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遊艇帆船協會
遊艇務實進階訓練各項課程
本進階訓練係設計給對遊艇實際航行有興趣之民眾及已考取遊艇或動力小
船執照者, 旨在有監督的情況下, 培養水手們 增加其海上實際操作技能, 具備
獨立操作遊艇之實力並強化海上航行安全.
課程內容包含目前實際航行海上及從事遊艇遊憩所需之各項技能, 包含河流及
海上航行注意事項, 包含目測航行及儀器導航, 錨泊, 人員下水遊憩, 拖帶遊樂
器具, 夜間航行, 進出港報備實務, 中長距離航行等.
本進階課程考慮受訓人員吸收能力及操作安全, 採漸進式教學, 各級課程均設有
前級資格要求, 參加任何一級訓練並達到表現要求者, 即可獲得本會頒發認證之
證書, 完成河域或海域訓練者, 得於本會國際網站註冊為水手或船長, 全程受完
本訓練達到表現要求者為本會獨立船長並符合資格租用本會船隻自駕.
本進階課程分六個階段:
前三階段為內河水域課程, 包含..
TIYC-201 淡水河內河航行-華江碼頭至淡水渡船頭
出發點: 忠孝碼頭. 練習時間: 8 小時(2 小時學科,6 小時以上實作). 餐飲: 中餐(船
上便餐). 使用船隻: 領袖 168 號, 6 號, 8 號, （預計六月啟用之領袖 66 號,領袖 88
號）. 內容: 潮汐計算, 方位辨識(地形地物及建築物標示), 航跡運用, 淺灘區及危
險區域標示. 費用:15,000.-/人.
TIYC-202 基隆河內河航行-忠孝碼頭至錫口碼頭
出發點: 忠孝碼頭. 練習時間: 8 小時(2 小時學科, 6 小時實作). 餐飲: 中餐(船上便
餐). 使用船隻: 領袖 168 號, 6 號, 8 號, （預計六月啟用之領袖 66 號,領袖 88 號）.
內容: 潮汐計算, 方位辨識(地形地物及建築物標示), 航跡運用, 淺灘區及危險區
域標示. 費用:15,000.-/人.
TIYC-203 夜間內河航行-忠孝碼頭至淡水渡船頭
出發點: 忠孝碼頭. 練習時間: 5 小時(1 小時學科, 4 小時實作). 餐飲: 飲料輕食(船
上). 使用船隻: 具備航儀之領袖 168 號（預計六月啟用之領袖 66 號,領袖 88 號）.
內容: 潮汐計算, 方位辨識(地形地物燈光及建築物標示), 航跡運用, 淺灘區及危
險區域標示. 費用:15,000.-/人.

