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3 年度城市導覽員訓練課程報名簡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一、宗旨：為加強臺北市景點導覽人員及領有專業證照之導遊及旅遊服務中心、商圈人員之導

覽與諮詢服務技巧等專業知能，特別規劃舉辦城市導覽員教育訓練課程與導覽體驗活動，

期讓各景點導覽志工、導遊、旅遊服務中心、商圈相關人員等對臺北市觀光資源與觀光旅

遊發展現況有更全面的認識，並賦予其專業使命感及建立城市認同感，以協助推展臺北市

觀光，同時藉由民眾實地參與導覽體驗活動，推展臺北市風貌。 

二、招收對象：須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一) 臺北市各景點導覽志工。 

(二) 領有交通部觀光局製發導遊人員執業證之導遊人員。 

(三) 臺北市旅遊服務中心及觀光商圈相關人員。     

    招收名額：每一梯次 60 名，共三梯次。 

   報名需同時檢附下列之一證明文件：臺北市各景點導覽志工證、導遊執業證影本。 

三、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103 年 6 月 10 日(二)零時開放網路報名至額滿為止。 

(一) 於報名網站完成報名後，同時將相關證件影本傳真或 mail 至本會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 錄取通知：以上報名資料需經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審核通過才得錄取，錄取與否

將以電子郵件、簡訊通知，並公布在協會網站。錄取人員於收到錄取通知 24 小時內

應回覆確認出席課程，逾時未回覆確認者，由候補人員遞補之。 

(三) 報名網址：http://goo.gl/0QA1nR  

四、訓練時間：本次課程為二天室內(共同)課程及二天半戶外(分主題)訓練課程 

第一梯次：103 年 6 月 17、18 日  戶外: 6 月 20、24 日、25 日(上午)   

戶外路線：雙連中山巷弄、北投悠遊、大稻埕百年風華 

第二梯次：103 年 7 月 08、09 日  戶外: 7 月 10、15 日、16 日(上午)  

戶外路線：信義建築美學、信義生活人文、松山漫遊 

    第三梯次：103 年 7 月 29、30 日  戶外: 7 月 31 日、8 月 5 日、6 日(上午)  

戶外路線：城南水岸、大安漫步、艋舺漫遊 

    室內上課地點：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客家文化中心三樓媒體簡報室。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2號(師大路口) 附交通資訊 

五、課程分室內與戶外訓練課程 (戶外訓練課程使用無線導覽器材)        

(一) 室內課程為共同科目加強導覽員廣度，戶外訓練課程採分梯次不同主題加強導覽員

的深度，並透過小組實地訪查紀錄，將所學運用於訓後的導覽體驗活動。 

(二) 戶外訓練課程三階段的進階學習： 

1.達人帶路：邀請該路線專業的講師示範導覽教學。 

2.實地訪查：每梯次分三主題，六小組，分別在講師示範導覽教學後由助教帶隊，

深度實地訪查，蒐集在地故事，記錄並撰寫導覽稿。 

http://goo.gl/0QA1nR
http://g.co/maps/eqa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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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覽演練：每梯次三主題，分別由該小組學員進行導覽演練，由授課講師遴選每

主題四~六位表現優異學員擔任民眾體驗活動的導覽人員。 

六、研習費用：費用全免 

七、上課期間提供午餐，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保杯。 

八、符合結訓資格： 

1.上課時數請假不得超過 4小時。 
2.需參加分組導覽演練與遴選。 
3.繳交個人書面心得報告。 
每梯次遴選符合結訓資格且表現優異學員擔任臺北市導覽體驗活動導覽人員 

九、 課程內容及師資：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第 

一 

天 

(室內) 

6/17 

7/08 

7/29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班務說明  

09:00~09:10 始業式-貴賓致詞  觀光傳播局長官 

09:10~10:40 
城市旅遊與創新服務 

 觀光發展的小確幸與大願景 
 劉喜臨副局長 

10:4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閱讀臺北生活地景 

 滄海桑田臺北城與都市發展 
 郭城孟教授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與綠建築相遇在臺北 

 城市裡愛自然.綻放綠意 
 王婉芝老師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50 
藍色公路&河岸人文~ 

 大稻埕-關渡沿線景點導覽 

張振煌老師  

 

第 

二 

天 

(室內) 

6/18 

7/09 

7/30 

09:00~10:30 
臺北古今建築 

 臺北古今建築特色 
 林會承教授  

10:30~10:50 休息時間  

10:50~12:20 
臺北魅力遊行銷與推廣 

 感動服務.魅力臺北 
 許峻瑋老師 

12:2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打造與山川零距離的臺北 

 臺北人文氣息與多樣面貌 
 李偉文老師 

15:0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50 
臺北街角遇見設計~ 

 文化創意.設計之旅 
 李俊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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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第 

