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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旅 遊 領 團 解 說 員 協 會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旅 遊 領 團 解 說 員 協 會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旅 遊 領 團 解 說 員 協 會中 華 民 國 國 民 旅 遊 領 團 解 說 員 協 會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管理辦法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管理辦法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管理辦法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經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條條條條    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十四條章程第十四條章程第十四條章程第十四條規定訂

定之。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指經領取本會核發領取本會核發領取本會核發領取本會核發之各種質別之中中中中

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從業證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從業證（以下簡稱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在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境內境內境內境內執行

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並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收取報酬之服務人員。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條條條條    領有本會核發有效期間各種質別領解員從業證之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得接受得接受得接受得接受本會之領解調派委領解調派委領解調派委領解調派委    

員會員會員會員會之調派調派調派調派；；；；領解員之領解領解領解領解調派管理細則調派管理細則調派管理細則調派管理細則由本會之領解領解領解領解調派委員會調派委員會調派委員會調派委員會另訂之。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領解員不得為領解員不得為領解員不得為領解員。 

一、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 曾對觀光產業形象造成嚴重損傷，有具體事證者。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條條條條    

三、 領解員有違反本辦法，且情節嚴重，經本會撤銷領解員從業證未逾五年者。 

領解員應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應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應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應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辦委辦委辦委辦、、、、合辦合辦合辦合辦之各種質別之職業職業職業職業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

「含室內、外之靜、動態實務演練」，於通過測驗通過測驗通過測驗通過測驗取得本會核發本會核發本會核發本會核發之職業教育訓練結訓職業教育訓練結訓職業教育訓練結訓職業教育訓練結訓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以下簡稱結訓證書結訓證書結訓證書結訓證書）或資格鑑定測驗合格證書資格鑑定測驗合格證書資格鑑定測驗合格證書資格鑑定測驗合格證書（以下簡稱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後，不具不具不具不具

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會員資格者皆應加入本會皆應加入本會皆應加入本會皆應加入本會成為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會個人永久會個人永久會個人永久會

員員員員，經本會之理事會通過本會之理事會通過本會之理事會通過本會之理事會通過，始得由本會核發核發核發核發領解員從業證，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

務。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條條條條    

前項之通過通過通過通過測測測測驗後驗後驗後驗後，，，，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格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格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格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格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又經取得結訓證書又經取得結訓證書又經取得結訓證書又經取得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後合格證書後合格證書後合格證書後，，，，亦應於結訓證書亦應於結訓證書亦應於結訓證書亦應於結訓證書

或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領解員從業證申領領解員從業證申領領解員從業證申領領解員從業證，，，，逾期亦即自動喪失該逾期亦即自動喪失該逾期亦即自動喪失該逾期亦即自動喪失該

項權利項權利項權利項權利。。。。    

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視報名參加不同質別之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或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分銅質銅質銅質銅質、、、、銀質銀質銀質銀質、、、、金金金金    

質質質質三種。 

報名參加前項三種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不同質別之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或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

者，除應對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有興趣，且品德良好、身心健全外，並應具備下列不同

質別之資格。 

一、 銅質： 

 贊同本會宗旨贊同本會宗旨贊同本會宗旨贊同本會宗旨者者者者。。。。    

二、 銀質： 

（一） 具備本會核發有效期間之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 

銅質領解員銅質領解員銅質領解員銅質領解員）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者。 

 

（二） 經取得考選部專門職業考選部專門職業考選部專門職業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以 

下簡稱導遊人員導遊人員導遊人員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並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 

其所委託機關團體訓練且取得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或於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專技 

普考前已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所委託機關團體訓練且取得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者    

。 

三、 金質：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條條條條    

 具備本會核發有效期間之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銀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銀質領銀質領銀質領銀質領 

解員解員解員解員）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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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    經取得本會之各種質別之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者，年滿十八歲得年滿十八歲得年滿十八歲得年滿十八歲得向本會申領銅質領解銅質領解銅質領解銅質領解 

員從業證員從業證員從業證員從業證（未滿十八歲者須等至年滿十八歲方得申領未滿十八歲者須等至年滿十八歲方得申領未滿十八歲者須等至年滿十八歲方得申領未滿十八歲者須等至年滿十八歲方得申領），但應年滿二十歲應年滿二十歲應年滿二十歲應年滿二十歲方得方得方得方得向本會 

申領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與金質領團解說員金質領團解說員金質領團解說員金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金質領解員）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從業證。 

