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修正總說明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於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二

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鑑於第十六條第

一項所引用之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導遊人員及領隊人

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

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業務。但因天災、疫情或其他事

由，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延長之」，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一年五

月十八日修正公布，爰配合修正增訂但書規定。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導遊人員取得結

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

年未執行導遊業務者，應依

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

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

行導遊業務。但因天災、疫

情或其他事由，中央主管機

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延長

之。 

導遊人員重行參加訓

練節次為四十九節課，每節

課為五十分鐘。 

第七條第二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第九條、第十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有關導遊人員職

前訓練之規定，於第一項重

行參加訓練者，準用之。 

第十六條  導遊人員取得結

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

年未執行導遊業務者，應依

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

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

行導遊業務。 

導遊人員重行參加訓

練節次為四十九節課，每節

課為五十分鐘。 

第七條第二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第九條、第十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有關導遊人員職

前訓練之規定，於第一項重

行參加訓練者，準用之。 

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

日修正公布發展觀光條例

第三十二條第三項修正增

訂但書「因天災、疫情或其

他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公告延長之」規

定，增訂第一項但書規定，

俾期一致。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修正總說明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於九十二年六月二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四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鑑於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引

用之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取得結

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各該業務者，應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

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業務。但因天災、疫情或其他事由，中央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延長之」，業經總統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修

正公布，爰配合修正增訂但書規定。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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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天災、疫

情或其他事由，中央主管機

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延長

之。 

      領隊人員重行參加訓

練節次為二十八節課，每節

課為五十分鐘。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第七條、第八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九條、

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有關領隊人員職前訓練

之規定，於第一項重行參加

訓練者，準用之。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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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人員重行參加訓

練節次為二十八節課，每節

課為五十分鐘。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

及第五項、第七條、第八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九條、

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有關領隊人員職前訓練

之規定，於第一項重行參加

訓練者，準用之。 

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修

正公布發展觀光條例第三

十二條第三項修正增訂但

書規定「因天災、疫情或其

他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公告延長之」，爰

配合增訂第一項但書規定，

俾期一致。 

 



 
 

旅行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旅行業管理規則於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多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為提昇旅行業整體競爭

力，協助旅行業轉型朝多元化發展，並調適現行法令與實務發展之落差，

因應網路科技，優化旅行業申請程序，另配合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之修正，一併修正相關規定。爰擬具旅行業

管理規則修正草案，計八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簡政便民，優化旅行業申請程序，刪除旅行業申請籌設應備具經營計

畫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因應網路科技及優化行政流程，刪除旅行業設立分公司應備具經營計

畫書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配合實務運作，修正旅行業職員之異動申報方式。（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 

四、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本條例第二十九條，增訂旅行

業與旅客簽訂旅遊契約之方式得以電子簽章法規定之電子文件為之。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五、整併涉及旅行業使用遊覽車相關規範，並增列應於每日行程出發前執

行檢查及增訂旅行業應揭露行程資訊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六、增訂業者填報投保履約保證保險之義務。（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之二） 

七、旅行業違反本條例規定之義務，交通部業依本條例第六十七條授權訂

定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為避免重複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五十六

條。（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 

八、旅行業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之義務交通部業依本條例第六十

七條授權訂定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為避免重複規定，刪除現行條

文第五十七條。（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旅行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經營旅行業，應備

