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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手機

電子信箱

導覽路線

自我介紹

語言

王伯祥

0956269189

Ho26micom49@yahoo.com.tw

府城線、鹽水
線、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
解說特色：七分正史，一分烏醋，一分橄欖油，再加一分揶揄。
解說無大師，更沒有明星，只有不斷精進帶團經驗，以客為尊、尊重旅客，客人的利益大於旅行社，把旅客當
作自已的親朋好友對待，自然無紛爭，希望遊客至台南都能找到最優質的解說員，解說要自我多充實，融會貫
通，無法一步登天，床頭滿是書，一步一腳印，希望帶給遊臺南的人知性、趣味及永生難忘之旅，展現臺南人
的人情味，熱情好客，樸實無華的一面，更期許大家齊心為大台南旅遊努力打拼。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安平、赤崁、孔廟、五條港、鹽水、關子嶺)
◎文化局解說員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解說志工
◎自由行遊臺灣沿路車導
◎88、99 觀光公車解說
◎鄭成功文化節觀光遊覽車解說
◎2012 年國內旅遊金質獎-西濱之旅解說員
◎四草、七股潟湖及安平港船上導覽
◎董事長遊臺灣台南地區導覽
◎台南深度旅遊走街
◎雄獅旅行社特聘台南解說
◎交通局公車輕旅行長官接待解說
◎南台大學、高苑大學社區社團講師經驗
◎南鯤鯓代天府解說志工
◎台南市解說員職業工會監事會召集人
◎解說名人經驗：江樹生、游錫堃、王建煊、柯文哲夫婦(99 公車)
◎陸團、香港團、馬來西亞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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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嘉敏

0972223775

avgelao810@hotmail.com

府城線

◆簡要介紹:
觀光局英文領隊.導遊
台南市府文化局古蹟解說員
台南市紅樹林保護協會生態解說員
觀光局英文領隊.導遊
台南市府文化局古蹟解說員
台南市紅樹林保護協會生態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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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隆星

0933675717

clsh@ms21.hinet.net

府城線

◆簡要介紹：
中/台
興趣：千山萬水，綠野青松，登山健行，伴我如生。悠閒音樂，藝文雅興，渡我樸塵，靜化心靈。尋古探幽，
人文訪趣，增進廣聞，善廣結緣，服務大眾； 自我提醒：小善積德，日常於心。
◆語言專長: 國、台語、客語 (日、英語略懂)
◆證照:
◎中華民國華語導遊
◎客語中級檢定及格
◆解說經歷：
◎台南市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府城、安平、五條港）
◎台南市文化局古蹟導覽解說員
◎旅行社兼職導遊

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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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英

0929461377

a0929461377@yahoo.com.tw

府城線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解說員;華語導遊/領隊

中/台

目前正積極學習日本語文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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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舜如

0922754910

vivian460203@yahoo.com.tw

府城線

◆簡要介紹：
中/台
我身為台南人，一直以居住在 400 年的府城居民為榮，因為要了解台灣必須從台南開始，台南有豐富的歷史古
蹟與人文活動，還有從小吃到現在的台南美食，朋友從台灣各地來台南求學或工作、訪友時，熱情的我就會出
來帶著他們去古蹟巡禮、介紹台南美食的特色。我熱於和朋友分享台南之美。相信您們一定也會和我一樣愛上
台南喔！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文化局導覽解說員
◎台南市建興國中孔廟園區導覽解說教師
◎台灣歷史博物館導覽志工
◎台江國家公園導覽解說志工
◎樹谷園區導覽志工
◎台南市政府文創中心導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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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銀財

0910532268

gmop159@gmail.com

傳統文化、 生於斯，長於斯。
古蹟、生

從進入台南市的古蹟導覽解說至今。

態、傳統建 後又到台北參加傳統建築（古厝、廟宇）導覽解說。
築（古厝、 又至台南大學及陽明山國家公園進修生態課程。成為台南市生態解說員。
廟宇）及客 目前則著重於傳統文化、古蹟、生態、傳統建築及客家文化之介紹解說。
家文化之介 後參加考試院的華語導遊及華語領隊人員考試及格。目前執業中。
紹解說