銀質領解員銀質領解員銀質領解員銀質領解員應先取得銅質領解員從業證資格，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並有書面證明者有書面證明者有書面證明者有書面證明者方得晉 

級；金質領解員金質領解員金質領解員金質領解員應先取得銀質領解員從業證資格，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且執業滿三個月並有書面證明者書面證明者書面證明者書面證明者方    

得晉級。 

第第第第        八八八八        條條條條    

但經取得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領隊人員考試（以下簡稱導導導導    

遊人員遊人員遊人員遊人員、、、、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領隊人員專技普考）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並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所委託機關團體訓練 

且取得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或於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專技普考前已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所委 

託機關團體訓練且取得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結業證書者，得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台灣環島台灣環島台灣環島台灣環島五五五五    

天三夜以上天三夜以上天三夜以上天三夜以上（（（（含五天三夜含五天三夜含五天三夜含五天三夜））））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參加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東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東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東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東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    

及台灣西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台灣西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台灣西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台灣西線全覽實地實務在職訓練者得合併計算合併計算合併計算合併計算），在測驗合格測驗合格測驗合格測驗合格後取得台灣環島實地台灣環島實地台灣環島實地台灣環島實地    

實務在職訓練結訓證書實務在職訓練結訓證書實務在職訓練結訓證書實務在職訓練結訓證書，並加入本會成為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會員個人永久會員個人永久會員個人永久會員，經本會之理理理理    

事會通過事會通過事會通過事會通過，得由本會核發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銀質領解員從業證，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    

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職業教育訓練，視報名參加職業教育訓練者參加之不同質別 

職業教育訓練課程職業教育訓練課程職業教育訓練課程職業教育訓練課程如下： 

一一一一、、、、    銅質銅質銅質銅質：（：（：（：（室內課程二室內課程二室內課程二室內課程二天天天天；；；；室外課程一室外課程一室外課程一室外課程一天天天天））））    

（一） 室內課程：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 

02 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入門技術）。 

 

03 室內銅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二） 室外課程： 

 

 室外銅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二二二二、、、、    銀質銀質銀質銀質：（：（：（：（室內課程一天室內課程一天室內課程一天室內課程一天；；；；室外課程四天三夜室外課程四天三夜室外課程四天三夜室外課程四天三夜））））    

（一） 室內課程：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進階。 

02 銀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進階技術）。 

 

03 室內銀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二） 室外課程： 

 

 室外銀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三三三三、、、、    金質金質金質金質：（：（：（：（室內課程室內課程室內課程室內課程三三三三天天天天；；；；室外課程二天一夜室外課程二天一夜室外課程二天一夜室外課程二天一夜））））    

（一） 室內課程：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高階。 

02 金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高階技術）。 

 

03 室內金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二） 室外課程： 

 

 室外金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職業教育訓練者參加前項三種不同質別之職業教育 

訓練課程，應同時接受室內筆試應同時接受室內筆試應同時接受室內筆試應同時接受室內筆試、室內口試室內口試室內口試室內口試暨室外口試測驗室外口試測驗室外口試測驗室外口試測驗，且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    

用用用用。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條條條條    

三種不同質別之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職業教育訓練招生簡章職業教育訓練招生簡章職業教育訓練招生簡章職業教育訓練招生簡章由本會之職業訓練委員會職業訓練委員會職業訓練委員會職業訓練委員會另訂之。 

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資格鑑定測驗，視報名參加資格檢定測驗者參加之不同質別 

資格鑑定測驗科目資格鑑定測驗科目資格鑑定測驗科目資格鑑定測驗科目如下： 

第第第第        十十十十        條條條條    

一一一一、、、、 銅質銅質銅質銅質：（：（：（：（室室室室內內內內筆試筆試筆試筆試、、、、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室外室外室外室外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 



- 3 - 

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室內口試每人以五分鐘為原則（得視實際狀況 

調整之）；室外口試二天一夜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  

02 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入門技術）。 

（二） 室內口試： 

 室內銅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室外二天一夜） 

    

 室外銅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二二二二、、、、    銀質銀質銀質銀質：：：：（（（（室內室內室內室內筆試筆試筆試筆試、、、、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室外室外室外室外口試四天三口試四天三口試四天三口試四天三夜夜夜夜））））    

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室內口試每人以二十分鐘為原則（得視實際狀 

況調整之）；室外口試四天三夜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進階。  

02 銀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進階技術）。 

（二） 室內口試： 

 室內銀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室外四天三夜） 

 

