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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文青海洋瘋」 

大專院校生環教營隊簡章 

一、 活動簡介 

澎湖南方四島具有獨特壯麗的玄武岩地質景觀、豐富多樣的海洋及島嶼生態，以及富

涵移民歷史的傳統人文及聚落景觀，並於 103 年 6 月 8 日年公告成為我國的第 9 座國家公

園，亦為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後的第 2 座海洋型國家公園，極具推廣海洋環境教育的潛力。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總面積 35,843.62 公頃，範圍除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嶼、西

嶼坪嶼為四島海域中較大的島嶼外，並包含周邊之頭巾、鐵砧、二塭、香爐、鋤頭嶼、豬

母礁、鐘仔、柴垵塭與離塭仔等島礁，由於位處離島地區，交通往來需靠船班接駁，較少

人為活動干擾，因此，海、陸域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都保存非常完整，為觀察各種生態景

觀與地質地形的好場所。 

本活動從馬公南海遊客中心出發，在船上進行「航遊四島」的課程活動，透過專業講

師的帶領，一起認識澎湖南方四島（東嶼坪嶼、西嶼坪嶼、西吉嶼和東吉嶼）周遭的海域

環境，並學習在海上的方位辨認與地質地形特徵；「海洋停看聽」，用停、看、聽的方式

來體驗與認識海洋，穿上裝備到潮間帶進行一場生物尋寶大冒險，利用近距離接觸的方式，

讓您了解海洋的美好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性；您知道捕魚時有幾種捕魚方式嗎？然而這些方

式又會對生態有什麼影響？吃飽休息片刻，下午我們一起透過「有福（魚）同享」這個有

趣的桌遊，來探討捕魚的小祕密！在體驗完捕魚的樂趣後，講師將帶領大家穿越時空進入

「時光膠囊 1960」，一起回到過去，透過走讀東吉嶼聚落的方式，來了解這個島上的文化

建築意義及文化保存之重要性！晚間的活動「聲東吉「星」」，將帶著大家探索夏日的美

麗星空，以及觀星的樂趣。第二天則一同前往東嶼坪嶼七尺門沙灘，進行浮潛體驗，探索

海洋生態之美。最後，各位將進入刺激有趣的「南方四島生存戰」，利用各種角色扮演的

方式來認識澎湖南方四島的重要歷史事件及變遷。 

透過本活動整合環境教育資源及當地社區與業者參與，發展出屬於澎湖南方四島國家

公園之特色海洋環境教育活動，建構環境教育平台，達到海洋資源復育及永續發展願景。 

二、 主辦單位：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三、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四、 活動對象：大專院校生及碩博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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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名額：30名，備取10名 

(1) 報名人員：限大專院校、碩博班在學學生參加 

 （請佐附學生證；應屆畢業生佐附畢業證書） 

(2) 本活動包含搭船、徒步及海域體驗，較須耗費體力，報名時請斟酌個人健康及體能狀

況。  

六、 活動地點：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1) 走讀島嶼：東吉嶼 

(2) 海上巡航：東嶼坪嶼、西嶼坪嶼、東吉嶼、西吉嶼玄武岩地質景觀  

(3) 浮潛體驗：東嶼坪嶼七尺門沙灘 

七、 活動日期：110年9月2日-9月3日（星期四、五） 

八、 活動延期日期： 110年9月9日-9月10日（星期四、五） 

(1) 活動時如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預報臺灣海峽區域為大浪（浪高大於1.5米）、

風力5至6級或陣風8級以上或有重大事故及不可抗力之因素影響，將延後當梯次活動至

上述日期辦理，如仍無法辦理則取消。 

(2) 將於每次活動出發前三日及前一日評估天候及海況是否適合辦理，若活動確定延期，

將於本處網站及FB公布相關資訊，並以電話及簡訊通知參加人員。  

九、 報名方式：本活動僅可至本處網站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1) 報名期限：110年8月12日10：00–8月16日17：00，於本處網站（https://www.marine.gov.tw/）

報名，額滿為止。  

(2) 參考已完成網路報名順序，依多元參與原則錄取活動人員（正取30名，備取10名），礙

於船舶搭載人數上限規定，正取足額後，所餘報名人員將列入備取名單，尚請見諒。並

於8月19日10：00後於本處網站及FB公告錄取名單（包含正備取）。 

(3) 報名錄取後，本活動不允許更換參加人員，若不克參加，名額將由備取人員遞補。 

(4) 報名如未足額，將於8月20日10:00–8月22日17：00開放網路第二階段報名，並於8月25

日10：00後於本處網站及FB公告錄取名單，如報名人數仍少於20名時，本處將視情況

調整延後辦理或取消，相關資訊屆時詳見本處網站及FB公告。 

十、 活動費用及繳費：  

(1) 活動費用：新台幣1,500元整（含船費、保險、餐點等部份負擔）  

(2) 繳費期限：第一階段參加人員須於110年8月23日17：00前繳交完成（以匯款收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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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為憑），未於時間內繳款者視同放棄，由候補人員遞補。  