具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觀

光局申請籌設：       

一、籌設申請書。 

二、全體籌設人名冊。 

三、經理人名冊及經理人 

結業證書影本。 

  四、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 

    明文件。 

第五條  經營旅行業，應備

具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觀

光局申請籌設：       

一、籌設申請書。 

二、全體籌設人名冊。 

三、經理人名冊及經理人

結業證書影本。 

四、經營計畫書。 

五、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

明文件。 

一、考量旅行業籌設、設立

初始之歷史背景，檢

附經營計畫書以了解

業者營運規劃，而現

今市場開放、資訊對

稱且經營計畫書應屬

公司內部治理之規

範，再加上旅行業經

營情形可透過事後營

運狀況填報來掌握，

爰為積極興利便民，

簡化申請登記作業程

序，爰將第四款刪除。 

二、原第五款移列第四款。 

第七條  旅行業設立分公司，

應備具下列文件，向交通

部觀光局申請： 

一、分公司設立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

同意書。 

三、公司章程。 

四、分公司經理人名冊及

經理人結業證書影

本。 

五、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

明文件。 

第七條  旅行業設立分公司，

應備具下列文件，向交通

部觀光局申請：       

一、分公司設定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

同意書。 

三、公司章程。 

四、分公司營業計畫書。 

五、分公司經理人名冊及

經理人結業證書影

本。 

六、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

明文件。 

一、本條為分公司設立相

關規定，第一款修正

為分公司設立申請書

以符本意。 

二、分公司隸屬於本公司，

其在法律上並無法人

格，因此比照本公司

籌設修正，將第四款

分公司營業計畫書刪

除。 

三、原第五款及第六款移

列第四款及第五款。 

第二十條  旅行業應於開業

前將開業日期、全體職員

名冊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備

查。 

      前項職員有異動時，應

於十日內依交通部觀光局

規定之方式申報。 

第二十條  旅行業應於開業

前將開業日期、全體職員

名冊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備

查。 

      前項職員名冊應與公

司薪資發放名冊相符。其

職員有異動時，應於十日

一、 按目前旅行業職員

之異動申報，係由旅

行業者至交通部觀

光局第二代旅行業

管理系統填報，爰修

正文字，以符合實務

運作。 



 
 

      旅行業開業後，應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依交通

部觀光局規定之格式填報

財務及業務狀況。 

 

內將異動表報請交通部觀

光局備查。 

      旅行業開業後，應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將其財

務及業務狀況，依交通部

觀光局規定之格式填報。 

二、 為精簡文字用語，酌

修條文內容。 

第二十四條  旅行業辦理團

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

時，應與旅客訂定書面契

約，並得以電子簽章法規

定之電子文件為之；其印

製之招攬文件並應加註公

司名稱及註冊編號。 

      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

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

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

始得實施： 

一、公司名稱、地址、代表

人姓名及註冊編號。 

二、簽約地點及日期。 

三、旅遊地區、行程、起程

及回程終止之地點及

日期。 

四、有關交通、旅館、膳

食、遊覽及計畫行程

中所附隨之其他服務

詳細說明。 

五、組成旅遊團體最低限

度之旅客人數。 

六、旅遊全程所需繳納之

全部費用及付款條

件。 

七、旅客得解除契約之事

由及條件。 

八、發生旅行事故或旅行

業因違約對旅客所生

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十四條  旅行業辦理團

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

時，應與旅客簽定書面之

旅遊契約；其印製之招攬

文件並應加註公司名稱及

註冊編號。 

      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

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

請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後，

始得實施： 

一、 公司名稱、地址、代表

人姓名、旅行業執照

字號及註冊編號。 

二、 簽約地點及日期。 

三、 旅遊地區、行程、起程

及回程終止之地點及

日期。 

四、 有關交通、旅館、膳

食、遊覽及計畫行程

中所附隨之其他服務

詳細說明。 

五、 組成旅遊團體最低限

度之旅客人數。 

六、 旅遊全程所需繳納之

全部費用及付款條

件。 

七、 旅客得解除契約之事

由及條件。 

八、 發生旅行事故或旅行

業因違約對旅客所生

之損害賠償責任。 

一、按一百十一年五月十

八日修正公布之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增訂旅

行業與旅客簽訂旅遊

契約之方式得以電子

簽章法規定之電子文

件為之，爰就第一項

配合修正。 

二、交通部觀光局訂定之

各種旅遊定型化契約

範本，均未規定應記

載旅行業執照字號，

且依本規則第六條有

關旅行業設立規定，

申請經核准並發給旅

行業執照並賦予註冊

編號，始得營業，又本

規則第三十條有關旅

遊廣告資訊揭露要求

於廣告載明公司註冊

編號，皆未將旅行業

執照字號納入規範，

爰將第一款「旅行業

執照字號」文字，予以

刪除。 



 
 

