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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手機

電子信箱

導覽路線

自我介紹

語言

曾娜

0933276253

smartsugar168@gmail.com

赤崁線、老屋線、孔廟線、
府城藝文踅街趣、五條港舊
城漫遊、安平運河南岸、安
平老街五四三及安平獅饗
曲路線。

◆簡要介紹：
中/台
文化古蹟導覽是種志業，首先要求感動自己才能帶領旅人們踏上台南府城深度魅力之旅，十幾年的熱情不曾消
減，讓達人帶領旅客穿梭老街巷弄，古蹟搭配小吃，享有一趟完美的台南之旅。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集棒(台南文化旅遊導覽解說員)
◆解說經歷：(請視情況增減行列)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種子教師及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資深解說員
◎連晟旅行社藝集棒台南文化旅遊得到台灣金質旅遊獎解說員
◎翔麟旅行社金質旅遊獎台南西濱宗教魚鹽之旅導覽解說
◎國立台灣文學館導覽志工
◎蚵灰窯解說志工
◆其他：(請視情況增減行列)
◎台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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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義明

0952386381

Hitsai,yuli@msa.Hinet.net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簡要介紹：
中/台
赤崁線、老屋線、五條港舊 用你的熱情去觀察周遭，去體會時空情景。將你的感觸，用很誠懇的話語表達出來，並藉著導覽解說之時，很
城漫遊及安平獅饗曲路線
真誠地說出來，讓聽眾遊客都能很清楚地知道你在對他們所說的每一件事，而能與你心智相通，達到心靈交會
而有所感動。進而對這個城市的所有一切，因你而有共鳴的認同，讓他們在其心中種下一顆對這城市有所依戀
的種子，讓他們亦值得一再的前來滿足他們那份好奇的探索。
所以說，當一個導覽解說員要知道的很多，但並不一定要說的很多，視時間的容許度來衡量。而是要每說就必
須要說得很精采，來讓聽眾遊客他們喜歡你，接受你的導覽解說方式，很高興的跟著你遊逛。把握每一次上場
的機會，那是導覽解說人員最好的實際經驗的累積舞台。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之旅導覽解說員。
◎高雄永康旅行社府城觀光導覽解說員。
◎台南四草大員港生態導覽解說員。
◎安平區公所浪漫安平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古蹟寺廟古物調查員。
◎台南市政府古蹟導覽解說員。
◎府城觀光大使。
◎文建會認識古蹟日來做府城人導覽解說員。
◎文建會文化人才年系列活動導覽解說員。
◎安平古堡考古試掘現場解說員。
◎走過府城人一生的信仰膽覽解說員。
◎孔廟行春五條港歷史散步之導覽解說員。
◎丙戍年府城媽祖文化解導覽解說員。
◎成功大學古蹟與生態參觀導覽解說員。
◎台南四草大眾廟生態導覽解說員。
◎台灣好行 88、 99 觀光公車導覽解說員。
◎社區與植物的對話導覽解說員。
◎安平開台天后宮做十六歲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億載國小漁光分校樂活漁光鐵馬行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虱目魚產業文化活動虱目魚文化節導覽解說員。
◎夏戀港灣 2012 高雄海洋博覽會藍色公路體驗活動導覽解說員。
◎連晟旅行社府城觀光導覽解說員。
◎96 年全國運動會觀光導覽解說員。
◎嘉義縣立昇平國中導覽老師。
◎台南二中慶百年活動導覽老師。
◎台南故事文化生活圈尋找西來庵解說老師。
◎安平區公所浪漫安平解說員培訓宗教信仰課程講師。
◎安平靈祭殿孤棚祭文化導覽員培訓講師。
◎台南市古蹟寺廟古物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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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月

0919636299

a0919636299@gmail.com

赤崁線、老屋線、孔廟線、 ◆簡要介紹：
中/台
藝文踅街線、五條港舊城漫 92 年，偶然的機緣參加古蹟導覽培訓而成為台南市導覽解說員至今已十餘年。陪伴遊客徜徉在府城歷史與山
遊、安平運河南岸、安平老 水間約，讓遊客又驚又喜的是路旁不起眼的小水溝在 300 多年前竟可通航到福建、廈門。而小小土地公廟廟埕
街五四三、安平獅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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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益誠

0937365375

t301967@gmail.com

是明朝寧靖王西望故園之處，又不免讓人惆悵。一路走來，回歸”愛府城從認識府城開始”。當府城的導覽解
說員是樂事一件。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種子教師及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資深解說員
◆其他：
◎台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理事
◎台南市文化協會理事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簡要介紹：
三、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
趣、赤崁線、老屋線、五條
港舊城漫遊及運河南岸路
線

有幸生在文化古都，更有幸成為大台南的導覽解說員，數年來我一直樂愛此份「工作」。旅客的專注眼神與熱
情掌聲，都讓我得到十足的回饋，也驅使自己更投入專業素養的拓展與服務態度的自我提昇。「解說員」將是
我退休生涯的唯一角色定位。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台南市陽明工商觀光旅遊科業師
◎台南市巴克禮紀念公園導覽志工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92 年起城市與古蹟導覽解說員
◎96 年起巴克禮紀念公園導覽志工
◎100 年至 101 年「府城好行 88 與 99 公車」導覽員
◎101 年至 103 年「府城行春」策劃與解說員
◆其他：
◎南市大員文化觀光協會理事長。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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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娥