 室外銀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三三三三、、、、    金質金質金質金質：：：：（（（（室內室內室內室內筆試筆試筆試筆試、、、、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口試一天；；；；室外室外室外室外口試口試口試口試二天一夜二天一夜二天一夜二天一夜））））    

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室內口試每人以六十分鐘為原則（得視實際狀 

況調整之）；室外口試二天一夜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 

01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高階。  

02 金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 

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高階技術）。 

（二） 室內口試： 

 室內金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室外二天一夜） 

 

 室外金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報名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資格鑑定測驗者參加前項三種不同質別之資格鑑定 

測驗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 

    

三種不同質別之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資格鑑定測驗規則資格鑑定測驗規則資格鑑定測驗規則資格鑑定測驗規則及資格鑑定測驗須知資格鑑定測驗須知資格鑑定測驗須知資格鑑定測驗須知，，，，由本會之資格鑑定委資格鑑定委資格鑑定委資格鑑定委    

員會員會員會員會另訂之。 

第第第第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條條條條    領有本會核發有效期間各種質別領解員從業證之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領解員，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時，應受僱或臨時受僱於旅行業應受僱或臨時受僱於旅行業應受僱或臨時受僱於旅行業應受僱或臨時受僱於旅行業，並應並應並應並應佩帶佩帶佩帶佩帶該領解員從業證該領解員從業證該領解員從業證該領解員從業證，以備本會查核以備本會查核以備本會查核以備本會查核。    

第第第第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條條條條    領解員應每曆年至少二天參加應每曆年至少二天參加應每曆年至少二天參加應每曆年至少二天參加本會舉辦或委辦、合辦之在職教育訓練在職教育訓練在職教育訓練在職教育訓練，並應依相關規應依相關規應依相關規應依相關規    

定繳交訓練費用定繳交訓練費用定繳交訓練費用定繳交訓練費用，訓練合格訓練合格訓練合格訓練合格後由本會核發訓練記點證明訓練記點證明訓練記點證明訓練記點證明，持有該訓練記點證明該訓練記點證明該訓練記點證明該訓練記點證明者方得方得方得方得 

於訓練後下一年度校正於訓練後下一年度校正於訓練後下一年度校正於訓練後下一年度校正或換發換發換發換發其已領有之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領解員從業證。 

第第第第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條條條條    領解員從業證應每曆年按期繳回本會辦理校正應每曆年按期繳回本會辦理校正應每曆年按期繳回本會辦理校正應每曆年按期繳回本會辦理校正，其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應申請 

本會換發，並應依相關規定繳交校正或換證之手續暨成本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校正或換證之手續暨成本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校正或換證之手續暨成本費用應依相關規定繳交校正或換證之手續暨成本費用；連續二年未按期連續二年未按期連續二年未按期連續二年未按期繳回 

本會辦理校正校正校正校正，，，，或於本會規定之一定時間內換發換發換發換發及經本會會員大會停權經本會會員大會停權經本會會員大會停權經本會會員大會停權或除名處分者除名處分者除名處分者除名處分者    

，該領用之領解員從業證自動失效自動失效自動失效自動失效；仍保有本會會員資格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者得依相關規定重新領用依相關規定重新領用依相關規定重新領用依相關規定重新領用本    

會核發之領解員從業證。 

第第第第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條條條條    領解員之結訓證書結訓證書結訓證書結訓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暨領解員從業證應向本會提出申請領解員從業證應向本會提出申請領解員從業證應向本會提出申請領解員從業證應向本會提出申請，並應依相關規定依相關規定依相關規定依相關規定繳 

交費用；又領解員因故遺失遺失遺失遺失或毀損結訓證書毀損結訓證書毀損結訓證書毀損結訓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合格證書暨領解員從業證時領解員從業證時領解員從業證時領解員從業證時，本人應具應具應具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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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敘明原因書面敘明原因書面敘明原因書面敘明原因，向本會申請補發申請補發申請補發申請補發、、、、換發換發換發換發，亦應依相關規定應依相關規定應依相關規定應依相關規定繳交費用。     

領解員結訓證書領解員結訓證書領解員結訓證書領解員結訓證書、、、、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換換換換、、、、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環島實地實務訓練結訓證書申請處理要點環島實地實務訓練結訓證書申請處理要點環島實地實務訓練結訓證書申請處理要點環島實地實務訓練結訓證書申請處理要點由本會另訂之。 

第第第第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條條條條    領解員執行有關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時，應接受應接受應接受應接受雇用或臨時雇用之旅行業之指導指導指導指導暨

