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興國內旅遊觀光措施方案
幣別：新臺幣

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交通部
觀光局

團體旅遊優惠 補助對象為包裝國內團體旅遊行程之合法設立

旅行業，每家旅行業以 35團為限（每 1分公司

再多 2團），旅遊天數應為 2天 1夜以上，平

假日均適用；須安排住宿於依法取得觀光旅館

業執照之觀光旅館或取得登記證之旅館或民

宿，並使用合法之交通工具。

優惠內容及獎助額度如下：

1.基本團體旅遊：以每人每日獎助 700 元計

算，每團應至少 10人，最高補助 3萬元。

2.入住星級旅館：鼓勵團體旅遊入住星級旅

館，以每人每日獎助 700元計算，每團應至少

15人，最高補助 5萬元。

3.企業員工旅遊：鼓勵辦理企業員工旅遊，以

每人每日獎助 700元計算，每團應至少 15人，

最高補助 5萬元。

4.長天數行程：團體旅遊旅遊天數若為 3天 2

夜以上，以每人每日獎助 700元計算，每團應

至少 15人，最高補助 7萬元。

5.離島行程：前往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屏東縣琉球鄉、臺東縣綠島鄉或臺東縣蘭嶼鄉

團體旅遊（須至少住宿１晚），以每人每日獎

助 1,200元計算，每團應至少 15人，最高補助

7萬元。

02-23491500*8210

李宗盈科長

交通部
觀光局

自由行旅客優惠 1.基本方案：獎助對象為中華民國國民（每 1

身分證字號限使用一次），入住有參加優惠活

動的旅館或民宿，住宿 1個晚上 1個房間可依

實際住宿房價折抵 1,000元，平假日均適用。

2.離島加碼項目：每人可於金門縣、連江縣、

澎湖縣、屏東縣琉球鄉、臺東縣綠島鄉、臺東

02-23491500*8530

梁瀞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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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縣蘭嶼鄉再多使用 1次折抵，1個房間 1個晚

上依實際住宿房價最多折抵 1,000元，平假日

均適用。

交通部
觀光局

觀光遊樂業入園

優惠措施

1.109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不限次數平假日

均適用。

2.90年 7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中華民國國

民適用。

3.詳情請上交通部觀光局官網安心旅遊專區查

詢。

04-23312688*208

吳滄洲技正

交通部
觀光局

臺灣觀巴自由行

優惠

1.獎助臺灣觀光巴士業者提供自由行國人旅客

參加臺灣觀巴半日、1日遊行程可享 2人同行 1

人免費。

2.平假日均適用。

3.詳情請洽交通部觀光局網站。

04-23312688*208

吳滄洲技正

臺北市
政府觀
光傳播
局

安心旅宿 1.鼓勵遊客運用安心旅宿方案遊城，加碼送觀

光巴士 24H票卷。

2.活動內容及發放方式詳臺北市觀光傳播局網

站（網址:https://www.tpedoit.gov.tw/）。

02-27208889*7553

觀光產業科黃鈺琤

臺北市
政府觀
光傳播
局

推出 2套［安心

旅遊‧祈願永康

］套票

實質內容請上臺北旅遊網查詢。 02-27208889*3329

城市旅遊科任立美

臺北市
政府觀
光傳播
局

北北基好玩卡︱

高鐵聯票

實質內容請上臺北旅遊網站洽詢。 02-27208889*3329

城市旅遊科任立美

桃園市
政府觀
光旅遊
局

桃園自在遊遊程 提供桃園特色景點套裝遊程，民眾可於「桃園

自在遊」銷售網頁報名。

03-3322101*6202

陳筱婷

桃園市
政府觀
光旅遊
局

「桃園就是僑胞

的家」雙十僑胞

1日遊

規劃專屬海外僑胞的 1日遊免費遊程，於 10月

6日至 8日各一梯次(每一梯次限額 40名)，鼓

勵海外僑胞於雙十國慶到桃園特色景點觀光。

03-3322101*6202

劉宜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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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活動實質內容及報名方式，請上以下網址參閱:

