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選舉公報  

第二區 北部地區(N)   ***採用無記名連記法，最多只能選填 48 名*** 

號次 姓名 照片 簡    歷 對  協 會 之 貢 獻 抱 負 

1 劉芷吟 

 

最高學歷：聖德基督書院肄業 
現職：雙獅聯合國際旅行社-副理 

經歷：新台旅行社(1999~2001)、樺一旅行社

(2001~2009)、韓國 Local (2009~2011)、雙獅聯合國際

旅行社(2016~   ) 

 

2 趙淑儀 

 

最高學歷：健行工商專校 
經歷：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秘書、華語領隊 

憑著我的熱誠，積極推廣協會業務，貢獻自己的所學，為協會付出，與

協會共同成長壯大。 

3 莊麗萍 

 

現職：行家旅行社-導遊 

經歷：83.6.6 取得外語領隊證迄今。100.10.14 取得華

語導遊證，107.6.22 取得英語導遊證。從 OP、特約

領隊、特約導遊及業務均有涉獵。 

參與協會志工工作，參與領隊職前訓練開訓志工、計時員、示範領隊及

輔導員等相關業務。對旅遊業有濃厚興趣與服務熱誠，希望日後能朝專

業經理人或旅遊達人之理想邁進。 

4 邱顯鈞 

 

最高學歷：瑞士歐洲大學旅館管理/資管 
現職：和昌旅行社-國外部客製化開運旅遊經理 

經歷：英導/華導 10 年、旅行全球 50 國已以上 

1. 提供自己所知與各會員交流。 

2. 提供專業的領隊知識。 

5 張鳳坤 

 

最高學歷：高中 
現職：雄獅旅行社-專業領隊 

 

6 王芳欄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可樂旅遊-專業領隊 

 

7 閻培貞 

 

最高學歷：碩士 
現職：龍華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專業領隊 

經歷：曾任電腦公司、產物保險代理人公司、科技大

學觀光系兼任講師、旅行社領隊人員 

由領隊協會的教育訓練及與領隊的座談溝通交流讓領隊們出團時能更有

信心級專業知識。 

8 彭鴻湘 

 

現職：樺一旅行社-總經理  

9 賴佳維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碩士 
現職：捷運旅行社-總經理 

經歷：世新大學專技助理教授、旭海國際科技(股)公

司總經理 

 



10 胡貴美 

 

最高學歷：碩士 
經歷：國內國旅帶團(雄獅、帆華及其它員工旅遊等) 

協會志工：支援每年新科領隊在職訓練，包括輔導員，支援開訓場地佈

置、報到、結訓日計時員等等。 

11 王大慶 

 

最高學歷：中華技術學院 
現職：五福旅行社-華語領隊 

經歷：五福、可樂、欣秀旅行社 

1. 職訓輔導員、機場輔導員。 

2. 繼續當協會志工，完成各項工作。 

12 蔡輝勳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桃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歷：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理監事、曾任中華民

國旅行業品質保證協會理事、曾任桃園旅行社商業同

業公會常務理事 

 

13 任友春 

 

最高學歷：三重商工  

14 葉蓓蓉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秘書 

經歷：創世基金會、增福旅行社 

本人願於工作之餘，參與並協助協會舉辦之活動，服務會員協助會務之

執行。特別是針對觀光產業與異業合作，增進專業知識面向，希望能貢

獻一己之力。 

15 吳慧燕 

 

最高學歷：碩士 
經歷：營養師、專業領隊 

期能提昇領隊的待遇及專業。 

16 鄭金城 

 

最高學歷：碩士 
現職：中國航運(股)公司-經理 

經歷：航偉旅行社/中國航運公司、沙烏地阿拉伯航

運公司、旅行業群英會 17 屆會長/台灣導遊協會 

 

17 劉明雄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 
現職：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0 年 

經歷：東南旅行社 6 年、雄獅旅行社 5 年、中華民國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兼活動組長 7 年 

1. 確實參加協會各項會議及活動。 
2. 積極配合協會招募新會員。 
3. 遵守協會章程（組織）積極擔任會員職責。 

18 余曉玲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 
現職：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助理教師 

