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東吉嶼 Youth Camp 活動簡章 

一、 活動簡介 

澎湖南方四島（東嶼坪、西嶼坪、東吉嶼與西吉嶼）為由玄武岩之火

成岩所形成的島嶼，具有世界級的柱狀玄武岩地質景觀以及豐富的珊瑚礁

生態資源，並且為先民橫渡黑水溝，前往臺灣拓墾發展的門戶，島上因此

仍保存傳統聚落之樣貌，在建築特色上，除了具有傳統合院建築風格外，

以澎湖當地豐富的珊瑚礁與玄武岩資源作成建材的傳統建築、繁華時代的

洋樓式民居、玄武岩菜宅及鎮風止煞的石塔共同形成當地特色。 

澎湖南方四島即將成為海洋型國家公園網絡之一，其於海洋生態資源

、地景地質、人文史蹟與觀光資源等，各項條件都具有建構海洋資源之種

源庫、發展環境教育體驗及生態旅遊的潛力。本（103）年透過「澎湖南方

四島環境教育體驗活動」，針對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辦理「國家公園Youth 

Camp」，期望吸引青年學子參與國家公園戶外體驗活動，結合志工服務精

神之工作假期，深入體驗澎湖南方四島的生態與人文環境，除促進生態及

人文資源永續利用外，更推廣環境教育及生態遊憩之體驗。 

二、 主辦單位：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三、 承辦單位：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 活動對象：年滿 18 歲（85 年 6 月 8 日以前出生者）之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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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活動名額：40 名 

六、 活動地點：澎湖南方四島 

（1）登島導覽：東吉嶼（島嶼生態及傳統聚落建築導覽） 

（2）海上巡航：頭巾、鐵砧海鳥生態 

西嶼坪嶼、西吉嶼玄武岩地質景觀 

（3）淨灘活動：東吉嶼沙灘 

七、 活動日期：103 年 7 月 20 日（日） 

八、 活動延期日期：103 年 8 月 17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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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米）、風力 5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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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每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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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公布相關資訊，並以

電話及簡訊通知參加人員。 

九、 報名方式：本活動僅可網路線上報名 

（1）報名期限：103年5月15日10：00–6月13日17：00，於海洋國家公園管 

理處網站開放報名（http://marine.cpami.gov.tw/），額滿為止。 

（2）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線上報名系統：http://signup.cpami.gov.tw/ 

（3）以完成網路報名順序錄取活動人員（正取40名，備取10名）。 

（4）每次網路報名以提送1人次資料為原則，不接受團體報名，報名後不得

更換參加人員。 

（5）報名如未足額，將於6月16日10:00–6月27日17：00開放網路第二階段

報名，如報名人數仍少於20名時，本處將視情況調整與其他梯次併同

辦理，相關資訊屆時詳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公告。 

十、 活動費用及繳費： 

（1）活動費用：新台幣600元整（含船費、保險、午餐、潮間帶活動等部份 

.負擔） 

 （2）繳費期限：103年6月20日前繳交完成（以匯款收據日期為憑） 

  （3）匯款帳戶（需臨櫃匯款）：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戶名–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帳號–24081102121105 

（4）匯款收據回傳：請於6月23日17：00前，連同學生證、身份證影本、活

動切結書及監護人同意書（83年6月8日以後出生者，請填未成年監護

人同意書。）以傳真或將掃瞄檔以E-mail回傳，並經電話通知確認後

始完成報名。 

http://marine.cpami.gov.tw/
http://signup.cpami.gov.tw/


 

（傳真：07-7652140；E-mail：aaron681022@huan-yu.com.tw 張小姐） 

  （5）如未能於繳費期限內匯款，活動名額將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遞補人

員將於6月24日以電話及E-mail通知，並請於6月30日前完成報名及繳

費程序。 

  （6）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如於出發日前一日通知無法參加，所繳活動費用

退費百分之五十，如至出發當日方才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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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活動行程： 

