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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水域活動研習會」活動簡章 

報名前注意事項 

1. 您是否已完成 COVID-19 兩劑以上之施打，無法施

打者(不含拒打者)需於活動當日提供前一日所做

之抗原快篩陰性報告(檢驗日限活動日前 1日)，

未繳交者將婉拒報到及不與退費。 

2. 報名前請您務必詳加閱讀活動簡章內相關資訊，

以確保您的權益。如您對條文有所疑義時請勿報

名參加。 

一、目    地： 

    為提升國人重視水域遊憩安全與建立水域遊憩基本認知與自救 

    能力，鼓勵全民「親水、愛水、知水」逕而「親近」、「瞭解」、「尊 

    敬」及「運用」，以落實「海洋政策」，以「向海致敬」為基本理 

    念，藉以善用海洋資源，減少水域遊憩傷亡事件，並喚起建立珍 

    惜生命普世價值與年輕世代之海洋意識，共同重視與促進水域遊 

    憩活動與安全管理，深耕台灣海洋環境，彰顯海洋國家特色。 

二、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四、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五、協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六、研習日期：111年 7月 15(五)~18日(一) 

七、研習地點：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八、報名資格： 

        （一）各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學生。 

    （二）中央機關、各縣市政府水域遊憩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三）實際從事或對水域遊憩活動、海洋生態、海洋保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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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之民眾與業者。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 

本活動採澎湖報到，參加者頇自行處理台灣至澎湖來回交通 

(一) 名額：(本會保有報名審核權，如不適合參加人員將由本會  

       逕行婉拒參加，已繳費用由本會逕行退款) 

        公務班：僅參加 111年 7月 16日(星期日)法規課程。 

        基礎班：4人(僅參加 111年 7月 18日(日)南方四島一日行  

                程，提供簡易中餐、保險、紀念品)。 

        進階班：38人(四天三夜食、宿、限量防水袋、交通接送等) 

    (二)即日起至 111年 3月 31日止，額滿時提前終止受理，並受      

        理備取名額(備取轉正取名額由本會另行通知，備取人員於   

        通知前無頇繳費)。 

    (三)報名請至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http://www.tmsa-tw.org.tw）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61f61ceaea5e2d76 

       註：請事先完成繳費，以利報名時填註繳費資料。 

十、活動費用、繳費方式及贈品：(僅提供進階班贈送) 

活動贈品：防水背包乙個 

            

*全長 60公分、三折後 42公分、直徑 24公分、高 62公分(20L) 

http://www.tmsa-tw.org.tw）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61f61ceaea5e2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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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早鳥禮(僅限進階班贈送，報名前 10名贈送) 

水獺鑰匙圈 1隻(銀色) 

南方四島：東卲嶼【登島】、東嶼坪【登島】、西嶼坪、西卲嶼（巡 

         航)；如遇不可抗力因素無法登島時將由主辦單位改以其他   

         行程辦理，不另行通知 

＊本活動採澎湖報到，參加者頇自行處理台灣至澎湖來回交通 

＊如您對於本收費、退費、用餐、住宿品質有疑義時請勿報名，

報名即認同本活動簡章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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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礎班：活動報名費 1,800元/人 

(僅參加南方四島一日課程)當日提供簡易中餐、活動紀念品、   

 保險；報到地點：澎湖南海遊客中心門口)。 

(2) 進階班：活動報名費 8,800元/人 

（含四天三夜食、宿、保險、車輛接送、器材使用、研習證書、紀念 

 品) 

(3)早鳥優惠：8,300元/人(自即日起至 111年 2月 28日止)。 

    A.凡本會會員、持有本會會員福利證，及於早鳥優惠期限內完成 

      報名及繳費者均可享有早鳥優惠。   

    B.早鳥優惠期間完成繳費者，前 10名加贈送「保育水獺鑰匙圈」 

     1個/人)。 

南方四島全程為步行(偶有顛波)路線，如不便行走將統一於島上休憩

區等候。 

備註： 

(A) 未滿 18歲參加者應事先徵得家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 

    同意後使得報名參加，高齡者(60歲以上人員)、不便行走者及      

    醫囑治療中皆不受理報名(若有隱瞞病例將無法享有理賠)。 

(B) 本會與華信航空簽約有企業會員機票購票優惠合約(享 9 折優惠)

