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觀光局委託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辦理

掛號

印刷品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Association of Tour Managers, Taiwan
電話：(02)2545-3555 傳真：(02)2545-0533
地址：104094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110 號 7 樓

北區

111 年領隊人員職前訓練

學員須知手冊
很重要！
很重要！請詳閱！
請詳閱！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此
攜帶此『學員須知手冊
身分證件』。
攜帶此 學員須知手冊』及『身分證件
學員須知手冊
身分證件 。
☺報到當天將代收訓練規費之
代收訓練規費之結業證書
代收訓練規費之結業證書 NT500 以及
申請領隊人員執業證，請準備規費 NT200 及 2 吋照片 1 張。
*依據觀光局 108/12/4 觀業字第 1083004090 號函解釋，領隊證應自結訓日起算 3 年有效

，不因領證日期而有所不同，故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新受訓學員，領隊證日期與結訓日
領隊證日期與結訓日
期一致

☺授課場地會開空調以便空氣流通，請斟酌保暖衣物
保暖衣物並自備環保杯
環保杯。
保暖衣物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電話：(02)2545-3555

Association
of Tour Manager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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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545-0533

親愛的準領隊您好：
恭喜您通過考試院之領隊人員考試，
恭喜您通過考試院之領隊人員考試，於領隊人員職前訓練班受訓之前提醒您：
於領隊人員職前訓練班受訓之前提醒您：
一.

二.

三.

四.

五.

請詳讀
詳讀此本學員須知手冊
學員須知手冊，注意攜帶物品與報到程序及相關訓練規則與結業方式。
詳讀
學員須知手冊
依據觀光法規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訓練節次為
56 節課，每節課為 50 分鐘，遲到早退均以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缺課論，請特別注意。

※複訓者(含華轉外)報到時請填選「
報到時請填選「選課單」
選課單」並交予輔導員查核出缺席用※
並交予輔導員查核出缺席用※

鼓勵參訓學員於訓練前加入交通部觀光局「觀光職能 e 學院」會員，先行進修線上建置之相
關課程，熟悉旅行業務，增進學習效益，並將於訓練上課時進行抽獎活動，將可獲得精美小
禮物，閱讀堂數達 10 堂以上，憑網站列印之學習記錄單即可參加抽獎唷！
（網址：https://elearning.taiwan.net.tw/Page/Index.aspx）
依據領隊人員管理規則規定，受訓人員未報到參加訓練者，其所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除靜態解說課程之外，訓練內容包含動態和經驗交流相關課程，請各位學員詳閱法規、注意
規則、遵守程序、完成訓練。若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提出或詢問各駐班輔導員。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敬上

報到程序
一、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各期訓練日期第一天
第一天辦理報到手續。日間班
日間班上午
。
各期訓練日期
第一天
日間班
上午 8:30~9:00 ；夜間班下午
夜間班下午 6:00~6:30。
二、報到文件
報到文件：
報到文件
1. 請攜帶此份學員須知手冊
學員須知手冊及載有照片之身分證件
身分證件正本
學員須知手冊
身分證件正本(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護照，前述擇一)
2. 初訓者
初訓者攜帶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考試及格證書影本；複訓者攜帶原取得之結業證書影本
結業證書影本或領隊人員執業證正本
執業證正本。
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結業證書影本
執業證正本
。
複訓者(重行訓練者
複訓者 重行訓練者)
重行訓練者 ，請檢附結業證書或領隊證影本。倘若兩項証明遺失者，請填具切結書，
俾便查驗。
3. 申請領隊人員執業證
領隊人員執業證者請備齊文件
(
p.5)
領隊人員執業證
*依據觀光局 108/12/4 觀業字第 1083004090 號函解釋，領隊證應自結訓日起算 3 年有效，
不因領證日期而有所不同，故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新受訓學員，領隊證日期與結訓日期一致。

