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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為普及環境知識，提升國人環境素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各直轄

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特舉辦環境知識競賽，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在

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下，分別辦理縣內初賽及全國總決賽二階段賽事。

澎湖縣以「澎湖環境教育曉天下」環境教育推廣網站作為縣內初賽練習、

線上熱身賽辦理的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下，期盼透過線上參與的方

式，提升更多人的參賽機會。 

為使本競賽能有效地促進一般民眾吸收環境知識，本局特於縣內環

境知識競賽初賽前，辦理為期三個半月的「線上環境知識王」活動（以

下統稱「線上知識王」）。線上知識王分為「大眾挑戰組」及「校園爭霸

組」，鼓勵本縣各級學校學生及社會人士參與，藉此了解並增進個人環

境知識與內涵，並提升澎湖縣內初賽的參與度。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澎湖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承辦單位：與人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三、競賽規劃 

(一)競賽時間與方式 

1. 時間：110 年 6 月 15 日(二)起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四)止。 

2. 方式：本活動採線上競賽方式，請至「澎湖環境教育曉天下」

網站，點選「競賽專區」進入→「我要挑戰」。 (網址：

http://www.pheeplay.tw/) 

  

http://www.pheeplay.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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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賽組別與資格 

組別 參賽資格 

大眾挑戰組 年滿 18 歲以上之澎湖縣居民。 

校園爭霸組 
110 學年度（8 月以後）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在學學生。 

(三)命題範圍與練習方法 

線上知識王模擬「110 年環境知識競賽─澎湖縣內初賽」淘汰賽，

挑戰試題共 65 題，皆為 4 選 1 的選擇題。其命題範圍結合了政府施政

策略、國內重要環境相關議題，以及環境教育八大領域。 

參賽者進行模擬挑戰前，可至「競賽專區」點選「熱身練習」項目，

進行演練。 

 

 

  

https://www.pheeplay.tw/knowledge/example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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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賽方式 

進入「澎湖環境教育曉天下」網站(https://www.pheeplay.tw/)： 

• 步驟 1：首頁上方功能表點選「競賽專區」，選擇「我要挑戰」。 

• 步驟 2：依指引填寫基本資料。為維護您的權益，請確實填寫相

關資料，以利後續給獎作業。 

(1) 大眾挑戰組：填寫姓名、聯絡電話、E-mail、地址。 

(2) 校園爭霸組：填寫姓名、學校及班級。 

• 步驟 3：開始作答。 

 (五)獎勵方法 

1. 大眾挑戰組 

(1) 對象：年滿 18 歲以上之澎湖縣居民。 

(2) 場次：共 2 場。 

第一場：6 月 15 日(二)09:00 至 8 月 13 日(五)18:00  

第二場：8 月 16 日(一)09:00 至 9 月 30 日(四)18:00 

(3) 每場次分數前 20 名的挑戰者，每人可獲得 100 元等值禮券。

同一位挑戰者每場次僅限獲得 1 次獎勵。 

(4) 每位參賽者可重複挑戰，但僅取最高分數作為該場次成績。若

有同分者，以系統所顯示之完成時間做為排名依據。完成時間

越早，名次越前。 

 

https://www.pheeplay.tw/
https://www.pheeplay.tw/knowledge
https://www.pheeplay.tw/knowledge/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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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爭霸組 

(1) 對象：國小一年級至高中（職）三年級之在學學生。 

(2) 場次：共 2 場。 

第一場：6 月 15 日(二)09:00 至 8 月 13 日(五)18:00  

第二場：8 月 16 日(一)09:00 至 9 月 30 日(四)18:00 

(3) 規則： 

• 以同校學生競賽為原則，每場次之各校前 3 名參賽者可獲

得獎勵，同一位參賽者每場次僅限獲得 1 次獎勵。 

• 每位參賽者可重複挑戰，但僅取最高分數作為該場次成績。

若有同分者，以系統所顯示之完成時間做為排名依據。完

成時間越早，名次越前。 

(4) 競賽獎勵： 

• 各校前 3 名可獲得 50 元等值禮券與獎狀一只。 

• 各校配給之得獎名額不足者（不足 3 名），以實際獲獎人

數辦理相關獲獎程序。 

 (六)公布得獎名單與領獎方式 

1. 得獎名單公布於「澎湖環境教育曉天下」網站。 

(1) 第一場次：110 年 8 月 20 日(五) 17：00 

(2) 第二場次：110 年 10 月 7 日(三)17：00 

2. 領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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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眾挑戰組：請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前駕環保局親領，並請

事先來電告知承辦單位備妥禮品。領獎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若有需代領，亦請提前來電告知。 

(2) 校園爭霸組：獲獎學生之禮券及獎狀，第一場次於 110 年 8 月

31 日(二)前掛號寄出。第二場次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三)前掛

號郵寄至各校。 

四、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辦法之權利。如有修改，會事先公布。參賽者

一旦參與本活動，表示同意接受本辦法之規定。 

 為維護參賽者權益，請正確填寫個人基本資料，以利得獎通知及寄

送獎項之事宜。 

 『線上知識王』競賽活動成績不影響《縣內環境知識競賽》之參賽

資格，歡迎大家踴躍報名《縣內環境知識競賽》，報名網址：

http://www.epaee.com.tw/page03.php。 

 若本簡章內容有其他疑義，請洽詢承辦單位： 

與人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小姐 

聯絡電話：06-9216639 

e-mail：yhchen0919@gmail.com 

 

  

http://www.epaee.com.tw/page03.php
mailto:yhchen09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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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澎湖縣 各級學校列表 

馬公市 

1. 馬公國民小學 

2. 中山國民小學 

3. 中正國民小學 

4. 中興國民小學 

5. 文澳國民小學 

6. 文光國民小學 

7. 石泉國民小學 

8. 東衛國民小學 

9. 虎井國民小學 

10. 五德國民小學 

11. 興仁國民小學 

12. 山水國民小學 

13. 嵵裡國民小學 

14. 風櫃國民小學 

15. 馬公國民中學 

16. 中正國民中學 

17. 文光國民中學 

18. 澎南國民中學 

19.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20. 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湖西鄉 

21. 湖西國民小學 

22. 西溪國民小學 

23. 沙港國民小學 

24. 成功國民小學 

25. 隘門國民小學 

26. 龍門國民小學 

27. 湖西國民中學 

28. 志清國民中學 

 

白沙鄉 

29. 中屯國民小學 

30. 吉貝國民小學 

31. 赤崁國民小學 

32. 後寮國民小學 

33. 鳥嶼國民小學 

34. 講美國民小學 

35. 白沙國民中學 

36. 吉貝國民中學 

37. 鳥嶼國民中學 

38. 鎮海國民中學 

西嶼鄉 

39. 大池國民小學 

40. 內垵國民小學 

41. 外垵國民小學 

42. 竹灣國民小學 

43. 合橫國民小學 

44. 池東國民小學 

45. 西嶼國民中學 

 

望安鄉 

46. 望安國民小學 

47. 花嶼國民小學 

48. 將軍國民小 

49. 望安國民中學 

50. 將澳國民中學 

 

七美鄉 

51. 七美國民小學 

52. 雙湖國民小學 

53. 七美國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