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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辦理 

107 年度全球市場優質行程開發輔導獎助實施計畫 

壹、依據： 

交通部觀光局「107年度國際觀光行銷推廣業務委託案」辦理。 

貳、目的：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觀「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以「創新永續 打

造在地幸福產業」、「多元開拓 創造觀光附加價值」為目標，逐步打造臺灣成為

質量優化、創意加值，並積極促進觀光產業行銷特色產品，本案藉由輔導旅行

業者開發優質旅遊產品，以更好的品質接待國外旅客。 

參、獎助基準及條件： 
一、 優質行程獎助(不含大陸及東北亞旅客)： 

綜合/甲種旅行社安排國外旅客，來臺行程符合以下條件，審核通過後每名旅

客獎助 500元。 

 (一)申請條件 

1、任選下列兩個地區入住四星以上星級旅館或好客民宿。 

◎地區:北北基、宜花東、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等區。 

◎星級旅館及好客民宿查詢網址(http://taiwanstay.net.tw/)。 

2、團體天數認定 

國家/地區 天數 

歐美紐澳 

特殊團體 
（透過旅行社規劃行程，含導遊之 2 人（含）以上團體） 

10天 9夜 

一般團體 
（認定必頇為 10人（含）以上、由相同國家團進團出） 

6天 5夜 

新加坡、馬來西亞 5天 4夜 

香港、澳門 4天 3夜 

其它地區（不含東北亞及大陸） 5天 4夜 

3、在臺期間應採用之遊覽車公司必頇經交通部公路總局 

              『105年遊覽車客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評為甲等以上者。 

4、行程內容至少包括 2項(含)以上。 

(1)行程包含觀光局公布之「特優等觀光遊樂業」。 

(http://themepark.net.tw/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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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程包含「台鐵」或「高鐵」，條件如下： 

a.台鐵需搭乘太魯閣號、普悠瑪號或台北－花東地區間之自強、莒

光號列車，里程數需 70公里以上。 

b.搭乘高鐵里程數需 100公里以上。 

(3)行程包含「參訪額外付費原住民觀光部落行程」。 

以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網上公布之『具受訪意願之部落名單』為

基準。(http://taiwan.net.tw/exp/ch/) 

(4)行程包含「體驗觀光、點亮村落」遊程。 

以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觀光資訊網上公布「體驗觀光、點亮村落」之

遊程資料為基準。(http://taiwan.net.tw/exp/ch/) 

(5)行程包含「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景點，範圍如下。 

桃園市 大溪區、帄鎮區、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 

新竹縣 
關西鎮、橫山鄉、竹東鎮、北埔鄉、峨眉鄉、新埔鎮、芎

林鄉、寶山鄉 

苗栗縣 
南庄鄉、頭份市、三灣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鎮、造

橋鄉、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三義鄉 

臺中市 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豐原區 

共 28個鄉(鎮、市、區) 

 (二)離島地區補助加碼 

符合申請條件者，行程另延伸入住離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綠島、

蘭嶼)並住宿星級旅館或好客民宿一晚，每名再增加獎助 500 元(共計

1,000元) 

 

二、新行程獎助 

第一款、穆斯林行程獎助 

綜合/甲種旅行社安排國外穆斯林旅客(不含東北亞及大陸 )，來臺行程符合

以下條件，審核通過後獲得獎助。 

1、安排行程四天三夜(含)以上接待穆斯林旅客。 

2、在臺期間應「採用遊覽車之公司必頇經交通部公路總局『105年遊覽車

客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評為甲等以上者。 

3、取得清真認證餐廳用餐 3餐以上(不含早餐)。 

http://taiwan.net.tw/ex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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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程內容符合下列 2項，每名旅客補助新台幣 500元整；符合下列 3項，

