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觀光產業辦理轉型培訓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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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補助目的及內容 

Q1：補助辦理培訓課程目的為何？ 

A： 

因應重大疫情對觀光相關產業營運之影響，交通部為協

助觀光相關產業之營運穩定，維持從事相關產業人員穩

定任職，並促進觀光相關產業之轉型升級，協助並補助其

相關人員之短期專案輔導培訓與產業升級與轉型之準備。 

Q2：轉型培訓補助對象為何？ 

A： 

一、 依法登記有案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二、 依法登記有案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及民宿協會。 

三、 觀光遊樂業依法組織之法人團體。 

四、 依法登記有案，並曾於最近三年內接受本局委託辦

理導遊或領隊人員職前訓練之全國性導遊或領隊法

人組織。 

五、 經本局認可，足以推動觀光產業復甦之觀光公益法

人。 

Q3：核給轉型培訓費之人員資格為何？ 

A： 

參加培訓課程人員完成課程及測驗合格，且符合下列身

分者，依實際參訓時數核給轉型培訓費： 

一、 旅行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觀光遊樂業之從業人

員。 

二、 領有民宿登記證之經營者及從業人員:一般民宿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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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下、特色民宿限 4 人以下。【8 間房以下為一般

民宿、8間房以上為特色民宿】 

三、 領有有效導遊人員執業證或領隊人員執業證，並於最

近 2年內有實際執業者。 

四、 未任職旅行業之國民旅遊隨團服務人員，受合法旅行

業派遣隨團服務，於最近 1年內服務 40團以上，且總

天數 80 天以上。(適用 109 年 4 月 16 日後送件申請

案) 

 

Q4：申請補助單位辦理何類課程可申請補助？ 

A： 

   申請補助單位申請補助辦理課程以下列七項為限，其中

至少應包含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第七項課程： 

一、 職能教育培訓。 

二、 產業升級與服務轉型之準備。 

三、 安全提升及旅客權益保障。 

四、 數位及精準行銷。 

五、 配合交通部觀光政策行銷推廣。 

六、 結合青創或新創與在地觀光相關技能提升。 

七、 辦理跨區域交流或標竿學習【此類課程以每日 8 小

時以下計列課程時數】 

以上課程在每案之培訓課程必須包含以下課程及時數：【二、

產業升級及服務轉型之準備：4 小時以上】；【四、數位及精

準行銷：4 小時以上】以及【五、配合交通部觀光政策行銷

推廣】之「觀光局所屬風景區管理處之觀光資源介紹」：2小

時以上(本項師資或影片或政策資料，如有不足，得由觀光局

或所屬管理處協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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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足以推動觀光產業復甦之觀光公益法人如何認定？ 

A： 

   需於 108.12.31 前成立，且申請補助單位之團體成員應

包含旅行業、旅宿業或觀光遊樂業者，個人會員應包含

前開業者之從業人員或導遊領隊人員，至少占 30% 以

上，並於第一次申請時檢附下列資料： 

一、 法人登記證影本(蓋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 

二、 總會員名冊(蓋大小章)。 

三、 30%以上會員資格確認表(蓋大小章)。 

四、 會員無偽造切結書(蓋大小章) 

備註：前開旅行業、領隊導遊、旅宿業、觀光遊樂業，請 

於下列網站查詢 

旅行業：

https://admin.taiwan.net.tw/TravelIndustryList.a

spx?appname=TravelIndustryList 

領隊導遊：

https://travelagency.tbroc.gov.tw/DataQuery/Tour

_GuideNow.aspx 

旅宿業：旅宿網 https://taiwanstay.net.tw/ 

觀光遊樂業：全臺主題樂園網

https://www.themepark.net.tw/Park 

  

https://admin.taiwan.net.tw/TravelIndustryList.aspx?appname=TravelIndustryList
https://admin.taiwan.net.tw/TravelIndustryList.aspx?appname=TravelIndustryList
https://travelagency.tbroc.gov.tw/DataQuery/Tour_GuideNow.aspx
https://travelagency.tbroc.gov.tw/DataQuery/Tour_GuideNow.aspx
https://taiwanstay.net.tw/
https://www.themepark.net.tw/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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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助標準 

