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選舉公報
第一區 北市地區(T)
號次

1

姓名

凌榮浚

照片

簡

***採用無記名連記法，最多只能選填 41 名***

歷

對

協 會 之 貢 獻 抱 負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碩專
現職：長漢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

最高學歷：大專

2

張金平

現職：寶翔旅行社-董事長
經歷：台北市旅行公會第 12-17 屆理監事、台北市商業
會第 14-17 屆理監事

3

嚴從音

最高學歷：大專
現職：樺一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

最高學歷：世新觀光研究所

4

李明芬

現職：榮華旅行社長線團顧問
經歷：歐洲線國際領隊、大型奬勵旅遊、參訪團、客制
團、歐洲全境

1.分享帶團經驗，協助教育訓練。
2.協助會務發展。
3.推展領隊協會功能，吸引加入領隊協會。

最高學歷：大學

5

薛明秀

現職：特約領隊
經歷：東南旅行社-專業領隊、雄獅旅行社-專業領隊、

終身志工、協助協會。

鳳凰旅行社-專業領隊、領隊協會研習團指導

最高學歷：大學

6

魏宏陵

現職：雄獅旅遊專任領隊
經歷：機械廠技術士、職業軍人上校退伍、協會志工雄獅華語領隊

7

姜濟中

8

林伯左

9

陳新娟

最高學歷：高中職
現職：雄獅旅行社-大陸線專任領隊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悅群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最高學歷：高中
現職：五福旅行社-華語領隊

參與協會各項會務推動，例如：年度領隊招生及訓練，年度各項大會及定期
舉行之訓練課程志工等等。
期許擔任協會與領隊之橋樑，形成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共創福祉。

最高學歷：文化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

10

劉永隆

現職：行家旅行社
經歷：大鵬旅行社領隊部經理、醒吾科技大學觀光系專

希望協會持續茁壯，為領隊提供好的環境。

任助理教授、.雄獅旅行社歐洲線領隊

最高學歷：專科

11

葉庭林

現職：世群旅行社(股)公司-董事長
經歷：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12

彭鈺婷

現職：榮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客製化行程規劃經驗分享。

經歷：印尼峇里島行程規劃、泰國行程規劃

13

14

鄭蔡素
珠

彭培興

最高學歷：高職
現職：專業領隊
經歷：雄獅旅遊帶團兩年、天隆旅行社帶團三年

洪昭玉

驗，引領後進，協助發揚領隊協會立足國際。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系碩士

1.擔任協會教育訓練主任委員。

現職：榮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擔任職訓講師。

經歷：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旅 3.提供每月 4 人專題講座講師安排。
行業經理人協會理事長

15

用心推廣協會事務與功能，全力支持協會委辦教育訓練，落實領隊功能經

4.協助領隊職訓講師之調席安排。

最高學歷：光武五專二專部
現職：雄獅旅行社(股)公司導領部副主任

最高學歷：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中國文化大
學政治學博士
現職：金漢妮集團金漢妮文化事業部總經理、華夏經貿
交流促進會但全國性社團秘書長、大學院校等兼任兼任

16

林揚傑

助理教授、專業導遊領隊等全國性團體
經歷：1.行政院等中央機關簡任高階文官（主管）
2.中華教育文化經貿總會，台北市國際工業協會，中華
亞太人才培訓協會..等等理事。
3.警專、大學院校等兼任助理教授
4.大型旅遊業專任導遊領隊。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國際領隊

17

鄧惠倩

經歷：第 9-11 屆會員代表、第 11 屆教育訓練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文康委員會等委員、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理
事

18

丁文義

最高學歷：大專
現職：開達旅行社有限公司-總經理

1.在大學技院授課期間，主動推介協會之功能與成立宗旨，鼓勵科技大學相
關旅運觀光等產業系所學生，投入觀光旅遊產業，並將台灣觀光旅遊資源宣
揚國外，尤其是新南向專班學生，對於促進本協會之會務發展，有積極正面
意義。
2.創新發展會務。
3.引進新血活絡協會功能。
4.無私奉獻再創會務向前發展並與全球接軌。

19

李韶倫

最高學歷：大學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1.曾邀請律師與協會合作演講。（5/9 旅遊定型化契約法律釋疑）

現職：育稔國際法律事務所特別助理

2.未來期待推動異業合作，共創雙贏。

經歷：湯桂禎國際旅行社專案助理、仕季國際地產股份 3.為協會注入年輕力量。
有限公司高級專員、育稔國際法律事務所特別助理

4.同時具備法律與旅遊專長，更能為協會貢獻所學。"

最高學歷：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20

陳政宇

現職：世邦旅行社董事長特助

協助領隊會員與旅行業媒合、培訓、就業

經歷：觀光領隊協會會員代表&理事、旅行業經理人協 提供會員旅遊產品優惠
會理事、.工商建設研究會建青團副會長、北區召集人

21

竇玉娟

最高學歷：高中

最高學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教育研究所博士
現職：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助理教授

22

林佳蓉

經歷：天文旅行社-英國航空總代理、台灣區業務經
理)、世達通運(加拿大航空業務部經理)、西達旅行社(菲

1. 擔任 107 年度職前訓練機場示範領隊。
2. 擔任 107 年度職前訓練結訓口試計時員。

律賓航空公司訂位票務經理)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設計碩士
現職：明日世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專案遊程顧問

23

崔順吾

經歷：室內設計師 20 餘年-國家認證、中華民國導遊領
隊-國家認證、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大學觀光休

正在積極參與，爭取服務的機會

閒管理學系-專技講師、台灣室內設計協會資深理事、
台灣工藝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最高學歷：大學