每名旅客補助新台幣 1,000元整。 

(1)任選下列兩區以上入住星級評鑑三星以上旅館或入住於已獲得認證

餐廳經營之合法旅館(工商登記名稱需相同)。 

◎地區:北北基、宜花東、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等區。 

(2)搭乘「台鐵」或「高鐵」： 

a.台鐵需搭乘太魯閣號、普悠瑪號或台北－花東地區間之自強、莒

光號列車，里程數需 70公里以上。 

b.搭乘高鐵里程數需 100公里以上。 

(3)行程包含造訪任一處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 

(4)行程包含「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景點，範圍如下。 

桃園市 大溪區、帄鎮區、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 

新竹縣 
關西鎮、橫山鄉、竹東鎮、北埔鄉、峨眉鄉、新埔鎮、芎

林鄉、寶山鄉 

苗栗縣 
南庄鄉、頭份市、三灣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鎮、造

橋鄉、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三義鄉 

臺中市 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豐原區 

共 28個鄉(鎮、市、區) 

 

第二款、搭乘宜蘭蘇澳-花蓮海上運具獎助方案 

綜合/甲種旅行社安排國外旅客(不含東北亞及大陸)，來臺行程符合以下

條件，每名獎助 500元。 

1. 搭乘宜蘭蘇澳－花蓮之海上運具 

2. 花東地區住宿星級旅館或好客民宿至少一晚。 

 

第三款、搭乘國內段航班至恆春機場獎助方案 

綜合/甲種旅行社安排國外旅客（不含東北亞及大陸），來臺行程符合以下

條件，每名獎助 800元。 

1. 搭乘國內段航班至恆春機場。 

2. 高屏地區住宿星級旅館或好客民宿至少住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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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陸旅客獎助辦法： 

第一款、經由小三通來臺搭乘國內段航班至屏東機場獎助 

具接待大陸地區行程資格之旅行社安排經由小三通來臺之大陸地區旅

客，來臺行程搭乘國內段飛航恆春機場，並在高屏地區住宿星級旅館或好

客民宿至少一晚，每名獎助新臺幣 800元。 

第二款、大陸觀光團獎助 

具接待大陸地區行程資格之旅行社，接待大陸旅客來台行程符合以下條件

每名獎助 500元。 

1. 9天(含)以上之環島行程。 

2. 住宿地點超過 1/2使用 4星級以上飯店。 

3. 使用國內段飛機（含離島）、海上運具、高鐵或台鐵（150公里以上）。 

4. 在臺期間應採用之遊覽車公司必頇經交通部公路總局『105年遊覽車客

運業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評為甲等以上者。 

5. 行程包含「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景點，範圍如下。 

桃園市 大溪區、帄鎮區、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 

新竹縣 
關西鎮、橫山鄉、竹東鎮、北埔鄉、峨眉鄉、新埔鎮、芎

林鄉、寶山鄉 

苗栗縣 
南庄鄉、頭份市、三灣鄉、獅潭鄉、大湖鄉、卓蘭鎮、造

橋鄉、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三義鄉 

臺中市 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豐原區 

共 28個鄉(鎮、市、區) 

※每間旅行社申請人數以 200人為上限。 



5 

 

 

三、申請方式 

(一) 符合資格旅行業開發上述旅遊優質產品行程招徠全球旅客，並實際完成優

質行程者，得檢附「107 年度全球市場優質行程開發輔導獎助申請表」向

本會提出申請。 

(二) 名額限量，依申請優先次序為原則，至預算用罄為止。 

(三) 檢送文件： 

【各條款必繳資料】 
1. 國外旅行社通知單 
2. 旅客保險名單(需註明旅客國籍及護照號碼、並蓋保險公司章) 
3. 導遊證正反面影本(有效期限內) 
4. 團體行程表 
5. 產品銷售價格證明                    ※註：以上資料缺一不可 