https://reurl.cc/Q344Yo/ 

（109年 9月 26日更新）

客家委
員會／
苗栗縣
政府

369浪漫客庄電

子消費券

中華民國國民可透過專屬 APP／網頁登錄個人

身分證字號與手機號碼取得專屬連結，獲得 8

張 100元電子票券；國外旅客部分原則以團客

為申請對象，透過旅行社協助登錄護照號碼及

姓名等資料，同樣獲得 800元電子旅遊券（預

計 109年 7月推出）。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客

家事務科

苗栗縣
政府

苗栗好玩卡 苗栗好玩卡推出苗栗套票，讓一般民眾一手掌

握苗栗的吃喝玩樂，一卡就通。

實質內容將另公告於苗栗縣政府官網。

備註：預計 109年 7月初舉行記者會。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觀

光行銷科

苗栗縣
政府

臺灣好行 臺灣好行—南庄線推出套票，讓民眾藉由臺灣

好行行遍苗栗南庄鄉，適用對象為一般民眾。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觀

光行銷科

臺中市

政府經

濟發展

局

臺中購物節 臺中購物節規劃時間自 109年 7月 1日起，至 8

月 31日止，為期 2個月時間，期間規劃六大主

題於線上線下同時啟動，其中包含臺中之最限

時必選、玩樂購物一應俱全、健康臺中活力十

足、尋味臺中農產最讚、旅居臺中一遊未盡、

臺中食在好味道美食首都等 6大主題，並擴大

招募本市優惠店家加入，輔導其數位轉型，運

用既有電商平臺拓展銷售通路，藉此打破消費

者因疫情產生客源減少之瓶頸，藉由各店家提

供優惠折扣、品質優良之產品、消費抽大獎議

題及本府大力行銷，刺激民眾消費，振興本市

經濟。

有關臺中購物節活動 APP及官方網站等資訊請

參閱 funtaichung.tw/2020shopping網站。

04-22289111*31312

張廖倖年

彰化縣
政府

彰化縣觀光振興 1.活動期間自 109年 6月 15日至 9月 15日，凡 （04）7532739

3

https://reurl.cc/Q344Yo/


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方案 至彰化縣觀光工廠、休閒農場、旅館民宿業、

歷年彰化十大伴手禮店家、彰化縣旅遊產業協

會會員及車輛租賃業（限與觀光產業相關者，

所列消費品項限車輛出租），旅遊消費滿 500

元即可參加抽獎。

2.詳細內容請至「彰化縣旅遊資訊網-彰化縣觀

光振興方案活動」（https://reurl.cc/ZOqdeA）

網站專區查詢。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行銷推

廣科科員徐秀芳

彰化縣
旅遊產
業協會

產業觀光服務振

興券加碼活動

1.配合振興券發行日至 109年 9月 15日止。

2.活動內容：

1.持券消費可升值 1.5倍。

2.持券特定商品買 1送 1。

1.備註：詳細內容請洽彰化縣旅遊產業協會官方網

站。

0934-252392

協會總幹事黃伯裕

嘉義縣
文化觀
光局

Q碰券 適用對象：旅客住宿參與本方案之旅館或民

宿。

實質內容：

1.適用期間：109年 7月 15日至 109年 10月 31

日。

2.旅客住宿參與本方案之旅館或民宿，將由旅

宿業每房發給消費券金額 300元（面額 50元*6

張）。

3.Q碰券特約店家加碼滿千送百

備註：Q 碰券特約店家連結 https://reurl.cc/

62xlqM

05-3628123*383

05-3628123*385

高雄市
政府觀
光局

高雄市政府觀光

局振興國旅優惠

方案

「振興國民旅遊優惠專案」為國內首次推動的

方案，整合旅行公會、觀光旅館公會及旅館公

會的聯合住宿與餐飲，觀光旅館「買 8,000送

800」觀光局再加碼送房型升等或早餐券，一

般旅館「買 8,000住 6晚」觀光局再加碼送 1

晚住宿券，鼓勵全國遊客到高雄安心旅遊安心

高雄市旅行公會整合 7家

旅行社共同聯合代售旅行

社業者：

1.達人網旅行社

電話 07-3342333

2.樂購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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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玩。

