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應新冠肺炎旅宿業防疫作為
與振興方案

簡報單位：觀光旅遊局

日 期：1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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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月5日衛生福利部疾管署召開「因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專家
諮詢會議」，並於1月15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 號公告，
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1月22日本府觀光旅遊局迅速作出反應，開全國首例函請轄
內旅宿業，作出因應對策並提供協助。相關措施包括一線人
員全面配戴口罩、協助取得防疫物資…等。

其他作為產業協助、防疫宣導、防疫整備、振興措施、紓困
協助等。



貳、安心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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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舉辦「安心旅宿」記者會向外界宣導說明。

277家申請，213家通過(4月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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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中市安心旅宿防疫期間接待旅客標準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本市轄內現有512家旅宿業，只要主動實施防疫標準作業流程，經公協會
初審並由觀旅局複審通過即核發「安心旅宿」標章。

貳、安心旅宿

一、旅宿業超前佈署，公私部門合力抗疫。

二、協助旅宿業者訂定防疫標準作業流程，為遊客的住宿安全把關。

三、安心旅宿提供一般遊客或居家檢疫/隔離者的家屬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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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居家檢疫/隔離家屬住宿優惠補助（1/2）

居家檢疫/隔離者家屬住旅館(民宿)，中市府補助每戶新臺幣
5,000元，簡要說明如下：

一、資格：設籍本市滿三個月以上，持有居家檢疫/隔離

通知單之同戶家屬(二親等內血親或姻親)。

二、申請條件：於居家隔離通知書或居家檢疫通知書上所

載明之隔離、檢疫期間開始日起，連續14天入住同一

家本市合法旅館業或民宿。

三、補助經費：新臺幣5,000元。

四、受理單位：由戶藉所在地公所收件。

五、受理申請期間：

1.溯及109年3月19日適用。

2.於住宿結束日次日起二年內皆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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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居家檢疫/隔離家屬住宿優惠補助（2/2）

1 申請書

2
受隔離或受檢疫者之「居家隔離通知書」或「居家
檢疫通知書」影本。

3 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及同居親屬切結書。

4 申請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

5 入住本市同一家合法旅宿之發票(收據)正本

6 申請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受理申請
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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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整備(1/4)

日期 防疫整備

4月6日
觀旅局林主任秘書帶隊稽查非法日租業者，

杜絕防疫漏洞。

4月2-5日
連續假期期間，針對轄管旅服（遊客）中
心，每日請清潔公司進行全面消毒。

4月1日

盧市長親自視察「安心旅宿」認證作業辦
理情形，檢核旅宿業者防疫清潔工作落實
情況，同時強調防疫工作超前佈署，以及
住宿安全把關等工作之重要性。

4月1日
針對大坑步道各容易群聚民眾之地點（如
觀音亭、黑松亭等）張貼禁止群聚炊食公
告，避免疫情擴大。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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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整備(2/4)

日期 防疫整備

3月31日

強化轄管臺鐵臺中車站、高鐵臺中站、臺中國際機場、石岡、
大甲鐵砧山及大安濱海等6處旅遊服務中心防疫工作，於詢問
櫃台周圍均以不鏽鋼伸縮圍欄區隔遊客及旅服工作人員，保持
諮詢距離。對於進入之遊客量測體溫及噴酒精消毒雙手。

3月30日

草悟廣場委外廠商草悟股份有限公司於草悟道旅服中心門口張
貼「若有發燒、咳嗽症狀及未確時戴好口罩者請勿進入」公告，
並於旅服櫃檯前設置不鏽鋼伸縮圍欄柱，讓旅客與旅服中心工
作人員保持適當距離，落實防疫工作。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10

防疫整備(3/4)

日期 防疫整備

3月28日
已成立本市第五處居家檢疫替代所，總收容人數240人，會

同衛生局、民政局及台中醫院完成會勘及接待防疫衛教訓練。

3月24日

推動本市「安心旅宿」，向旅客宣傳本市旅宿業已做好防疫

清潔消毒作業，讓住宿旅客安心入住。本局將持續輔導更多

家業者參加並落實督導。

3月20日
中央申請「為因應防疫旅宿措施及執行任務宣導等補助案」，

爭取300萬元經費挹注，提升成效。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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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整備(3/4)