條款 應繳交資料 

一、優質行程獎助 

1.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以下資料視申請內容提供】 
1、主題樂園票券證明影本 
2、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3、參訪原住民觀光部落行程及體驗
觀光、點亮村落需檢附「團體合照」
及「收據或領據影本」兩項資料 
4、臺三線景點團體合照 
5、離島合法旅館或好客民宿住宿訂
房單及發票影本。 

二、新行程獎助 

第一款、穆斯林行程獎助 

1、餐廳用餐證明影本 
【以下資料視申請內容提供】 
1、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2、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3、國家風景區/臺三線景點團體合
照 

第二款、搭乘宜蘭蘇澳-花蓮海上
運具 

1、交通票券證明影本 
2、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第三款、搭乘國內段航班至恆春
機場 

1、交通票券證明影本 
2、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三、大陸旅客獎助辦法 

第一款、經由小三通來臺旅客 1、交通票券證明影本 
2、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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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大陸觀光團 1、交通票券證明影本 
2、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3、臺三線景點團體合照 

(四) 申請作業流程。 

 

(五) 獎助費用將於本(107)年經交通部觀光局審核後由本會通知繳交代收

轉付或三聯式發票，獎助費用將於所有程序完成後一次核撥。 

(六) 所有證明單據必頇屬實，一旦查明有虛報情事，即取消該公司 107 年

度補助申請資格，及追繳該筆獎助金額，並報請主管機關懲處。 

(七) 如已接受交通部觀光局相關補助，則不得重複申請此補助方案。 

肆、經費預算：新臺幣 3,000,000元。 

伍、實施日期：自 107年 1月 26日起至 10月 30日(或預算用罄)止。 

陸、本實施計畫視實際實施情況得適時因應調整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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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球市場優質行程開發輔導獎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107年   月   日 

聯絡人：           行動電話：          E-mail： 

旅行社名稱  

代表人  電話  傳真  

公司地址  

團   號  旅客人數 共    名 國籍  

入、出境日   年  月  日~  月  日 申請項目  

遊覽車公司  

申請金額 新台幣                    元整 

★與申請條件相關部分，文件請『按以下順序排列並用螢光筆勾稽』。 
必繳資料： 

1. □國外旅行社通知單 2. □旅客名單及保險單(被保人數：   ) 

3. □導遊證影本(效期:   年 月 日) 4. □團體行程表 

5. □產品銷售每人價格證明(金額：     ) 6. □資料均按順序排列並用螢光筆勾稽 

優質行程獎助 500元/人 

必繳資料： 

□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以下項目至少包含 2項(含)以上 

1.□主題樂園票劵證明影本 

2.□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3.□參觀原住民觀光部落行程證明 

4.□體驗觀光、點亮村落行程證明 

5.□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團體合照 

符合以下資格增加獎助 500元/人(共 1,000元

/人) 

※□離島合法旅館或好客民宿住宿訂房單及

發票影本 

新行程獎助 

第一款【接待穆斯林旅客獎助】 

必繳資料： 

□餐廳用餐證明影本 

◎下列任選 2項補助 500元/人 

◎下列任選 3項補助 1,000元/人 

1.□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2.□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3.□國家風景區團體合照 

4.□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團體合照 

※本團符合以上    項 

(申請單位請自行填入符合項目數) 

新行程獎助、第二款【搭乘宜蘭蘇澳-花蓮海上運具】500元/人 
應繳資料： 
□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新行程獎助、第三款【搭乘國內段飛航恆春機場】800元/人 
應繳資料： 
□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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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旅客行程獎助 

第一款、小三通來臺搭乘國內段航班至屏東機場 800元/人 
應繳資料： 
□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住宿訂房單及發票影本 
第二款、大陸觀光團 500元/人 
應繳資料： 
□交通運輸票券證明影本 □住房單及發票影本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團體合照 

公司印鑑章 公司代表人印鑑章 公司承辦人簽章 

   

台灣觀光協會承辦人初審 台灣觀光協會審核主管 台灣觀光協會會計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