歡迎多加利用，訂位購票方式請參考附件(僅限於電腦上操作方

可選購企業會員票) #華信登機證獨享優惠(請參考末頁說明) 

    提醒您，各類身份旅客均可選購促銷（早鳥）優惠票，請視實際

需求，擇優選擇。 

(C) 住宿安排：(僅提供進階班學員住宿，本館無提供電梯) 

    澎湖國軍英雄館 2人房，採男女分房，如有指定 3-4人房可另   

    補足其他房型差價（請於報名時事先告知，請參閱注意事項第 

    14-14點）。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F%AF%E4%BF%A1%E7%99%BB%E6%A9%9F%E8%AD%89%E7%8D%A8%E4%BA%AB%E5%84%AA%E6%83%A0?__eep__=6&__cft__%5b0%5d=AZW-nQkM9ekqBRMNPPlV6cQaTyRroVwEXNE1rWfPL5ysH05xwC-M-GoRzTFxC5DFxS5k2BGg93nZCZFueK-rU-iYB5-Ka45D4l9nih2Eg6UTXQxGvM4O7jSRT51IhlmMrbFhktoErj18SQj9bmkmqCyc1k5cQgQG498rhZlJoE-iQY6w2aWUK8ZlOYvT2ngZiVDjUKtjgMkJrMkCezoI9pQk&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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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繳費方式： 

       郵局、銀行（ATM）轉帳、匯款： 

       郵局局號：000-100-6     郵局帳號：347-930-1 

       郵局戶名：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江金山  

   使用郵局「無摺存款」請務必於繳費單備註處填註繳款人姓名 

※如無法核對繳費者資訊視為報名未完成，於活動後 14日內無息退    

  還，惟頇扣除手續行政作業費用 10%。 

十二、專車接駁交通資訊 

      第 1日；澎湖機場出口處集合，12點 30分準時發車。 

   第 4日：預計 15點澎湖機場解散(為確保行程順利，建議選搭   

              16時之後班次)，搭船人員於機場後轉至碼頭。 

十三、諮詢專線： 

      中華民國海洋運動推廣協會 

      承辦人：陳先生  

      電  話：0934-015-925  

      Line：@440hywpe(記得加入好友) 

      電子郵件：tmsatw0608@gmail.com 

十四：研習會注意事項： 

1. 請於報名前務必詳閱本簡章各相關資訊與注意事項，報名後即表    

示已接受本活動各項規範及遵守相關規定。並請您特別留意，本

活動屬於研習會性質而非旅遊行程，如您無法接受研習相關規範

請勿報名參加，避免衍生無謂之爭議。 

2. 如您尚未接後 2劑以上 COVID-19疫苗注射，本會將拒絕受理報名    

(如您已報名或使用詐術等經查獲將立即中止活動參與，所繳之費

用皆不再退還)。 

3. 報名本研習活動前請自行評估體能狀態是否允許參加及從事本次   

活動(本活動包含船行、陸域導覽等活動，請參加人員衡量個人身

mailto:tmsatw06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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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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9月為澎湖旅遊旺季，搭乘飛機前往者請於完成報名後即向航空

