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十三屆會員代表選舉公報
第二區 北部地區(N)
號次

1

姓名

施桂瑛

照片

***採用無記名連記法，最多只能選填 48 名***
簡

歷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3~2022
錫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985~2003

對

協 會 之 貢 獻 抱 負

與協會簽訂特約，提供會員訂購易遊
網商品專屬帳號及優惠參與領隊人
員人才甄才活動。

1. 觀光局領隊人員職前訓練講師、口試委
員、機場實地操作示範領隊。
2.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專題講座講師、海

2

徐炫婷

外研習團指導老師。
3. 勞動部紓困「充電再出發」課程講師。

1. 協助協會職訓發展。
2. 配合協會會務推廣。

4. 巨匠、榮華、喜鴻等旅行社，東南亞、大
陸、韓國帶團領隊。
1. 促進會員帶領旅客出國觀光期
間，維護國家榮譽及旅客安全事
中華民國導遊資歷 17 年

3

相振棕

中華民國領隊資歷 16 年
寶來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6 年

項。
2. 聯繫國際旅遊業者與觀光資料之
蒐集事項。
3. 增進觀光領隊人才以及專業知識
辦理講習事項。
4. 協助有關發展觀光產業事項。

4

葉蓓蓉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會員代表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秘書

積極參與協會會務推廣，服務會員。

康佳旅行社(多樂旅遊) 總經理
康瑄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總經理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7 屆國內旅遊

5

吳睿騰

委員會副總召集人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第 3 屆副理事長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第 19 屆國民旅遊委
員會召集人

6

尤吉義

協會志工、優良輔導員

爭取領隊福祉

中華民國領隊協會會員代表/外語職訓輔導員/
示範領隊/口試委員

7

何錦珠

昇宏旅行社副總經理
暢遊旅行社 外語領隊
彭婉如文化基金會 執行秘書



執行協會交付任務，做好基礎
職訓輔導工作



協助領協國內教育訓練單位考
核事項



與協會攜手合作國外或兩岸的
交流事務

1. 竭誠做好會員之友，積極服務全
體會員。
1.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志工

8

牛承德

2. 天海旅行社業務領隊
3. 中國科技大學觀光系講師
4. 幸福旅行社業務領隊

2. 宣揚介紹領隊協會理念與功能，
吸收並協助新會員參與協會。
3. 作好會員與協會之間的溝通橋
樑、及時反應會員心聲需求 。
4. 提供協會因應時勢變革之相關建
議。

9

蔡輝勳

經理人協會理事長

10 王岳聰

台北市旅行同業公會理事

1. 提供更多領隊就業職缺。

台北市遊覽車公會理事

2. 協助協會教育訓練。

領隊協會會員代表

11 鄭金城

1.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 8-12 屆會員代表/理事

2.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第七、八屆理事

3.

台灣區旅行業群英聯誼會第十七屆會長

4.

台灣導遊協會第二&三屆副理事長/第四屆常務理
事

5.

台灣觀光教育協會第一屆理事/第二屆副理事長

6.

台北城市/東南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專技講師

對觀光產學之傳承及協會之各項會
務推動並協助。

12 呂靜雯

13 黃美潔

多美國際旅行社經理人

 支持領隊協會運作

香海旅行社經理

 配合協會志工派遣

韓國線、東南亞線、大陸線、澳洲線領隊

 支持志工輔導員任務

1. 宣導領有領隊執業證人員入會。

14 吳庭儀

教育業、經理人協會、領協北區會員代表、獅 2. 提升領隊人員素質與專業技能。
子會、世群旅行社(業務副理)

3. 倡議領協人員帶團經驗分享交
流。

東南旅行社 6 年

15 劉明雄

雄獅旅行社 5 年

遵照協會規章，盡力完成組織規定及

旅行公會全聯會 7.5 年

發展。

現職 12 年
1. 致力將觀光領域之所長傳承給年
1. 金球旅行社副總經理/顧問

16 唐受衡

輕人。

2.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十二屆常務理事 2. 連結產官學的資源謀求新的發展
暨公關主委。
3. 馬里亞納觀光局顧問。

契機。
3. 疫情後領隊整體結構上之整合再
出發。

17 吳慧燕

18 萬麗香

俄羅斯/加拿大/東歐領隊
領隊協會南辦處志工

副主委。
3. 台北市旅行同業公會美洲線召集人、理事。
4. 中華海外國際教育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十一、十二屆會員代表

台華旅遊/行銷副總

21 張嘉齡

 協助領隊協會會務辦理

2. 領隊協會常務理事

2.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調解委員會

20 張克群

指導，提攜新進領隊經驗交流

1. 康福旅行社 31 年

1. 鳳凰、山富、信安等旅行社總經理。

19 劉奕樑

 協助領隊協會新進會員帶團經驗

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觀光系/兼任講師

促進旅行業與觀光領隊之合作聯
繫，增進國際領隊福祉，增進專業知
識，盡己所學所能服務分享新領隊、
促進發展觀光事業並提昇國際交流。

爭取會員最大福利。

協助協會維持 TTQS 人才訓練品質系
統認證通過。

1. 領隊協會理事、監事。

22 游任德

2. 新北市旅行同業公會監事、常務理事
3. 新北市旅行同業公會監事、常務監事、監

協助協會吸收會員盡心盡力。

事會主席。
參與協會志工工作，並支援每年新科

23 胡貴美

國外(逸歡)、國內國旅(雄獅、帆華及員工旅遊)