0921535219

yosuyo4610@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簡要介紹：
三、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
趣、赤崁線、老屋線、五條
港舊城漫遊及安平運河南
岸路線

中/台

台南府城特有的歷史、文化、人文、生態、美食獨領全台，這是我土生土長的地方，以生為台南人為榮‧希望
帶領來至台南旅遊的遊客在穿梭古街小巷中，能更深度的認識台南，這也是我 10 多年樂此不疲的志業‧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國立台灣文學館導覽員
◆解說經歷：
◎台南市國小府城文化營
◎台南市國小生態文化體驗營
◎安平港遊艇解說員
◎蚵灰窯解說員
◎陳澄波百二誕辰東亞巡迴大展台南首展解說員
◎台南市古蹟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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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麗桂

0922348292

e2920026@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藝文踅街線、赤崁線、
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遊、
鹽水線、台灣第一鹽、鯤喜
灣文化園區、鎮北坊文化園
區及西濱宗教之旅

◆簡要介紹
中/台
我是一個在地的府城囝仔，希望用在地人講在地故事精神，與旅客博感情。以誠摯的心服務大家，傳遞臺南真
實的歷史與人文，藉由導覽解說，了解臺南歷史來龍去脈，帶著滿滿知識與滿足回家，讓旅客有願意再來臺南
挖寶的感覺，也讓古蹟不再只是佇立在那裏，而是臺南唯一且不可取代的寶藏。
◆學歷:
國立臺南大學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臺灣文化班 碩士
◆經歷：
1. 現任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導覽解說員。
2. 現任臺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3. 現任臺南高工「漫遊古蹟」課程講師。
4. 安平開臺天后宮「做十六歲」帶隊解說老師。
5.「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專任導覽解說員。
6. 現任教育部「青年壯遊臺灣」府城之旅導覽解說老師。
7. 現任藝集棒文化旅遊-臺南府城慢活導覽解說老師。
8. 現任臺南市立南寧高中「健康與護理」課程教師。
9. 民 105 年曾任臺南市立立人國小，小小解說員培訓老師。
10.曾擔任「臺南市 102 年推動本土教育小小解說員競賽」評審委員。
11.民 99 年起曾任「臺灣好行」觀光公車導覽解說。
12.民 98 年曾任臺南市立喜樹國小，小小解說員培訓老師。
13.證照： 華語導遊、華語領隊、護理師高考及格
◆民間社團參與:
1. 臺南市大員文化觀光協會 理事。
2. 臺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 理事。
3.
4.
5.
6.

臺南市灣裡商圈 監事。
臺南市文化協會 候補理事。
台南市水交社學會 總幹事。
臺南市解說員發展協會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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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翠珠

0931941752

taiwan2kao@gmail.com

五條港舊城漫遊線、安平獅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解說員 /華語導遊 /領隊

中/台

饗曲、安平老街五四三、安
平運河南岸、孔廟線、藝文
線及老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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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明賢

0922921517

jackqk2@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及台灣第一鹽路線

◆簡要介紹：
中/台
國立成功大學造船研究所碩士，外銷遊艇公司經理退休。有 10 多年的文化古蹟生態導覽解說經驗，專長海洋
文化、歷史古蹟、港口船舶、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導覽解說與研究發展。
現為職訓局導遊解說員課程講師，文化局或大專院校導覽解說培訓講師。希望把臺南美好的人事地物，與眾人
分享。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解說員證照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種子教師及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資深解說員
◎台南市觀光公車解說員
◆其他：
◎臺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臺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理事
◎臺南市解說員發展協會理事
◎臺南市解說員職業工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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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己

0960521638

rightdo21@yahoo.com.tw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1.台南米其林三星之旅 導覽解說員
赤崁線、老屋線、五條港舊 2.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導覽解說員
城漫遊、安平獅響曲、安平 3.交通部觀光局華語導覽人員。
老街五四三、安平運河南岸
路線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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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政良

0910773838

terryoyoung1010@gmail.com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赤崁線、老屋線、五條港舊
城漫遊、安平獅響曲、安平
老街五四三、安平運河南岸

中/台/英

台南市政府(TCG)導覽解說員
市府特約英文翻譯
市府英文審議委員(ERB)會委員(前研考科)
成功大學博物館(NCKUM)英語導覽講師/日語導覽志工
南台科大(CNUPS)外交系英導講師
經濟部外貿協會(TAITRA 特約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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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春梅

0929355070

ivy065937@hotmail.com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及 ◆簡要介紹：
赤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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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州

0989339871

konica0308@gmail.com

中/台

借由導覽解說,可增進對台南文化及產業、各古蹟之歷史文化有充足的認識，
進而傳達給旅客讓古蹟觀光品質提升而愛上台南這文化的古都，名作家葉石濤先生說: 這是個適合人們作夢、
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樹谷科學園區博物館解說志工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臺南市導覽協會常務理事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臺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理事

中/台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臺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種子教師及解說員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華語導遊執照
遊及台灣第一鹽路線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解說員
個人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515932420
台南是一個有豐富層次的城市。
數量很多的古蹟和廟宇，藉由舊市區穿梭的老街巷弄連結，加上人文歷史背景的描述為襯底， 旅途中佐以各
色美味的小吃點心補充能量，保證讓您感受破表、收穫滿滿喔！歡迎大家來台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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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成

