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海洋共好的滬外教學 

2018年「澎湖吉貝石滬文化館環境教育」課程簡章 

107.6.11 

澎湖石滬歷史悠久，早期先民利用海水的漲退及魚群洄游的特性，在各地潮間帶上

建起一口口的石滬來撈捕魚獲。今年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走訪石滬的故鄉「吉貝嶼」，

體驗一回巡滬之旅，拉近人與海洋之間的距離。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澎管

處）將於今(107)年 5 月-9 月假吉貝石滬文化館舉辦 10 場次『石滬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活

動』，藉以推廣探索吉貝石滬之旅，同時落實正向及永續之環境保護參與行動。 

 

壹、活動場次：共十場 

一、一般環教：成人場 

   七月份：7月 15 日(下午)      八月份：8月 11日(上午) 、8 月 25日(上午) 

二、一般環教：學童場 

七月份：7月 10 日(上午)      八月份：8月 18日(上午) 

三、套裝活動：成人場一日或多日行程 

五月份：5月 26 日(一日)      六月份：6月 23-24日(二日) 

七月份：7月 28-29日(二日)    八月份：8月 2-3日(二日)、8 月 23-24日(二日)  

貳、環教課程說明 

(一) 成人場次 

活動對象：一般成人 18歲以上(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課程名稱：石滬永流傳 護海恆久遠 

課程方式：約 3.5 小時，含參觀吉貝石滬文化館、視廳視影片觀賞、潮間帶石滬近

身觀察及進行學習成效評量與心得分享。 

活動收費：課程推廣活動免費，需先繳交保證金$200/人於活動結束後退回，包含來

回船票、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不含餐費) 

學習時數：全程參與者可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3小時 

 

(二) 學童場次 

活動對象：4-6年級之國小學童(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課程名稱：尋找石頭中的魚․別讓石滬消失了 

課程方式：約 3.5 小時，含參觀吉貝石滬文化館、視廳視影片觀賞、潮間帶石滬近

身觀察及進行學習成效評量與心得分享。 

活動收費：課程推廣活動免費，需先繳交保證金$200/人於活動結束後退回，包含來

回船票、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不含餐費) 



參、套裝行程說明 

(一) 套裝主題：淨灘 x 談心 

協辦單位：O2 Lab 海漂實驗室 

活動時間：107年 5月 26日 

活動特色： 

 O2首次「海外」淨灘要來到北方小島「吉貝嶼」，這兒如翡翠般的大海上，

擁有無數個懸在海面上的心型墜鍊，也是最多修繕石滬師傅的家。但你不知

道是，吉貝嶼也是海漂垃圾大本營，每當東北季風吹襲時，這北方小島攔截

了我們難以想像的垃圾量。而且島上的垃圾是需要靠船運輸回澎湖本島，在

觀光旺季時，對小島是相當大的負擔，希望我們成為一個體貼的旅人，一起

用腦吃飯大挑戰，記得自己帶水壺和餐具喔。 

內容說明： 

07:45~08:15 自行前往北海遊客中心集合 

08:15~09:00 活動分組、搭船出發 

09:00~11:00 淨灘、海漂分類 

11:00~11:30 海廢地景藝術 

11:30~13:00 用腦吃飯大挑戰 

13:30~16:30 石滬環境教育課程(室內討論及戶外石滬觀察) 

17:00~17:30 回程、北海遊客中心解散 

活動收費：推廣價$800/人、O2 藝工隊回饋價$400/人 

收費內容：包含來回船票、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18歲以上，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學習時數：全程參與者可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3小時 

  

  



 (二) 套裝主題：六年二十三班 同學,上課了 

協辦單位：離島。出走 

活動時間：107年 6月 23-24日 

活動特色：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天氣晴 

  六年二十三班的同學們集合囉！這一天，小貝老師將帶領大家，登上一

座被石滬圍繞的小島去探險，了解到底「石滬」究竟是什麼神奇的東西，能

夠讓人們溫飽？一起在島上的各個小角落吹風放鬆，悠游在石滬的懷抱之中，

晚上在軟軟的沙灘上生火看星星聊天，再一起看冉冉升起的日出，用多一點

的時間來認識這座小島。所以，這禮拜沒有回家作業！記得帶著自己的手帕、

水壺和零食，一起來滬外教學吧！ 

內容說明： 

6月 23日  

07:45~08:00 自行前往北海遊客中心集合 

08:00~09:00 搭船前往吉貝、島上領車 

09:00~09:30 團隊自我認識時間 

09:30~10:00 石滬島環島巡禮  

10:00~11:30 前進石滬游泳池 

11:30~13:00 中餐時間 

13:30~16:30 石滬環境教育課程(室內討論及戶外石滬觀察) 