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

保險有關旅客之權

益。 

十、其他協議條款。 

      前項規定，除第四款關

於膳食之規定及第五款

外，均於個別旅遊文件之

契約書準用之。 

       旅行業將交通部觀光

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旅行業代

收轉付收據憑證交付旅客

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已

依第一項規定與旅客訂

約。 

九、 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

保險有關旅客之權

益。 

十、 其他協議條款。 

      前項規定，除第四款關

於膳食之規定及第五款

外，均於個別旅遊文件之

契約書準用之。 

       旅行業將交通部觀光

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

本公開並印製於旅行業代

收轉付收據憑證交付旅客

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已

依第一項規定與旅客訂

約。 

第三十七條  旅行業執行

業務時，該旅行業及其所

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均

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不利國家之言

行。 

二、不得於旅遊途中擅離

團體或隨意將旅客解

散。 

三、應使用合法業者依規

定設置之遊樂及住宿

設施。 

四、旅遊途中注意旅客安

全之維護。 

五、除有不可抗力因素

外，不得未經旅客請

求而變更旅程。 

六、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

臨時持有旅客證照

外，非經旅客請求，不

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

客證照。 

第三十七條  旅行業執行業

務時，該旅行業及其所派

遣之隨團服務人員，均應

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不利國家之言

行。 

二、不得於旅遊途中擅離

團體或隨意將旅客解

散。 

三、應使用合法業者依規

定設置之遊樂及住宿

設施。 

四、旅遊途中注意旅客安

全之維護。 

五、除有不可抗力因素

外，不得未經旅客請

求而變更旅程。 

六、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

臨時持有旅客證照

外，非經旅客請求，不

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

客證照。 

一、考量駕駛員身體狀態

及車輛安全設備完善

與否等項目，每日狀

況或有變化可能，爰

於第九款增列應於每

日行程出發前執行檢

查，以確保旅遊安全。

另配合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八十四條第

三項條文修正，實務

上遊覽車出租包含遊

覽車從停車場至報到

地點及行程結束後返

回停車場皆為必須完

成工作之勤務時間，

爰後段新增應符合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有

關租用遊覽車駕駛勤

務工時及車輛使用之

規定。 

二、原第八款後段「遊覽

車以搭載所屬觀光團

體旅客為限，沿途不



 
 

七、執有旅客證照時，應

妥慎保管，不得遺失。 

八、應使用合法業者提供

之合法交通工具及合

格之駕駛人；包租遊

覽車者，應簽訂租車

契約，其契約內容不

得違反交通部公告之

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九、使用遊覽車為交通工

具者，應實施遊覽車

逃生安全解說及示

範，於每日行程出發

前依交通部公路總局

訂定之檢查紀錄表執

行，並應符合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有關租

用遊覽車駕駛勤務工

時及車輛使用之規

定。 

十、遊覽車以搭載所屬觀

光團體旅客為限，沿

途不得搭載其他旅

客。 

十一、應妥適安排旅遊行 

      程，並揭露行程資   

      訊內容。 

七、執有旅客證照時，應

妥慎保管，不得遺失。 

八、應使用合法業者提供

之合法交通工具及合

格之駕駛人；包租遊

覽車者，應簽訂租車

契約，其契約內容不

得違反交通部公告之

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遊覽車以搭載

所屬觀光團體旅客為

限，沿途不得搭載其

他旅客。 

九、使用遊覽車為交通工

具者，應實施遊覽車

逃生安全解說及示

範，並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訂定之檢查紀錄

表執行。 

十、應妥適安排旅遊行

程，不得使遊覽車駕

駛違反汽車運輸業管

理法規有關超時工作

規定。 

得搭載其他旅客」規

定，係為保障旅遊避

免讓非旅行團旅客之

他人搭乘致影響旅行

團旅客權益，無涉旅

行業使用遊覽車規

範，故將之移列至第

十款單獨規範之。 

三、為利旅客知悉旅行業

者安排及執行之行程

內容是否妥適及符合

契約約定，爰於現行

第十款增訂旅行業應

揭露行程資訊(包含

旅遊行程名稱、出發

地點、日期、旅遊天

數、行程表等)，並移

列第十一款。 

第五十三條之二  旅行業依

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應於十日內，依交通部觀

光局規定之格式填報保單

資料。 

 一、本條新增。 

二、查本條例第三十一條

及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五十三條均課予旅行

業辦理旅遊應負有投

保履約保證保險之義

務。有無投保履約保

證保險屬確保旅遊交

易安全之重要手段，



 
 

交通部觀光局亦於官

方網站上公布業者相

關投保資訊，目前操

作方式係由旅行業者

至交通部觀光局第二

代旅行業管理系統填

報保單資料，為使業

者落實填報及保障消

費者權益，新增本條

規定。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六條  旅行業違反第 

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二

項、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

四項、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

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

一、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

八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

第三項、第四十一條至第四

十四條、第四十九條、第五

十二條第一項、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第六十二條之規定

者，由交通部觀光局依本條

例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按旅行業違反本規則

規定之義務，係依本

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處罰之，考量

本條例第六十七條另

規定「依本條例所為

處罰之裁罰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交通部業依前揭授權

訂定發展觀光條例裁

罰標準，重複規定並

無實益，爰予刪除。 

第五十七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旅行業僱用之

人員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三

十七條、第四十條第二項、

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第五十條第二款、第

四款至第七款之規定者，由

交通部觀光局依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規定處罰。 

一、本條刪除。 

二、按旅行業僱用之人員

違反本規則規定之義

務，係依本條例第五

十八條規定處罰之，

考量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另規定「依本條例

所為處罰之裁罰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交通部業依前

揭授權訂定發展觀光

條例裁罰標準，重複

規定並無實益，爰予

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