0937347856

hforesterh@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關子嶺溫泉鄉散步路線

現任：
中華民國 華語導遊
中華民國 華語領隊
南元休閒農場 導覽員
休閒農協 銅牌農遊大使
台南市觀光導遊協會 監事

中/台

中華民國 100 年金舵獎 得獎人
台江國家公園第三期 解說志工
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保護志工
曾任：
台南市六信家商職業學校 會計主任
台南市東區人文走讀、烏山頭水庫、四草綠色隧道、十鼓文創園區、鎮北坊開基玉皇宮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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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財榮

0931916119

tayouanou119@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及台灣第一鹽路線

1954 年生，土生土長的台南安平人，逢甲大學紡織工程系畢業，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台南府 中/台
城在地文史工作者。自 1995 年擔任導覽解說至今，2005 年起擔任台南市立安平國中安平風物社指導任課老師
至今。2008 年獲交通部觀光局核發導遊人員執業證。2011 年榮獲教育部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獎。
現任台南市鳳凰城文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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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貞

0933673617

oceanwang@skl.com.tw

五條港舊城漫遊、安平獅饗 ◆簡要介紹：

台南，生長的地方，到處都是廟，老房子，從小到大都

中/台

曲、安平老街五四三、安平 不覺得他有甚麼特別，直到離開再回台南，才發現他處處都是美、都是寶，喜歡帶領外地來台南的朋友穿梭在
運河南岸、孔廟線、府城藝 巷弄間，感受時光的停格、新與舊互相包容、看見台南古蹟的美、享受美味的美食，還有台南人的熱情，把台
文踅街趣及老屋路線
南的故事分享給大家。
◆語言專長：國台語
◆證照：華語導遊
◆解說經歷：
文化局古蹟解說員
觀光旅遊局米其林解說員
88,99 公車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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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閏香

0931838606

limdawang903@gmail.com

孔廟線、赤崁線、五條港舊 ◆簡要介紹
城漫遊、安平獅饗曲、安平 1.交通部觀光局英文領隊/導遊
2.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解說員(中/英文)
老街五四三及安平運河南
3.詮達旅行社業務經理(專長國內外票務及行程和餐食安排)
岸路線

4.國外遊學業務

中/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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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卿

0932875825

sakura.ching@gmail.com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赤崁線、老屋線、安平獅響
曲、安平老街五四三、五條
港舊城漫遊及安平運河南
岸路線

◆簡要介紹：臺南有全台第一首府的特殊歷史地位，擁有近四百年歷史的府城，有豐富的人文底蘊，留下了珍 中/台
貴的人文資産，漫步在巷弄中安詳寧靜之美是別的城市所沒有的，每一條街、每一條小巷，俯拾皆是歷史故事。
臺南的文化傳統、文藝氣息和熱情的人情味，總讓人感受到幾百年的文化薰陶，就圍繞在您身旁，藉由解說員
帶您尋訪歷史軌跡之餘，再品嚐知名的臺南小吃，將更不虛此行。
臺南值得您漫遊感受城市裡的優閒之美，有空來台南走走，探訪這座城市獨特的紋理。
誠如文學作家葉石濤所言：「台南是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
◎成功大學博物館解說志工
◎台南都會公園奇美博物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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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協詰

0931-991779

c7to91779@yahoo.com.tw

孔廟線、藝文踅街、老屋
線、赤崁線、五條港線（日、
星光），還有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獅饗曲及運河南岸
線

◆簡要介紹：
交通部觀光局特約華語導遊、領隊，多年國內旅遊帶團導 中/台
覽經驗。對於歷史、古蹟及生態導覽解說皆有實務的經驗，目前參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歷史導覽組解說志
工、交通部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台南市政府台江生態解說志工、文化局志工、文化資產管理處志
工及救國團的志工。土生土長在這塊溫柔、恬適、健康神仙府的環境中，有著敘說不完的古老故事，有著享用
不完的古早美食，更有著純樸熱誠感受不盡的人情味；台南是大家永遠的家鄉，竭誠的歡迎大家的來到來到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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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禎

0931-730927

hi964786@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簡要介紹
三、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
中華民國領隊
趣、赤崁線、老屋線、五條
中華民國導遊
港舊城漫遊、安平運河南岸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解說志工
及鹽水路線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城市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古蹟點解說員(四年)
台南市文化局左鎮化石館解說員
奇美博物館專業解說
台南市南科考古館專業解說
◆我是土生土長台南人，但從沒注意到這個城市的點滴，退休後參加了專業課程才慢慢發現原來我的城市有豐
富的故事、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點心、有令人驚喜的巷弄景觀文化‧走入小巷老屋的背後有迷人的故事，
老屋就像時代的縮影一格格在眼前走過‧走在府城的街道隨時發現歷史的足跡就在眼前，拐個彎好吃的道
地點心就在那而 60 年，70 年，甚至百年‧

