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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船員法第七十五之六條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遊艇駕駛：指駕駛遊艇（包含自用遊艇與非自用遊艇）之人員，分為一等遊艇駕駛及

二等遊艇駕駛。 

二、一等遊艇駕駛：指駕駛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遊艇之人員。 

三、二等遊艇駕駛：指駕駛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遊艇之人員。 

四、動力小船駕駛：指駕駛動力小船之人員。 

五、助手：指隨船協助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處理相關事務之人員。 

六、遊艇駕駛執照：指駕駛遊艇之許可憑證。 

七、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指駕駛自用動力小船之許可憑證。 

八、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指駕駛營業用動力小船之許可憑證。 

九、二等遊艇與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學習證：指遊艇與動力小船學習駕駛之許可憑證。 

十、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 

 

第 三 條   軍事建制之艦艇及漁船不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得將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之管理事項委任當地航政機關辦理。 

第 五 條   本規則所稱訓練水域管理機關，係指依法對各該水域遊憩活動有管轄權之下列

機關： 

一、遊艇與動力小船航行之水域位於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為該水域之管理

機關。 

二、遊艇與動力小船航行之水域位於商港、漁港管轄地區者，為該港管理機關。 

三、遊艇與動力小船航行之水域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水域者，為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 

 

第 六 條   航行中之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安全配額如下： 



一、遊艇人員配額： 

(一)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者：駕駛一人，助手一人。但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位五以上之

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不設助手。 

(二) 全長滿二十四公尺以上者：駕駛一人，助手二人。但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位五以上

之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不設助手。 

二、動力小船人員配額： 

(一) 總噸位未滿五者：駕駛一人。 

(二) 總噸位五以上，未滿二十者：駕駛一人，助手一人。但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

不設助手。 

 

 

第 二 章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之資格條件 

第 七 條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之年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遊艇駕駛、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年齡滿十八歲。 

二、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年齡滿十八歲，未滿六十五歲。 

三、遊艇與動力小船助手：年齡滿十六歲。 

四、二等遊艇與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年齡滿十八歲。 

 

第 八 條   參加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測驗申請書。 

二、最近六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 

三、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護照正本，驗後發還。 

四、體格檢查證明書。 

五、學經歷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第 九 條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助手體格檢查合格基準如下： 

一、視力：在距離五公尺，以萬國視力表測驗，兩眼裸眼視力均達零點一以上，且兩眼之

矯正視力均達零點五以上者。 

二、辨色力：能辨別紅、綠、藍三原色者。 

三、聽力：無聽力不良致不堪勝任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工作者。 

四、疾病：無患有傳染病防制條例所定傳染病且無心臟病、癲癇、精神疾病、語言機能障

礙、運動機能障礙等足以影響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工作之疾病。 

 

第 十 條   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駕駛體格檢查合格基準如下： 

一、視力：在距離五公尺，以萬國視力表測驗，兩眼裸眼視力或矯正視力達零點五以上者。 

二、辨色力：能辨別紅、綠、藍三原色者。 

三、聽力：無聽力不良致不堪勝任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工作者。 

四、疾病：無因疾病或身體障礙致不堪勝任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工作之疾病。身體有

障礙，其障礙經以其他方法補救或矯正後，已不致影響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工作

者，判定為合格。 



 

第 十一 條   參加二等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測驗之體格檢查，應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之教學醫院或公立醫院辦理。 

     前項體格檢查之證明書（如附表）有效期限為十二個月。 

第 十二 條   具有下列學經歷證明文件之一者，得參加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

驗： 

一、公私立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以上之航海、駕駛、漁撈、輪機等科系畢業。 

二、曾在動力之船舶、公務艦艇、漁船艙面或輪機部門服務一年以上，並持有相關資歷文

件可資證明。 

三、曾在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訓練合格，領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

船駕駛訓練結業證書。 

四、領有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證三個月以上。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海洋休閒觀光等科系畢業。 

 

具有下列學經歷證明文件之一者，得參加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 

一、曾在主管機關認可之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舉辦營業用動力小船訓練合格，領有營業

用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結業證書。 

二、曾領有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滿一年。 

三、曾領有二等遊艇駕駛執照滿一年。 

四、曾領有漁船三等船長以上執業證書。 

五、曾領有商船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職務之適任證書。 

六、曾任海軍艙面或輪機航行值更官二年以上，並領有艙面或輪機航行值更官合格證書。 

 

第 十三 條   具有下列經歷證明及訓練者，得申請核（換）發一等或二等遊艇駕駛執照： 

一、申請換發二等遊艇駕駛執照之資格者： 

(一) 領有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滿一年。 

(二) 領有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三) 領有漁船二等船副以上執業證書。 

(四) 領有商船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職務之適任證書。 

(五) 曾任海軍各級艦長一年以上。 

二、申請核發一等遊艇駕駛執照之資格，須領有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或二等遊艇駕駛執照