(3) 匯款帳戶名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401專戶」  

匯款銀行：「台灣銀行高雄分行」（代號：004）；帳號：011036032083。 

(4) 匯款收據證明回傳：請於110年8月23日17：00前，將匯款之收據以E-mail方式

（nicky70921@gmail.com）進行回傳，並經電話通知確認後始完成報名（電話 : 

0933541874，蘇小姐）。 

(5) 如未能於繳費期限內匯款視同放棄資格，活動名額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承辦單位

將於8月24日以電話及E-mail通知備取人員遞補，並請於8月27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程

序（礙於船舶搭載人數上限規定，遞補時將依活動名額上限之人數遞補）。 

(6) 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如於出發日前三日通知無法參加，所繳活動費用退費百分之五十，

如至出發前二日方才通知，將不辦理退費，惟因重大事故或不可抗力之因素，經提出

證明者不在此限。  

(7) 活動因天候及海況因素或人數不足延後或取消辦理，而無法參與活動者，將辦理全額

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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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行程： 

110年9月2日（四）第1天   

（大專院校生，12小時課程，預計：30人）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08:00-08:30 集合報到 馬公南海遊客中心  

08:30-10:30 
航遊四島 

（2 小時） 
客輪 

認識澎湖南方四島，學習

海上方位及特徵辨識。 

10:30-12:30 
海洋停看聽 

（2 小時） 
東吉蘆薈灣  

12:30-13:30 午餐、休息 東吉嶼民宿 
享用 

地方風味餐 

13:30-15:30 
有福（魚）同享 

（2 小時） 
東吉遊客服務中心 

操作有福（魚）同享課

程，認識海洋資源 

15:30-16:30 
時光膠囊 1960 

（1 小時） 
東吉嶼聚落  

16:30-18:30 晚餐與休息時間 東吉嶼民宿  

18:30-20:30 
聲東吉「星」 

(2 小時) 
東吉嶼民宿 

 

 

20:30- 盥洗與就寢時間 

110 年 9 月 3 日（五）：第 2 天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8:00-9:00 早餐、集合 東吉嶼民宿  

9:00-10:00 東吉嶼-東嶼坪嶼 東吉嶼-東嶼坪嶼  

10:00-12:00 
東嶼坪嶼浮潛 

（2 小時） 
東嶼坪嶼七尺門沙灘  

12:00-13:30 午餐、休息 東嶼坪嶼民宿 享用地方風味餐 

13:30-15:30 
南方四島生存戰

（2 小時） 
東嶼坪嶼  

15:30-16:30 返回馬公 東嶼坪嶼→馬公  

16:30 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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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注意事項：  

（一） 集合地點：馬公南海遊客中心（面對南海遊客中心左側空地）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新營路25號 

（請自行前往集合地點報到，第一天上午8時30分準時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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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注意事項：  

(1) 請攜帶個人身分證件（登船查證）、健保卡、防曬用品、帽子、健行鞋、風衣、雨具、毛

巾及個人藥物（過敏或暈船藥等）。 

(2) 建議參加者登船前適量飲食，較不容易發生暈船狀況。 

(3) 若您為需使用暈船藥者，請依該藥品之說明書或藥師指示服用。 

(4) 潮間帶探索所需之防滑膠鞋將由承辦單位提供，請於報名時填寫鞋子尺寸，以利作業。 

(5) 因澎湖南方四島係屬偏遠離島，日常物質運補不易，伙食較為簡便，並為響應環保，請儘

可能自備環保杯、筷、水壺等。 

(6) 東吉嶼住宿環境較為簡便且空間有限，本處將視報名情形安排2人房或3人房，住宿環境照

片如下： 

 

 

(7) 東嶼坪嶼及東吉嶼僅有簡易雜貨店販售飲品等，並無信用卡及提款機服務，請備妥現金及

零錢。東嶼坪嶼及東吉嶼手機及網路訊號較不穩定。  

(8) 東吉嶼島上草地及廢棄菜田有許多古井及毒蛇雨傘節出沒，夜間勿擅自離開聚落以免落

井或遭毒蛇攻擊。 

(9) 東吉嶼海流不平穩，急湍暗流多，若無教練帶領，請勿私自下水遊玩。 

(10) 本活動包含船行、陸域環境教育課程、潮間帶探索及浮潛等活動，請參加人員衡量個人身

體狀況參加活動。陸域行程以步行為主，部份路線會有上、下坡徒步，過程中若身體狀況

不佳，請儘速告知工作人員以便處理。 

(11) 為維護參加人員權益及活動品質，並考量活動安全及保險事宜，謝絕非活動報名錄取者旁

聽、同行。 

(12) 本活動期間已投保：一般／水陸／航空意外身故／失能給付、意外身故關懷給付2000萬元

（共2天）。如需更高保額之保險，請自行加保。 

(13) 參加人員於活動結束時，須填寫學習單及問卷調查表，以利後續推廣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環境教育之參據。 



