後山 666 號公車至華梵大學站 由石碇交流道下左轉→往石碇方向→經區公所直走

→於萊爾富靠左直行碇坪路一段(106 乙線)→往華

梵路到底→華梵大學 

4 月中至 5月下旬 

 

(新北市石碇區彭山里華

梵路一號) 

4.三才靈芝 無 由國道 5號石碇交流道下→往平溪方向→經市 106

線道→雙溪口全家及 7-11便利商店→左轉上坡 106

線道往平溪方向走 4公里→51.7k左轉北 33公路往

汐止方向走 350 公尺→到達三才靈芝 

4 月中至 5月下旬 

 

(新北市石碇區碇格路二

段 31 號) 

詳情請洽石碇區公所 陳先生 (02)2663-1080 分機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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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坪林坪林坪林坪林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九芎根親水公園 每天早上8點至下午 5點從坪林國中站搭新巴

士金瓜寮線及大林線直達九芎根親水公園；晚

上無公車往親水公園，遊客需自備汽車前往。 

1.國道 5號下坪林交流道→經坪林市區→走台 9線

往台北方向 35.5k處→金瓜寮方向產業道路→九芎

根親水公園。 

2.台 9 線往台北方向 35.5k處→金瓜寮方向產業道

路→九芎根親水公園。 

4 月中旬至 5月底 

2.水德里合歡營地 新店客運綠 12、923、大都會客運 

1. 捷運新店站轉公車綠 12 至坪林站或水柳腳

站 

2. 捷運新店站轉公車 923 至坪林站 

3. 捷運大坪林站轉大都會客運至坪林站。 

至坪林站後過坪林橋接水德產業道路步行約

600 公尺。 

1.國道一號：建國南路→辛亥路→北新路→北宜公

路（北宜公路３８公里處左轉）。 

2.國道三號：石碇交流道下→石碇走１０６乙線到

坪林。 

3.國道三號：新店交流道下走環快（北宜公路３８

公里處左轉）。 

4.羅斯福路→北新路→北宜公路（北宜公路３８公

里處左轉）。 

北宜公路38公里處左轉接水德產業道路約500公尺

處。 

4 月中旬至 5月底 

3.坪林里親水吊橋

周邊 

新店客運綠 12、923、大都會客運 

1. 捷運新店站轉公車綠 12 至坪林站或水柳腳

站 

2. 捷運新店站轉公車 923 至坪林站 

3. 捷運大坪林站轉大都會客運至坪林站。 

至坪林站後走國中路接北宜公路(往台北方

向)步行約 500 公尺。 

1.從臺北台 9線經新店，直走北宜公路 37.5K 處可

到達；或國道 5號由石碇下交流道，接縣道 106

號乙前進即可抵達坪林國中。 

至坪林國中後接國中路再接北宜公路(往台北方向)

約 500 公尺。 

4 月中旬至 5月底 

4.漁光國小 

(坪林國小漁光校

區) 

假日早上8點至下午 4點從坪林國中站搭新巴

士南山寺線至漁光國小站下車；晚上無公車前

往漁光國小，遊客需自備汽車前往。 

由國道 5 號坪林交流道下，第 1 個紅綠燈直行，前

行 30 公尺丁字路口左轉(直行將返回高速公路往臺

北石碇方向)往闊瀨方向，右轉 42 號縣道(坪雙公

路)，6.5 公里處右側即可到達 

4 月中旬至 5月底 

5.國中路旁及協徳

橋下親水公園 

新店客運綠 12、923、大都會客運 

1.捷運新店站轉公車綠 12 至坪林站或水柳腳

站 

2.捷運新店站轉公車 923 至坪林站 

3.捷運大坪林站轉大都會客運至坪林站。 

1. 國道 5號下坪林交流道坪林國中即為國中路。 

2. 北宜公路 38 公里處到達坪林即可接國中路。 

4 月中旬至 5月底 

詳情請洽平林區公所 蔡先生 (02)2665-7251 分機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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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雙溪雙溪雙溪雙溪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后番子坑溪生態教

育園區 

 國道 1號北上往基隆方向，下暖暖交流道後右轉台 2

丙往雙溪方向，經暖暖區、基平隧道、平溪十分、

平雙隧道過雙溪上林國小約 130 公尺後，由左側之

平林派出所旁車道進入，再經過約 200 公尺依生態

工法教育園區指標左轉進入。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2.牡丹往十三層 

(貂山步道) 