經歷：81年~97 年錫安國際旅行社、新北市旅遊服務

中心評鑑委員、內政部禮賓師培訓教師、環保署培訓

教師、景文科大兼任講師、醒吾科大兼任講師、國立

空中大學面授教師 

1. 協助協會提升會員職前培訓專業。 

2. 爭取會員領隊權益。 
3. 提升會員與協會互動。 

19 萬麗香 

 

最高學歷：大專 

現職：康福旅行社-產品二部副總、 

      東南亞線/韓國線副總 

 



20 施桂瑛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現職：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團旅事業處副總

經理 

經歷：錫安國際旅行社(1985～2003)、易遊網旅行社

(2003～迄今) 

1. 提供優惠團體商品價格給會員。 

2. 配合協會領隊招募活動。 

3. 培養新任領隊人員。 

4. 協助領隊訓練課程。 

21 游文章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 
現職：川流國際旅行社(股)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歷：東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強化教育訓練內容與會務接軌。 

22 陳弘明 

 

最高學歷：研究所 
現職：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夢時代）-公共安全

長 

經歷：前高雄縣消防局局長、長線英語領隊、英語導

遊 

1. 擔任協會理事兼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2. 接待世界領隊協會在台辦理年會高雄旅遊工作。 

3. 擔任高雄市菁英外語導遊協會理事長。 

4. 擔任高雄市觀光領隊職業工會理事。 

23 王陸桓 

 

最高學歷：碩士 
現職：雄獅旅行社-專任領隊 

 

24 游任德 

 

最高學歷：龍華工業專科學校 
現職：吉貿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歷：長安旅行社業務員、有朋旅行社業務員、國聖

旅行社經理 

協助協會各項業務、會員擴展。 

25 張嘉齡 

 

最高學歷：國立中央大學企管學系(人資組) 博士候 
          選人 
現職：台華旅遊&留學機構-行銷副總 

 

26 薛興澄 

 

最高學歷：中正理工學院 
現職：專業領隊 

經歷：第十一屆會員代表 

 

27 唐受衡 

 

最高學歷：文化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現職：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

授 

經歷：全球旅行社副總經理、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理事、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常務理事 

1. 參與協會會務貢獻所長。 

2. 提昇領隊專業形象志向。 

28 曾孝傑  

 

現職：雄獅旅行社-約聘領隊、東南旅行社、台灣大

車隊職業駕駛 
 

29 許惠媚 

 

最高學歷：政治大學教育系 
現職：外語領隊 

經歷：帶團至大陸、東南亞、韓國 

 



30 何錦珠 

 

最高學歷：大專畢業 
現職：福全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專案業務領隊負責

人 

經歷：久大文化會計主管、全球幼兒美語學校主任、

彭婉如基金會執行秘書(課後照顧組) 

 

31 尤吉義 

 

最高學歷：大學  

32 張桂銓 

 

最高學歷：文化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碩士 
現職：銓能旅行社-總經理\ 

經歷：台北市公會理事、全聯會常務理事、經理人協

會理事、專任講師(萬能、醒吾、世新、實踐、育達)、

台灣旅遊發展促進協會理事長 

爭取會員最大權益。 

33 沈靖宜 

 

最高學歷：淡江大學企管所(EMBA) 
現職：鉑鑉旅行社、飛行家旅行社-專業領隊、導遊 

經歷：英語領隊，英語導遊線上帶團、華語導遊線上

帶團（專職） 

1. 擴大業界與領隊媒合機會。 

2. 全力支持領隊協會會務暨領隊工作權益保障。 

3. 強化會員多元專業職能精進，增進會員技能參考資訊。 

34 李奇嶽 

 

最高學歷：香港新亞研究所博士 
現職：創新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 

 

35 石金華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 
現職：伯樂旅行社-副總經理 

經歷：美足旅行社總經理、之菱旅行社、醒吾科技大

學觀光系兼任講師、真理大學觀光數位知識學系兼任

講師 

進入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擔任理監事迄今已經 20 年，一直以來都秉

持著熱誠之心為協會盡一己棉薄之力。不論是在業界或學界為協會做傳

承與努力的付出。 
期許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永續發展，會務蒸蒸日上。 

36 吳人熙 

 