國旅 2大預購優惠方案詳細內容如下：

方案一 觀光旅館買 8,000送 800，

加碼送升等房型或早餐券

票券名稱 聯合商品券

參與業者 漢來大飯店、高雄國賓大

飯店、高雄福華大飯店、

寒軒國際大飯店、麗尊酒

店、福容大飯店、華園大

飯店、義大皇家酒店、翰

品酒店高雄，共計 9家

方案內容 10張面額 800元聯合商品

券（計 8,000元），可折抵

8,800 元 （ 買 8,000 送

800），可使用於這 9家旅

館之餐飲及住宿

售價 每套 8,000元（刷國旅卡或

一般信用卡）

數量 500套

觀光局加

碼

加碼送 1張贈品券（贈品

券內容：免費升等房型或

早餐券）

優惠期限 即日起至 109年 10月 31日

止

方案二： 一般旅館買 8,000住 6晚，

加碼送住宿券 1張

票券名稱 聯合住宿券

參與業者 高雄文賓飯店、首福大飯

店、九福大飯店、名貴大

飯店、奇異果快捷旅店高

電話 07-2211947

3.寰安旅行社（欣欣票

券）

電話 07-3322837

4.便宜網旅行社

電話 07-2511213

5.太金旅行社

電話 07-2238258*211

6.鑫田旅行社

電話 07-5563890

7.捷利旅行社

電話 07-335-1680

備註：聯合商品券及聯合

住宿券數量有限，售完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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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雄九如店、碧港良居商旅

西子灣館、河堤國際商

旅，河堤美學商旅、佳適

旅舍六合館、西子灣飯店

站前館、國眾大飯店、WO

HOTEL、京城大飯店、互

舍酒店、御宿商旅中山

館、御宿商旅中央公園

館、御宿商旅站前館、御

宿商旅明華館、御宿商旅

博愛館、宮賞藝術大飯

店、鈞怡大飯店、鮪魚家

族飯店高雄館、統茂松柏

飯店、喜悅大飯店、高雄

漢王洲際飯店、麗馨麗登

汽車旅館、麗登精品汽車

旅館、麗馨麗登商旅七賢

館、四季精品旅館、陽明

四季汽車旅館、美麗四季-

R7 環保商旅、秝芯駁二

館，共計 32家

方案內容 6張住宿券可使用於 32家

旅館住宿

售價 每套 8,000元（刷國旅卡或

一般信用卡）

數量 500套

觀光局加

碼

加碼送 1晚住宿券（亦可

使用於 32家旅館住宿）

優惠期限 即日起至 109年 10月 31日

止

備註：國旅 2大預購優惠方案，即日起先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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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7

家旅行社預購開賣，如有需求，可以向 7家旅

行社洽詢，相關訊息可上高雄旅遊網查詢。

屏東縣

政府

交通旅

遊處

屏東安心三倍優

惠

入住屏東縣境內合法旅宿享以下優惠。

1.百萬獎品:贈總價值1,000,000元，好禮摸彩

機會!

2.萬份好禮:贈屏東好物兌換卷，限量15,000

份!

備註: 好禮摸彩活動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國

民，需登錄身分證字號，實質活動內容請參閱

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網站 

h t t p s ://www.p t h g.gov.t w/t r af f i c /

08-7323170

徐先生

花蓮縣

政府觀

光處

「玩花蓮、抽豐

田」旅遊抽獎活

動

花蓮縣政府鼓勵國人至花蓮旅遊，不論參加

旅行團或自由行，只要在花蓮合法旅宿業住

宿，即可參加抽獎，將豐田汽車開回家！

1.活動期間：109年 6月 20日起至 109年 11

月 15 日止（最後住宿日為 109 年 11 月 15

日、11月 16日退房）。

2.參加方式：活動期間在花蓮縣合法旅宿業

住宿，並至活動「玩花蓮，抽豐田」官網登

錄相關資料，即享有抽獎機會。

(1)參加旅行團：登錄個人資料、上傳旅行社

開立之代收轉付收據及行程（含住宿），以

照片或文件方式提供。

(2)自由行：登錄個人資料、上傳旅館民宿開

立之發票或收據（應有明確住宿日期），以

照片或文件方式提供。

(3)本縣合法旅宿業名單請詳見交通部觀光局

「臺灣旅宿網」。

(4)只要是住宿者皆可參加（例如 2人入住雙

人房，則 2人皆可參加抽獎）。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

觀光企劃科

吳淑珍小姐

7

https://www.pthg.gov.tw/traffic/


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備註：活動適用對象及實質內容，請參閱網址

https://trip.hl.gov.tw  。

花蓮縣

政府觀

光處

花蓮縣政府旅行

社獎勵計畫

1.活動內容：為鼓勵合法旅行社  帶團至　花

蓮，只要旅行社帶團  到花蓮累計達　一定人

數  ，即可獲得獎勵金額。

2.活動時間： 109 年 6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

3.申請條件：以中華民國境內合法旅行社為

對象，帶團需在花蓮合法旅宿業至少住宿 1

晚。

4.獎勵金額如下（限申請 1次）：

1000~2999人  獎勵 3萬元

3000~4999人  獎勵 5萬元

5000人以上   獎勵 7萬元

5.將依申請送達順序審核及核撥獎勵

金，申請至經費用罄為止，用罄則提早

結 束 ， 相 關 活 動 網 址 http://tour-

hualien.hl.gov.tw/news/latest/792。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