* 前三階段訓練結業取得認證者, 得為內河船長資格, 可租用本會船隻自駕於內
河水域.
TIYC-20R 同時報名參與前述三級河域訓練一次繳費者優惠價 32,000.後三階段為沿海岸水域課程, 包含..
TIYC-204 沿岸航行: 淡水漁人碼頭-翡翠灣.
出發點: 淡水漁人碼頭. 練習時間: 12 小時(2 小時學科, 10 小時實作). 餐飲: 中餐
(船上便餐). 使用船隻: 錦波 1 號, 2 號, 領袖 168 號(備用船). 內容: 潮汐計算, 風
力浪況預估, 激流區注意事項, 進出港報備, 錨泊注意事項, 人員下水遊憩注意
事項, 水上活動器材拖帶注意事項, 方位辨識(地形地物及建築物標示), 航點設
定, 淺礁區及危險區域辨識. 費用:24,000.-/人.
TIYC-205 沿岸航行: 淡水漁人碼頭-當季海釣水域.
出發點: 淡水漁人碼頭. 練習時間: 9 小時(1 小時學科, 8 小時實作). 餐飲: 中餐(船
上便餐). 使用船隻: 錦波 1 號, 2 號, 領袖 168 號(備用). 內容: 潮汐計算, 風力浪
況預估, 進出港報備, 漁場及魚訊概述, 海釣方式練習(沉底,拖釣), 方位辨識(地
形地物及建築物標示), 航點設定, 淺礁區及危險區域辨識. 收費:24,000.-/人.
本項另含 4 小時之海洋保育及法規講習.
TIYC-206 夜航及船宿: 淡水漁人碼頭-碧砂遊艇港.
出發點: 淡水漁人碼頭. 練習時間: 24 小時(一個白天一個夜航). 餐飲: 早中晚餐
(早中餐船上使用, 晚餐岸上使用). 使用船隻: 慧發號. 內容: 潮汐計算, 風力浪
況預估, 夜間方位辨識(航儀,燈標), 航點設定, 進出港報備, 淺礁區及危險區域辨
識. 收費:30,000.-/人.
* 前三階段訓練結業取得認證者, 得為沿海船長資格, 可租用本會船隻自駕於內
沿海水域.
TIYC-20S 同時報名參與前述三級海域訓練一次繳費者優惠價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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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訓練期間無需持有駕照, 未來租船自駕則需備有駕照。
二、實作訓練以每船五名學員為上限。
三、訓練船隻以當日實際調度為主。
四、受訓合格者將取得本會相關認證。
五、完成各級河海訓練亦同時取得本會租船會員 優惠資格。
六、每個等級均需提示前級資格, 不得越級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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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租船會員資格後之各項優惠
1. 於本會合格水手網站中獲得(船長)專屬航海記錄空間, 部分資訊為公開(以備
其他租船公司查詢), 可自行記錄每次出海的航海日誌, 累積個人航海資歷.
完成 TIYC-203 獲贈免費空間一年
完成 TIYC-206 加贈免費空間兩年
本網站將於民國 105 年 7 月上架, 年滿後每年需繳維護費 500 元(當年度有租
船兩日以上則可延續會員資格, 不需另繳交維護費).
2. 可以優惠價租用本會各級遊艇自駕(亦可加聘本會專業船長), 以下租金已含
乘員保險, 但不包含油料, 各船租用費如下..
A. Jeanneau Merry Fisher 755

Merry Fisher 695 marlin

造價:365 萬 引擎:Yamaha 200Hp(marlin 海釣船配 150 Hp) 導航,漁探,VHF,音響,
冰箱,電動錨機, 廁所,遮陽蓬 最多可乘 8 人(建議乘坐 6 人較寬鬆).
租金: 例假日: 25000.-/日, 14000.-/半日. 平日:20000.-/日, 11000.-/半日. (含船長)
會員: 例假日: 16000.-/日, 8000.-/半日. 平日: 10000.-/日, 5000.-/半日. (不含船長)

B. Jeanneau Cap Camarat 5.5cc

造價:150 萬 引擎:Yamaha 115Hp 導航,漁探,VHF,廁所,遮陽蓬, 最多可乘 6 人(建議
乘坐 5 人較寬鬆).

租金: 例假日: 18000.-/日, 9000.-/半日. 平日: 15000.-/日, 8000.-/半日. (含船長)
會員: 例假日: 9000.-/日, 5000.-/半日. 平日: 7000.-/日, 4000.-/半日. (不含船長)
C. 領袖 168 號 台灣製 駕訓用船 圖後方顏色較白者

造價:150 萬 引擎:Mercury 115Hp 導航,漁探,VHF,最多可乘 8 人(本船為簡配船,其
空間較大, 適合遊河及海釣 ).
租金: 例假日: 18000.-/日, 9000.-/半日. 平日: 15000.-/日, 8000.-/半日. (含船長)
會員: 例假日: 10000.-/日, 5000.-/半日. 平日: 8000.-/日, 4000.-/半日. (不含船長)
C. 領袖 6, 8 號 台灣製

如上圖前方小船

造價: 65 萬 引擎:Mercury 50Hp, VHF, 遮陽蓬最多可乘 5 人(本船為簡配船, 適合
遊河).
租金: 例假日: 15000.-/日, 6000.-/半日. 平日: 9000.-/日, 5000.-/半日. (含船長)
會員: 例假日: 6000.-/日, 4000.-/半日. 平日: 5000.-/日, 3000.-/半日. (不含船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