公司訂位，避免屆時無機位可搭乘；客輪請逕向客輪公司詢問。 

台灣至馬公（澎湖）交通航空資訊： 

https://r68pm1.pixnet.net/blog/post/10957511-%E6%BE%8E%E

6%B9%96%E4%BA%A4%E9%80%9A%E6%94%BB%E7%95%A5%EF%BC%9A%E6%

80%8E%E9%BA%BC%E5%8E%BB%E6%BE%8E%E6%B9%96%E6%9C%80%E4%BE

%BF%E5%AE%9C%EF%BC%9F%E5%9D%90%E9%A3%9B%E6%A9%9F%E3%80%8

1 

5. 報名成功(請留意是否為備取)後會由系統主動發送報名成功確認

通知書，如您未收到系統發送之確認書請至廣告(垃圾)郵件尋找

或逕洽您的信箱提供商，因往後相關通知將會以電子郵件寄送為

主(備取者除外)；採先報名後繳費者，請於報名後 3日(報名一日

起算)內完成繳費，逾時由系統自動註銷報名資格，不再另行通知。 

6.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本會將會蒐集個人資料，要求輸   

入個人資料原因是為頇遵循針對未成年訂定之服務標準，本會將

依照個人隱私權政策使用此資訊，如不同意本會蒐集個人資料者

將無法受理您的報名，當你報名時即以表示同意本會之利用、蒐

集及已詳閱本會「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書」，如附件 4。 

7. 研習相關訊息本會皆透過電子郵件轉發或公告於本會官網、粉絲  

團，由於各家免費郵件信箱伺服器所提供之收件檔案容量設有相

關限制，因此請留意本會之信件是否被歸於垃圾(廣告)郵件或是

因檔案過大而遭阻檔收件(如於活動前 3週仍未收到相關通知，請

主動與本會聯繫)。因部分免費信箱可能會擋信，若持續收不到驗

證信，建議可至垃圾(廣告)信件匣中尋找。 

8. 有心血管疾病、氣喘或其他任何身心不適應症或不適宜戶外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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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者，請經專業醫師診斷許可後再行評估報名參加本活動或請

勿報名。 

7.全程參與者由本會核發研習證書 

   註 1：全程參與研習活動者，由本會核予登錄 24小時終身學習  

         時數、環境教育時數 12小時；基礎班全程參與者，核予  

         終身學習與環境教育時數各 4小時。 

   註 2：未全程參與者不與發予研習證書及登錄相關時數。 

8.參訓學員請務必攜帶「健保卡」備用。 

9.本課程不發給課程研習資料（講義）。 

10. 參加人員如需申請公（差）假證明請於報名時填註，報名結束後   

    由本會統一寄送各機關(單位)。 

11. 凡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因素，將依照澎湖縣政府宣布停止  

    上班、上課辦理停止研習，不再另行補課，並採全額辦理退費。 

    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不予補課及退費。 

12. 研習期間除由承攬旅行社業務公司依規定投保每人帄安責任險 

   新台幣 200萬、醫療險 3萬元外，本會並遵照「水域遊憩管理辦 

   法」最低保險義務為參與者投保旅遊帄安險（死殘）每人新台幣 

   300萬元，醫療險（實支實付）30萬元（15歲以下被險人依保險 

   法僅得辦理意外險（死殘）200萬元，醫療險（實支實付）30萬 

   元）；海域綜合保險僅限本人且頇年滿 20歲，不足部份請另行自  

   行加保相關旅遊與產險。 

13. 本活動預計解散時間為第 4日中午 15時之後。 

14. 活動期間住宿以 2人房為安排房型（採男、女分房住宿），如有      

    同住房情形(如夫妻、情侶)或入住 3、4、6人同住房者請於報名   

    時提前告知(3-6人房型有限，額滿即無法辦理作業)。 

     ※4人房型計算頇補差額。 

     （1）3人住宿 3人房，應補足房價差額 3晚共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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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人住宿 4人房，應補足房價差額 3晚共 3,500元。 