搭乘往宜蘭方向的區間車於牡丹站下車，途

經政光一號橋遇叉路，向左可往慶雲宮，續

往右沿牡丹溪公路行即可抵十三層 34－1 號

民宅處登山口。 

經國道 1號大華系統交流道接台 62快速公路，並下

瑞芳交流道，靠右方出口後左轉臺 2丁，過瑞芳橋

後右轉直行往九份方向，在過瑞柑陸橋後右轉沿北

37鄉道(侯牡公路)，於再接回102縣道處再前行750

公尺後，過慶雲宮左轉，再前行約 3.6 公里即可抵

貂山古道登山口。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3.十三層親水園區 由牡丹火車站下車、往牡丹國小方向直行(三

貂村方向)、沿溪流即可到達 

經國道 1號大華系統交流道接台 62快速公路，並下

瑞芳交流道，靠右方出口後左轉臺 2丁，過瑞芳橋

後右轉直行往九份方向，在過瑞柑陸橋後右轉沿北

37鄉道(侯牡公路)，於再接回102縣道處再前行750

公尺後，過慶雲宮左轉，再前行約 2.9 公里即可抵

達十三層親水園區。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4.柑林國小 搭乘東部幹線列車至雙溪站，於車站前搭乘

國光客運(780、781)至「長源站」下車，車

程約 20 分鐘。 

國道 1號北上往基隆方向，下暖暖交流道後右轉台 2

丙往雙溪方向，經暖暖區、基平隧道、平溪十分、

平雙隧道後，於台 2丙近 15K 處右轉可抵外柑社區，

經過約 750 公尺左轉鄉道北 42 往坪林之狹橋，再經

過約 550 公尺即可到達柑林國小。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5.雙溪平林休閒農場 搭乘東部幹線列車至雙溪站，於車站前搭乘

國光客運(780、781、782)至「白灰厝站」，

車程約 10 分鐘。 

國道 1號北上往基隆方向，下暖暖交流道後右轉台 2

丙往雙溪方向，經暖暖區、基平隧道、平溪十分、

平雙隧道後，於台 2丙約 19.5K 處左轉往雙溪市區

即可到達。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6.雙溪茶花莊 搭乘東部幹線列車至雙溪區，於車站前搭乘

新北市新巴士(F812)至「茶花莊站」，車程約

15 分鐘。 

國道 1號北上往基隆方向，下暖暖交流道後右轉台 2

丙往雙溪方向，經暖暖區、基平隧道、平溪十分、

平雙隧道後經過上林國小在台 2丙 17.5k 處(有指

示牌)右轉-往前50公尺 T 字路左轉-再走一公里即

到茶花莊停車場。 

4 月上旬至 5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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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5年雙溪賞螢活動 

  需報名收費 

路線 

A、茶花莊農場   莊先生  0928-511869 

 

B、共和里-貂谷坑仔  雙臻園民宿  楊先生 

    0932-127213 

 

C、長源社區  山明水色民宿  王先生 

    0915-731371 

 

D、平林休閒農場  平林農場民宿  沈小姐 

    (02)2493-4016 

E、牡丹國民小學   林老師  (02)2493-1240 

 

套裝活動日期外，團體可以擇日預約方式進

行 

客製化賞螢導覽 

A、共合-笤谷坑 

聯絡窗口：雙溪雙臻園民宿、楊先生 

聯絡電話：0932-127213 

 

B、長源威惠廟 

   聯絡窗口：山明水色民宿、王先生 

聯絡電話：0915-731371 

 

C、平林休閒農場 

   聯絡窗口：平林農場民宿、沈小姐 

   聯絡電話：(02)2493-4016 

   地址：新北市雙溪區外平林 35 號 

賞螢活動時間 

4 月 15 日-5 月 14 日 

 

套裝活動時間 

4 月 15 日(六)、4 月 16

日(日)、4月 22 日(六)、

4 月 23 日(日)、4月 29

日(六)、4 月 30 日(日)、

5月 6日(六)、5 月 7 日

(日)、5月 13 日(六)、5

月 14 日(日) 

詳情請洽雙溪區公所  林先生 (02)2493-1111 分機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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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平溪平溪平溪平溪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 平溪老街附近 

 