參加台南市政府、觀光局所辨的，米其林三星路線導覽解說課程。
民國 105 年台灣國際郵輪協會辦理導遊領隊郵輪操作實務訓練期滿合格。
目前除了在台南市參與古蹟、生態、三星路線導覽解說外。
主要工作是 Inbound 帶領來國內的大陸民眾、及東南亞等各國民眾。為他們介紹導
覽國內的文化、生態、古蹟、各個國家風景區等。
同時也 Outbound 帶領國內民眾到大陸、東南亞等各國旅遊。
◆語言專長：
華語、客語、台語
◆證照：
中華民國華語導遊/中華民國華語領隊/台南市政府米其林三星之旅解說員/台南市

中/台

政府文化古蹟導覽解說/四草大眾廟台江內海、綠色隧道解說員/衛生署旅遊醫學教
育訓練班/台南市政府城市文化觀光導覽解說進階班/台南大學生態旅遊種子教師
班/台南市政府生態旅遊種子教師班/勞工委員會工業安全管理人員訓練班
◆解說經歷：
民國 92 年起接待國民旅遊【社客‧學生】全省景點導覽解說
民國 93 年起接待大陸民眾全省景點導覽解說
民國 94 年起台南市文化古蹟導覽解說
民國 95 年起在四草大眾廟台江內海、綠色隧道導覽解說
民國 96 年起接待國內民眾到大陸、東南亞等地旅遊
民國 98 年起接待新加坡、香港、泰國全省景點導覽解說
民國 100 年起台南西濱宗教魚鹽之旅導覽解說
民國 100 年起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
目前是以接待新加坡、香港、泰國遊客到全省景點導覽解說
傳統文化、古蹟、生態、傳統建築（古厝、廟宇）及客家文化之介紹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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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南靜

0912990959

nan8595@gmail.com

府城線

從事業務工作 30 年與太太經營美容醫學行業，現有兩家自購店面，因政府大力推觀光對陸客來台從事醫療美 中/台
容市場極俱信心，加上本身對地理歷史相當喜愛也常利用公務之行順便遊遍國內外對路程、交通、住宿、美食
等均熟練，去年參加導遊及領隊考試也順利通過，也利用時間參加米其林導覽及鄭道聰老師的鄭成功開台之旅
等並帶過來台南一日遊 2-3 次，但因本身尚經營事業無法帶環島旅遊及全職帶團，本身對台南古蹟、美食、人
文及慢活等優勢極俱信心，希望能為台南府城爭一口氣，讓來台南旅遊的國內外遊客均能留下美好回憶並帶來
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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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寶淨

0928678351

tina.y22084@msa.hinet.net

府城線

你們好，我是寶淨因熱愛旅遊，更愛台南歷史文化才從事這個工作，希望把台南的文化歷史介紹給遠方朋友的 中/台
你，目前從事的工作：在台南各地古蹟當志工，及台南米其林三星線當解說員及導遊，最近更是常帶米其林三
星路線之一西濱塩鄉宗教之旅，我的最終目的就是讓每位遊客來到台南旅遊過後都能對台南留下美好的印象及
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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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美

0929270818

e460606@kimo.com

府城線

◆簡要介紹:
嗨！我是林淑美；十一年前在一個偶然因緣下，踏進了文化解說的行列，多年來一直參加台南市文化局專
業解說人員課程培訓，並且順利取得文化局解說人員證照，目前也在安平古堡〈熱蘭遮城博物館〉
， 從事解說
工作，經過多年實際和遊客接觸之後，發現和遊客互動最好的方式，是以說故事的方法並且加上幽默風趣的對
白，讓遊客達到寓教於樂，知性與感性兼顧，使遊客有獲益匪淺，不虛此行之感受，更把台灣歷史的源頭臺南
行銷出去。由於民國九十九年後南市和南縣合併為直轄市， 所以觀光旅遊局，為了提昇導覽人員素質，並且
加強了米其林旅遊指南所推薦的景點，也開了一些課程，本人因此也參加這些課程的培訓，並且也取得導覽資
格，再加上我本來就是出生在南縣，對這片好山好水更是瞭若指掌，所以如果有需要這方面的導覽人員可以找
我喔！在此候教。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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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香年