請詳閱 。

訓練時間及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日間班：
日間班：週一至週五 09:00 ~ 17:50
夜間班：
夜間班
：週一至週五 18:30 ~ 22:10 週六日 08:30 ~ 17:30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
台北地區：
台北地區：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臺北校區)
臺北校區)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 2 樓 (D206 )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318 階梯教室)
桃園地區：
桃園地區：元智大學，
元智大學，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 (元智七館)
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南大校區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推廣大樓乙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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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注意事項及教室規則

一. 領隊人員職前訓練預計於 6 月至次年 4 月之間辦理，訓練期間視各地區需求得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
調整或增減日夜間班訓練期次。
二. 參訓學員為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之領隊人員考試及格、尚未取得考選部核發之考試
及格證書者，報名時可以暫以考試成績單影本替代，惟須於結訓前必須補繳考選部核發之「考試及
格證書」，始得領取觀光局核發之結業證書及申領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
三. 參訓期間學員進出訓練場地，請全程佩戴學員證；結業測驗未配戴學員證者禁入考場測驗。
四. 上課鈴聲響，請立即按學號就座不得擅自更換座位，遲到早退均以缺課論；提問前請先舉手。
五. 上課期間學員請配合將行動電話及所有 3C 產品關機，上課中請尊重勿聊天喧嘩、接聽電話或逕行進
出教室，以免影響上課秩序及其他學員權益。 影響他人權益屢勸不聽者將請離席並以缺課論
六. 參訓期間禁止擅自錄音錄影拍照，並禁用場地電腦設備或擅自存取任何資料。 擅自侵權者法辦
七. 因應環保上課場地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備環保杯；場地有空調冷氣，請依個人體質自備衣物寒。
八. 依照場地租借管理規則，教室內禁止飲食、場地全面禁煙。教室與公共場所及其設備之清潔與完整
並愛護公物；如有破壞污損，學員須依據場地租借管理規則訂定金額自負賠償。
九. 機場實地操作課程當日請穿著體面之輕便服裝，勿著拖鞋涼鞋短裙短褲。
十. 結訓口試當日請穿著以領隊形象之正式服裝(跨縣市參訓者請提早準備)，以備評分並表專業形象。
※

※

※

※

訓練期別與上課日期

外語班

地區
期別

備註

期別

(07/10、07/11

第 1 期日間班

不上課)

(台北─淡江)

07/26-08/04

(07/30、07/31
不上課)

第 2 期夜間班

第 3 期日間班
(桃園─元智)

08/16-08/25

(08/20、08/21
不上課)

第 3 期夜間班
(台北─淡江)

10/14-10/29

第 4 期日間班
(台北─淡江)

08/30-09/08

第 4 期日間班
(台北─劍潭)

10/25-11/03

第 1 期夜間班
(台北─淡江)
第 2 期日間班
(台北─淡江)

訓練日期

華語班

07/01-07/16

北部地區

(09/03、09/04
不上課)

(桃園─元智)

(9/19、9/22

第 5 期夜間班
(台北─淡江)

09/15-10/01 、9/23、9/26、

第 6 期日間班
(新竹─清大)

11/08-11/17

9/30 不上課)
(11/12、11/13
不上課)

視報名情況增開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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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日期
06/27-07/07

08/12-08/27

備註
(06/29、07/02
、07/03 不上課)
(8/14、8/19、8/26
不上課)
(10/16、10/21
、10/28 不上課)
(10/29、10/30
不上課)

出缺席考勤及退訓規則

一、缺課時數：

1. 依據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8 條「領隊人員職前訓練節次為 56 節課，每節課為 50 分鐘。受
訓人員於職前訓練期間，其缺課節數不得逾訓練節次十分之一。每節課遲到或早退逾 10
分鐘以上者，以缺課一節論計。」