1. 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至

平溪火車站下車 

2. 公車： 

(1)由捷運木柵站搭台北客運 795 號公車至平

溪站下車。 

(2)瑞芳車站搭基隆客運至平溪站下車 

1. 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

106 縣道→平溪。 

2. 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 2丙→106 縣道→平溪 

3. 瑞八公路（臺 2丁）→瑞芳工業區轉 106 縣道→

平溪。 

4. 汐止→汐平公路（北 31 線道）→平溪。 

4 月中旬至 5月底 

 

(備註：賞螢期間此地點

之路燈會以紅色玻璃紙

包覆起來，以保護螢火蟲

及確保用路人安全。) 

2.十分老街附近 

 

1. 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至

十分車站下車往平新農路方向步行約 15 分

鐘。 

2. 公車： 

(1)由捷運木柵站搭台北客運 795 號公車至十

分寮站下車。 

(2)瑞芳車站搭基隆客運至十分寮站下車。 

(3)於南港車站搭乘首都客運(1577) →國道 1

號→萬瑞快速道路→台 2丙→十分老街往平新

農路方向步行約 15 分鐘。 

1. 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

106 縣道→平溪→十分老街往平新農路方向步行

約 15 分鐘。 

2. 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 2丙 8.5K→平新農路。 

3. 瑞八公路（臺 2丁）→瑞芳工業區轉 106 縣道→

十分老街。 

4. 汐止→汐平公路（北 31 線道）→平溪轉 106 縣道

→十分老街。 

4 月中旬至 5月底 

(備註:車輛進出多，賞螢

須特別小心。因新設多盞

路燈，光害影響螢況) 

3. 台陽俱樂部(太

子賓館) 

1. 公車：於木柵捷運站出口搭乘臺北客運 795

公車至菁桐老街 (菁桐坑)站下車，往民生

橋方向步行約 5分鐘。 

2. 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至

菁桐車站下車往民生橋方向步行約10分鐘。 

1. 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106

縣道→平溪→菁桐老街。 

2. 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 2丙→106 縣道→平溪

→菁桐老街。 

3. 汐止→汐平公路→北 31 縣道→平溪→菁桐老街。 

4. 由臺北沿 106 線道→石碇雙溪口→平溪→菁桐老

街附近停車，往民生橋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4 月中旬至 5月底 

(備註：賞螢期間此地點

之路燈會以紅色玻璃紙

包覆起來，以保護螢火蟲

及確保用路人安全。) 

4.臺灣煤礦博物館 1. 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至

十分火車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至台灣煤礦

博物館之入口 

2. 公車： 

(1)由捷運木柵站搭台北客運 795 號公車至十

分寮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至台灣煤礦博

物館入口處。 

(2)瑞芳車站搭基隆客運至十分寮站下車，步

1. 臺北→深坑→石碇雙溪口轉 106 縣道→平溪→十

分→台灣煤礦博物館。 

2. 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2丙 8K處→台灣煤礦博

物館。 

3. 瑞八公路（臺 2丁）→瑞芳工業區轉 106 縣道→

十分→台 2丙 8K 處→台灣煤礦博物館。 

4. 汐止→汐平公路→平溪→十分→台2丙 8K處→台

灣煤礦博物館 

4 月中旬至 5月底 

 

(參加賞螢活動需報名收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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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約 10 分鐘至台灣煤礦博物館之入口。 