監督監督監督監督。 

第第第第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條條條條    領解員應依應依應依應依其雇用或臨時雇用之旅行業所安排之觀光旅遊行程執業觀光旅遊行程執業觀光旅遊行程執業觀光旅遊行程執業，非因臨時特殊事非因臨時特殊事非因臨時特殊事非因臨時特殊事

故故故故，不得擅自變更不得擅自變更不得擅自變更不得擅自變更；觀光旅遊行程有必要變更有必要變更有必要變更有必要變更時，應徵得全體觀光旅客之書面同意應徵得全體觀光旅客之書面同意應徵得全體觀光旅客之書面同意應徵得全體觀光旅客之書面同意，

並盡速聯絡盡速聯絡盡速聯絡盡速聯絡並報告報告報告報告雇用或臨時雇用之旅行業取得授權取得授權取得授權取得授權後方能處理；但事態嚴重事態嚴重事態嚴重事態嚴重或緊急緊急緊急緊急

時，並應盡速通報本會應盡速通報本會應盡速通報本會應盡速通報本會和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備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備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備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備。 

第第第第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條條條條    領解員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時，如發生特殊發生特殊發生特殊發生特殊或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時，除應即時作妥當處除應即時作妥當處除應即時作妥當處除應即時作妥當處

置外置外置外置外，並應將經過情形盡速通報本會並應將經過情形盡速通報本會並應將經過情形盡速通報本會並應將經過情形盡速通報本會和向交通部觀光局報備交通部觀光局報備交通部觀光局報備交通部觀光局報備。 

第第第第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條條條條    本會為督導領解員督導領解員督導領解員督導領解員，得隨時派員查核得隨時派員查核得隨時派員查核得隨時派員查核其執業情形其執業情形其執業情形其執業情形；視查核狀況需要時，並得請求並得請求並得請求並得請求各縣

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及各縣市觀光協會等相關觀光產業人民團體或機關、學校支援協支援協支援協支援協

助助助助之。 

領解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本會予以獎勵得由本會予以獎勵得由本會予以獎勵得由本會予以獎勵或表揚之表揚之表揚之表揚之，並得同時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得同時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得同時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得同時報請交通部觀光局

予以獎勵予以獎勵予以獎勵予以獎勵或表揚表揚表揚表揚之。 

一、 配合國家發展觀光旅遊產業政策、提升全國國民旅遊品質，有具體表現者。 

二、 宏揚我國優良固有傳統美德文化、維護我國人民善良風俗，有具體表現者。 

三、 維護國家安全、協助社會治安，有具體表現者。 

四、 服務旅客周到、維護旅遊安全，有具體表現者。 

五、 熱心公益活動、發揚團隊精神，有具體表現者。 

六、 撰寫相關報告之內容詳實、提供相關資料完整，有參採價值者。 

七、 研究著述、對發展觀光旅遊產業或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有創意且可供

採擇執行者。 

八、 連續領有領解員從業證並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逾十五年，並有具體表現

者。 

第第第第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條條條條    

九、 其他有具體表現之特殊優良事蹟者。 

領解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不得有下列行為不得有下列行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執行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業務時，言語行為不當。 

二、 遇有觀光旅客病患需要照料時，未予妥善照料。 

三、 誘導觀光旅客不當採購物品或為其他不當服務收取回扣。 

四、 向觀光旅客不當額外需索。 

五、 向觀光旅客兜售或收購物品。 

六、 以不正當手段收取觀光旅客財物。 

七、 為觀光旅客媒介色情或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 

八、 玷辱國家榮譽、損害國家利益。 

九、 將領有本會核發之結訓證書、合格證書或領解員從業證借供他人使用。 

十、 無正當理由延誤執業時間或擅自委託他人代為執業。 

十一、 明知患有法定傳染病，故意隱瞞病情執業。 

第第第第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條條條條    

十二、 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之事項。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領解員違反本辦法者違反本辦法者違反本辦法者違反本辦法者，得送交得送交得送交得送交本會之法規調法規調法規調法規調解委員會解委員會解委員會解委員會議處後，經本會之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通過後

執行之，並報經本會會員大會追認報經本會會員大會追認報經本會會員大會追認報經本會會員大會追認，且應將議處結果通報應將議處結果通報應將議處結果通報應將議處結果通報各縣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及

各縣市觀光協會等相關觀光產業人民團體或機關、學校，並應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應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應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應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會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通過經本會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通過經本會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通過經本會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議通過，另經本會民國本會民國本會民國本會民國

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復經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自即日自即日自即日自即日起實施起實施起實施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