0929280975

d628@totalbb.net.tw

府城線

◆簡要介紹：

五和：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

中/台

界和平。
「和」是普世價值，是世間最可貴的。擁有金錢、財富、感情，若沒有「和」，等於沒有一切。和諧，就像人
的面孔，五官儘管不同，但和諧就會美麗；腸胃五臟不同，和諧就很健康。第一個「自心和悅」，便是從自己
開始做起，所謂家和萬事興、人和萬事通，社會和諧了，自然就能世界和平了。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文化局認證考試通過、米其林培訓考試通過
◆解說經歷：
◎91 年在各站古蹟點解說服務
◎92 年文化局認證通過開始導覽解說到 100 年
◎101 年米其林開始導覽解說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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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文

0976588628

wenfafafa@yahoo.com.tw

府城線、鹽水線 ◆證照：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華語

中/台/英/日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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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峯男

0910-827818

lfn1127@msn.com

府城線

◆簡要介紹:
中/台
本人曾從公職轉勞工運動事務工作，經常奔走兩岸處理勞動事務交流事宜，且與導遊、領隊考照及「導覽解
說」行銷台灣觀光景點，均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因而萌生我個人認知在工作職場上之牽連性、行銷台灣觀光景
點自然性，所以陸續投入①.國家考試並通過華語導遊、華語領隊證照②.取得合併後之「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第
一屆認證通過導覽解說員」③.參加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舉辦之「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培訓並經考
試通過。總之，我己投入導覽解說工作行列，未來如何行銷大台南之美麗城市、最悠久之歷史文化、最具大台
南特色之觀光景點、最具古都古早味之大台南獨特風味之餐飲、小吃、伴手禮等，一一的介紹給來大台南旅遊
之觀光旅客，讓觀光旅客有想：玩在台南、吃在台南、宿在台南、伴手禮在台南、花錢在台南、會想再來台南，
如能達此境界，才是觀光旅遊局培訓「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員」之用意，亦是我毅然投入「米其林三星之
旅導覽解說員」之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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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辰

0919-968389

a333888b38@yahoo.com.tw

府城線、鹽水
線、關子嶺

◆簡要介紹：
中/台
很多人假日會到各地去旅遊，大都是看了媒體報導後，便選擇自己看自己玩，拍照時比個 YA 就算來過了，或
許下次帶親友來玩也是隨意逛逛，看解說牌上的說明即可，若看不懂的地方也沒人可問，也不知解說員在那要
不要收費，只好看多少算多少，如果借由當地導覽人員講述關於景點人文、歷史、小故事，便是付予了景點的
生命力，是產生良性溝通和互動，相信旅遊人士必定對台南的印象會由陌生----了解----喜歡----進而融入當地生
活做夢也會笑，最後祝大家健康愉快，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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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文化導覽解說員認證合格
◆解說現況：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 府城、鹽水、關子嶺 解說員
◎宗群旅行社領隊人員
◎跟著董事長遊台灣 精英旅行社 台南市解說員
◎台南左鎮化石園區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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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英

0920-878001

Xiu2025@gmail.com

府城線、關子嶺 ◆簡要介紹:
線

出生、成長在五條港百年風華的歷史舞台，看西街教會、接官亭、神農街，近年政府用心耕耘，遊客接踵，竟
是少年遊憩的場域，100 年考上導遊和領隊執照後，更積極深入相關文化與歷史活動的課程。接近 20 年的貿
易、產業行銷工作，接觸各地、各行人士，才知別人認為“嘴叼”的我，是流竄在每一個台南人血液中，美麗
而驕傲的基因。閱讀、電影、音樂猶如生活的空氣和水，透過分享更能汨汨不絕，藉由台南市這塊大螢幕，永
遠保持探索與學習的樂趣。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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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証琳

