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簡章 

來自大自然給予的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活發展的重要元素，當人

類破壞生態時，將造成不可抹滅的傷痕。生活中人們本性樂於親近各

種具有生命的生物，環境教育未確切落實，使用者土地破壞，終究造

成棲地流失、生態系破壞與衰退、污染、過度開發及氣候變遷都是強

烈且持久的衝擊，這些衝擊正在逐步耗損地球的自然資本，如何保護

自然環境及生物的多樣性，是人類今後生存及能否永續發展的主要關

鍵。 

人類的生存倚賴生物多樣性的存在，而地球未來是否能達成永續

性的發展，也有賴生物多樣性的維繫。澎湖的生物多樣性具有地域上

的獨特性，了解並保護這個島嶼的生物多樣性，使澎湖的自然資源得

以永續，是居住在澎湖地區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未來全人類的福

祉、健康及安全提供重大的貢獻。 

一、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環境教育推廣研習活動 

  (一)預定推廣研習活動期間 

 1.日    期： 103年 7-9月(3場次/每場次 40人以上) 

 2.研習地點：澎湖海洋型、濕地型棲地暨室內活動推廣(如表列) 

 3.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4.承辦單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5.報名時間：即日起至研習活動日期前二天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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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研習對象：以澎湖縣內公職人員、志工優先及關心相關主題研習

活動參與學員做宣導，戶外活動可親子-中年級以上 

(以第一次參加為優先，承辦單位有篩選機制)。 

   7.研習時數：相關研習活動 4小時，縣內公務人員可登錄環境教育      

時數，戶外親子活動，國中以上學子與學員核發研習證書。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環境教育推廣研習」課程表 

 

1.菜園濕地環境生態的認識 

澎湖的海岸濕地面積約佔澎湖群島面積之百分之三十，此比例全

台第一。近年來相關單位極力作為創造出不同特色的生態區域，豐富

多樣生態的縮影最適合生態遊覽或戶外教學之地點，菜園是海岸濕地

與人造濕地混合的一處生態敏感區，多樣性濕地型態且海域遼闊，近

年是澎湖各種候鳥聚集與過境停棲點亦為鳥類及各種生物提供棲息

與覓食的最佳處所。環境教育走出戶外善用大自然的生態教材。 

場 次 研 習 活 動 主 題 內 容 

第一場 菜園濕地環境生態的認識 
親子 

戶外研習 

第二場 認識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室內研習 

第三場 澎湖海岸濕地生態- 海岸潮間帶 
親子 

戶外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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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3年 7月 18日(五) 

備案日期：103年 7月 25日(五)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備註 

14:00-14:20 簽   到 澎科大教學大樓中庭-工作團隊 

14:20-14:30 始業式 
主持人：澎科大觀光休閒系 于錫亮老師 
貴 賓：澎湖縣政府農漁局代表 

14:30-14:50 搭車~澎科大-菜園~濕地之美探索去 

地點： 

菜園濕地 

 

洪清林老師 

14:50-15:20 濕地環境的認識 

15:20-16:00 生態物種與地方生活的連結 

16:00-17:20 濕地生態保育及重要性 

17:20-17:50 問題、經驗交流、有獎徵答 

17:50-18: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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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環境生態的維護-認識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澎湖南方四島-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嶼、西嶼坪嶼，海岸的

侵蝕地形成就多樣化的大自然風貌，主要包括有海蝕柱、海蝕洞、海

蝕溝及海蝕拱門；另外受海浪、風、洋流等搬運及堆積而成的沙灘、

沙洲、礫灘等形成的海積地形景觀。南方四島具有豐富之海陸域生物

資源、特殊之火山玄武岩地形及澎湖當地傳統建築、聚落與歷史文

化，永續環境保育期望未來帶動澎湖深度生態旅遊活動，期能提升當

地之社會經濟發展，共同見識島嶼原始之美，透過環境教育共同維護

島嶼生態。 

活動日期：103年 7月 21日(一) 

備案日期：103年 7月 29日(二)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備註 

13:20-13:40 簽   到 工作團隊 

13:40-13:50 始業式 
主持人：澎科大觀光休閒系 于錫亮老師 
貴 賓：澎湖縣政府農漁局代表 

13:50-14:20 樸實南方四島概貌 
洪國雄老師 

14:20-15:20 陸域生態與物種介紹 

15:20-15:40 休息~影片欣賞-海角新樂園 

15:40-16:30 海域生態多樣與永續保育 

洪國雄老師 16:30-17:00 環境永續思維激盪 

17:00-17:20 問題、經驗、交流 

17:2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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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澎湖海岸濕地生態- 海岸潮間帶 