中/台

城市面貌隨時在變，但台南那份濃郁的時光氛圍卻歷久彌新‧
有機會歡迎來一趟台南，來來郭帶你走入昔日堂前今日風華‧
20

郭美淑

0919-789061

kuo56024@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鹽水線及關子嶺路線

◆簡要介紹：
中/台
解說不困難，只要會講話，人人均可，但基本條件，口條要順有點小幽默，能唱歌最好，還要不斷充實自已上
進成長不斷的講，知識自然在腦中，累積帶團經驗。以客為尊，親切熱心，讓遊客對台南人事物，留下好印象，
再次觀光甚至宣傳。興趣廣，好奇心重，喜旅遊，植物，園藝，聽音樂，唱歌，藝術，等等。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具交通部觀光局國家考試及格之導遊及領隊證照
◆解說經歷：
◎91 年文化局認証解說員
◎台南米其林三星之旅城市導覽解說員（含府城線、安平線、五條港線、西濱線、鹽水線、關子嶺線等）
◎台南觀光公車導覽解說
◎交通部腳踏車之遊導覽協說
◎學校鄉土教學、古蹟生態解說、學術交流團解說
◆其他：
◎台南市古蹟導覽解說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國立台灣文學館導覽志工
◎成大博物館導覽志工
◎樹谷生活科學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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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坤熔

0970-561506

a1234ee@gmail.com

孔廟線、赤嵌線、老屋線、
藝文踅街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 安平運河南岸、獅饗
曲及老街五四三路線

生於臺南市中西區(五絛港.協進街現改為金華路)，2010 年退休，這次有幸能成為臺南市政府觀光局.米其林旅 中/台
遊導覽員將會珍惜這份責任，盡自己能力與各位優秀夥伴合作，大臺南市有豐富的文化國寶及美麗的人文史蹟
故事，這些珍貴資源得天獨厚，期待能和各位優秀夥伴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歷史遺產共同創造大臺南市觀光事
業，使大臺南市旅遊提升再提升，讓臺灣府城這塊再次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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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雄

0915-072102

s2huang@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鹽水線及關子嶺路線

◆簡要介紹
中/台/日
人生的幸福之一，不外是所從事的工作也正是自己的興趣，喜愛閱讀、旅遊及分享美好事物給我的朋友們，正
是我的「最愛」
很幸運的我所從事的正是將我最愛的台南歷史、古蹟、宗教廟宇、藝術美學、小吃美食、自然生態等，以曾是
「旅人」，放下一切，在有限時空下，抱著對旅遊城市的嚮往，與留下美好回憶期待的感同身受，提供我「客
製化」主題系列的城市解說導覽，分享給來台南旅行的您
以「一期一會」的心意，期盼有為您導覽解說的「因緣」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日文
◆證照：中華民國 華語導遊/中華民國華語領隊
◆解說經歷：
民國 9 7 年起成功大學博物館導覽解說員
民國 100 年民文化局認證文化解說員
民國 100 年文化局古蹟導覽解說大隊古蹟導覽解說
民國 102 年起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民國 102 年起成功大學華語中心古蹟導覽解說員
民國 103 年南鯤鯓代府文史導覽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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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濱

0970-939216

glb216@gmail.com

孔廟線、赤崁線、五條港舊 ◆簡要介紹：

中/台

城漫遊日光線、安平師饗
我是 郭良濱 現住台南市，我的興趣是出國旅遊，攝影，唱歌，民國九十年就從是解說的工作，台南文化局應
曲、安平老街五四三及安平 徵解說員，由成大歷史系教授當考官，結果錄取，就成為文化局古蹟解說員，也考取交通部導遊，取得(中華
運河南岸路線
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考取文化局觀光經理，考取文化觀光旅遊局米其林府成線，和關子嶺和月津線的解說
員。
台南是台灣文化的發祥地，要知道台灣的歷史，就從台南開始，葉石濤文學家說:台南是適於做夢，幹活，戀
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有古蹟，有溫泉，有美食，有美的麗的出水，台南市的人民笑口常常開歡迎
您們常常來。
現住台南市，我的興趣是出國旅遊、攝影、唱歌等，台南是台灣文化的發祥地，要知道台灣的歷史，就從台南
開始，葉石濤文學家說：台南是適於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有古蹟，有溫泉，有美
食，有美麗的山水，台南市的人民笑口常常開，歡迎您們常常來。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華語導遊
◆解說經歷：
◎觀光旅遊局台南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文化局古蹟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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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鈞鈴

0928-796610

tnloach@yahoo.com.tw

五條港舊城漫遊、安平獅饗 ◆簡要介紹：生命中雖然充滿著許多的挫折和挑戰、但是如果用心的體會、用心
曲、老街五四三、孔廟線、 的觀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會是生命過程中美麗的風景！
赤崁路線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英語
◆證照：中華民國英語導遊/中華民國英語領隊/
◆解說經歷：
民 100-102 年文化局導覽員
民 101 年起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
民 101 年起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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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玲

0921-772335

meiling5711@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遠東科技大學講師及台南市政府文化局解說大隊隊員。土生土長的台南人，一向自認為很了解這一塊土地，直 中/台/英
三、五條港舊城漫遊、孔廟 到 2011 年參加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古蹟志工導覽訓練，很汗顏自己對台灣和台南所知相當有限，於是我在教
線及赤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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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君

0928372331

chang_shu_chun@hotmail.com 府城藝文踅街趣、孔廟線、
赤嵌線、五條港舊城漫遊、
安平獅饗曲、老街五四三、
安平運河南岸、老屋線、鹽
水線及西濱宗教漁鹽之旅