2. 每節上課 10 分鐘後開始點名並拍照記錄，每日出缺勤記錄將於隔日張貼在公佈欄。
3. 受訓期間不得任意更換座位，點名依照學員座位表；任意換位者缺席論處、不得異議。
二、依據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10 條規定，受訓學員在職前訓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
訓，其已繳納之訓練費用，不得申請退還： ※即發函交通部觀光局※
1. 缺課節數逾十分之一者。
2. 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訓練者。
3. 報名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系偽造或變造者。
4. 受訓期間對講座、輔導員或其他辦理訓練人員施以強暴脅迫者。
5. 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守違反職業倫理規範，情節重大者。
※前項第 2 款至第 4 款情形，經退訓後 2 年內不得參加訓練※

結訓計分方式與規則
職前訓練班結業測驗採書面報告
職前訓練班結業測驗採書面報告及
書面報告及口試測驗兩項加總平均計算結業成績
口試測驗兩項加總平均計算結業成績
1. 書面報告：
1
50
書面報告：
(1)學員於報到當日抽選題目；外語班以世界各國為主，華語班以港澳大陸地區為主。
(2)內容包括：團體行程、搭乘班機、景點簡介、用餐住宿安排、說明會內容及帶團應備事宜。

領隊帶團服務計畫書每人 份，佔總成績 ％

【帶團計畫應於期限繳交，未於口試前繳交，以 0 分計算】

行程中緊急事故危機處理及旅遊安全常識，佔總成績 ％

50
2. 口試測驗：
口試測驗：
(1)題目置於學員資料袋內亦可參閱公佈欄。
。
(2)試題內容含行程中緊急事故、旅行社倒閉被扣團等危機處理及旅遊安全相關資訊。

觀光法規(發展觀光條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旅遊安全相關資訊(包括：出國行前準備參考資料、
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各國旅遊資訊、海外急難救助、疫情資訊、檢疫須知及傳染病防治、毒品危
害防治、人口販運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性別工作平等)，上述資訊請學員自行上網閱讀，
並列為結訓測驗範圍(https://admin.taiwan.net.tw/業務資訊/消保事項專區/旅行業/旅遊安全、其他宣導
事項)。

(3)口試測驗當天抽選口試順序並於上台前 10 分鐘抽選題號，針對該題說明緊急狀況處理過程與
旅遊安全常識，每位學員口試時間為 5 分鐘。

3. 依據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9 條規定測驗成績以
測驗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
分為滿分，70 分為及格，
分為及格，測驗成績不及格者，
測驗成績不及格者，
日內補行測驗一次；
經補行測驗仍不及格者，
不得結業。
應於 7 日內補行測驗一次
；經補行測驗仍不及格者
，不得結業
。如因產假、重病或其他正當理
由，經核准延期測驗者，應於 1 年內申請測驗；經測驗不及格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1)測驗成績不及格者，補行測驗所產生之測驗委員費用，由考生自行負擔。
(2)無故未參加測驗者，不得申請補行測驗，以缺考論。
4.測驗成績不及格者，對成績有疑義時，應於測驗當日或結訓 7 日內提出異議並參加補行測驗，
未於 7 日內提出異議並補行測驗者，不得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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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人員執業證申請說明
本會為提升服務品質和服務效率，所有參訓學員欲申辦領隊人員執業證或結訓後有立即帶團需求
者，請於開訓報到當天備齊下列所需文件，即可在結訓當天通過結業測驗並已完成繳交及格證書影本
後，於領取結業證書同時領取領隊人員執業證；如無立即上團需求者，即依相關規定辦理。領隊人員執
業證申請應備文件：
1. 領隊人員執業證申請書—以附於須知夾頁於開訓日繳交。
2. 彩色 2 吋大頭照 1 張

【規格：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不戴有色眼鏡、白色背景、一年內近照、建議穿著深色衣服】
【不含在訓練報名表上所繳之三張照片，
不含在訓練報名表上所繳之三張照片，請另外準備並貼妥
請另外準備並貼妥於
貼妥於申請書上
申請書上】

