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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水域活動研習會」簡章 

特別提醒 

報名前請您務必詳閱研習簡章，以確保您的權

益；如您對研習活動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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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7月 21(五)~23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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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之業者與民眾。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部分課程為使用者付費課程) 

本活動採澎湖報到，參加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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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繳費者由本會逕行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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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班：僅參加 112年 7月 21 日(五)法規課程。 

        基礎班：10人(僅參加 112 年 7月 22日(六)鳥嶼一日行程  

                ，提供交通、簡易中餐、保險、紀念品、器材使用)。 

        進階班：38人(3天 2夜食、宿、紀念品、島內交通及器材 

                使用等) 

    (二)即日起至 112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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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前無須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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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afdc63bace137a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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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防水背包乙個(20L) 

        

 

http://www.tmsa-tw.org.tw）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afdc63bace137a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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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早鳥禮(僅限進階班贈送，報名前 15名加贈保育水獺寶寶/個) 

               

(1) 公務機關派訓人員或有興趣水域遊憩法規之民眾可免費報名第 1

日室內課程。(報名請來信 tmsatw0608@gmail.com 或利用本會

官方 Line 報名(見末頁)，依照個資法規範報名者須同意提供報

名者機關名稱、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等) 

備註：民眾參與室內課程每達 10人(可類計)於課後抽出 2人贈

送課程限量防水包 1個/人(未達 10 人或倍數則不與抽出)。 

(2) 基礎班：活動報名費 1,500元/人(僅參加鳥嶼一日課程) 

   當日提供簡易中餐、活動紀念品、保險；報到地點：澎湖崎頭遊 

   客中心門口)。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afe963cbdfd4379a6 

(3) 進階班：活動報名費 7,100元/人早鳥報名優惠：6,699 元/人(自

即日起至 112 年 2月 28日止)。具有教育部體育署核發有效期

之合格救生員證者可以減收 500 元(須檢證影本)。 

    （費用含 3天 2夜食、宿、保險、島內交通、器材使用、研習證 

      書、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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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afdc63bace137aafb  

  

mailto:請來信tmsatw0608@gmail.com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afe963cbdfd4379a6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afdc63bace137a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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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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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理賠)。 

(B) 本會與華信航空簽約有企業會員機票購票優惠合約歡迎多加利

用，訂位購票方式請參考附件訂票步驟(企業會員訂票僅限於電

腦上操作方可選購企業會員票)  

    提醒您，各類身份旅客均可選購航空公司促銷（早鳥）優惠票，

參與者可視實際需求擇優選擇(惟各優惠票種均有相關限制訂購

人應特別留意。企業會員票等同全票) 

(C) 住宿安排：(僅提供進階班學員住宿，無電梯) 

    國軍英雄館 2人房，採男女分房(如為親屬、同事等同住 

    房須於報名時一併告知；同行者 5人以上住宿可安排 6人房，無 

    須補價差)，同行者 3人如有指定 6 人房以上須另補足房型差價 

   （請於報名時事先告知，請參閱注意事項第 14-14點; 

    如無需求房型時將無法受理）。 

 十一、繳費方式： 

       郵局(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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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瑞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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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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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點 30分準時發車。 

   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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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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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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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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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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成功後(請留意是否為備取)會由系統主動發送報名成功確認

mailto:tmsatw06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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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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往後相關通知將會以電子郵件及

Line 群組一同寄送(備取者除外)；採先報名後繳費者，請於報名

完成後 3日(報名翌日起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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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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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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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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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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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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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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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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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年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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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中午 15時之後。 

14. 研習期間住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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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同事等)或入住 2人以上同住房者 

    請於報名時提前告知(6人房型有限，額滿即無法辦理作業)  

     ※6人房型計算須補差額。 

    (1)1人住宿 2人房，應補足房價差額 2晚共 3,000元。 

    (2)同行者 3人住宿 6人房，應補足房價差額 2晚共 3,500元。(以 

    上差額以房為差額即是同房之 1人補足差額即可)，但其餘人員 

    不再辦理相關房型降等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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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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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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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扣除繳付之手續費用 10%（喪以二等親屬內 

      為限、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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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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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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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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授課講義或錄(影)音請徵詢講師同意或自行與講師聯繫索 

   取檔案，本會不提供相關檔案；上課中請關閉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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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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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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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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藉由本平台推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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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