中/台

書之餘，很認真地開始大量閱讀史料、參加相關的學習課程以及走訪台南，慢慢累積我對台灣及台南歷史文化
的認知。現在的我，也開始帶著學生實地走訪台南，帶著他們去發現蘊藏著豐富人文風情的台南。身為台南的
一份子，我希望自己扮演文化大使的角色，把台南的美與好行銷到全台灣及國際舞台上，讓台南成為大家久遊
不倦之地。
◆簡要介紹：
中/台
印象中，台南的建築，一間比一間還老 ;台南的點心，一間比一間還資深‚然而對臺灣府城的樣貌？需要你親
自穿梭於巷弄間‚才能感受時光的停格‚理解葉石濤所言‚「這是個適合人們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
日子的好地方。」
來吧!穿著舒適的衣著，背著輕便的背包‚與我們一同於小巷弄內穿梭著，聽著老故事，與在地人一起尋找，老
台南的味道…
我是張淑君，我喜歡分享在地的故事，具華語導遊執照、華語領隊執照，離開旅遊業改走導覽，大台南縣市合
併後文化局古蹟區解說員迄今，台南是一座很幸福的城市，這個城市有故事‚從荷據、明鄭、清領、日治的種
種往事‚等你來閱讀‚更期待你來台南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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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瑜芳

0972-877562

isangieis@gmail.com

孔廟線、赤嵌線、府城藝文
踅街趣、老屋線、安平獅饗
曲、老街五四三、五條港舊
城漫遊及安平運河南岸路
線

台南是一個人文薈萃、地靈人傑的地方，加以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從歷史遺跡及風俗民情中，不難感受到這 中/台
個王城所帶來的熱情與感動。經歷過曾經風華一時的荷據與明治大員港時期，在清朝榮登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盛
世，其實已累積的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礎，了解過去的時空背景，我們不難感受到台南是一個值得挖寶的地方。
在帶領米其林三星導覽行程中，從安平、府城、五條港的散步路線，各位除了能夠非常愜意的漫步在府城的大
街小巷中，親近這個文化氣息濃厚的城市，以專業導覽的資訊讓各位開始認識導覽景點的時空背景，與居民生
活的融合激發出在地獨特模式；大街小巷的人文軼事，古早傳說的穿鑿附會也能博君一笑，或者在內心留下一
個深刻的感動。西濱宗教漁鹽之旅帶領大家了解濱海特有的王爺文化另一種不同的民俗風情，最重要的事這裏

保留了非常珍貴的自然景觀生態，走一趟台南三星米其林之旅，讓您留下豐富而且意猶未盡行程體驗，了解這
個雄厚的城市資源。
參與米其林導覽的解說，其實是因為對於這個地方的情感，我們有責任再持續經營在地特色的文化內涵。這個
集結了永久以來居民的認同參與，累積了深厚的知識與學習而傳承下來智慧，激發了許多的文化創意經濟模
式，經過時間的醞釀與在地培力的相互謀合，古代王城的氣度將會永遠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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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魯菡

0922-554981

Tsui8857@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孔廟線、府城 經歷：
藝文踅街趣、赤崁線、五條 1.交通部觀光局華語導遊
港舊城漫遊
2.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3.觀光旅遊局活動支援隊小隊長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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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輝

0963-117227

lin15988@yahoo.com.tw

赤崁線、老屋線、孔廟線、 導覽解說是一種需要熱情付出的工作，首先要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才能帶領遊客踏上府城文化深度之旅。真 中/台
府城藝文踅街線、五條港舊 情的服務更是我當導覽解說員的動力來源，能夠帶領遊客穿梭大街小巷，欣賞府城古蹟和風景之美，再搭配府
城漫遊及安平運河南岸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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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棟

0929-022588

hkd502@gmail.com

城地方有名的小吃，讓旅客們享受完美的台南府城之旅，這就是我的最大心願。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導遊執業證 - 華語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領隊執業證 - 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四草綠色隧道解說員
十鼓文化村導覽員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簡要介紹：
中/台
赤崁線、老屋線、五條港舊 我是個熱愛台南文化古蹟的攝影工作者，因常在這些歷史古蹟拍照，進而希望能對台南的文化歷史有多一些了
城漫遊、安平獅響曲、安平 解，於是便積極參與相關活動，而愈是深入愈是著迷，被這座城市深深的感動。
老街五四三、安平運河南
有文人雅仕這樣形容台南－「古樸之美、沉穩之靜」，好貼切啊！走在孔廟、文學館附近、在祀典武廟的朱牆
岸、鹽水線及關子嶺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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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綉香

0987-220001

hsiang2707224@yahoo.com.tw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
543、運河南岸、孔廟線、
藝文踅街線、赤崁線、老屋
線、五條港日光線、五條港
星光線及鹽水路線

下，在一些巷弄或安平的聚落，都會讓人有這樣深刻的感受。台南俯拾皆美，古蹟、歷史建物、老巷弄、自然
生態還有美食小吃都很美，美在它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了解一個城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我透過攝影逐步的了解台南，重新認識這塊土地。現在也希望能夠有機會和
更多的朋友分享我所認識的台南。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中華民國 華語導遊
◆解說經歷：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
導覽解說是個開心的工作，但需要不斷的學習成長，希望帶給遊客們愉快又充實的旅遊經驗。我從事這份工作 中/台
已超過 15 年，也領有導遊證照，每一次的導覽都珍惜與客人相處互動的當下，客人的掌聲與肯定是繼續當導
覽解說員最大的驅動力。
台南是台灣歷史源頭亦是文化古都，穿梭大街小巷有著說不完的故事，不只景點多、古蹟多、廟宇多、美食多，
濃濃的人情味也是最美的風景。很開心和一群熱愛台南的伙伴們共事，一起敘述台南的故事；台南是一個浪漫
的、有深度的、宜居的城市，期待在台南與您相遇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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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南