(3)於南港車站搭乘首都客運(1577) →國道 1

號→萬瑞快速道路→台 2丙→十分老街往

平新農路方向步行約 10 分鐘。 

5. 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

106縣道→平溪→十分→台2丙 8K處→台灣煤礦

博物館。 

5.平湖森林遊樂區 1. 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至

十分火車站下車→台2丙(往雙溪方向)步行

約 40 分鐘。 

2. 公車﹕ 

(1)由捷運木柵站搭台北客運 795 號公車至十

分寮站下車→台 2丙(往雙溪方向)步行約

40 分鐘。 

(2)瑞芳車站搭基隆客運至十分寮站下車→台

2丙(往雙溪方向)步行約 40 分鐘。 

(3)於南港車站搭乘首都客運(1577) →國道 1

號→萬瑞快速道路→台 2丙(平湖里站)下

車。 

1. 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

106 縣道→平溪→台 2丙(往雙溪方向)→平雙隧

道前 50 公尺左轉→平湖森林遊樂區。 

2. 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 2丙→平雙隧道前 50

公尺左轉→平湖森林遊樂區。 

3. 汐止→汐平公路→平溪→台 2丙(往雙溪方向)→

平雙隧道前 50 公尺左轉→平湖森林遊樂區。 

4 月中旬至 5月底 

6.望古農路 1..火車﹕於七堵、瑞芳、猴硐等火車站搭乘

至  望古火車站下車→往望古農路方向步行

約 5分鐘。 

2.公車﹕ 

(1)由捷運木柵站搭台北客運 795 號公車至慶

和站下車→望古火車站→往望古農路方向步

行約 5分鐘。 

(2)瑞芳車站搭基隆客運至慶和站下車→望古

火車站→往望古農路方向步行約 5分鐘。 

1.國道３號接國道５號，於石碇交流道出口左轉106

縣道→平溪→106 線道 66K→望古火車站→往望古

農路方向步行約 5分鐘。 

2.中山高下八堵交流道→台 2丙→下十分→左轉

106 線道 66K→望古火車站→往望古農路方向步行

約 5分鐘。 

 3.汐止→汐平公路→平溪→106 線道 66K→望古火

車站→往望古農路方向步行約 5分鐘。 

4 月中旬至 5月底 

PSPSPSPS：：：：4444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29292929 日平溪區公所結合商圈辦理賞螢日平溪區公所結合商圈辦理賞螢日平溪區公所結合商圈辦理賞螢日平溪區公所結合商圈辦理賞螢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詳情請洽平溪區公所詳情請洽平溪區公所詳情請洽平溪區公所詳情請洽平溪區公所    

詳情請洽詳情請洽詳情請洽詳情請洽平溪平溪平溪平溪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區公所        陳陳陳陳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2)2(02)2(02)2(02)2495495495495----1510151015101510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13413413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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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瑞芳瑞芳瑞芳瑞芳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琉榔路觀光步道 1. 搭火車至瑞芳站下，走前站出口後左轉約

100公尺至區民廣場(瑞芳分局旁)轉基隆客

運 788、827、826(僅假日)號，至「琉榔腳

站」下車由 102 縣道上山， 步行 2分鐘於

「琉榔路觀光步道」石碑處進入步道賞螢。 

2. 由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搭往金瓜石的基隆

客運 1062抵九份，由老街進輕便路往下，

轉琉瑯路步道。 

開車從中山高至大華系統接 62 線快速道路至瑞芳，

沿 102 線道，續行即可抵九份，由九份老街進，經

輕便路往下，再由琉瑯路步道下山一路賞螢。 

4 月-5 月 

2.瑞柑國小 搭火車至瑞芳站下，走前站出口後左轉約 100

公尺至區民廣場(瑞芳分局旁)搭乘往九份、金

瓜石或猴硐線公車，至瑞柑國小站下車。 

開車從中山高至大華系統接 62 線快速道路至瑞芳，

沿 102 線道往九份方向，約 1km後就可看到左邊有

瑞柑國小指示牌。 

4 月-5 月 

3.三貂嶺金字橋 搭火車至三貂嶺站下，步行至金字橋。 開車從中山高至大華系統接 62 線快速道路至瑞芳，

沿 102 線道往九份方向，途中右轉「北 37 鄉道」至

猴硐，沿著猴硐車站前的馬路前行至遇復興橋，左

轉過橋再右轉，接「猴三公路」往三貂嶺至金字橋

終點處。 

4 月-5 月 

詳情請洽瑞芳區公所 吳小姐 (02)2497-2250 分機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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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汐止汐止汐止汐止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新山夢湖步道 汐止火車站轉免費新巴士 F909 至柯子林 1. 驅車由汐萬路三段轉新山路，車至夢湖登山口沿

步道進入。 

2. 國道一號汐止交流道下－汐止大同路－轉汐萬

路－經林肯大郡－見拱北殿路口走右側馬路－

沿路跟著「新山夢湖土雞城」指標－汐萬路、夢

湖路口處，正好是二號橋，右轉－五十公尺處有

一仚路，右側為民家，請走左側馬路－過「新山

夢湖土雞城」後，續直行，抵車道終點即可見往

夢湖步道。 

4 月上旬~6 月下旬 

2.汐碇路 3公里處  1. 國道一號︰汐止交流道(10K)→直行水源路→左

轉新興路→右轉新台五路→左轉水源路→右轉汐

碇路 

2. 國道三號︰新台五路交流道(12K)→新台五路→

右轉水源路→右轉汐碇路 

4 月上旬~6 月下旬 

3.翠湖 1. 搭捷運到文湖線葫洲站，轉紅 2、藍 36、284

公車到北峰里站。下車後沿著翠湖的路標即

可到達。(步行至金龍湖約 10-15 分鐘，從

金龍湖再散步往翠湖) 