日期 防疫整備

3月3、4日

聘請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及大甲光田醫院感染控制科陳俊志醫師擔

任講座，辦理防疫衛教及危機處理講習訓練，強化本市觀光產業

防疫實務知識及危機應變能力。

1月31日 協助本市511家旅宿業第一線服務人員之口罩需求數。

1月26日
發通知予本市旅宿業者提升防疫等級，要求第一線服務人員戴口

罩、勤洗手、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並於電子媒體露出。

1月22日
函文本市各旅宿業者開始執行防疫作為，主動為每位入住旅客量

額溫，有發燒者詢問其旅遊史，發現疑似患者即須通報。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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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防疫宣導

4月6日 發佈觀旅局林主任秘書帶隊稽查非法日租業者新聞稿，杜絕防疫漏洞。

4月4日 發佈防疫無假期旅服中心全面消毒新聞稿，提供遊客安心諮詢環境。

4月2日
發佈秋冬遊自由行住宿優惠活動全數審查通過新聞稿，觀旅局加派人

力加速辦理補助款審核作業，減低業者資金壓力。

4月1日

發佈安心旅宿業者按SOP強化防疫措施新聞稿，開放一般遊客、居家

檢疫及隔離者的家屬入住，261家旅宿業者申請、188家審核通過「安

心旅宿」認證標章，民眾可安心入住。

防疫宣導(1/5)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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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防疫宣導

4月1日

發佈入住台中「安心旅宿」宣傳人宿民宿，

並於防疫期間鼓勵民眾多走出家門，從事

戶外非群聚性活動，增進親子情誼。

3月31日
發佈「安心旅宿」標章近200家飯店陪伴家

屬抗疫新聞稿。

3月31日

發佈推動本市旅宿業分級管理制度新聞稿，

減少合法旅宿業者因本府稽查產生之行政

成本。

3月29日

發佈全面強化6處旅遊服務中心防疫工作新

聞稿，詢問櫃台以不鏽鋼伸縮圍欄區隔遊

客及旅服工作人員，保持諮詢距離，遊客

進入並需量體溫消毒。

防疫宣導(2/5)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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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防疫宣導

3月29日 發佈推薦天涼泡湯台中好湯有優惠新聞稿。

3月26日

發佈兒童節與清明連假新聞稿，因應防疫期間民眾盛行自駕旅行，

觀旅局特別規劃「 山線鐵馬樂活之旅」、「海線生態套裝旅遊」、

「 屯區人文藝術之旅」、「都會繽紛采風之旅」、「 溫泉泡湯養

生之旅」共五大主題遊程設計供民眾參考。

3月25日

發佈「安心旅宿」標章新聞稿。訂定防疫標準、辦理防疫衛教講習

訓練，並根據中央防疫規範制訂台中市安心旅宿防疫期間接待旅客

標準作業流程，大幅強化旅宿防疫能力，提供審核通過的優質旅宿，

讓民眾可以輕鬆辨識、安心入住。

3月24日 發佈防疫救經濟安心旅宿補助5000元新聞稿。

防疫宣導(3/5)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15

日期 防疫宣導

3月19日
發佈「安心旅館」標章新聞稿，向旅客宣傳本市旅宿業已做好防疫

清潔消毒作業，讓住宿旅客安心入住。

3月3日 發佈舉辦講習新聞稿，邀請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疫起大作戰」。

2月23日
發佈跨界齊拼觀光新聞稿，市府、國旅協會與產業故事館共推安心

旅遊。

2月18日 發佈新聞稿宣導本市旅宿業及各大觀光景點持續積極落實防疫工作。

2月11日
發布中市府爭取旅宿業配發口罩新

聞稿，全力落實防疫工作。

2月7日

發佈防疫勿住日租套房非法旅宿之

新聞稿，向民眾宣導非法旅宿易成

為防疫死角，容易發生群聚感染，

切勿入住。

防疫宣導(4/5)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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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防疫宣導