 時間 行程 地點 

103 
年 
7
月

20
日 

08:00-08:30 人員報到、行前注意事項 南海遊客服務中心 

08:30-10:30 

馬公至東吉嶼海上巡航 
（1）頭巾、鐵砧海鳥生態觀察 
（2）西嶼坪嶼、西吉嶼玄武岩地質 

景觀 

馬公→頭巾→鐵砧

→西嶼坪嶼→西吉

嶼→東吉嶼 

10:30-11:30 
我家住海邊 歡迎來作客 
潮間帶生態導覽解說 

東吉嶼碼頭北側 
潮間帶 

11:30-13:00 午餐、休息 東吉嶼啟明宮前 

13:00-14:00 
救海洋 做就對了 

（1）淨灘工作 
（2）海洋廢棄物統計 

東吉嶼碼頭北側 
沙灘 

14:00-16:00 

東吉嶼陸域導覽 
/解說員：蔡光廷老師 

（1）動、植物生態解說及環境教育 
（2）傳統聚落建築及特殊地景 

東吉之眼地質景

觀、氣象站眺望聚

落格局配置、東吉

燈塔眺望黑水溝、

菜宅景觀、東吉聚

落（啟明宮、傳統

合院及洋樓建築） 

16:00-17:00 東吉嶼至馬公船程 東吉嶼→馬公 

備

註 

（1）活動行程、潮間帶探索及淨灘工作將視天候、潮汐及海況作安全

性調整或取消 
（2）為響應環保，請儘可能自備環保杯、筷及文具 

mailto:aaron681022@huan-yu.com.tw


 

十二、注意事項： 

（一）集合資訊：南海遊客中心–珊瑚礁旅行社櫃台 

（請自行前往集合地點報到，當日上午 8 時 30 分準時開船）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新營路 25 號  電話：06-9264738 

（二）活動注意事項： 

（1）請攜帶個人身份證件、健保卡、防曬用品、帽子（本處提供活動帽子）、

健行鞋、風衣、雨具、毛巾及個人藥物（過敏或暈船藥等）。 

（2）潮間帶探索所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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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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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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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東吉嶼手機及網路訊號較不穩定。 

（6）本活動包含船行、陸域導覽及潮間帶探索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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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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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活動期間已投保新台幣 200 萬元意外險及新台幣 10 萬元醫療險。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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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南方

四島環境教育之推廣。 

（10）活動洽詢： 

   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小姐 

    電話：07-7634356#26  手機：0974089244  傳真：07-7652140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 曾先生 

電話：07-3601898#1865 傳真：07-3645872 

 （11）東吉嶼導覽路線、潮間帶探索及淨灘地點： 

全程約 2.3 公里 



 

（三）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宣導品： 

地質解說摺頁 隨身筆記本 帽子 藍色原子筆 

（四）澎湖相關旅遊、住宿及交通資訊參考： 

（1）澎湖南方四島（試用版網站） http://penghu.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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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澎湖縣政府旅遊處–澎湖逍遙遊 http://tour.penghu.gov.tw/tw/index.aspx 

http://penghu.cpami.gov.tw/
http://www.penghu-nsa.gov.tw/
http://tour.penghu.gov.tw/tw/index.aspx


 

103 年東吉嶼 Youth Camp 活動報名表 
本表格為線上報名須填寫項目之參考，報名請至本處網站線上報名系統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科系 
學校：                  
科系：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聯絡人電話  

飲食習慣 □葷    □素 

裝備尺寸 腳掌長：______(cm) 

活動日期 103 年 7 月 20 日（活動延期備案日期：103 年 8 月 17 日） 

附帶檔案 

（1）活動切結書（83 年 6 月 8 日以前出生者免附監護人同意書） 
（2）證明資料：學生證、身份證 

＊請於線上報名時，將上述資料掃瞄後，將圖檔剪貼至 word 檔 
後附帶上傳；或於 6 月 23 日前傳真至 07-3652140 或 E-mail 至
aaron681022@huan-yu.com.tw（張小姐收） 

個資聲明： 

本人□同意/□不同意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環境

教育推廣活動（法定特定目的項目編號為 001、002、016）取得個人資料，並在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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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勾選）本人同意上述內容，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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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切結書 
本人         將於民國 103 年 7 月 20 日（活動延期備

案日期：103 年 8 月 17 日），參加「103 年度東吉嶼 Youth C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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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自行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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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願意遵守其他經辦理單位通報之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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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年 6 月 8 日以前出生者免附）。 
 

具結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為      （參加者姓名）之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同意      （參加者姓名）於民國 103 年 7 月 20
日（活動延期備案日期：103 年 8 月 17 日），參加「103 年度東吉嶼

Youth Camp」活動，並確認其身體健康狀況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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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隱瞞。此外，本人及上述參加者，皆瞭解本

次活動之潛在性危險，並承諾其於參與活動時必定遵守活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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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參加人員：      （簽章）監護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