0933-625621

alanlien2000@yahoo.com.tw

府城線、鹽水
線、關子嶺

小弟出生於原台南縣的柳營鄉村地區，因為熱愛這片土地，無意間發現了家鄉的美，及歷史層次後，更進而發 中/台
現自己對它竟然認識的不多而感到遺憾。因此、利用閒暇之餘參與了觀光局米其林導覽路線的解說培訓，並積
極的投入觀光局志工行列。知識的學習是愉悅的，與遊客的接觸、分享更是心靈層面上的滿足。希望大家有空
多到這裡走走，體驗一下不同層面的悠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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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亮

0931-855298

ican450927@yahoo.com.tw

府城線

臺南市解說員、臺灣好行 8899 公車導覽解說員
台江生態導覽解說員
交通部觀光局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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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堯

0929-041860

u591320007@gmail.com

鹽水線

◆簡要介紹：
中/台
「旅遊夢行者」是建堯的願景，在台灣努力走遍每一個地方，也期待將美好的景物與大家分享。愛上旅遊趣，
好好 FUN 個假，旅行步調自己決定，有空到台南參加觀光局的導覽服務，將帶給各位不一樣的旅程體驗，有
機會也讓ㄚ堯為大家服務。
◆語言專長：國、台語
◆證照：考選部華語導遊、華語領隊
◆解說經歷：

中/台/英

◎烏山頭水庫解說
◎台南市米其林之旅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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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妃

0926-248-382 julianang2010@yahoo.com

鹽水線

1, 旅行是從自己活膩的地方，到別人活膩的地方去。只要目標向前，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
2, 中文 , 台語
3, 中華民國導遊人員執業證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照
4, 陸客團導遊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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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姿妤

0912-372-860 yu6270@yahoo.com.tw

鹽水線.關子嶺
線

◆簡要介紹：
中/台
從小生長在擁有古蹟與美食小吃的台南府城，未從事旅遊業前，會引起注目的只有著名的台南小吃，對於古蹟
則興趣缺缺，踏入旅遊業後，遇到需要台南古蹟解說的部份，我的態度則是畏縮閃避。後來自已深深覺得從事
旅遊業又身為台南人，竟然不知道台南的歷史古蹟文化，真是枉為台南府城的一份子。從害怕古蹟解說到接觸
古蹟解說慢慢發現台南的歷史文化，台南的古蹟變的越來越有趣越有文化深度。我的家鄉台南不只有美食，還
有耐人尋味的古蹟，非常值得大家來探索其文化歷史，誠摯邀請您一起深入了解文化之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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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子嶺散溫泉鄉散策解說員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 鹽水月津港漫遊解說員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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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芬

鄭沛瑩

楊秀莛

0933-554-233 amylin2000@gmail.com

0932-717-892 oldbridge12@yahoo.com.tw

0933-665-252 ti5252@hotmail.com

鹽水線.關子嶺

◆簡要介紹:

線

用最熱忱的心，
陪伴每位踏進台南市的旅人,穿梭老街巷弄，參訪廟宇古蹟，品嚐道地美食小吃，完成台南府城深度之旅.
◆語言專長：國語、台語
◆證照：(請務必填寫證照之正確名稱)
◎中華民國領隊人員執業證-華語
◆解說經歷：(請視情況增減行列)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鹽水,關仔嶺解說員
◎走馬瀨農場生態解說員
◆其他：(請視情況增減行列)
◎台南市珍貴老樹志工
◎台南市觀光旅遊局志工
◎南瀛科學教育園區志工

鹽水線

中/台
◆簡要介紹：
自 87 年接任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深入瞭解鹽水歷史文化，精進導覽課程，並自我充實相關歷
史文獻、訪談在地耆老，且實地帶領遊客累積實務經驗進而獲得成長。期許透過解說的方式，將在地的故事與
遊客分享，並為臺南旅遊努力。興趣是為社區營造、唱歌、跳舞。
◆語言專長：台語、華語
◆證照：95 年臺南縣觀光文化導覽協會解說員培訓/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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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都發局解說
◎高雄市社區大學解說
◎月津國小戶外教學解說
◎中洲國小戶外教學解說

