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遊艇帆船協會 

附設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營業級考照班 107201 期）招生簡章 

本訓練班核准立案機關：交通部    核准文號：交航字第 0960058392 

※免付費報名專線: 0800-817-168 

招生辦事處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二段 18 號 5 樓之 6     電話：02-28050123    

◎台北教室 -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25 號 7 樓之 11(泰華商業大廈)。 

            (可搭乘客運：262 區、604 至中華路北站或 15、22、605、287 至重慶南路一段

下車，均往博愛路方向，步行 5 分鐘即可。) 

◎術科場地 - 忠孝碼頭。 

           (可搭乘客運或捷運: 搭乘中和新蘆線至「捷運台北橋站」或搭乘 221、261、306、

659、704、1207 至「天后宮站」步行，均往忠孝碼頭指標即可。)    

招生人數：本期預定招生人數為 20 名。 

訓練課程： 

    學科包含：海事法規與避碰規則、航海常識、船機常識、船藝與操船、氣(海)象常識及通訊 

通訊          與緊急措施等六項(學科教室同上班址)。 

實作包含：離岸、直線前進、後退、轉彎、Ｓ型前進、人員搜救及靠岸等七項 

         (新北市忠孝碼頭 淡水河水域)。 

訓練時間：每班三週，共計 96 小時。  

        學科..每週之週二、三、四、五 1800~2200，三週共計 48 小時。 

        實作..每週之週六、日 0800~1700 (1200~1300 午休)；三週共計 48 小時。 

參訓資格：年滿十八歲未滿六十五歲之我國國民，符合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體格檢查合格者。 

收費基準：每梯次每人新台幣 25,500.-元整。 

費用包括：套裝教材、保險（200 萬+3 萬醫療），學、術科教學費用，實習船隻費用等；並不

包括考照、交通費及餐飲費。 

銀行：玉山銀行-基隆分行 

戶名：台灣遊艇帆船協會 

帳號：0783-440-006180 

金額：$25,500 

退費規定: 

 依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之「台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三十三條暨有關規定辦理                                                         

(一) 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 - 退百分之九十五。               (二) 第五十九日至第八日以前 - 退百分之九十。    

(三) 第七日至第一日以前 - 退百分之八十。                   (四) 實際開課日期第二次上課前 - 退百分之七十。    

(五) 第二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三分之一期間內 - 退百分之五十。 (六) 逾全期三分之一 - 不予退費。           

(以上皆以當期實際繳納之學費為依據。)   

※上課前後未能通過體格檢查者，如已繳費，全數退還已繳費用 

報名方式： 1 . 現場報名 : 到本會招生辦事處，繳交報名表及學費後，即完成報名手續; 

                         並於報到時領取收據及專用體檢表( 至公立醫院體檢 ) 。 

           2 .通訊報名 : ATM 轉帳繳費，回傳收據及基本資料完成報名手續。 



營業級考照課程配當表 

日期 時間 項目 內容 教練 

學科【48H】 

3/6(二) 18:00~22:00 海事法規與避碰原則 我國小船相關法規及規定  

3/7(三) 18:00~22:00 海事法規與避碰原則 航海禮節、避碰規則等  

3/8(四) 18:00~22:00 航海常識 海圖判讀、羅經 
及導航標誌說明  

3/9(五) 18:00~22:00 氣(海)象常識 潮汐、蒲福氏風級 
及氣象圖判讀  

3/13(二) 18:00~22:00 船機常識 船舶推進系統、內燃機常識 
及故障排除  

3/14(三) 18:00~22:00 船藝及操船 船舶結構、繩結、錨纜常識 
及舵效與操船技巧  

3/14(四) 18:00~22:00 航海常識 海圖判讀、羅經 
及導航標誌說明  

3/16(五) 18:00~22:00 氣(海)象常識 潮汐、蒲福氏風級 
及氣象圖判讀  

3/20(二) 18:00~22:00 通訊與警急措施 無線電 EPIRB 使用、 
求生與急救及滅火  

3/21(三) 18:00~22:00 船機常識 船舶推進系統、內燃機常識 
及故障排除  

3/22(四) 18:00~22:00 船藝及操船 船舶結構、繩結、錨纜常識 
及舵效與操船技巧  

3/23(五) 18:00~22:00 學科總複習 模擬全程學科測驗  

備註：1、每科目最後一節課複習該科重點及題庫測驗(營業級)。 
2、訓練教材：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實務暨考照指南及交通部動力小船測驗題庫。 

術科【48H】 

日期 時間 項目 內容 教練 

3/10(六) 08:00~12:00 
13:00~17:00 

直線前進、後退、
離岸、靠岸 操船基礎及離、靠岸練習  

3/11(日) 08:00~12:00 
13:00~17:00 

轉彎、S型前進 
離岸、靠岸 操舵及離、靠岸練習  

3/17(六) 08:00~12:00 
13:00~17:00 

人員搜救 
離岸、靠岸 人員搜救及離、靠岸練習  

3/18(日) 08:00~12:00 
13:00~17:00 

人員搜救 
離岸、靠岸 人員搜救及離、靠岸練習  

3/24(六) 08:00~12:00 
13:00~17:00 模擬全程術科測驗 模擬全程術科測驗  

3/25(日) 08:00~12:00 
13:00~17:00 模擬全程術科測驗 模擬全程術科測驗  

訓練船舶   營業級使用領袖 168 號。 
  操船課程術科教練得視學員學習情況適度調整。 



台灣遊艇帆船協會 

附設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營業級考照班 2A107201 期）報名表 

     * 必填                                          編號： 由本中心填寫 

* 姓 名 
  

 

 

 

一吋照片正貼 

 

 

 

照片須符合我國 

證照使用標準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符） 

 

* 性別 
    □男      □女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傳真： 

* 電子信箱  

* 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緊急連絡人   * 電  話  

*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基隆分行 

戶名：台灣遊艇帆船協會  

帳號：0783-440-006180 

金額：25,500 

*  簽   署 

本人在此證明以上所填寫資料確實無誤，並同意遵守 

台灣遊艇帆船協會附設 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 

之各項規定，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簽章：                       年   月   日  

本會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二段 18 號 5 樓之 6  TEL: 02-28050123  FAX:02-28055777 

  

  ＊說明： 

       一、本報名表之各項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二、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 

       三、報到時須繳交一吋照片 7 張(請繳交六個月內近照，照片背面請註明姓名)。 

       四、上課前後未能通過體格檢查者，如已繳費，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五、請於報名表繳交後一週內完成繳款手續，時限內未完成將視為取消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