0980-908-456 r1003tw@yahoo.com.tw

鹽水線.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文史導覽是對歷史的探索 、也是追尋過去在這塊土地的人、事、地、物的真相、透過導覽解說、希望喚起民
眾對本地人文歷史的關懷、認識與了解、並為文化立都的台南市促進觀光效益。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無
◆解說經歷：
◎月津港導覽解說
◎關仔嶺導覽解說

中/台

其他：
◎月津文史協會副秘書長
◎月津故事館專業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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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曼瑋

0937-302572

d82200@yahoo.com.tw

鹽水線

自我介紹
中/台
歡喜、分享。從無數次的導覽實務中成長分享，以歡喜心為您導覽服務。感謝所有給我機會的朋友們，並期待
您的蒞臨。
最高學歷、相關證照
長榮大學企業經營管理碩士
教育部高教司講師證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鹽水月津港漫遊導覽結訓證書
主要經歷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鹽水天主堂導覽解說員
警察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工商時報特派記者
南瀛產業通訊執行總編輯
長榮大學兼任講師
崑山科大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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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瑛

0963-759029

ying159weyu@yahoo.com.tw

鹽水線、關子嶺線、安平獅
響曲、安平老街五四三、安
平運河南岸及五條港繼承
漫遊路線

◆簡要介紹：蔡文瑛 (Tsai Wen-Ying) Violet Tsai
中/台/日
縣市合併後的台南市，除了原有的歷史深度，更增加了地理寬度和人文高度，這也是我想要參與推廣台南市觀
光的契機，而且越是了解台南，越發認同她是台灣最獨特的都市。
願景—期望大台南的豐富面貌能被全世界看到。
興趣—旅行、鐵道、地方美食、台日文化等。
座右銘—平凡的腳步也能走出偉大的旅程。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日語
◆證照：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日語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國家考試通過--華語‧日語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N2
◆解說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及綠色魔法學校導覽志工(超過 200 場的綠建築解說)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解說員
◆其他：
◎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協會會員、翻譯志工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志工
◎台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志工
◎台南市美術館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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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天智

0932-771236

n904550203@gmail.com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
543、運河南岸、孔廟線、
藝文踅街線、赤崁線、老屋
線、五條港日光線、五條港
星光線、鹽水線及關仔嶺線

◆簡要介紹：旅行不是運動，旅行是一種感動。當我們漫遊、散策在台南的街道巷弄之間，聽天智談古說今， 中/台
觸動了底蘊在生命裡最美的感動。充滿著陽光活力，將心動的喜樂帶到日常生活當中。 玩台灣從台南開始。
在古典與現代之間，充滿著浪漫與知性。在這個洋溢人情味的友善城市裏，
「擱住一暝，多吃一頓」
。美的讓人
流連忘返，這就是正港的台南味。
◆專長與經歷：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旅行社、大飯店。特約導遊。 2012 大台南績優志工服務銅質獎。台南市文化局古蹟解說志工﹝2013 績優獎﹞
台南「西拉雅採菓樂、江南渡假村」專任導遊。「台南北門西濱漁鹽、宗教之旅」專任導遊。
台南四草大眾廟生態之旅隨船解說專員。台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南鯤鯓代天府羅天大醮解
說志工
◆其他
台南市 2012 績優志工服務銅質獎
台南市 2014 績優志工服務銀質獎
彰化縣 104 年潮間帶導覽解說培訓班成員
台南市 2015 香料年導覽解說培訓
36

周東和

0963-427330

a0963427330@gmail,com

鹽水線.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英
周東和，台南市下營區人，大專畢業，曾在某國營事業單位任職，休前即開始參與導覽解說志工的工作，迄
今已超過十年以上，亦被中華日報、台灣時報譽為<愛吟詩的解說員><用真情傳誦導覽故事的解說員>。個人[座
右銘]:服務他人，成長自己，把遊客當作自己家人接待。一個優秀的解說員是要不斷地吸收新知，自我成長。[願
景]:期待以優質的導覽解說，讓遊客喜歡來台南旅遊，藉以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興趣]:喜歡看書,創作台語詩詞
及教學，吟唱歌詩，複音口琴演奏，旅遊等。
◆語言專長：中文流利，台語滑溜，英文溝通無礙，日文少許
◆證照：
◎中華民國華語導遊/華語領隊
◆解說經歷：
◎觀光旅遊局三星之旅解說員
◎嘉南農田水利會烏山頭水庫解說員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初級解說員
◎台南市農會走馬瀨農場生態解說員
◎烏山頭水庫渡假飯店特約解說員
◎文化局總爺藝文中心文化導覽志工{10 年以上}
◎
旅行社兼職導遊
◆其他：
◎觀光旅遊局導覽志工 2 年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6 年以上}
◎走馬瀨農場生態導覽志工{7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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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睿澤