鹽水線

中/台

◎坔頭港國小戶外教學解說
簡要介紹：
中/台
出生於金門，經歷砲擊洗禮、聽著兩岸心戰喊話。本人興趣廣泛，舉凡玉石、化石收藏、鳥類、植物、中醫穴
道養生、書法、日語學習、旅遊都是我的興趣，因為喜歡交朋友且常帶朋友走訪台灣各地，因此參加勞工局導
遊、領隊&城市導覽解說職訓，之後帶過學生旅遊團等活動。秉持著“重視旅客安全至上、以客為尊”為帶團
理念，平日也積極參加培訓，精進帶團解說經驗，期盼自己能成為優質解說員，在活動中分享所學，帶給旅客
豐富的知性之旅，同時帶動台南在地文化與觀光產業。“培養好習性，人生真樂活”人的一生起伏很大，只要
透過不間斷學習，並養成好習慣，相信健康、自信、快樂一定會在各位身邊。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
◆證照：中華民國華語導遊 / 華語領隊
◆解說經歷：
◎台南市米其林三星之旅導覽解說（府城、安平、五條港）
◎台江四草觀光船解說
◎旅行社兼職導遊
◎台灣好行 88、99 觀光公車解說
◎中西區公所深度走街解說
◎台南市文化局古蹟解說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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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宏

0932-777-032 Johnny.mailbox@msa.hinet.net

關子嶺線

臺南市東山區人

中/台

經歷：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資訊處 系統工程師
寶島商業銀行 資訊處 程式設計師
新營社區大學 講師
南元休閒農場 導覽員
現任：
番社庒鄉間文化工作室 主持人
臺南市觀光旅遊局米其林三星之旅 導覽員
東山碧軒寺觀音佛祖正二媽轎班會 會長
臺南市南瀛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總幹事
東山碧軒寺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台灣應用材料(股)公司資訊處 資深工程師
簡介
從小在東山這個農產豐富鄉村長大，曾在繁華台北的銀行謀職，結婚後毅然決然地放棄白領工作，
返回東山老家定居。目前任職於台南科學園區半導體業。
或許是因為生活更貼近家鄉土地，所以更想能為這塊土地做些甚麼所以就利用工作閒暇之餘盡一己之力，
研究家鄉的在地民俗文化歷史 ，一方面讓自己更認識家鄉，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將家鄉分享介紹給更多朋友認
識，
所以來到東山或白河關仔嶺，想要一窺究竟嗎 讓我來告訴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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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中

0927-550-758 roberttang29@yahoo.com.tw

關子嶺線

◆簡要介紹：
中/台
之所以會成為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關子嶺溫泉鄉散策導覽解說員，是因為常來此泡湯，對關子嶺非
常熟悉而且也有一份情感在，不過，是第一次擔任導覽解說員，身感自己許多的不足，還是需要多多練習、增
加經驗及充實專業知識，才能夠讓聽眾遊客得到有關於景點豐富的歷史文化及其他内容。
◆語言專長：華語、台語、英語
◆證照：無
◆解說經歷：
◎台南市觀光局米其林三星之旅關子嶺溫泉鄉散策導覽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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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燕玉

0972-609-680 yanyee142@yahoo.com.tw

關子嶺線

喜歡運動，喜愛大自然﹗愛打球，愛騎自行車，愛爬山，愛旅遊，愛在地文化，愛美食﹗走入台南各地深深感 中/台
受到台南各處都有美景，都有特色，都有美食，．．．都值得深入品味暢遊，尤其愛騎自行車或機車訪古探幽
的我，騎乘過縣道 172 上關仔嶺繞 175 咖啡公路，特別舒暢經典的旅遊景點﹕有美景﹑有涼風﹑有美食﹑有
溫泉﹑有咖啡香﹑有在地文風﹑有步道﹑有紫斑蝶﹑有鳥群．．．等，就是想分享﹔想介紹給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