領隊在職訓練，包括輔導員，支援開
訓場地布置、報到、結訓日計時員等
等。

24 邱敦仁

25 羅仁宏

台北市中國海專校友會理事長

長期協助領隊協會會員就業，擔任領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事

隊工作協助領隊協會會務推廣，以利

台灣自架遊協會理事長

增收會員。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全聯會-國旅組-副總召

1. 因疫情停滯的國際旅遊，需要有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26 游文章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理事
東南科大休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領隊回訓機制，透過教育訓練，
讓領隊了解疫後的旅遊狀況並經
過本職學能的考驗，通過後在予
以推介到旅行社執業。
2. 擴大與旅行同業交流合作，增加
會會員帶團機會。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理事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27 張桂銓

中華民國旅行業全國聯合會 常務理事

為會員爭取福利，改善教學品質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調解委員/稽核委員
導遊協會、領隊協會 專任講師

28 黃奕嘉

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29 彭鴻湘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
事長

華語領隊

30 薛興澄

協會職前訓練班輔導員
示範領隊

協助協會會務發展

雄獅專任領隊

31 王陸桓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近十年志工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事

32 秦文沂

 領隊職前訓練開班志工及輔導員
 領隊職前訓練講師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教育委員
會委員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

爭取領隊職業福利/提升領隊人員職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常務理事

能

國立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系/兼任助理教授

33 賴佳維

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品辰旅行社/總經理
捷運旅行社/負責人
1. 協助領隊爭取福利。

34 許惠媚

2. 與協會努力爭取社會資源讓領隊
共享。

35 劉芷吟

樺一旅行社
雙獅旅行社

品冠紙業(股)採購課課長

36 李建宏

美商花旗銀行 台北分行法務主管
大華金屬(股)有限公司稽核

37 游振義

替領隊爭取更大的福利。

希望藉由多參與協會的活動，促進旅
遊業的蓬勃發展。

1. 台大醫院心臟外科體循師退休

爭取會員、領隊界之福利、協助協會

2. 中華民國領隊協會理事/監事

各項業務推廣、辦理協會急救訓練事

3.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理事

宜。

協助領隊職前訓練、擔任輔導員等職

38 莊麗萍

旅行社 OP、業務代表、華語、英語領隊

訓協助人員

華語、英語導遊

參與領隊協會志工工作，協助領隊協
會會務推動
1. 積極參與協會所舉辦的專業講座

1. 資訊管理、餐飲管理、旅遊管理、講師、

39 邱顯鈞

顧問、英語導遊、英語領隊近十年。
2. 旅遊帶隊逾 50 國、我要當 A 咖導遊作者之
一。

及活動。
2. 希望為台灣的領隊爭取更好的福
利及更多的社會認同及尊重。
3. 能將會員的想法及意見反映給協
會,扮演雙方的橋樑。

格緻旅行社美國線領隊、統帥旅行社總領隊(公

40 沙欣宜

標案業助)、澄果旅行社歐洲線領隊、行家旅行
社歐洲線領隊、喜鴻旅行社歐洲線領隊、樺一
旅行社東北亞領隊、鼎運旅行社歐洲線領隊。

憑藉熱忱與專業知識及經歷，推廣協
會會務，共同邁進達成領隊協會之共
同理想。
1. 協助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推行

41 孫秋發

楊梅大自然旅行社-導遊
澎湖佳期旅行社-導遊

各項業務。
2. 協助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會員
處理各項問題。

42 張鳳坤

43 林晏汝

44 閻培貞

雄獅旅行社西藏達人領隊
領隊協會講座講師

雄獅旅行社專任領隊 15 年

1. 提供會員媒合導領工作。

雄獅旅行社專領部行政管理 6 年

2. 配合協會相關活動。

龍華、海洋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兼任講師

1. 對領隊相關同事能及時協助在外

國內領團人員(雄獅)、大陸線領隊(五福)
太孚保險代理(專旅責、旅平險)業務

45 張榜奎

46 郭志豪

推廣高原旅遊與高山症防治教授

1. 國中教師
2. 證券公司副總、總經理、副董事長

保險相關諮詢。
2. 對領隊相關問題能互相幫忙。

願貢獻一己所長。

98 年-104 年今天旅行社 業務副總

秉持熱誠的心，竭盡一己之力，竭誠

104 年至今 典馨旅行社 總經理

服務會員

1. 提升領隊地位。

47 藍一晴

卡多利、翔順、眷雨、喜鴻旅行社等資深領隊 2. 調整領隊應納之報酬。
3. 強化協會之功能。

48 柯博仁

49 沈靖宜

華英語領隊/導遊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監事

1. 錫安國際旅行社 19920601~20080731
2. 真理大學觀光學自 2008 年 9 月~至今在職
3. 中華民國領隊協會理事第 10.11 屆監事
4.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領隊職前訓練講座
(授課講座、機場導覽、口試委員)

50 余曉玲

5.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產業人才培訓數位化
課程製作」案
6. 新北勢旅遊服務中心稽核考評委員
7. 內政部禮賓訓練講座
8. 行政院環保署聘「國際環保訓練禮儀師」
9. 考選部審題委員

旅遊業 74 年入行至今

51

王天寶

歷經國旅、外人入台、海外旅遊、會展、醫療
會議團等……

52 王大慶

凝聚會員向心力、爭取會員權益

教育訓練委員會業務運作
1. 協助規劃、擬定及執行各種教育
訓練課程。
2. 協助統籌辦理專業資格認證及繼
續教育等相關事宜。
3. 協助舉辦演講。
4. 協助督導各工作小組，辦理相關
教育訓練。
5. 協助接受會員有關職訓之業務諮
詢及實務輔導。
6. 協助落實理事長、理監事會議決
議交辦事宜。

期望能對專業領隊，更多的服務，對
協會做出更多的服務。

易遊網國旅導遊、陸客團導遊、五福旅行社領 希望繼續加入協會志工行列，為會員
隊

服務，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