0982-839888

nefful8888@gmail.com

鹽水線

我從小在鹽水長大，畢業於南榮科技大學電機科，曾任台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理事長。在鹽水土生土長，從 中/台
國小、國中到大專，也都一直在鹽水就讀，所以對鹽水這塊土地有著非常深厚的情感!
因熱愛自己的故鄉，所以從民國 86 年全國文藝暨台南縣活動-鹽水製糖 100 年開始，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熱愛
鹽水文史的朋友成立了月津文史工作室(現在更名為台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當時擔任月津導覽解說員，極
力地推廣在地文化。
尤其是在我們月津故事館內，更是陳列了許多月津港的人、事、物珍貴老照片，訴說著每個感人的故事也呈現
了每個年代的發展，所以我對月津港的每個角落，每個故事和發展沿革，我都耳熟能響呢!能夠成為台南米其
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老師，是期望自己有機會能多付出一些心力在自己最熱愛的故鄉上，能夠讓月津港風華再
現，更專業更完整地將月津港的古蹟、景點和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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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娟瑩

0939-155124

cci0415@yahoo.com

鹽水線

中/台
◆簡要介紹：
個人喜歡攝影、閱讀、旅遊，並對風土人情、廟宇文化、古蹟建築都有相當興趣，深知解說無
止境，唯有不斷學習，吸收知識，加強專業能力，並累積帶團經驗，加強與遊客互動；自己對
解說定位為服務業必須有工作熱忱與責任，把遊客當朋友，誠懇相待，期能對到大台南區旅遊
的朋友親近在地文化，走入巷弄為已流逝的歷史歲月作不同的時空體認，讓相同的景點留下深
刻的感觸與記憶。
◆語言專長：台語、華語

◆解說經歷：
◎文化中心解說志工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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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倖宏

0929-230-000 agoda0613@yahoo.com.tw

孔廟線、府城藝文踅街趣、
赤崁線、老屋線、五條港舊
城漫遊、鹽水線及關子嶺路
線

現任職法律扶助基金會，假日化身觀光局專業導覽員，20 年的志工帶團康歷練，加上開朗樂觀、風趣又不失大 中/台
雅的性格，立刻融入旅遊業這一大庭，有一響亮外號【郭大俠】。自營清潔公司及清潔材料公司 13 年，因住
在大陸蘇州一年半，隔壁又是杭州、上海，感受他人對古都文化保存及旅遊的重視，回到台灣見到自己的故鄉
也是如此戮力經營，身為台南人的一份子，有種使命感，也應該投入府城觀光的推廣與行銷，因而投入旅遊業，
而擔任專業導覽就是最佳的代言，亦參加文化局的四大古蹟導覽培訓，這份工作最能貼近府城觀光客的工作，
能給府城觀光客留下美好印象的工作，能讓觀光客願意再來府城觀光的工作，為府城觀光的推廣與行銷盡一份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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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芳滿

0973-330-757 q6529931@gmail.com

鹽水線

2004 年，我從月津文史工作室開始了接觸導覽解說的機會，常常在解說過程中，從遊客臉上不經意露出那副” 中/台
喔!原來如此”、”哇!有這種含意啊!”的反應時得到鼓舞。
目前是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鹽水月津港漫遊之旅的導覽解說員，希望來到鹽水的遊客
能因有導覽員的帶領，不再只是走馬看花，而是對鹽水這個三百多年前就曾因擁有港口，在台灣發展史上繁榮
一時的古老城市，留下美好且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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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千惠

0983-052-013 u498310051@gmail.com

鹽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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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月

0925-594-530 a6527869@gmail.com

鹽水線

中/台
◆簡要介紹：
希望將鹽水在地的人、事、物，經由解說員生動、活潑的介紹，讓每位到訪的遊客能夠穿越百年歷史時空隧道，
感受鹽水的人文歷史及月津港風華。而平日最愛背著相機在各地的巷弄裡迷路遇見驚喜，以及遊走各地的傳統
市場，品嚐在地人的庶民美食。
◆語言專長：華語
◆證照：台南市米其林之旅解說
◆解說經歷：
臺南市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解說員
敝姓王張素月，目前在月津文史發展協會工作，真的不好意思，我校長兼敲鐘擔任總舖師跟解說員，其實在文 中/台
史發展協會工作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前往台灣詩路辦膳居多。但我最大的興趣仍是當解說員跟帶團導覽，也很
感謝文史發展協會給我這個脫離社會很久二度就業的媽媽工作機會。為了擁有這份解說導覽的工作我下了好一
番苦心去學習解說跟認識鹽水文化一直到兼任廚師！雖然我不是最專業的，但是我會很認真用心以在地人的在
地精神把我們鹽水的歷史古積文物跟老街民俗活動美食介紹給來自各地的觀光旅客們！
証照:廚師，導遊証照努力中!解說經歴８年！其他:期望觀光旅遊局能多給予工作機會，可以多為來自各地的觀
光客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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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蘭茹