          補足差價僅需 1人補差額，但其餘不再辦理相關退費。 

   以上價格將依照飯店所提供訂價補差額，如有變動不再另行通知。 

15. 活動退費機制如下：【如您無法接受此退費機制請勿報名】 

 一、一般狀況： 

   （1）自報名日起至活動出發前 45日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 8成  

        活動費用（以各項優惠身分報名者退還 7成）。 

   （2）活動前 44-35日申請退費者，退還 7成報名費用（以各項優    

        惠身分報名者退還 6成）。 

   （3）活動前 34-25日內申請退費者，退還 6成活動費用（以各項    

        優惠身分報名者退還 5成） 

   （4）活動前 24-15日內申請退費者，退還 5成活動費用（以各項    

        優惠身分報名者退還 4成） 

   （5）活動前 14-1日內申請退費者將不予退費。 

   （6）活動前 45日受限本會作業、保險及人員上島核備之故，不     

        受理人員更換(僅可辦理退費)。 

  二、因天然災害(如颱風或不可抗力因素)致而影響活動延後辦理  

      時，因參加者本身之故而無法參加者可向本會申請退費，退還 

      9成報名費用（優惠身分退還 8成）。 

  三、因不可歸責於活動者本身者而申請退費者（含報名人數不足），  

     由本會退回全部已繳費用（含各項優惠身分適用）。 

  四、因特殊事故（如喪、病、兵役等）者可檢附相關證明向本會申      

      請專案退費，惟頇扣除繳付之手續費用 10%（喪以二等親屬內 

      為限、病頇以醫囑註記不適合從事活動為限）。 

16. 報名參加者，請務必遵守報到時間，逾時不候。無故未報到或中      

    途自行離隊、脫隊者，均視為自動放棄，不予退費或扣除未參加 

    費用（中途離隊一律簽立切結書後始得離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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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水上活動體驗部份等需視活動當日天候等狀況而定，主辦單位將 

   有權略做活動課程上之調整。 

18.課程活動期間請遵從教練及專業人員指導。從事水上活動時，一    

   律穿著救生衣。未遵從教練指示而有危害安全時將禁止下水，惟   

   因不聽勸阻而發生意外事件時，後果需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19.參與活動人員應自備泳褲、泳帽、個人隨身藥品、換洗衣物與防    

   曬用品等。 

20.取消或延期，活動前 3日若遇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等惡劣天候， 

   活動將電話另行通知，取消或擇期辦理。 

21.陸上及一般水域活動以中央氣象局發佈陸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為依據，海上活動以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或強風特報為     

   依據（本會保有最終行程變更之權利；如遇無法辦理本活動時，    

   將提前告知參加人員，並順延擇期辦理或辦理退費）。 

22.為尊重授課講師著作權，研習期間『禁止攝影、拍照及錄音』若 

   有需要授課講義請自行與講師聯繫，本會不提供相關檔案；上課 

   中關閉手機 ，以利課程進行 。 

23.本次活動相關照片主辦單位得依著作權法行使一切重製及公開展 

   示，如有印刷宣傳、網路、雜誌發表、專輯印製等均不另給予酬   

   勞。 

24.有關本活動相關最新公告，請至本會官網瀏覽最新訊息。對於本   

    活動契約內容如有任何疑義部分，歡迎來電 

    0934-015-925或電子郵件洽詢（相關解釋以本會說明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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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官方@Line 

#記得加入 Line之後還要將帳號加入好友才會後續收到活動的訊息# 

 

掌握最新各類海洋活動、法令規章、水域活動限制公告、救生員培訓

及海洋體驗營等活動，快加入本會臉書粉絲團及 Line好友

(@440hywpe)將享有最新最即時及活動報名優惠；若有任何海洋活動

需藉由本帄台推廣者，歡迎將相關訊息傳送本會信箱

(tmsatw0608@gmail.com)，本會保有刊登審核權。 

 

記得把粉絲團設定勾選『搶先看』這樣才不會錯過全台各地海洋資訊

與最新活動動態唷！ 

電腦版►從「已說讚」設定為「搶先看」 

手機版►從「追蹤中」設定為「搶先看」 

 

