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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告及實施計畫各乙份(23864805_10730185100A0C_ATTCH2.docx、23864805_107

30185100A0C_ATTCH3.docx、23864805_10730185100A0C_ATTCH4.docx)

主旨：檢送本局公告之「2018獎勵旅行業推廣東北亞東南亞及港

澳至高雄旅遊住宿實施計畫」，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有關本公告內容另張貼於高雄市政府電子公報資訊網(htt

p://bulletin.kcg.gov.tw/)，旨揭實施計畫及相關申請

附件另置於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網站(http://khh.travel/Ne

ws.aspx?a=5&l=1)最新消息。

正本：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高雄市觀光協

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2018/01/11
13:39:30

局長 曾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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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獎勵旅行業推廣東北亞東南亞及港澳至高雄旅遊住宿實施計畫 

一、 目的：有鑑於近年來東北亞、東南亞及港澳市場逐漸成長，為鼓勵旅行業

者積極開發東北亞、東南亞及港澳客源，規劃高雄市套裝行程吸引組團遊

客，進而帶動本市旅客量增及觀光產業發展，並加強行銷高雄城市意象，

特依高雄市觀光行銷推廣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助辦法)之規定，訂定本實

施計畫。 

二、 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三、 法源依據：高雄市觀光行銷推廣補助辦法(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25 日高市

府觀行字第 10230326700 號令訂定)。 

四、 申請資格：本國合法設立之甲種以上旅行業。 

五、 補助條件： 

(一) 補助對象客源：東北亞(日本、韓國)、東南亞(新加坡、馬來西亞、菲律

賓、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寮國、印尼、汶萊、印度)及港澳(香

港、澳門)旅客，僅限團客。 

(二) 補助範圍：旅行社以上開東北亞、東南亞及港澳客源送客至本市旅遊觀

光，並於期間於本市合法旅館或民宿住宿至少一晚或連續兩晚。 

(三) 補助額度及條件：符合上述範圍者，申請單位須依下列額度及相關條件

提出申請，由主管機關覈實補助住宿費用。 

1. 於高雄旅遊並住宿一晚可申請補助住宿費，每位旅客新台幣 200 元

整(2 歲以下小孩不補助)。 

2. 於高雄旅遊並連續住宿兩晚可申請補助住宿費，每位旅客新台幣 400

元整(2 歲以下小孩不補助)。 

3. 每家旅行社補助額度(累計)不得超過新台幣 10 萬元整。 

4. 申請補助金額不得超過於高雄住宿的全部費用的二分之一。申請單

位應於計畫書中列明經費來源、支用項目及金額概估，並應列明自

籌款金額及向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 

(四) 組團送客期間：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定日起至 107 年 6 月 30 日止(旅

客實際住宿高雄期間須在 107 年 6 月 30 日前)。 

六、 受理申請期間：主管機關自本實施計畫公告日起受理申請，至 107 年 6 月

20 日止(或預算用罄)，以主管機關收件日期為憑。 

七、 本計畫如經費額度用罄時，主管機關得隨時公告停止受理。 

八、 受理申請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行銷科，地址：83001 高雄市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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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光復路 2 段 132 號 1 樓，電話：07-7995678＃1513-1518，傳真：

07-7409705。 

九、 申請方式： 

(一) 本計畫採事前申請、事後核銷程序辦理。 

(二) 申請程序： 

1. 申請單位應以公文並檢附以下文件函送主管機關，以郵寄或親送方

式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主管機關將依申請先後順序受理，如經費

額度用罄時，主管機關則停止受理。 

(1) 補助申請書。 

(2) 計畫書：須包含旅遊行程內容、人數、行程日期、經費表、團員

名單等。 

A. 旅遊行程： 

I. 住宿一晚的行程須列出至少兩個高雄觀光景點，連續住

宿兩晚的行程須列出至少三個高雄觀光景點。 

II. 凡屬消費性質者(例如伴手禮店、藝品店、珠寶店、購物

中心、百貨公司、夜市等)，一律算做一個景點；佛光山

及佛陀紀念館因性質相近同算一個景點；大樹舊鐵橋及

三和瓦窯因地點相近算一個景點，旗津相關景點(海鮮街、

天后宮、砲台、燈臺、風車公園、彩虹教堂等)皆屬同一

個景點。 

B. 住宿房型可有兩人房、三人房、四人房不等，請於計畫中列

明清楚。 

C. 請務必清楚詳列配合之合法飯店或民宿，未於計畫書中載明

之飯店或民宿，將不予補助。 

(3) 交通部核准設立之旅行業相關文件(須加蓋公司大小章及「與正

本相符」字樣)。 

2. 申請單位須確定有團方可申請(可一案一團或一案多團)，申請單位

於申請時須檢附團員名單。 

3. 申請單位今年如有通過申請卻未出團之紀錄，主管機關將不再受理

該申請單位今年度申請相關補助。 

4. 申請單位須於出團三天前(不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來函申請，如少於

三天，不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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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案件須經主管機關核可後始完成備查，申請結果由主管機關以