最高學歷：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現職：全龍旅行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經歷：開達旅行社有限公司經理、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旅運系兼任講師、龍華科技大學觀光系兼任講師 

願盡自己所學，傳承領隊領團技巧與專業知識，為台灣觀光產業盡一份

心力。 

37 林晏汝 

 

最高學歷：景文科大 
現職：雄獅旅行社-主任 

 

38 張克群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專業領隊 

經歷：志願役軍官 10 年、英業達 10 年 

 

39 呂威德 

 

最高學歷：碩士 
現職：怡容國際旅行社-董事長 

經歷：經理人協會副理事長、台灣觀光協會榮譽(創

會)理事長 

配合理事長相關會務推動。 



40 王文偉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樺一旅行社-專業領隊 

經歷：可樂旅遊-韓國、泰國團，樺一-韓國團 

 

41 温建安 

 

最高學歷：大專 
現職：華揚國際旅行社-總經理 

經歷：第 11 屆領隊協會代表、品保協會調解委員 

1. 領隊帶團經驗的分享。 

2. 促進領隊們帶團的機會。 

42 羅正忠 

 

最高學歷：大專 
現職：雄獅旅行社-導領部經理 

經歷：歐洲線領隊、曾任領隊協會常務理事 

1. 提供協會會員工作媒合。 

2. 在職訓練講師。 

3. 促進旅遊同業人才資料庫平台。 

43 周俊華 

 

最高學歷：勤益工專 
現職：頡群旅行社有限公司-負責人 

經歷：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提昇領隊才能、觸摸到最新資訊、聞到外樂帶團氣息。 

44 吳庭儀 

 

最高學歷：高雄工專、清大學分班 
現職：專業領隊 

經歷：竹穎衣藝工作坊負責人、儀彩企業社、飛力科

技公司負責人、小學教師(聘)、領隊(自組團) 

 

45 徐炫婷 

 

最高學歷：國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 
經歷：領隊協會研習團指導老師、專題講座講師、東

南亞: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帶團、中國線全

區帶團、專任領隊 

1. 帶團經驗分享。 

2. 提昇領隊帶團技巧。 

3. 創新服務推廣。 

46 郭志豪 

 

最高學歷：龍華技術學院 
 
現職：典馨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歷：晨銘電子、今天旅行社 

 

47 孫秋發 

 

最高學歷：高職 
現職：佳期旅行社-專業導遊 

1. 協助推動協會各項事項。 

2. 幫助新進會員瞭解協會宗旨與服務內容，為協會大力宣傳。 

48 邱敦仁 

 

最高學歷：中國海專航海科 
現職：天海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經歷：台灣自駕遊協會理事長、全球通旅行社出境部

總經理、台北市中國海專校友會副理事長 

1. 盡可能的幫助協會會員有機會去帶團。 
2. 分享 30 年的旅遊經驗給協會會員。 
3. 鼓勵領隊們加入領隊協會。 
4. 推廣領隊協會的優點給領隊群。 

49 黃美潔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碩士畢業 
現職：多美國際旅行社-業務經理 

經歷：外語領隊、外語導遊、經理人協會理事 

為領隊爭取權益。 



50 相振棕 

 

最高學歷：二專畢業 
現職：寶來麗旅行社(股)有限公司-營運長 

經歷：2007 年導遊特考通過從業至今、2008 年領隊

特考通過從業至今、寶來麗旅行社營運長 

1. 針對旅遊行業積極投入及參與。 

2. 促進國民外交。 

3. 對領隊協會活動將積極級投入，不遺餘力。 

51 林大目 

 

最高學歷：碩士 
現職：太平洋旅行社有限公司-特約領隊 

經歷：台大士工程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監、建築

師 

熱心討論公益，加強會際交流。 

52 王岳聰 

 

最高學歷：台北大學碩士 
現職：雄獅旅行社-副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