滿一年，並由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駕駛訓練機構施以一等遊艇駕駛之學科訓練及實作

訓練，並經結訓合格領有證明文件。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參加一等遊艇駕駛之學科訓練： 

一、領有商船三等船長以上航行員之考試及格證書、適任證書或岸上晉升訓練合格之證明

文件。 

二、領有漁船漁航員一等船長或二等船長之執業證書。 

三、曾任海軍各級艦長一年以上。 

本規則修正發布前，現職服務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遊艇，並擔任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航行

員者，得檢送服務該輪證明及有效期限一年內之體格檢查證明書等相關文件，向當地航政



機關申請核發一等遊艇駕駛執照。 

 

第 十四 條   學習駕駛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應由持有二等遊艇或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

執照之駕駛，在船指導監護學習駕駛。 

    前項學習駕駛自用動力小船，應在當地水域管理機關指定之水域及時間內學習駕駛。 

    學習駕駛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應遵守水域航行安全之相關事項。 

 

第 十五 條   申領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證，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當地航政機關申請核發： 

一、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六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 

三、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護照正本，驗後發還。 

四、體格檢查證明書。 

五、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同意指派指導人之同意書、訓練用船及其駕照資料。 

  申領二等遊艇駕駛學習證，除應具備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文件外，另須檢附自主學習計

畫書。 

  自用動力小船或二等遊艇學習駕駛證之有效期間，自發證之日起以一年為限。 

 

 

第 三 章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之申請、開班及評鑑 

第 十六 條   申請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之機構，依第十七條規定向當地航政機關提

出申請籌設，並經主管機關核可後，得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 

第 十七 條   申請籌設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應擬具營運計畫書及其附件向當地航

政機關申請會勘合格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籌設。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名稱及組織章程草案。 

二、班址及班舍位置略圖。 

三、擬設訓練班別、訓練課程、訓練期限、全期上課總時數及教材大綱。 

四、負責人、師資身分資料，及其有關之證明文件。 

五、預定訓練水域及使用土地與建築物位址。 

六、訓練設備明細項目。 

七、預估每年成本及擬收取之每學員費用。 

八、土地及建築物之登記簿謄本。但該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目的者，得免提出。 

九、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權同意書。 

十、須經訓練水域管理機關依法許可者，其核發之許可文件或水域活動管理機關核發之非

專用同意文件。 

  第一項訓練機構應於許可籌設後六個月內完成籌設，並報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

可營業。 

  第二項所列事項有變更者，應檢具有關文件報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 

 

第 十八 條   前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指訓練課程包含學科及實作如下： 



一、一等遊艇駕駛訓練課程： 

(一) 學科：航海實務與氣（海）象概要、船藝實務與法規、通訊與緊急措施、船機概要

等四項。 

(二) 實作：離（靠）碼頭、內水（與沿岸、近海）航行、海上艘救等三項。 

二、二等遊艇駕駛與動力小船駕駛訓練課程： 

(一) 學科：避碰規則與海事法規、航海常識、船機常識、船藝與操船、氣（海）象常識

及通訊與緊急措施等六項。 

(二) 實作：離岸、直線前進、後退、轉彎、S 型前進、人員搜救及靠岸等七項。 

 

第 十九 條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所指師資包含學科及實作，其資格如下： 

一、一等遊艇駕駛學科師資，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公私立學校航海、輪機相關科系教師。 

(二) 曾擔任我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二年以上教師。 

(三) 領有一等船副以上船員適任證書，具備證載海勤資歷一年以上者。 

二、一等遊艇駕駛實作師資，除應符合前款資格之一者外，並應持有一等遊艇或營業用動

力小船駕駛執照一年以上。 

三、二等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學科師資，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公私立學校航海、輪機相關科系教師。 

(二) 曾擔任我國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班一年以上教師。 

(三) 航海、輪機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四、二等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實作師資，除符合前款資格之一者外，並應持有營業用動力

小船駕駛執照一年以上。 

 

第 二十 條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六款所指訓練設備明細項目包含訓練用船艇、課堂教室、適

量桌椅、掛圖、模型、書刊、影帶及多媒體教學設備等。 

  前項訓練用船艇規格如下： 

一、自用動力小船：全長須達五公尺以上。 

二、營業用動力小船及遊艇：全長須達十公尺以上。 

 

第二十一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經許可籌設後，應於六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申