2. 817在金龍湖下車，湖東街 5 巷左轉，經金

龍湖接往翠湖產業道路即可到達。 

1. 北二高往汐止交流道下，經大同路往汐萬路方向

再沿著金龍湖、翠湖的指標前進即可抵達 

2. 北一高下東湖交流道，經東湖路接汐止康寧街，

轉明峰街，湖東街 5 巷左轉，經金龍湖接往翠湖

產業道路即可到達。 

4 月上旬~6 月下旬 

詳情請洽汐止區公所 林先生 (02)2641-1111 分機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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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萬里萬里萬里萬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溪底里瑞泉路沿

線 

1. 國光客運：台北→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2 至瑞泉路口站。 

2. 基隆客運：基隆→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2 至瑞泉路口站。 

3. 基隆客運：基隆→淡水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2 至瑞泉路口站。 

4. 基隆客運：台北→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2 至瑞泉路口站。 

5. 基隆客運：板橋→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2 至瑞泉路口站。 

由國道 3號基金交流道出口→萬里市區鐘樓 

左轉→北 28 線→溪底瑞泉路。 

4 月至 6月 

2.雙興里大坪國小

沿線 

1. 國光客運：台北→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1 至大坪國小站。 

2. 基隆客運：基隆→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1 至大坪國小站。 

3. 基隆客運：基隆→淡水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1 至大坪國小站。 

4. 基隆客運：台北→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1 至大坪國小站。 

5. 基隆客運：板橋→金山 

  固定時間發車，於萬里區公所站下車，轉免

費新巴士 F921 至大坪國小站。 

由國道 3號基金交流道出口→萬里市區鐘樓左轉→

北 28 線→北 28-1 線→雙興里大坪路。 

4 月至 6月 

詳情請洽萬里區公所 王小姐 (02)2492-2064 分機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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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金山金山金山金山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重和溪沿岸 

(陽金公路4K轉奇峰

石溫泉山莊往陽明

山之磺溪頭農路旁） 

 

 

1.台北車站健保大樓前（公園路 32 號對面），

搭乘皇家客運 1717「台北－經陽明山－金

山」班次，走陽金公路，經陽明山，至林莊

站（奇峰石山莊）下車，轉小路步行 3分鐘

可接磺溪頭農路。 

2.國光客運臺北西站 A棟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 171 號，搭乘國光客運 1815「台北－金

山青年活動中心／法鼓山」班次，經市府轉

運站／聯合報站，至金山國光客運總站下

車，再轉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

山－台北」班次，至林莊站（奇峰石山莊）

下車，轉小路步行 3分鐘可接磺溪頭農路。 

3.基隆火車站前忠一路，搭乘基隆客運 790「基

隆－金山」班次或 862「基隆－金山－淡水」

班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搭乘皇家客

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北」班次，至

林莊站（奇峰石山莊）下車，轉小路步行 3

分鐘可接磺溪頭農路。 

4.台灣大學站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搭乘基隆客運 1068「台灣大學－國道 3

號－金山」班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

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

北」班次，至林莊站（奇峰石山莊）下車，

轉小路步行 3分鐘可接磺溪頭農路。 

5.淡水捷運站前，搭乘淡水客運 862「淡水－

金山－基隆」班次或 863「淡水－金山」班

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北」班次，至林

莊站（奇峰石山莊）下車，轉小路步行 3分

鐘可接磺溪頭農路。 

1. 由台北陽明山仰德大道直上陽金公路（台 2甲）4

公里處左手邊，即可至奇峰石山莊（過馬槽橋約

12 分鐘即可抵達），轉小路可接磺溪頭農路。 2. 由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內湖交流道上，接北

二高 (國道三號)往萬里，在萬里交流道下，左轉

往金山方向，走金山外環道，往陽明山國家公園

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4公里處右手邊，即

可至奇峰石山莊，轉小路可接磺溪頭農路。 3. 由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至八堵交流道下，左

