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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基準日：每年

◎

入會費：NT$ 1,000-

◎

年費：NT$ 2,000-

◎

入會程序：

1 月 01 日。

1) 到社團網站填寫『活動報名表』~ 會員資料。
2) 繳交 入會費(NT$1,000-) 及 年費(NT$2,000-)共 NT$3,000- 整。
3) 繳交 個人照片(File)，或於 社團活動時立即拍攝。
4) 領取 會員卡。
◎

會員卡 型式：
照

姓

◎

片

名

會員權益：
1) 免費：每年召開 一次~兩次 社團會員大會。(聚餐、聯誼活動、紀念品、會費財務報
表、社團行事曆、… …)

2) 免費：社團形象 T-Shirt 或 社團形象帽子。
3) 免費：每年北部潛水季節來臨前，舉辦社團會員「水肺潛水複習」活動。
4) 免費：4月~9月社團東北角潛水活動，每月自選一次、日潛兩隻氣瓶免費。
5) 免費：社團東北角潛水活動 導潛費(減免 NT$200-/每次)。
6) 免費：社團大型 Logo 貼紙兩張 (寬28cm * 高10cm)

7) 卸任社團園丁參加東北角潛水活動，免導潛費禮遇一年。
8) 4月~9月社團定期舉辦東北角潛水活動，並指派社團園丁提供「潛導」服務。
9) 社團會員持會員卡至特約店，購買or租借 潛水裝備器材、可享優惠。
10) 參加社團舉辦，人數達到 6人以上之「遠程」潛水活動 (國外、綠島、蘭嶼)可享：
* 免機場交通費 (新竹<->松山機場 約 nt$700/人，新竹<->桃園中正機場 約 nt$550/人)
* 特別的 折扣(discount) 費率 。
* 額外雜支費用優惠。

11) 使用 東北角潛水客棧 專屬「會員休息室」。
12) 優先取得 風城潛旅 E-mail 活動通知。
13)「風城潛旅」、「陽光潛水」、「亞潮潛水俱樂部」學員程度交叉承認：
* 可以參加對方的潛水活動 (東北角潛水 週六、週日 均可)。
14) 社團會員可以參加「風城潛旅」進階(Advanced)潛水員(含)以上之課程。
15) 社團會員可以推薦其它會員「風城潛旅」進階(Advanced)潛水員(含)以上課程
* Y2002 年起、風城潛旅 進階(Advanced)潛水員(含)以上課程、參加資格：
a.必須為「風城潛旅」會員。
b.必須「風城潛旅」社團會員，兩人以上推薦。
* 目的：
a.希望您參加社團活動時，多認識朋友。
b.進階潛水員以上課程，只想教授對社團具備認同感的潛水朋友。
16) 社團會員可以參加 週日之「海洋生物 研究潛水」活動：
* 限 30 隻氣瓶以上、有潛水紀錄之會員。
* 由 東北角 龍洞 ~ 石城 共 12 處新潛水點。
* 探索「新」潛點，了解海洋生態 研究方法。
17) 社團會員可以參加 週六之「海洋生態攝影 潛水」活動：
* 自備攝影器材。
* 專業 Under-water photo Instructor 立即指導 攝影技巧。
* 專業 Under-water photo 導潛。
18) 社團會員優先 獲得/瀏覽「風城潛旅」公開之潛水旅遊 Video 權利。
19)「風城潛旅」、「陽光潛水」、「亞潮潛水」舉辦之講座、免費參加。
◎

會員義務：
1) 繳交會費。
2) 參加社團活動。
3) 對社團會務提供建議方案。
4) 參加潛水研習課程，遵守「風城潛旅 戒律堂」各項 規則、辦法。
5) 參加潛水活動，遵守「風城潛旅 戒律堂」各項 規則、辦法。

◎

社團風格：
【風城潛旅】要求『不逞強安全潛水、潛水安全不打折、活動分級制度、潛伴制
度、團隊精神、團體紀律、互助合作、生態保育、尊重生命、不賣裝備、沒有風花
雪月、不涉紙醉金迷』。
社團活動由「知性與感性」的旅遊及環境生態教育著手，與您共同探索海洋、生
物、國內/國外島嶼文化的風情與奧祕。

◎ 社團草創時期的 Logo：
設計概念：
就是一個標記，沒啥意義！
LOGO 設計：風城潛旅 光哥哥

◎

社團正式 Logo：
設計概念：
1) 青蛙、蛙人、蛙鏡、蛙鞋、王子、典雅、樸實、深具內涵、慧眼識英雄。
2) 風城(新竹) 科技人，善於運用 Internet 連繫情感、瞭解天下事。
3)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納百川之學養，切勿侷限管窺、坐井觀天。