3. 護照影本(報名時已經繳交者可免付)
4. 舊證 *初訓同學免附*
(1)複訓及華語轉外語者，請繳回原持之領隊人員執業證
舊證若遺失不見，請親簽遺失報告書(請洽輔導員領取)
(2)舊證
舊證
5. 規費新台幣 200 元。
。(請自備零鈔.規費收據領證日發給)
6. 若於開訓次日後申請執業證之學員，請於結訓後至領隊協會自行領取；若需郵寄者，請附填妥姓
名地址 36 元回郵信封。(註:請貼好郵票、寫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

◎表格可至協會網站下載 http://atmorg.com 或於現場領取◎

※注意※
1.101

年 3 月 5 日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1)刪除領隊人員區分專任及特約之規定。(2)刪除領隊人

員執業證需每年校正之規定。(3)換證需檢附帶團資料之舊證效期內執行領隊業務相關證明。
2.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 14 條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領隊業務者，應依規定重
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相關法規請至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觀光法規/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查看◎
防疫措施

本訓練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
本訓練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維持全程佩戴口罩、
維持全程佩戴口罩、採實聯制、
採實聯制、保持社交距離及人流管制
等防疫規定，
等防疫規定，後續將視疫情發展，
後續將視疫情發展，配合該
配合該中心各項防疫指引，
中心各項防疫指引，執行本訓練。
執行本訓練。有關最新防疫措施
有關最新防疫措施，
最新防疫措施，請參
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4x3Ks7o9L_pvqjGI6c5N1Q
一、開訓報到請配合線上(或紙本)填寫健康調查表。
二、為落實防疫，每日到課時需量測體溫及手噴酒精(如學員體溫達攝氏 37.5 度以上，將由工作人
員評估狀況，必要時請學員儘速就醫或返家自主管理)。
三、訓練期間工作人員、參訓學員應全程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
嗽禮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
四、訓練場所避免飲食(飲用完水時應儘速戴上口罩)。
五、休息用餐時須保持間距，餐前洗手，並避免交談。
六、學員如因配合衛生、教育單位防疫相關規定，需採取防疫介入措施（如隔離治療/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健康追蹤/自主健康管理等），當期課程立即停訓，可協助調至他期重訓，若為當年
度最後一期無法調至他期重訓者，則依領隊人員管理規則退費規定辦理。
七、訓練期間如因配合衛生、教育單位防疫相關規定，所停課程須延後完成，請學員務必預留延長
受訓之時間，延後 3 至 10 天【含假日】結訓。
八、以上之規定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指引做滾動式修正，於開訓前由承辦單位通知為
主【通知內容將報交通部觀光局同意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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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
一. 訓練場地、使用交通車輛及相關設備，將要求每日全面消毒及清潔。
二. 訓練期間為學員投保意外保險；如發生意外事故，請儘速通知駐班輔導員。
三. 地震時應保持鎮靜，視狀況依照指示盡速離開教室；如遇空襲，請依指示往指定位置避難。
四. 訓練期間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災時，是否上課，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所停課程須延後完成，請學員務必預留延長受訓之時間(於訓練
期間補課或延後 3 至 5 天【含假日】結訓)，另若因防疫措施需停課調整上課日期時，亦請學員
配合辦理。
五. 訓練期間食宿由學員自理。用膳請至附近之餐飲店，住宿方面請至「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
統/消保事項專區，點選“旅館業”及“民宿”」參考各地合法旅館及民宿查詢。
六. 緊急通報處理工作小組及聯絡方式：
姓名