#小華好康報 #華信登機證獨享優惠  

憑華信登機證竟然可以免費兌換這麼棒的禮品  

跟著簡單 3步驟，讓我們一邊旅行、一邊變美～ 

購買華信國內不限航點機票 

帶著登機證到 Apivita全台櫃點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B0%8F%E8%8F%AF%E5%A5%BD%E5%BA%B7%E5%A0%B1?__eep__=6&__cft__%5b0%5d=AZW-nQkM9ekqBRMNPPlV6cQaTyRroVwEXNE1rWfPL5ysH05xwC-M-GoRzTFxC5DFxS5k2BGg93nZCZFueK-rU-iYB5-Ka45D4l9nih2Eg6UTXQxGvM4O7jSRT51IhlmMrbFhktoErj18SQj9bmkmqCyc1k5cQgQG498rhZlJoE-iQY6w2aWUK8ZlOYvT2ngZiVDjUKtjgMkJrMkCezoI9pQ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F%AF%E4%BF%A1%E7%99%BB%E6%A9%9F%E8%AD%89%E7%8D%A8%E4%BA%AB%E5%84%AA%E6%83%A0?__eep__=6&__cft__%5b0%5d=AZW-nQkM9ekqBRMNPPlV6cQaTyRroVwEXNE1rWfPL5ysH05xwC-M-GoRzTFxC5DFxS5k2BGg93nZCZFueK-rU-iYB5-Ka45D4l9nih2Eg6UTXQxGvM4O7jSRT51IhlmMrbFhktoErj18SQj9bmkmqCyc1k5cQgQG498rhZlJoE-iQY6w2aWUK8ZlOYvT2ngZiVDjUKtjgMkJrMkCezoI9pQk&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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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免費換取三片面膜+護膚小紅油！  

還能用 71折優惠價購買超實用的旅行組盥洗包！  

快翻出之前的華信登機證，或線上購票 http://bit.ly/2KWsmaz  

一起當個懂省懂玩的玩美旅人  

活動期間：2022/02/01～2022/12/31 

一張登機證限兌換一組免費組合與旅行組優惠。 

旅行組市售價＄1050（女士活化洗髮精 75ml+ 私密潔膚露 75ml+ 橄

欖薰衣草潔膚露 75ml + 以人掌面膜２片） 

出示 #華信航空國內線登機證，餐飲 住宿 玩樂 租車 好康多多

 我在全台吃喝玩樂不停歇  

看更多優惠 https://bit.ly/3rwYQ2T  

  

以上文宣本會僅為協力刊登如有相關爭議及兌換等事項請逕洽華信

航空洽詢。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bit.ly%2F2KWsmaz%3Ffbclid%3DIwAR2EfTAyGk-vdR5XEtupAzK2YFh-LlWiymZagH3ILEwcogZFPlcCnM2VsGs&h=AT2EElggdpvaeB8JNr2UNd6jQKf57VBIPncQ2CHulBk0mMs6r-HFjLniJCiOY8iI8RnS6OBIy2smLviyqFENeN2lsjofMuFWLmfxhUzWeeNkLTKa5mzjD2hB0j4ERSBzhajx&__tn__=-UK-R&c%5b0%5d=AT1qvOMcpQ69YY2q00qpYWYmlxRkGlSgg_T6ObxjgylX6YyDN0-YrdGnZ__Y7MHrbk4aOgi8VqH_EfdqTKN0gI6PvAzI_R3VQwQtSCmlz1hNiOBKv7rsj9jRIZjKinlYs4kxzdVxaAUNPTfj5AIXfo5ZyympDoOtLeDLQaT-xjiOMirRWcJ-fgfERGQ_YnhnT-MnRz7EZ67g3eZkWw5H7u5XH-JYNpxMryv_WTjg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F%AF%E4%BF%A1%E8%88%AA%E7%A9%BA%E5%9C%8B%E5%85%A7%E7%B7%9A%E7%99%BB%E6%A9%9F%E8%AD%89?__eep__=6&__cft__%5b0%5d=AZW-nQkM9ekqBRMNPPlV6cQaTyRroVwEXNE1rWfPL5ysH05xwC-M-GoRzTFxC5DFxS5k2BGg93nZCZFueK-rU-iYB5-Ka45D4l9nih2Eg6UTXQxGvM4O7jSRT51IhlmMrbFhktoErj18SQj9bmkmqCyc1k5cQgQG498rhZlJoE-iQY6w2aWUK8ZlOYvT2ngZiVDjUKtjgMkJrMkCezoI9pQk&__tn__=*NK-R
https://bit.ly/3rwYQ2T?fbclid=IwAR3diStO4DMZRgbgEy2VR-XCXCLzXYiTURxGIjBRsUCukZPX9ueNzjGv2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