7 
 

(14) 活動洽詢：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解說教育課 劉小姐 電話07-3601865 傳真：07-364587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蘇小姐 E-mail：nicky70921@gmail.com 電話: 0933541874   

(15) 為維護參與人員健康，並提供安心的活動環境，請參與人員配合本活動針對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相關之防疫措施，請詳讀並遵守下列之項目：（A）本次活動的報名

者與相關工作人員，請全程配戴口罩。（B）進入活動場所前，所有人員需量測額溫，額溫

超過 37.5 度者不得參加。（C）報名者若於課程前夕或課程期間，發現身體有發燒及呼吸

道相關症狀者，請馬上停止本活動之參與，並電洽本案聯絡人或通報、告知活動工作人員

進行後續處理。（D）已報名者若有以下情形之一，請勿報到並電洽本案聯絡人取消您的

報名：1. 活動前 14 日（含）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診病例或須居家隔離者。

2. 與確診病例或須居家隔離者同住或同一辦公室。3. 有發燒、呼吸道（咳嗽、喉嚨痛、

打噴嚏或呼吸急促）等症狀者。 

（三） 澎湖相關旅遊、住宿及交通資訊參考：  

(1) 海 洋 國 家 公 園 管 理 處   https://www.marine.gov.tw/ 

(2)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https://www.penghu-nsa.gov.tw/ 

(3) 澎 湖 縣 政 府 旅 遊 處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 

 

https://reurl.cc/9rZRXj
https://www.penghu-nsa.gov.tw/
https://www.penghu.gov.tw/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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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文青海洋瘋」大專院校生環教營隊報名表 

本表格為線上報名須填寫項目之參考，請至本處官網報名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職

業 

連絡 

電話 

通訊

地址 
E-mail 

飲食習慣 

（葷/素） 

緊急聯絡人 裝備尺寸 

姓名 關係 電話 
身高

（cm） 
體重（kg） 

腳掌

（cm） 

               

個資聲明： 

本人□同意/ □不同意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為辦理「文青海洋瘋」環境教育推廣活動時，取得本人之個人資料，並在個人資料保

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下蒐集、處理及利用本人的個人資料。 （＊承辦單位聲明：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料，惟若不予提供相關個人

資料，將無法辦理活動報名及保險等事項，亦將無法提供後續服務，一併在此敘明。 ）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 附帶檔案： 

（1）活動切結書；（2）證明資料：在學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掃描檔；（3）匯款收據證明證明。 

⚫ 承辦單位叮嚀： 

（1）以上所有表格皆為必填之項目，請詳實填寫。 

（2）請至本處官網進行報名的同時，將線上報名表提供之附件檔案下載填寫並掃描上傳至對應欄位中。 

（3）通知錄取後，須回傳匯款收據至承辦人員之電子信箱，請於110年8月23日17：00前，將匯款收據證明證明E-mail 至 

nicky70921@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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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切結書  

本人                將於民國 110 年         月          日 

（活動延期 備案日期：110 年 9 月 9-10 日），參加「110 年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文青海洋瘋」大專生環教營隊」活動，並同意遵守以下事項：  

（1）本人乃自願參加本活動，並瞭解野外、潮間帶、浮潛及船行活動可能

產生之風險，且確實遵守船長及工作人員等指示與要求事項，絕不自行

脫隊，並配合穿著必要之安全配備。  

（2）本人身體健康狀況良好，無懷孕、高血壓、心血管疾病、糖尿病、癲

癇、氣喘等高風險與其它傳染疾病，適合從事海域體驗活動，並確保從

事海域活動前無酗酒等危險行為，如有隱瞞而發生意外，不追究主辦及

承辦單位責任。  

（3）本人願意遵守主辦及承辦單位告知之注意事項，並在緊急狀況下，同

意進行相關必要之處置、急救與治療動作。  

（4）本人已詳閱並確實瞭解上述之所有條文後，自願簽署這份文件，並已

附監護人同意書（滿18足歲者免附）。  

 

                              具結人：                  （簽章）  

                              中華民國1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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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為                （參加者姓名）之法定代理人

（與參加者之關係為：                ），本人同意              （參

加者姓名）於民國110年     月     日（活動延期 備案日期：110年9月

9-10日），參加「110年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文青海洋瘋」大專生環教

營隊」活動，並確認上述參加者身體健康狀況良好，無懷孕、高血壓、心

血管疾病、糖尿病、癲癇、氣喘等高風險與其他傳染疾病，適合從事海域

體驗活動，本人上述之確認，並無不實或有任何隱瞞。此外，本人及上述

參加者，皆瞭解本次活動之潛在性危險，承諾其於參與活動時必定遵守活

動規定及活動切結書等各項事宜，並聽從工作人員之指導，隨時注意自身

安全，且不危及他人安全。  

此致   主辦單位：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參加人員：              （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理人（監護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