三 

天 

(戶外) 

6 小時 

上午達人帶路 

下午實地訪查 

分梯次分主題路線  上午講師群  

 

 

下午助教群 

 

 

 

 

 

下午助教群 

第一梯次：(6/20星期五) 

(A)雙連中山巷弄之旅 

(B)大稻埕百年風華 

(C)北投悠遊行 

  

 劉克襄老師 

莊永明老師 

 楊  燁老師  

第二梯次：(7/10星期四) 

(A)漫遊信義~建築美學文創之旅 

(B)漫遊信義~生活人文體驗之旅 

(C)漫遊松山~錫口浮生饒河街走講 

  

 曾煥國老師 

 水瓶子老師 

 何良正老師 

第三梯次：(7/31星期四) 

(A)城南水岸魅力遊 

(B)大安漫步~自然與人文薈萃之旅 

(C)艋舺漫遊~探索老臺北庶民記事  

  

 水瓶子老師 

 何良正老師 

 張振煌老師 

第 

四 

天 

(戶外) 

6 小時 

分梯次不同主題 

導覽演練與遴選 

 

第一梯次：(6/24星期二) 

(A)雙連中山巷弄之旅 

(B)藍色公路&大稻埕百年風華  

第二梯次：(7/15星期二) 

(A)漫遊信義~建築美學文創之旅 

(B)漫遊信義~生活人文體驗之旅 

第三梯次：(8/5星期二) 

(A)城南水岸魅力遊 

(B)大安漫步~自然與人文薈萃之旅 

 張振煌老師 

 蔡玉珍老師 

第 

五 

天 

(戶外) 

3 小時 

分梯次不同主題 

導覽演練與遴選 

 

第一梯次：(6/25星期三) 

(C)北投悠遊行 

第二梯次：(7/16星期三) 

(C)漫遊松山~錫口浮生饒河街走講 

第三梯次：(8/6星期三) 

(C)艋舺漫遊~探索老臺北庶民記事 

 張振煌老師 

 蔡玉珍老師 

 ※備註：以上課程因配合講師時間，課程順序、地點及講師彈性調整，以實際簽到課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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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授課講師資歷： 

     劉喜臨副局長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林會承教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專任教授 

     郭城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執行長 

     莊永明老師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 

     劉克襄老師        詩人、自然觀察作家 

     李偉文老師        自由作家、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李俊明老師        自由作家、 CASA+雜誌總編輯、誠品講堂、富邦講堂講師 

     王婉芝老師        財團法人台灣綠建築中心綠建築發展部經理 

     楊  燁老師        北投虹燁工作室 

     張振煌老師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講師、導覽及導遊人員訓練講師 

     簡肇成老師(水瓶子) 城市旅遊家、青田七六文化長、圓環文化工作室 

     許峻瑋老師        世新大學觀光系兼任講師  

     蔡玉珍老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講師、英文導遊、導覽人員訓練講師 

     何良正老師        英日文導遊、領團導覽人員訓練講師 

     曾煥國老師        英文導遊、領團導覽人員訓練講師     

 

 

 

 

 

 

 

 

 

 

 

 

社團法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聯絡人：林純如、江怡慧 

電話：02-23691660 傳真：02-23691662 

電郵：eco.tourism@msa.hinet.net 

網站：http://www.ecotour.org.tw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ecotour 

 

 

mailto:eco.tourism@msa.hinet.net
http://www.ecotour.org.tw/
http://www.facebook.com/eco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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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交通     

 

搭捷運 捷運「淡水新店線」台電大樓站下車，由 5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前行至

汀州路三段路口(約 4分鐘)，穿越地下道，即可抵達園區。 

搭公車 

 

棕 12-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站，於園區左側下車。 

671、673-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站，於園區對面街道下車。 

253、673-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站，於園區正門口下車。 

開車 

 

國道一號：由建國高架橋往辛亥路，經辛亥路(車行地下道)、汀州路至

師大路左轉，接水源高架橋下回轉即可抵達園區。 

國道三號：由安坑交流道下，接水源快速道路至師大路下右轉即可抵達

園區。  

【附近停車場資訊】  

‧臺北市客家文化中心附設地下停車場 

‧耕莘文教院前臨時平面停車場 

‧汀洲路三段沿線，路邊臨停計費 

‧臺灣大學新生南路地下停車場 

‧花園停車場 

‧自來水園區水岸停車場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網址： http://www.thcp.org.tw/ 

http://www.tpis.nat.gov.tw/Internet/showinformation.asp?id=116
http://www.tpis.nat.gov.tw/Internet/showinformation.asp?id=158
http://www.tpis.nat.gov.tw/Internet/showinformation.asp?id=160
http://www.thcp.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