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度水域運動研習會實施計畫 

壹、 辦理目的 

臺灣擁有良好的天然條件來發展水域運動，但仍需要努力打造優

質競技與訓練環境，並推動相關服務平臺，以吸引更多優質的運動好

手參與；同時，水域運動應努力產業化，推升相關規模及產值，並結

合國內外觀光旅遊市場，發展出多元化的休閒遊憩新體驗。 

配合行政院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教育部體育署自 106 年執

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其中，子計畫—「改善水域運動環境」，

係藉由興(整)建相關基礎設施，如複合式艇庫、浮動碼頭、盥洗室、

廁所等，達到帶動水域運動風氣、培育優秀選手、整合運動觀光等功

能，並具體展現臺灣身為海洋國家的環境特色。 

後續如何讓國內水域運動發展更臻成熟，並吸引廣大民眾願意投

入參與，各場域設施應提升軟硬體服務水準，包含設施維護、使用管

理、活動推廣、教學指導等，皆為相當重要之環節。因此，期盼透過

舉辦本次研習會，邀請各領域講座蒞臨分享，增進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之專業知能，共同打造國內優質的水域運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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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 承辦單位：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三、 協辦單位：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浪行者有限公司 

參、 活動資訊 

一、 活動日期: 109 年 07 月 29日 (三) 至 07月 30 日 (四)  

二、 活動地點:  

室內課程 新北市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海悅廳 

體驗活動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 

肆、 報名資訊 

一、 研習對象 (以 100 人為限)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水域運動相關業務主管、

承辦人員。 

2. 直轄市、縣(市)轄內各級學校，包含國私立大專校院、

高中職等，以實際從事水域運動訓練、教學及設施管理

人員為優先。 

3. 民間體育團體，包含水域運動協會(委員會)或業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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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 

1. 網址：https://reurl.cc/nz4deX 

2. 截止日期：109年 7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3. 聯絡資訊：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胡博凱專案助理 

4. 聯絡方式：(02)2886-1261分機 19 

          tassm0019@gmail.com 

伍、 課程資訊 

一、 日程表請參考附件一。 

二、 課程內容簡介： 

室內課程 

1 國際水域運動新潮流 

1. 水域運動產業現況 

2. 水域運動發展國際趨勢 

3. 水域基地創新與活化 

2 獨木舟活動推廣實務 
1. 獨木舟遊程規劃要領 

2. 實務經驗分享 

3 
新北市水域運動體驗營

案例分享 
水域活動規劃實務經驗分享 

體驗活動 

SUP教學課程、中角灣基地介紹、開放水域安全教育 

https://reurl.cc/nz4deX
mailto:tassm0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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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備註 

一、 參加人員請向所屬單位申請公(差)假，並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申報相關交通及住宿等費用。 

二、 本次研習會備有午餐及茶點，建議自備水杯及環保餐具。 

三、 依實際簽到退紀錄提供與會人員 9 小時之公務人員研習

時數及研習證書，請假逾 2 小時者將不予核發。 

四、 住宿安排：協助代訂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相關費用訊息

及住宿須知請見附件二。 

五、 交通接駁：安排高鐵南港站、研習會場間之接駁，若有搭

乘需求者，請留意行前通知內搭車地點訊息。相關交通資

訊請參考附件三。 

六、 適逢颱風季節，主辦單位保有舉辦及取消之權利，請留意

相關資訊。 

七、 體驗活動須知： 

1. 若患有先天性疾病及後天法定疾病者 (例如：高血壓、

心臟病、癲癇…等疾病不適合水上運動)，請考量自身

健康或體能狀況決定是否參加體驗活動。 

2. 建議與會人員穿著運動衣物、帽子，並依個人需求自備

涼鞋(或拖鞋)、防曬盥洗用品、換洗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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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人員請攜帶身份證與健保卡等相關證明文件。 

4. 體驗活動預計採分組進行，分組名單將於活動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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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水域運動研習會 

日程表 

7/29(三) 

時間 活動/課程 講師/說明 

09:20-10:00 40 分 交通接駁 09:20 準時於南港車站發車 

10:00-10:10 10 分 報到 請備妥手機及報到用 QR Code 畫面 

10:10-10:20 10 分 開幕典禮 長官致詞 

10:20-11:50 90 分 課程一 

國際水域運動新潮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曹校章教授 

11:50-13:00 70 分 午休 12:50 大廳集合 

13:00-13:20 20 分 交通接駁 前往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 

13:20-15:30 130 分 體驗活動 

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 

SUP 體驗課程 

中角灣基地介紹 

開放水域安全教育 

15:30-16:00 30 分 簽退 進行整裝與簽退 

16:00 交通接駁 

1.   往飯店 20 分車程 

2.   往南港車站 60 分車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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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四) 

時間 活動/課程 講師/說明 

09:20-10:00 40 分 交通接駁 09:20 準時於南港車站發車 

10:00-10:20 20 分 報到 請備妥手機及報到用 QR Code 畫面 

10:20-12:00 100 分 課程二 

獨木舟活動推廣實務 

舟遊天下/孫兆鴻總經理 

12:00-13:00 60 分 午餐時間 

13:00-14:30 90 分 課程三 

新北市水域運動體驗營案例分享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14:30-14:40 10 分 茶敘 

14:40-15:20 40 分 綜合座談 體育署長官、本場研習講者代表 

15:20-15:20 20 分 簽退 

15:20 交通接駁 往南港車站 60 分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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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場 / 住宿地點資訊 

新北市薆悅酒店野柳渡假館 02-7703-5777 

房價資訊 

品悅客房 (一大床)  TWD 2,000 元整 

品悅客房 (兩小床) TWD 2,600 元整 

備註： 
一、 請於入住時，出示公務人員證明等相關證件。 
二、 若選擇「兩小床」房型，請於報名表單上填寫您的室友姓名，或

由承辦單位為您安排。 
三、 付費說明：入住當日支付。 
四、 注意：經承辦單位訂房後，若有退訂房間之情形，仍需支付住宿

費用。 

 

交通資訊 

【高鐵站接駁】 

日期 發車時間 發車地點 接送地點 

9/3 

（三） 

9:20 高鐵南港站 研習會場 

16:00 金山中角灣 
1. 住宿飯店 

2. 高鐵南港站 

7/30 

（四） 

9:20 高鐵南港站 研習會場 

15:20 研習會場 高鐵南港站 

 

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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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 

1. 中山高速公路→在金山╱八堵交流道下→左轉接台二線→往金

山方向直行即至野柳。(請勿進入野柳隧道) 

2. 北二高→在基金╱萬里交流道下→左轉接台二線→往金山方向

直行即至野柳。(請勿進入野柳隧道) 

3. 由台北走 2 甲省道，經陽明山、金山，接 2 號省道往基隆方向

前行，經國聖埔海灘不久即抵，全程約 47.5 公里 

4. 自淡水走 2 號省道，經三芝、石門、金山可至野柳，全程約 48.2 

公里 

5. 若自基隆走 2 號省道，經萬里至野柳，全程約 14 公里 

飯店停車場：館內車位有限，恕不保留特約停車場：帝國停車場 

 

圖一。薆悅酒店周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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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薆悅酒店周邊地圖 

 

 

圖三。金山中角灣衝浪基地 

新北市金山區海興路 16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