書面公文通知申請單位，如申請單位於主管機關核可前逕行出團，

應自負不予補助之風險。 

(三) 申請文件不齊者，由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逾期不補正者，主管機關

得駁回申請。 

十、 請款核銷： 

(一) 申請核銷時間： 

1. 每一案全部執行完後(出團後)，即可申請該團之補助款，申請單位須

於出團後 10 日內(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檢送核銷資料，逾期不予受

理。 

2. 如核銷資料缺漏不全，經主管機關通知當日起，申請單位須於 10 日

內(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補正，逾期不予受理。 

3. 如經補正仍資料缺漏不全，經主管機關第二次通知當日起，申請單

位須於 7 日內(含例假日及國定假日)補正，逾期不予受理，如補正資

料仍缺漏不全，主管機關不予補助。 

(二) 申請單位應填寫以下表格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向主

管機關請領補助款項。 

1. 核准備查公文影本。 

2. 核准補助項目及金額明細表。 

3. 補助項目支出原始憑證，即住宿單據(須提供發票正本，申請單位即

旅行社為買受人，由旅館飯店開立發票給旅行社)。 

4. 成果報告表 

(1) 實際參與的團員名冊： 

A. 應有姓名、護照號碼、生日、國籍別等(缺一不可)，如為台

灣國籍不予補助，工作人員(領隊、導遊、司機)及 2 歲以下

小孩不補助。 

B. 全案如逾核定人數仍以核定人數核發補助費，如少於核定人

數則依照片的實際人數(最低人數)核發補助費。 

(2) 旅客於高雄景點的團體照片： 

A. 申請單位應依所提計畫書之行程所列之高雄景點執行出團

並拍團體照，方得核銷。 

B. 每一團都須檢附旅客於高雄景點的團體照片，申請一晚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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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費須檢附至少兩個高雄景點照片，申請連續兩晚住宿補

助費須檢附至少三個高雄景點照片。 

C. 照片應清楚不模糊，不得為旅客背面照，且能明顯辨識旅客

臉孔、人數及所在高雄景點。 

D. 任何一團缺少照片，則該團不予補助。 

5. 旅行業責任保險證明影本(須與正本相符)。 

6. 切結書。 

7. 領據(由申請單位旅行社開給主管機關)。 

8. 申請單位匯款帳號影本。 

請注意：以上各文件缺一不可，文件漏缺或內容不完整將不予核撥補助

款。 

(三) 表件不全者，主管機關得請申請單位限期補正乙次，未於規定期限內補

正者，主管機關得駁回，不予補助。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本實施計畫之補助項目僅限住宿費。 

(二) 主管機關審核原則： 

1. 計畫之創意性、可行性及完整性。 

2. 計畫之規模及推動方式。 

3. 預期成果及效益。 

4. 經費編列之合理性。 

5. 計畫如何有助旅客量增、促進高雄觀光發展。 

(三) 經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非經主管機關同意，不得變更原核准計畫內容

及經費規模；其經主管機關同意變更者，以一次為限。 

(四)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申請人因申請案件所製作之圖表、文

字、影音等相關資料及所取得之成果資料，應授權主管機關於辦理觀光

行銷推廣活動時，得無償為任何方式之使用。 

(五) 申請單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一部

或全部，並以書面行政處分追繳其金額： 

1. 申請文件虛偽不實。 

2. 拒絕接受主管機關之查核。 

3. 計畫執行成效未達預期效益。 

4. 未依核准計畫執行或支用經費有虛報、浮報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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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違反本實施計畫、補助辦法或其他法令規定。 

(六)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計畫執行情

形；必要時，並得要求申請人提出相關資料或書面報告，申請人不得拒

絕。 

十二、 本實施計畫經主管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隨

時修正或另行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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