觀光企劃科

趙淑宜小姐

臺南市

政府

( 觀 光

旅 遊

局)

臺南住好康

h t t p s ://
p p t .c c /f6z7f x
（ 109 年 9 月 9
日新增）

臺南市 2020國慶焰火活動網址

h t t p s ://20201010.t a i n an .gov.t w/

臺南旅宿業配合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活動實施

方法：

一、活動期間：109年 7月 15日到 12月 31日

(同振興三倍券期間)。

二、折扣優惠：入住即折抵，無限制需併用振

興券，房間每房折 200元，背包床型每床折

100元。

三、活動業者：參加旅宿業者名單公告於臺南

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官方網站。 ( h t t p s ://

p p t .c c /f d l kj x)

四、訂房方式：同安心旅遊補助。 (交通部觀

活動客服專線
06-384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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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our-hualien.hl.gov.tw/news/latest/792
https://trip.hl.gov.tw/


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光局安心旅遊專區 h t t p s ://p p t .c c /f3n Nqx)

（1）旅客直接訂房：參與旅宿業者之官網、

電話等（訂房平台、住宿劵不適用）。

（2）透過「臺灣旅宿網」向有參與之旅宿業

者訂房。

五、優惠限制：本優惠可同時使用安心旅遊補

助，但不得與業者其他優惠方案同時使用。

\\share2\  綜合規劃處  \04      證照科  \112.  惠鈞  \  振興  

國內旅遊觀光措施調查  \_top  

台南市

政府

( 經 濟

發 展

局)

台南振興遊購站

h t t p s ://

3000.t a i n an .go

v.t w/

（ 109 年 9 月 9

日新增）

「振興三倍券．臺南好禮月月抽」

1、活動期間：7月 15日( 三)至 12月 31日( 四)

止。

2、憑臺南市之商家消費發票，單筆消費滿

200 元即可上「 臺南振興遊購站 」登錄發

票，參加本抽獎活動。

或至指定市場/夜市，消費者持紙本三倍券，

至指定市場/夜市之自治會/管委會兌換抵用劵

及登錄序號，但抵用劵消費地點僅限於兌換的

市場/夜市使用，需於 109/12/31前使用完畢。

兌換抵用劵及登錄序號之市場夜市名單：台南

市 59處公有零售市場、小北、崇義市場以及配

合活動夜市 ( 名單公告在臺南月月抽好禮

h t t p s ://www.t a i n an 3000.c om.t w/最新消息頁

面)。

市場/夜市抵用劵上方有登錄序號，可至臺南

振興遊購站登錄該組序號，即可參加抽獎。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活

動專線電話

06-293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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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6-2933868
https://3000.tainan.gov.tw/
https://3000.tainan.gov.tw/
https://3000.tainan.gov.tw/
file://share2/%E7%B6%9C%E5%90%88%E8%A6%8F%E5%8A%83%E8%99%95/04%E8%AD%89%E7%85%A7%E7%A7%91/112.%E6%83%A0%E9%88%9E/%E6%8C%AF%E8%88%88%E5%9C%8B%E5%85%A7%E6%97%85%E9%81%8A%E8%A7%80%E5%85%89%E6%8E%AA%E6%96%BD%E8%AA%BF%E6%9F%A5/_top
file://share2/%E7%B6%9C%E5%90%88%E8%A6%8F%E5%8A%83%E8%99%95/04%E8%AD%89%E7%85%A7%E7%A7%91/112.%E6%83%A0%E9%88%9E/%E6%8C%AF%E8%88%88%E5%9C%8B%E5%85%A7%E6%97%85%E9%81%8A%E8%A7%80%E5%85%89%E6%8E%AA%E6%96%BD%E8%AA%BF%E6%9F%A5/_top


主政
機關

優惠方案

聯絡窗口

名稱 實質內容及適用對象

備註：上表優惠內容僅供參考，如有變動或誤植，仍以各提供優惠機關或商家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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