24

陳建明

現職：領隊
經歷：港&歐洲的展覽團、大陸香港東南亞之旅遊團

自加入協會後，以協會為第二個家，歷任公關、文康副主委及教育委員會委
員、協會有需個人服務效勞之處，當盡全力以赴。

最高學歷：台北科技大學

25

劉建源

現職：可樂旅遊-專業領隊

持續推動加強領隊在職教育訓練。

經歷：雄獅旅遊領隊

26

張瑩碧

最高學歷：大學

最高學歷：大學

27

陳玉樹

現職：華語領隊
經歷：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志工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 EMBA

28

駱炫宏

現職：名冠旅行社有限公司
經歷：北市公會常務理事、婦聯會會長、群英會會長

1.維護協會事業，並永續經營發展。
2.提升協會教育訓練，並爭取會員就業機會與培育新秀。

29

30

張麗珍

劉永和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學研究所碩士

最高學歷：私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二專

1.提供資源讓協會及會員更加受益。

現職：天海旅遊集團全球通旅行社業務領隊

2.幫助協會當雜務及開會的義工。

經歷：108 年第二期旅行業經理人訓練、101 年到 108 3.增進會員間的融合，如辦一日遊團康活動。
年華語導遊、台北市國小家長聯合會第 11 及第 12 屆監 4.對會員分享帶團經驗與組團小技巧。
事

5.只選代表，不參選理監事。

最高學歷：銘傳商專觀光科
現職：重慶大美遊船公司台灣代表(百福旅行社)船公司

31

郭寶鑾

總監
經歷：信謙會計事務所負責人、旅行社董事、船公司代

「散播口琴，散播愛」，希望每個領隊都能有口袋歌曲。
學口琴自娛愉人，天天開心。

表、華夏科技大學產業講師、水源虎嘯社大口琴老師"
最高學歷：英國里茲大學國際行銷管理碩士
現職：歐洲領隊、英語導遊、法語導遊、利代/可樂/雄
獅/易遊網-英法語導遊。

32

顧佩珍

經歷：行家/澄果歐洲領隊(瑞、法、荷比德、英、義、 "
西葡、奧捷斯匈/巴爾幹半島、土耳其、純瑞士火車)、
觀光局法語導遊、導遊協會職訓英/法語口試老師、鳳
凰，陸客/英/法語導遊。
最高學歷：中台科技大學

33

游振義

現職：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監事
經歷：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外科退休、中華民國觀光
導遊協會理事、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事&監事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觀光碩士班

34

楊正情

現職：大同技術學院旅遊系助理教授
經歷：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秘書長、中華民國觀光領
隊協會常務理事、雄獅旅行社副總經理

觀光局聘任職前訓練講座、口試委員多年。
舉辦在職訓練急救講習 CPR+AED 證照班。
協助 2018 年國際領隊會議在台舉辦工作人員。

本人參加協會已超過 20 年，默默付出不求回報，在職就努力做事，力求完
美，也擔任很多不同職務。希望未來可以讓台灣領隊可以在大陸帶出境遊團
體，為領隊找一個出路。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雄獅旅行社-專業領隊

35

陳麗珠

經歷：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 9 屆代表、中華民國觀
光領隊協會第 10 屆代表、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 11
屆理事

36

陳國銘

最高學歷：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

37

李明澔

現職：專業領隊、專業導遊

會員交流。

經歷：歐洲線領隊

最高學歷：大學

38

洪德禮

經歷：私立淡江高中教師五年、台北市立新民國中教師
兩年、台北市立中正高中教師 21 年

1.盡心盡力協助協會之會務推動與執行，使會務運作順暢且能具成效。
2.誠心誠意服務協會之會員，俾增進會員對協會之歸屬感與參與感。

最高學歷：大學
現職：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事長、天隆旅行社-董

39

張榮坤

事長
經歷：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監事、中華民國旅行業
品質保證協會理事、常務監事

最高學歷：東吳大學企管系

40

李新猷

現職：台灣知識庫-顧問
經歷：1995 年優良領隊、2018 年優良領隊，講師

1. ZHTM2018 做專題英文演講。
2. 擔任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理監事。

最高學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41

賈智鈞

現職：遠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經歷：新台旅行社線控副理、遠東航空兩岸線主任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德文系.
現職：天齊旅行社經理

42

顏玉媛

經歷：民國 64 年任職德文導遊至今、民國 81 年任職國
際領隊、帶領數百團德國 Inbound 觀光客及英語團的導
遊、領隊的工作則包括歐洲（北、中、南）、美國、澳
洲、紐西蘭。

任職領隊協會國際事務主委多年，參加國際會議，讓世界各國認識台灣，並
在 2015 年為領隊協會爭取到舉辦世界大會資格，在 2018 世界大會在台灣舉
行期間，陪同世界各國的理事長及貴賓共 14 天。
108 年度爭取到 53 位會員，為國際領隊第三高的會員國人數，保持理事國的
資格。

最高學歷：大學

43

張懿瑾

現職：專業領隊
經歷：台灣旅居新加坡服務協會理事、陝西同郷會理事

最高學歷：研究所碩士

44

蕭維莉

現職：志洋旅行社副總經理
經歷：志洋旅行社副總.黎明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1.爭取領隊權益
2.加強領隊在職訓練技能

最高學歷：大專

45

黃中豪

現職：開喜旅行社副總經理
經歷：保保旅行社、洋洋旅行社、飛鳴旅行社、開喜旅

希望在協會能夠貢獻帶團 30 多年的經驗，對領隊有所幫助。

行社

46

林瑞宙

最高學歷：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 EMBA
經歷：東元集團-財務長

最高學歷：高中

47

王采紅

現職：柬威旅行社-總經理
經歷：新亞旅行社、柬威旅行社

曾協助財務會計電腦系統 ERP 作業上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