17:00~17:30 搭船回赤崁(不過夜同學搭船回家) 

17:30~21:30 野炊升火看星星(過夜同學留下) 

6月 24日  

05:00~05:40 東方龍馬日出 

05:40~06:30 早餐時間 

07:00~07:30 回程、北海遊客中心解散 

活動收費：過夜價$1,300/人、單日價$799/人 

收費內容：包含來回船票、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 

     過夜者另含民宿混房床位、營火晚餐與日出早餐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18歲以上，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學習時數：全程參與者可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3小時 

 

  



(三) 套裝主題：從心。開始 認識吉貝 

協辦單位：吉貝德芬渡假旅館 

  活動時間：107年 7月 28-29日 

  活動特色： 

     吉貝是擁有最多海洋之心的島嶼，空氣裡帶有鹹鹹的海味，是島嶼的味道也

是海洋的味道！白日，能親近的是整片海洋、能抬頭望的是整片和海一樣的藍天。

夜晚，繁星點點是你抬頭唯一會看見的，安靜過後的浪潮聲能夠安撫煩躁的心靈，

歡迎來吉貝嶼從心開始，暫時捨棄都市的繁鬧。 

內容說明： 

7月 28日  

13:00 前 自行前往「吉貝德芬渡假旅館」集合報到 

13:30~17:00 石滬環境教育課程(室內討論及戶外石滬觀察) 

17:00~ 自由活動時間/晩餐時間 

7月 29日  

07:00~09:00 早餐時間 

09:00~ 自由活動時間 

活動收費：推廣價雙人房$4,200/間、三人房$4,800/間、四人房$5,500/間 

收費內容：來回船票、住宿含早餐、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18歲以上，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學習時數：全程參與石滬環境教育課程者，可登錄環教時數 3小時 

  



 (四) 套裝主題：潮來潮往~旅人的約定 

協辦單位：吉貝香榭民宿、香榭富育樂有限公司 

活動時間：107年 8月 2-3日、8月 23-24 日 

活動特色： 

      潮來，跟著船長大人出海至目斗嶼北方海域，進行一場與炸彈魚的鬥智鬥

力賽，並且享用現切生魚片及高麗酸菜鮮魚麵，天然發酵的高麗酸菜加上剛釣上

的鮮魚可是吉貝村民最道地的料理。潮往，觀察水流我們往滬裡去，了解百年來

島民與大海相互依存的捕魚方法。潮來潮往之間，別忘了我們的約定！ 

內容說明： 

  【8月 2-3日】 

8月 2日  

13:00 前 自行前往「吉貝香榭民宿」集合報到 

13:30~17:00 潮來。目斗嶼與炸彈魚的鬥智賽 

17:00~ 自由活動時間/晩餐時間 

8月 3日  

06:30~08:30  早餐時間 

09:00~12:00 潮往。石滬環境教育課程(室內討論及戶外石滬觀察) 

12:00~ 自由活動時間 

  【8月 23-24日】 

8月 23日  

13:00 前 自行前往「吉貝香榭民宿」集合報到 

13:30~17:00 潮往。石滬環境教育課程(室內討論及戶外石滬觀察) 

17:00~ 自由活動時間/晩餐時間 

8月 3日  

06:30~08:30  早餐時間 

09:00~12:00 潮來。目斗嶼與炸彈魚的鬥智賽 

12:00~ 自由活動時間 

活動收費：推廣價雙人房$2,400/人、三人房$2,100/人、四人房$2,000/人 

收費內容：來回船票、一泊二食(含晚、早餐)、保險、島上交通、環境教育課程及石

滬達人帶領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18歲以上，10人成行，每場限量 20人參與) 

學習時數：全程參與者可登錄環境教育時數 3小時 

 

 

 



 



  



 

  



 

  



 

  



肆、活動報名 

姓名  單位(無則免填)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緊急連絡人  連絡人電話  

報名場次 

一、半日環教課程：成人場 

  □7月 15日(下午) □8 月 11日(下午) □8月 25 日(下午) 

二、半日環教課程：國小 4-6 年級學童場 

  □7月 10日(下午) □8 月 18日(上午) 

三、套裝活動： 

  □5月 26日   

  □6月 23-24日  □7月 28-29日 

  □8月 2-3日   □8月 23-24日 

膠鞋尺寸 

□24 號□25號□26號□27號□28號 

請依照個人的腳後跟到腳拇指長度+1公分即為適應的尺寸 

(量測後+1cm 為 24cm 請穿著 24號，依此類推) 