許美蘭

0918-167-515 babybaby0003@gmail.com

0953-339-688 daphne5050@gmail.com

鹽水線

安平獅響曲、安平老街五四
三、安平運河南岸、孔廟
線、府城藝文踅街趣、赤崁
線、老屋線、五條港舊城漫
遊、關子嶺溫泉鄉散步及鹽

中/台
◆簡要介紹：
自從接觸解說導覽後，深覺得解說導覽迷人之處，隨時都樂於吸收新知隨時都有新認識的朋友，有緣千里來相
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廣結善緣每天不都很快樂嗎？所以我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能與遊客一起分享台南的景點台
南的文化以及落腳在台南的點點滴滴，希望透過導覽解說能吸引更多的遊客認識台南，進而推廣台南的觀光。
◆語言專長：台語、華語
◆證照：通過 102 年考試院國家考試導遊考試
通過 102 年考試院國家考試領隊考試
◆解說經歷：
◎99 年原台南縣縣政導覽員
◎100 年台南市柳營區德元埤荷蘭村園區的解說員
◎102-103 年 烏山頭水庫導覽解說員
◆ 簡要介紹：
中/台
國立臺南大學碩士。因全球暖化及聖嬰現象，使我意識到重視生態環境，對人類永續生存的重要性，因為關心
及熱愛生態環境，進而對自己所生長的地方-台南，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台灣的歷史及文字的記載起源於台
南，台南是一個古戰場也是第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城市，擁有珍貴的歷史、人文、古蹟資產、信仰、傳統特殊風
味的小吃，秉持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股想要與遊客分享的喜悅，油然而生，每一次的活動，總是抱持著以專

水路線

業的導覽、負責任的態度，對遊客傳遞熱情好客的台南人精神，也期盼為台南的觀光旅遊盡一份心意。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交通部觀光局華語導遊、華語領隊證照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城市觀光導覽解說班結訓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證照-自然保育、文化保存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人員-綠生活講師
◆解說經歷：
◎台南市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協會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解說志工
◎(台江)安順鹽田生態文化村解說員
◎七股潟湖、台江內海船上導覽解說員
◎二仁溪船上、溼地、生態教室導覽解說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教育推廣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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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格

0926-063-051 younger151@yahoo.com.tw

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
本人是白河在地人，國中畢業後負笈他鄉，之後台北工作二十餘年，民國 92 年為照料老邁父母遂回歸鄉里。
十餘年來我追隨本地耆老邱瑞寅老師作白河文史田野調查，並結輯為「白河古早店仔口二十四里踏查錄」一書。
白河真是一個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為了要更瞭解故鄉，我們一些同好組了「白河真媠鬥陣行」社團，每月
至少活動一次，幾年下來我們溯白水溪，訪嘉南大圳水橋，登大凍山，隨碧軒寺佛祖回娘家，夜宿大仙寺吃齋
飯、聞法香，賞碧雲寺的夜景，與關嶺的蝶、螢共舞，驚豔林初埤的木棉花開落，追賞將軍埤的南洋櫻倒影之
美…..蓮花的故鄉春夏秋冬各有美麗，而關子嶺的傳奇更值得細細品味。竭誠歡迎大家來玩，我們很樂意把好
東西和大家分享。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合格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台南市店仔口文教協會導覽志工
◎白河木棉花節導覽解說員
◎白河蓮花節導覽解說員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導覽志工
◆其他
◎曾任台南市店仔口文教協會理事
◎「白河古早店仔口二十四里踏查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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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麗雲

0955-776-197 clear289tf@gmail.com

關子嶺線

國家考試華語導遊及華語領隊關仔嶺解說員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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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騰進

0980-009-050 ppaer591@yahoo.com.tw

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

台灣的歷史由台南開始，.有幸生長在台南，在台南長大，台南遊玩、工作、戀愛，有機會可以帶領喜愛台南的朋友一起認識
台南，是我對故鄉的一種回饋與疼惜，台南自從縣市合併以後，更加圓滿、更加多元，關子嶺有太多的面向可以遊玩：人文歷
史、特殊景點-水火同源、大仙寺、碧雲寺；地質：全世界三大泥漿溫泉；.農產品、美食、生態教育、宗教信仰.--佛教、道教、
儒教、基督教、天主教、平埔族等等。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關子嶺散策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古蹟解說員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導覽解說志工
◎台南市菜寮化石館志工
◎鳳凰谷鳥園導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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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明

0939-897-413 koko2686@gmail.com

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英

關仔嶺之泥漿溫泉獨特，兼有豐富的人文與歷史發展。沿途古剎幽幽，300 多年的水火同源世界奇觀，加上「關
子嶺之戀」的美美愛情故事，吸引了國內國外遊客慕名而來。它感動了我，高中教師退休後開始導覽解說，多
年來熱情不減，與遊客分享美麗的關嶺風光。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
◆解說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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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景超

0930-092-129 sp5693@xuite.net

關子嶺線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白河店仔口文教協會導覽解說員兼講師
◎走馬瀨農場導覽解說員兼講師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導覽解說志工兼講師
◎國立鳳凰谷鳥園導覽解說志工兼講師
◎官田水雉教育園區導覽解說志工兼講師
◎左鎮菜寮化石館導覽解說志工兼講師
◎南瀛文化資產解說隊隊長(2013-2015)
◆簡要介紹：

中/台

漫遊加文化是景超的最愛，首先要求感動自己才能帶領旅人們踏上台南府城深度魅力之旅，請讓達人帶領您穿
梭老街巷弄，上山下海搭配小吃，享有一趟完美的台南之旅。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國家考試通過-華語
◎環保署環境教育講師認證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
◎台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解說志工
◎台南市左鎮菜寮化石館解說志工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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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月足

0918-456-179 Kuma050257@yahoo.com.tw

關子嶺線

愛好旅遊喜愛挑戰曾任店仔口文教協會…蓮花節導覽解說員木棉花節導覽解說員關仔嶺溫泉節導覽解說員秉
持服務第一讓在地文化深入人心*^O^*0918456179 歡迎指教……感恩

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