轉往金山方向，走金山外環道，往陽明山國家公

園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4公里處右手邊，

即可至奇峰石山莊，轉小路可接磺溪頭農路。 4. 由淡水經淡金公路至金山，走金山外環道，往陽

明山國家公園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4公里

處右手邊，即可至奇峰石山莊，轉小路可接磺溪

頭農路。 

4 月到 6月 

 

備註:皇家客運1717每天

最晚發車時間為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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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金山金山金山金山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八煙聚落 

(陽金公路7.6K旁聚

落入口） 

 

 

1.台北車站健保大樓前（公園路 32 號對面），

搭乘皇家客運 1717「台北－經陽明山－金

山」班次，走陽金公路，經陽明山，至八煙

(綠峰山莊)站下車即到聚落入口。 

2.國光客運臺北西站 A棟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 171 號，搭乘國光客運 1815「台北－金

山青年活動中心／法鼓山」班次，經市府轉

運站／聯合報站，至金山國光客運總站下

車，再轉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

山－台北」班次，至八煙(綠峰山莊) 站下

車即到聚落入口。 

3.基隆火車站前忠一路，搭乘基隆客運 790「基

隆－金山」班次或 862「基隆－金山－淡水」

班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搭乘皇家客

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北」班次，至

八煙(綠峰山莊)站下車即到聚落入口。 

4.台灣大學站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搭乘基隆客運 1068「台灣大學－國道 3

號－金山」班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

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

北」班次，至八煙(綠峰山莊)站下車即到聚

落入口。 

5.淡水捷運站前，搭乘淡水客運 862「淡水－

金山－基隆」班次或 863「淡水－金山」班

次，至金山郵局站下車，再轉搭乘皇家客運

1717「金山－經陽明山－台北」班次，至八

煙(綠峰山莊)站下車即到聚落入口。 

1.由台北陽明山仰德大道直上陽金公路（台 2甲）

7.6 公里處左手邊，即可至八煙聚落。 

2.由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內湖交流道上，接北

二高 (國道三號)往萬里，在萬里交流道下，左轉

往金山方向，走金山外環道，往陽明山國家公園

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7.6 公里處右手邊，

即可至八煙聚落。 

3.由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至八堵交流道下，左

轉往金山方向，走金山外環道，往陽明山國家公

園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7.6 公里處右手邊，

即可至八煙聚落。 

4.由淡水經淡金公路至金山，走金山外環道，往陽

明山國家公園方向，陽金公路（台 2甲）7.6 公

里處右手邊，即可至八煙聚落。 

4 月到 6月 

 

備註:皇家客運1717每天

最晚發車時間為 18:45 

詳情請洽金山區公所  江先生 (02)2498-5965 分機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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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三三三三、、、、石門石門石門石門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阿里磅生態農場 

(石門區阿里磅 84

號，電 2638-2745) 

淡水捷運站換乘淡水客運往石門、金山、基隆

線，於石門站下車 

備註:農場可至車站接人，須事先聯絡 

台北經淡水走淡金公路(台二線)，到石門街上，路

標 28.1 公里處右轉中山路，直行約 100 公尺後，(過

消防隊及清潔隊後)左轉接縣道北 21 公路，上山約

3.5 公里在路標 13.5 公里處 

備註:使用衛星導航請設定石門國小，抵達目的地後

轉中山路再依農場指標前往。 

4-6 月 

備註:請穿防滑鞋、戴帽

子並準備防曬油、防蚊液

和望遠鏡等，夜間觀察請

攜帶手電筒。 

詳情請洽石門區公所  鐘小姐 (02)2638-1721 分機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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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四四四四、、、、三芝三芝三芝三芝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1.三芝區錫板里 無 1. 往三芝台 2線芝蘭公園對面大湖路(北 7)3.9K 左

轉 

2. 往三芝台 2線北 9走到底，三芝小豬右轉湖福路

12鄰 17 號右轉 500 尺 

5~6 月 

2.三芝區圓山里青

山路 

無 1. 往三芝台 2線芝蘭公園對面大湖路(北 7)走到

底，懷恩墓園繼續往上即可到達青山路(櫻木花

道) 

2. 北新路往三芝，懷恩墓園右轉繼續往上即可到達

青山路(櫻木花道) 

6~7 月 

3.三芝區八賢里心

療走廊 

無 三芝八賢里 2鄰 6 號再往上，可詢問心療走廊處(種

植一排穗花棋盤腳) 

6~7 月 

詳情請洽三芝區公所 (02)2636-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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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深坑區公所 謝小姐 (02)2662-3116 分機 215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深坑深坑深坑深坑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阿柔洋產業路約 5-6