1月28日

盧市長親自視察2020台灣燈會文心森林公園副展區之防疫工作，包

含：防疫衛教宣導、公共設施密集定時清潔消毒、加強備用口罩、

提供洗手液予遊客使用。此外要求同仁及工作人員加強自主健康管

理，落實防疫整備，讓遊客安全安心賞燈。

1月27日

林局長親自視察本局位在臺中車站、臺中高鐵站、臺中機場及石岡

等處旅服中心，責成值勤同仁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另外，草悟道遊

客中心、大坑風景區、鐵砧山風景特定區、大安濱海等處遊客中心

與觀光據點，加強防疫工作及張貼衛生局防疫宣導單。

防疫宣導(5/5)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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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協助(1/1)

日期 產業協助

3月27日

針對交觀局補助縣市政府辦理防疫旅宿
案，發文提案申請，期擴充本市防疫旅
宿(居家檢疫替代所)能量，滿足相關需
求。

3月26日

參加交觀局日管處召開之「鼓勵中台灣
地區成立DMO區域結盟」工作研商會議，
爭取未來中央補助發展區域觀光，期在
疫情趨緩後提振觀光發展。

3月23日

促成台灣國旅協會旅行社業者與本市產

業故事館協會合作，期於疫情趨緩景氣

復甦後，因應旅遊市場發展需求。

3月23日

促成台灣國旅協會旅行社業者與本市產

業故事館協會合作，期於疫情趨緩景氣

復甦後，因應旅遊市場發展需求。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帝國糖廠

審計新村

臺中刑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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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紓困協助

3月28日
完成國旅秋冬遊自由行住宿補助專案之審核及補助款之核撥，協助

旅宿業者共度因疫情衝擊產生現金短缺之難關

3月9日

協調地方稅務局研商訂定旅宿業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治條例草案。

協調農業局盤點農、漁會有提供旅宿業者承租建物者，給予租金優

惠或延期繳納，此外，協調水利局分期收繳溫泉取用費。

2月26日
朱副秘書長召開跨局處研商會議，盤點本府因應紓困措施，包含協

助業者紓困相關延繳税捐、減租及振興觀光等方案

2月10日
盧市長召開全國觀光產業產官學各界意見領袖會議，針對新冠肺炎

疫情防範、紓困、復甦振興等事宜研商因應對策。

紓困協助(1/1)

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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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日期 振興措施

3月18日

與台中市溫泉觀光協會舉辦記者會，宣布即日起至4月30日推

出泡湯99元等多項優惠，並宣傳本市溫泉業者已加強防疫措施，

遊客安心入住。

3月9日
邀集中彰投苗4縣市觀光首長及各觀光產業領袖，辦理「中台

灣觀光推動聯盟」成立研商會議，振興中台灣觀光經濟。

3月2日
拜會JTB與東南旅行社，力邀3月下旬赴本市踩線勘點，為疫情

趨緩觀光景氣復甦後之國際修學旅遊與國民旅遊預作準備。

振興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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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旅宿業防疫紓困與振興作為

日期 振興措施

2月25日
拜會台灣國旅協會理事長與重要幹部，力邀3月5日與本市觀光業
界座談，並洽談3月中下旬赴台中踩線與旅遊合作事宜

2月22日
與國旅發展協會合作，號召400位菁英成員到訪台中與本市產業故
事館協會交流、遊賞2020台灣燈會，宣示加強合作活絡國旅市場，
振興台中觀光。

2月16日
本局與日本溫泉美食健行機構首次合作共同辦理「2020漫活散策
in台中」，盼2020台灣燈會期間，吸引日客到訪本市賞燈之餘更
深度體驗舊城區獨有之自然風情、歷史文化及特色美食。

振興措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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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二、積極進行紮根及振興工作，致力與本府各局處

攜手完善各項軟硬體建設、跨域合作加強國內

外觀光交流推廣，俟疫情結束後，讓臺中的觀

光特色及品牌發光發熱。

一、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觀光產業，觀旅局將積極配合中央

及本府政策，做好各項防疫及紓困工作，協助觀光

產業渡過難關。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