注意事項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事項： 

1. 請儘早確認台↔澎往返交通航班。本次活動費用未包含台↔澎

來回交通費。訂位時請注意班機或船班抵達馬公時間。 

2. 報名完成後，系統將以 e-mail 寄送匯款帳號，請務必填寫正確

之聯絡 e-mail。 

3. 請於「3 日內」匯款(可不含六、日以及國定假日)，並於上班

時間來電通知承辦單位（電話:0919-009855），方為報名成功。 

4. 活動內容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時間、內容之權利。

如因天候因素不佳將於活動前通知取消、或更改為室內行程及

吉貝嶼村落導覽(不下水)。 

5. 注意防曬、輕便衣著，可自行攜帶毛巾及替代衣物。同時為響

應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壼。 

退費規範 

1. 於出發前 2-14天取消訂單，需收取費用全額 30%手續費。 

2. 於出發前 1天取消訂單，需收取旅遊費用全額 50%手續費。 

3. 於出發當天取消、集合逾時未到、私自脫隊及者恕不退費。 

4. 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得依照中央或地方政府單位、主

管機關之公告， 取消活動並全額退費 



伍、新聞稿 

一、5/26 淨灘 x 談心 

【新聞稿】 

主題：吉貝石滬環教體驗活動開放報名！今年度首場特別企劃「淨灘 x 談心」歡迎踴躍

參加！ 

內容：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澎管處）將於今年 5 月-9 月假吉貝石滬文化館

舉辦 10場次『石滬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活動』，藉以推廣探索吉貝石滬之旅，同時落實正

向及永續之環境保護參與行動。 

  今年度首場次活動將於 5月 26日舉行，特別結合「O2 Lab 海漂實驗室」規劃「淨

灘ｘ談心」套裝行程，上午時段由唐采伶小姐帶領淨灘、下午則結合海洋環境教育由吉

貝耆老帶領前往石滬現場體驗，透過分組共同腦力激盪，一起用心感受身旁的人事物。 

  本活動自即日起受理報名，歡迎年滿 18 歲以上、對石滬文化環境教育課程有興趣

者均可報名參加，活動費用推廣價新台幣 800 元，包含來回船票、保險、島上交通、環

境教育課程及石滬達人帶領。詳細活動時間內容及報名方式可至澎管處官網

http://www.penghu-nsa.gov.tw/最新消息-下載吉貝石滬文化館環境教育課程活動簡章;或

至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forms/O2UnXzg4Bm7XGncs1 填寫報名表，相關活動資訊

可洽聯絡窗口：陳小姐 0919009855。 

【Facebook、Line宣傳】 

  吉貝石滬環教體驗活動開放報名！今年度首場次活動將於 5 月 26 日舉行，特別結

合「O2 Lab 海漂實驗室」規劃「淨灘ｘ談心」套裝行程，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走訪石

滬的故鄉「吉貝嶼」，線上報名系統 https://goo.gl/forms/O2UnXzg4Bm7XGncs1，相關活

動資訊可洽聯絡窗口：陳小姐 0919009855。 

 

  



二、吉貝石滬環境教育課程招生中 

主題：吉貝石滬環教體驗活動開放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內容：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澎管處）將於今年夏季假吉貝石滬文化館舉辦

多場次『石滬環境教育體驗課程活動』，藉以推廣探索吉貝石滬之旅，同時落實正向及

永續之環境保護參與行動。7月 10日、7月 15 日、8月 11 日、8月 18 日、8月 25日共

辦場 5梯次半日結合海洋環境教育，由吉貝耆老帶領前往石滬現場體驗，活動全程免費

只需繳交 200元保證金。 

  除此之外今年首創 4 梯次過夜主題套裝行程，6 月 23-24 日由「離島。出走」推出

「六年二十三班同學上課了」帶領一起進野炊營火晚餐與石滬日出；7 月 28-29日與「德

芬渡假旅館」推出「從心。開始認識吉貝」，讓您暫時捨棄都市的繁鬧；8 月 2-3 日及

23-24 日與「香榭民宿」推出「潮來潮往~旅人的約定」，帶你前往目斗嶼海域來一場與

炸彈魚的鬥智賽。相關活動即日起受理報名，歡迎對石滬文化環境教育課程有興趣者均

可報名參加，更詳細的套裝行程與活動收費可至 http://jollyservice.com.tw 或澎管處官網

http://www.penghu-nsa.gov.tw/最新消息-下載吉貝石滬文化館環境教育課程活動簡章、活

動資訊可洽聯絡窗口：陳小姐 0919009855。 

 

【Facebook、Line宣傳】 

主題：吉貝石滬環教體驗活動開放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吉貝石滬環教體驗活動現正熱烈報名中！除了半日的環境教育課程外另有主題套

裝行程，另有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走訪石滬的故鄉「吉貝嶼」，線上報名系統

http://jollyservice.com.tw，相關活動資訊可洽聯絡窗口：陳小姐 0919009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