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營業後，始得對外招生： 

一、申請書。 

二、訓練機構組織名冊。 

三、訓練機構組織章程。 

四、招生簡章。 

五、作業須知。 

  前項第四款招生簡章應載明核准立案之主管機關及核准文號、訓練班別全銜、班址、招生

人數、訓練課程、訓練時間、參訓資格、收費基準及退費規定。 

  第一項所列事項有變更者，應檢具有關文件報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於許可籌設期間對外招生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第二十二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之機構應於開班前五日，將

載明預計開班之日期及課程、教材、師資、設備、訓練水域管理機關核發之許

可文件、使用場地、收費基準之計畫書報航政機關備查後，始得開班訓練。 

   前項使用場地為租賃者，須檢附租賃合約書；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之機構提出之收費

基準應含成本分析。 

   第一項訓練機構應於開班後一周內，將參訓學員名冊報航政機關備查。 

   訓練機構對於完成訓練課程且經測驗合格者，應核發訓練結業證書，並報請航政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經許可籌設後，因不可歸責之特殊情形而未能於

六個月內籌設完成時，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報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

准予展延一次，並以六個月為限，逾期廢止其籌設許可。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理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之機構，得繼續辦理

動力小船駕駛訓練。 

 

第二十五條   經核准設立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之機構，主管機關除不定期派員前往

了解訓練情形外，並於每年八月依據其提報之年度計畫等相關資料辦理年度評鑑。 

 

第二十六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年度評鑑內容，應包括行政管理、師資、訓練用

船艇、教室、訓練場地、教材、教具、收費情形、學術科上課情形及研究發展

等。 

 

第二十七條   依據前條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之年度評鑑不合格者，限期改善並

報請複評，經二次複評不合格者，廢止其辦理遊艇或動力小船訓練之資格。 

    前項限期改善至複評通過前，不得招生訓練。 

 

 

第 四 章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與發證 

第二十八條   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實作測驗之船艇規格如下： 

一、自用動力小船之全長五公尺以上。 

二、遊艇與營業用動力小船之全長十公尺以上。 

前項測驗用船艇得由參加測驗者自備。 

 

第二十九條   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之應考科目為筆試及實作測驗，各科成績滿

分均為一百分，其及格標準各為七十五分。 

 

第 三十 條   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測驗範圍： 

一、筆試測驗：避碰規則與海事法規、航海常識、船機常識、船藝與操船、氣（海）象常

識及通訊與緊急措施等六項。 



二、實作測驗：離岸、直線前進、後退、轉彎、S 型前進、人員搜救及靠岸等七項。 

 

第三十一條   參加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其筆試或實作測驗有一項不及格者，

得於一年內申請再測驗不及格之項目。 

 

第三十二條   以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者，取消測驗資格，

已領駕駛執照者，註銷其駕駛執照。 

    冒名頂替代考者，取消測驗資格。 

 

第三十三條   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測驗之筆試及實作由航政機關辦理。 

    應考前項測驗及格者，由航政機關核發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第三十四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有效期間為五年。 

    申請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之年齡在有效期間內逾六十五歲者，以其滿六十五歲之日為效

期屆止日。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年齡滿六十五歲者，得申請換發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逾期未換發新照者，不得駕駛遊艇或動力小船。 

 

第三十五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異動登記及換發、補發，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當地

航政機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有效期間屆滿者，檢具換發執照登記申請書及體格檢查證明書，並附身分證影本、原

領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影本及最近六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申請換發新

照。 

二、姓名或其他身分事項變更者，檢具變更登記申請書，附身分證影本、原領遊艇或動力

小船駕駛執照及最近六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申請換發執照。 

三、住址變更者，檢具變更登記申請書，附身分證影本暨原領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申請註記。 

四、遺失或毀損者，檢具補發或換發執照登記申請書，附身分證影本、最近六個月內一吋

脫帽半身相片三張或毀損之執照，申請補發或換發，原遺失之執照作廢。 

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證之異動登記及換發、補發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 五 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辦理測驗所需之費用由所收之報名費項下開支。 

 

第三十七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申請測驗、核發、換發、補發證照及異動登記，應依下列

規定繳納報名費及證照費： 

一、報名費： 

(一) 自用動力小船駕駛測驗：未自備動力小船者，新臺幣一千元。 

(二)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測驗：未自備動力小船者，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三) 自用或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測驗：自備動力小船者，新臺幣五百元。 

(四) 二等遊艇駕駛測驗：未自備遊艇者，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五) 二等遊艇駕駛測驗：自備遊艇者，新臺幣五百元。 

二、證照費： 

(一)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及學習駕駛證之核發、換發、補發：新臺幣四百元。 

(二)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及學習駕駛證之異動登記：新臺幣二百元。 

 

第三十八條   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前已持有臺灣省政府或福建省政府核發之動力

小船駕駛證者，得檢具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文件，換發自用或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第三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