退潮後裸露出的廣闊潮間帶已然是澎湖大眾最愜意的休閒活

動，曾經更是在地生活經濟來源，潮來潮往帶來豐富的生態資源，生

態物種的多樣化與否依環境生態保育是否得當；推廣環境教育認識我

們生活的島嶼，保護海資源留給後代子孫，物種認識與保育從人人做

起，留足跡不留垃圾 ，帶知識不帶走物種。 

活動日期：103年 8月 22日(五) 

最乾潮 15:33分(中央氣象局) 

備案日期：103年 9月 9日(三) 

最乾潮 17:09分(中央氣象局)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備註 

14:00-14:20 簽   到 澎科大教學大樓中庭-工作團隊 

14:20-14:30 始業式 
主持人：澎科大觀光休閒系 于錫亮老師 

貴 賓：澎湖縣政府農漁局代表 

14:30-14:50 搭車~澎科大- ~海岸生態探索去 

地點： 

西鼻 

 

洪國雄老師 

顏夢華助教 

14:50-15:20 海岸環境生態的認識 

15:20-16:00 
生態物種與地方生活介紹 

守護環境~淨灘 

16:00-17:20 潮間帶生態踏查 

17:20-17:50 問題、經驗交流、有獎徵答 

17:50-18: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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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及成果 

一、預期效益 

(一)共同關心土地的特性，推廣宣導環境生態與居民共同存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二)透過研習提升保護生態環境知識，認識生物的多樣化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 

(三)期許國民面對良好的生態環境在生活週遭應有的態度，用行動來

維護，以達永續發展。 

(四)研習推廣活動藉由成員上課，進而影響家中其他成員對生活環境

的珍惜與生活態度。 

(五)失去的物種過去的我們找不回來，藉由書籍推廣重視生物多樣性

的重要，現在擁有的要好好的珍惜與復育，如此的思維應推廣於大眾

及學子的心中。 

報名聯絡方式、報名表 

一、報名聯絡方式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環境教育推廣研習」活動計畫，網站下載報

名表：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http://www.penghu.gov.tw/farm/ch/index.jsp  

澎科大：http://www.npu.edu.tw－校園活動 

報名窗口：電話：06-9265761、06-926-4115＃1042 傳真：06-926-5761

聯絡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何小姐 e-mail：may2009@gms.npu.edu.tw  

http://www.penghu.gov.tw/farm/ch/index.jsp
http://www.npu.edu.tw/
mailto:may2009@gms.n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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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表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生態環境教育推廣研習 報 名 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登錄暨戶外保險必填 

出生日期 
戶外保險必填 

服務單位： 
職    稱： 

通訊地址 

 
聯 絡
電 話 

（O）： 
（H）： 
行動電話： 

E-mail  

梯次 日期/時間 研習主題 場域 

□第一場 
103.7.18(五) 
14:00-18:00 

菜園濕地環境生態的認識 
親子 

戶外研習 

□第二場 
103.07.21(一) 
13:30-17:30 

海洋環境生態的維護-認識南方四島 室內研習 

□第三場 
103.08.22(五) 
14:00-18:00 

澎湖  
親子 

戶外研習 

備   
註 

活動報到地點： 
◎戶外研習：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1Ｆ中庭集合簽到 
◎室內研習：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教學大樓 3Ｆ(E310) 
□需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4小時 
   參加學員核發研習證書-4小時 
注意事項： 
1.落實低碳環境教育，研習活動請自備茶飲。  
2.戶外研習體驗皆採步行，請著輕裝、海岸暨濕地請著膠鞋或防
滑鞋，注意防曬措施，需自行衡量身體狀況。  
3.活動出發前與活動進行中，如遇天候狀況不佳或其他因素主辦
單位得臨時調整行程以確保活動安全。  
4.名額有限；報名額滿為止。(第一次參加優先，承辦單位有篩選
機制)。  
5. 每場次40名為限，(以公務單位暨志工為優先)。 
6.戶外活動親子參與國小中年級以上學子。 

親子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報名表填寫後請 mail：may2009@gms.npu.edu.tw 
  或傳真 06-9265761 請來電 06-9265761何小姐確認。 

 

mailto:may2009@gms.n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