公里處(青山香草

園) 

無 由國 3甲台北聯絡道下深坑端走 106 乙線往石碇方

向至右側看到台塑加油站右轉阿柔洋產業道路往上

山方向至 5-6 公里處停車場停車即可抵達大崙尾

(青山香草園)。 

 

5 月至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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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貢寮區公所 陳小姐 (02)2494-1601 分機 209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貢寮貢寮貢寮貢寮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    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自行開車    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賞螢期間    

龍崗社區 搭火車至貢寮火車站轉乘接駁車(接駁車時

間：5月 1日下午 3點) 

從台北出發者，建議搭乘區間車 4188 車次至

貢寮(到站時間 14:45)，回程搭區間車 4188

車次(發車時間 20:48) 

自貢寮國中往西走嵩陽路，右轉接石壁坑街 

車子請直接開至戲棚地停車。 

4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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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    

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    

((((視當地花況而變更視當地花況而變更視當地花況而變更視當地花況而變更))))    
鄰近賞螢地點鄰近賞螢地點鄰近賞螢地點鄰近賞螢地點    

深坑區 藝遊桐樂  美好深坑 萬福生態公園 4 月 22 日(六) 1.阿柔洋產業路約 5-6 公里處(青

山香草園) 

2.石碇華梵大學後山 

土城區 2017 新北市土城區客家桐

花祭 

南天母廣場 4 月 29 日(六)、30 日(日) 1.桐花公園及周邊賞螢步道 

(承天路底) 

2.石壁寮溪清溪步道(南天母廣場

對面) 

新店區 藝桐踏青趣 二叭子植物園 4 月 30 日(日) 和美山步道 

 

三峽區 桐遊三峽 長福橋 4 月 30 日(六) 鳶山流螢小徑 

瑞芳區 桐遊瑞芳賞螢趣 四腳亭吉安宮前廣場 5 月 6 日(六) 琉榔路觀光步道、碩仁里魚寮路停

車場 

三芝區 藝桐愛三芝 陽光路與北 18 線叉路口及橫山

里 

5 月 6 日(六) 1.錫板里 

2.圓山里青山路 

3.八賢里心療走廊 

石碇區 桐雪紛飛品茶趣 格頭里北 47-1 線 9K-50 處 5 月 20 日(六) 1.二格山自然中心 

2.雲海國小 

桐花祭活動詳情請洽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活動詳情請洽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活動詳情請洽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桐花祭活動詳情請洽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文教發展科文教發展科文教發展科文教發展科        郭小姐電話郭小姐電話郭小姐電話郭小姐電話：：：：29603456 29603456 29603456 29603456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6033603360336033 及請洽詢相關區公所及請洽詢相關區公所及請洽詢相關區公所及請洽詢相關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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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111106060606 年年年年「「「「新北創新雞新北創新雞新北創新雞新北創新雞((((機機機機))))．．．．兒童尋寶趣兒童尋寶趣兒童尋寶趣兒童尋寶趣————螢火蟲祭螢火蟲祭螢火蟲祭螢火蟲祭」」」」活動一覽表活動一覽表活動一覽表活動一覽表    