LOGO 設計：國際知名玩具品牌 首席設計師 朱意

設計概念：
1) 海螺、風、海浪。
2) 韻律感、紀律、向上、互助、團隊精神。
3) 潛水是探索心靈的運動：認識生物、與同伴互動、激發潛能、發現自己…

LOGO 設計：國際知名玩具品牌 首席設計師 朱意

◎

社團形象 T-Shirt：(無領)

◎

社團形象 T-Shirt 二代裝 式樣：(有領)

◎社團簡介：
【風城潛旅】為非營利團體，成立於 1996 年，自主運作、不隸屬任何商業團體或
潛水訓練中心，以潛水專業，提供共同聯誼潛水研習課程、潛水旅遊活動之朋友，
相關潛旅資訊、潛水安全之協助 / 建議、潛水專業知識之研討/諮詢。

◎社團訓練課程理念：
潛水... ... 學的好？ 學的壞？ 取決于教練的程度、教練的實力、教練的觀念、
教練的敬業精神，以及學員的學習態度、學員的努力成果。學費是從『學生』口袋
裡掏出來的... ...『教練』理當 盡職盡責，傾囊相授，『學生』的學習態度，應
該為何呢？【風城潛旅】詮釋水域活動訓練課程... ... 安全第一、基本應變能力
第二、技巧第三、基本體能第四、休閒玩樂 排最末尾，因此『團隊精神 與 紀律』
將以最高規格要求。

◎社團戶外活動理念：
社團活動由「知性與感性」的旅遊及環境生態教育著手，與您共同探索海洋、生
物、國內/國外島嶼文化的風情與奧祕。
◎

社團網站：http://www.seasky.info

社團園丁 制度 (這是社團對您的 肯定 與 信任)
◎成為風城潛旅『社團園丁』的資格要求：
1)
2)
3)
4)
5)
6)
7)

社團會員 and 連續 2 年以上 renew 資格 (繳交年費)。
展現對社團的向心力。
展現 責任感 與 上進心。
與社團成員相處融洽。
能接受 訓練課程 與 東北角潛水活動 執勤/排班。
願意遵守「風城潛旅」社團園丁戒律堂規範者
獲得 社團教練、社團潛水長 兩人以上推薦，並獲 100% 同意票。

◎ 擔任『社團園丁』的基本態度：多潛水、多聽、多看、多學、多問。
◎『社團園丁』對外：社團園丁是社團的核心幹部、社團園丁對外代表社團。
◎『社團園丁』對內：要怎麼做？要做什麼？簡單的說『沒有功勞、也要有苦勞』
◎『社團園丁』可以得到什麼：坦白的說…

… 我也不知道，您可以得到什麼！
這要看您自己對潛水活動的定義，也就是您參加這個社團、參加這個社團活動的「核
心價值」。就好比每個人在生命中、包括：父母、家庭、孩子的教育、朋友、自我期
許、生活態度、… … 等等的價值觀。

◎ 對『社團園丁』的期待：老實說…

… 沒有任何期待！『沒有期待』並非放牛
吃草、不聞不問，而是不願意 對你、對我… … 彼此之間形成壓力，畢竟社團園丁
是義務職，獲得推薦為社團園丁者皆為菁英，願意擔任社團園丁者，一定思考過參加
這個社團、參加這個社團活動的「核心價值」，重要的是… … 您對自己的期待為
何？ 這… … 才是最重要的！

◎「風城潛旅」社團園丁 區分為三類 ... ...
1)社團教練、社團潛水長：潛水/浮潛 教學、潛水活動導遊、潛水活動領導與設計。
2)社團助教：潛水/浮潛 教學助理、潛水安全維護、多潛水、多聽、多看、多學、多問。
3)園丁見習生：各項教學與活動的菜鳥小學徒、多潛水、多聽、多看、多學、多問。
社團將對社團園丁進行在職訓練，『社團園丁訓練』最重要的目標，是培養潛水員具
備學習新知的習慣，解決前人不能解決的問題，前人累積的基礎知識必須了解，再從
中發掘新的問題，否則天馬行空亂想，只會浪費時間。
『社團園丁』在訓練課程 或 潛旅活動當中，以及指導菜鳥潛水員的時候，不能完全
以自身經驗、用在每一個潛水員身上，教練/助教 要懂得點出菜鳥潛水員的問題，然
後因材施教，分析錯誤發生的影響 與 找出錯誤的解決方法，讓菜鳥潛水員了解，讓
菜鳥潛水員融會貫通，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 社團園丁... ... 的在職訓練，包括：
1)風險管理 與 風險認知 職務講習
2)熱身潛水、潛點探勘潛水
3)圓桌會議、工作/責任/職務特殊訓練/福利 講習、聚餐、... ...

E-mail: http://www.seasky.info/modules/contact/index.php
Tel:+886-2-2948-7921

(02)2948-7921，+886-937-182-767 (0937-182-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