行動電話

室內電話

北區

葉月香

0933-811-698

(02)2545 - 3555

北區

胡家寶

0978-190-255

(02)2545 - 3555

台北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 2 樓 (02)2321-4032

1.捷運
捷運：
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迴轉走麗水
街，步行約 5 分鐘。
2.公車
公車：
公車：欲搭公車前往者，可參考下列
路線
(1)信義永康街口站：0 南、0 東、20、
204、22、22 區、3、
38、信義幹線。
(2)公企中心：214、237、670、671、
606、0 東。
(3)捷運東門站(金山)：0 南、214、214 直、237、248、3、606、670、671。
(4)愛國東路口：249、297、38。
(5)搭火車者可於台北車站轉搭捷運信義線至東門站。

3.自行開車
自行開車：
自行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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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停車場（金山南路二段 33 號；服務時間為上午 7 點至晚上 11 點）。
* 校區周圍街道劃有汽、機車停車格。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02-28852151#8

自行開車
【北上】
●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市區方向→民族西路口左轉→承德路口左轉→劍潭路右轉→中山北路右轉
→沿中山北路直行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環河北路交流道下敦煌路左轉→承德路口左轉→劍潭路右轉→中山北路右轉→沿中山北路直行
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南下】
●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北投方向→過百齡橋直行中正路→中山北路右轉→沿中山北路直行過
通河街口抵中心
公車
【劍潭站下車】
●203、218、220、260、267、277、280、285、
279、308、310、606、612、646、665、685、902、
紅3
【劍潭國小下車】
●26、41、250、266、280、288、290、303、

529、616、618
捷運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劍潭站下車，由二號出口
出站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本中心。

桃園
元智大學

搭乘火車

中壢區遠東路 135 號 0303- 4638800#2485

下→內壢車站
可搭通勤電車至內壢車站下車(或搭對號快車至中壢或桃園車站下車再換搭區間車或公車)。
北上→內壢車站
新竹以北，可搭區間車至內壢車站下車(或搭對號快車至中壢或桃園車站下車再換搭區間車或公
車)。
內壢站→元智大學
往北(右)步行約五分鐘，則可看見中華路與遠東路口有元智大學指示牌，右轉過平交道，再沿右
邊步行約十分鐘即可抵達。
台鐵區間車發車時刻表
☆台北到內壢站通勤電車全票：新台幣 51 元。
★新竹到內壢站通勤電車全票：新台幣 63 元。
◎ 搭乘公車
155(原中壢 5 甲)、156(原中壢 5 乙)路公車
在中壢車站搭乘 155、156 路桃園客運直接坐到元智大學內。
1 路公車
在中壢或桃園車站搭乘 1 路桃園客運，在元智大學站（中壢往桃園）或內壢火車站（桃園往中壢）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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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再沿中華路往桃園方向前行至遠東路與中華路交叉口，右轉過平交道，再沿右邊步行約十
分鐘即可抵達。
208 路公車
自捷運高鐵桃園站搭乘 208 路統聯客運公車，在元智大學站下車。
◎ 自行開車
北上→中壢交流道
高速公路：過中壢/新屋交流道後，下中壢交流道（58 公里出口）。
南下→中壢交流道
高速公路：中壢交流道（56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中壢交流道→元智大學
下高速公路順路直行約 3.6 公里後銜接台一線省道（即中華路）左轉往桃園方向行駛，經過內壢
火車站。，看見中華路與遠東路口之元智大學路標，右轉過平交道，依指標即是元智大學。
內壢交流道→元智大學
行高速公路南下五十六公里，或北上五十七公里處，下內壢交流道，經縱貫公路往桃園方向，過內

壢火車站後按路標指示右轉。圖—
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03)521-3132
1. 台鐵、
台鐵、客運：
客運：搭乘台鐵、客運至新竹站，轉乘計程車或步行至本校。計程車車程約 10-15 分鐘，
步行約需 20 至 30 分鐘。
2. 高鐵：
高鐵：搭乘高鐵至六家新竹站，搭乘接駁車至市區圓環，再到達本校。
※ 校內停車：
校內停車：校園備有收費停車格，實際收費以校園停車場標準為主，學員相關優惠請洽駐班
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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