承辦

單位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時間 
報名費用 賞螢地點 螢火蟲種類 交通資訊 中園國小 鳶飛桐華  賞螢去 106.04.26(三) 106.04.28(五) 免費參加  (提供代訂晚餐服務) 中園國小 後方鳶山 黑翅螢 黃緣螢 新北市三峽區弘園街 22號， 自行前往中園國小集合，統一帶隊至賞螢地點。 五寮國小 火焰蟲來吃茶.五寮來做客 106.04.28(五) 106.05.05(五)  (18:00~21: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五寮山區 黑翅螢、 紅胸黑翅螢 自行開車前往五寮國小集合 ，統一帶隊至賞螢地點。 有木國小 探奇小精靈,螢光亮有木 106.04.20(四) 106.04.21(五)  (17:50~20:00) 免費參加  (提供代訂晚餐服務) 有木國小校園 黑翅螢 黃緣螢 公車、自行開車(校內不開放停車) 建安國小 螢光河畔趴趴GO 106.04.21(五) 106.04.28(五)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建安國小校園 黑翅螢、黃緣螢、梭德氏脈翅螢、 紅胸黑翅螢 公車、自行開車(校內不開放停車) 橫山國小 螢光熠熠  賞螢趣 106.05.18（四） 106.05.26(五) 免費參加  (提供代訂晚餐服務) 阿里磅農場 黃緣螢 自行前往阿里磅農場集合，統一帶隊至賞螢地點。 平溪國小 平溪好山水 攜手來賞螢 106. 4.27(四) 106. 5. 3(三) 免費參加  (提供代訂晚餐服務) 平溪國小、 嶺腳產業道路 黑翅螢 黃緣螢 ＊795 公車平溪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 ＊平溪線火車平溪站下車步行 10 分鐘 菁桐國小 菁光閃閃 桐來賞螢 106.04.26(三) 106.04.28(五) 免費參加  (提供代訂晚餐服務) 菁桐國小 黑翅螢 公車 795、 火車 石碇國小 相會石碇 106.04.22(六) 106.04.24(一) 晚上 6:00-8:3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大樹下餐廳景美溪旁 黃緣螢、黑翅螢 自行開車前往、欣欣客運 666 坪林國小 低碳賞螢-讓生命發光 106.04.26(三) 106.04.28(五) 17:00~21: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坪林吊橋 黑翅螢 公車：搭乘 923、綠 12 及 9028 前往坪林國小。 開車：從坪林交流道下，約 1 公里到達。 貢寮國小 荒地裡的小燈籠 106.04.18(二) 106.04.21(五)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吉林生態教育中心 黑翅螢 自行開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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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9:30) 屈尺國小 螢河落九天.浪漫滿屈尺 106.04.23(日) 106.05.05(五) (18:00~21: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屈尺社區 黑翅螢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 55 號 交通路線： 【公車】搭乘新店客運 849 線，屈尺站下車，沿屈尺路下坡步行約 3分鐘，經過櫻花街後，左手邊即為屈尺國小。 【捷運】新店線「新店站」下車，轉乘新店客運 849 線至屈尺站，沿屈尺路下坡步行約 3分鐘到校。 【開車】由北新路往烏來方向，右轉新烏路，行駛 7 公里右轉屈尺路，沿屈尺路下坡，經過櫻花街後，左手邊即為屈尺國小。 瑞柑國小 蟲提燈籠賞螢趣 106.04.29(六) 106.04.30(日)  (15:00~19:3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瑞柑第一、第二生態村，操場，瑞芳公園步道 黃緣螢、黑翅螢 自行開車前往瑞柑國小集合，統一帶隊至賞螢地點。 大坪國小 萬里螢光-大坪賞螢趣 106/04/20(四) 106.05.03(三) 18:00～19:30 免費參加 (代訂晚餐時，收取餐費)  大坪山區 黑翅螢 自行開車沿太和路至大坪國小，統一帶至賞螢地點。 上林國小 螢光閃閃，尋寶上林 106.04.27(四) 106.05.04(四) 18:00～20: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上林生態溝 黑翅螢、 黃緣螢 汽車：中山高北上→瑞芳、暖暖交流道→基福公路 →十分→雙溪。 汽車：北二高 →16K 轉北宜速公路→石碇交流道下→左轉平溪方向 106縣道→平溪→106縣道 67.8 公里處右轉往雙溪方向→平雙公路→上林國小。 火車：在台北或板橋車站搭乘往宜蘭火車，到雙溪站下車再轉公車到上林國小。 柑林國小 歡「螢」光臨 閃亮柑林 

106.04.20(四) 

106.04.27(四) 

18:00～21: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盤山坑社區 黑翅螢 火車；國光客運 崇德國小 閃閃螢光情 崇德樂學園 

106.05.20(六) 

106.05.21(日) 

17:00～20:00 

免費參加 (不包含用餐) 

本校生態村、茄苳溪畔、本校螢火蟲教室 

梭德氏脈翅螢 黃緣螢 
自行到崇德國小 

    

101010106666 年校園賞螢活動年校園賞螢活動年校園賞螢活動年校園賞螢活動    

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活動詳情活動詳情請上新北市教育局網站請上新北市教育局網站請上新北市教育局網站請上新北市教育局網站 http://www.ntpc.edu.tw/http://www.ntpc.edu.tw/http://www.ntpc.edu.tw/http://www.ntpc.edu.tw/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或或或或請洽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請洽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請洽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請洽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劉先生劉先生劉先生劉先生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29603456:29603456:29603456:29603456 轉轉轉轉 2677267726772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