Q6：辦理培訓課程之補助標準為何？ 

A： 

申請補助單位規劃培訓課程，補助金額每案最高新臺幣

(以下同)300萬元(含轉型培訓費)，超過 300萬元者須

1案報名滿班【需檢送已報名參訓人員清冊】才能申請

下 1案，每月每個補助對象最多申請 4案為原則。 

舉例： 

1.每月在 300萬元內申請：可規劃 1場或分場次辦理，

例如：北中南各 100萬元(亦即 300 萬元內可送多

案，亦可 1案敘明辦多場次)。 

2.1案 1場次即已編列到 300萬元之經費規模，可分次

送下 1案或同時送該月上限 4案，同時送 4案者，請

敘明各案之審核優先順序，當第 1案報名額滿之參訓

人員名冊送至觀光局後，始會開始審核第二案，第

三、四案亦同。 

 

 

 

 

 

 

 



5 

 

Q7：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核給標準為何？ 

A： 

因應「交通部協助受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相關產業轉型培

訓實施要點」第 5點於 109 年 4 月 20日修正，並溯自 109

年 4月 16日生效，爰轉型培訓費依下列標準核給： 

一、參訓人員如參加觀光局於 109 年 4月 15日(含)前發

文核准培訓之課程者，其補助時數適用修正前之要

點規定，依實際受訓時數每人每小時核給 158元，每

人每月補助以 120 小時為限。 

二、參訓人員如參加觀光局於 109 年 4月 16日(含)後發

文核准培訓課程者，其補助時數適用修正後之要點

規定，依實際受訓時數每人每小時核給 158元，每人

補助以 120小時為限(以本要點實施期間計算)。 

申請補助單位不得僅開放會員參訓，且應優先錄取從未

參訓人員，觀光局已建立資訊系統勾稽參訓時數，請申請

補助單位於課程前填報參訓人員名冊及課程名稱，於課

程結束後詳實填報參訓人員受訓時數，系統連結網址將

於培訓課程申請核定函中敘明。 

Q8：辦理培訓課程之經費編列標準為何？ 

A： 

申請補助單位辦理培訓課程，應依其課程相關計畫內容

編列經費，每案轉型培訓費應至少占申請總經費 50%以上、

行政費以申請總經費 10%為上限，有下列培訓經費之編列

項目者，基準如下： 

一、 講師鐘點費依行政院講座鐘點費編列，亦即每小時

以 2,000 元為上限，但辦理「數位及精準行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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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部觀光政策行銷推廣」、「結合青創或新創與在

地觀光相關技能提升」及「辦理跨區域交流或標竿學

習」等課程者，其講師鐘點費得加計 50%。另講師之

誤餐費及交通費亦可編列。 

二、 租用遊覽車費上限每輛每日 1萬元。 

三、 教材及文具費每參訓人員每小時 100 元，但最高以

600元為限。 

四、 成果展示活動費以申請總經費 20%為上限。 

五、 其餘辦理培訓課程所需之費用，例如：場地費、投影

設備或播放影片設備租賃費(不可用購買方式辦理)

等請核實編列；參訓人員之誤餐費請比照公務機關

編列之標準(即每餐 80元以下為原則)，參訓人員個

人至上課地點之交通費則不得編列。 

六、 辦理跨區域交流或標竿學習之課程，可比照公務機

關國內差旅標準編列參訓人員之住宿費(即每人每

晚 2,000 元以下為原則)，另若採用桌餐方式辦理，

可不受每人每餐80元之限制，但每桌餐費用以3,500

元為上限。另此類課程若包含體驗及實作，例如：門

票、DIY費用等，可核實編列。 

七、 隨班之工作人員各項費用請於行政費中核支，不可

再另行編列。 

 

Q9：辦理企業專班標準為何？ 

A： 

  申請補助單位與企業合辦的企業專班審查原則如下： 

一、 該企業須為上市或上櫃公司、或該公司之一半員工數

至少可成一班(如一班 80人，該企業員工數需 160人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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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課講師需 30%外聘(企業專班的師資 70％可以企業

本身講師)，其餘均採方便企業業主合理規劃辦理。 

 

 

 

 

 

 

 

 

參、申請補助流程 

Q10：訓練課程補助應如何申請？流程為何？ 

A： 

一、申請補助單位應於辦理培訓課程 14日前，檢具申請

書及計畫書向本局提出申請。 

二、本局受理申請後，於預算範圍內核予補助經費，簽報

局長核定後函知申請補助之單位。 

Q11：辦理培訓課程如何申請預先撥付經費？及核准預撥比

例為何？ 

A： 

申請補助單位得於本局核定補助計畫後，檢送預先撥付

申請書、預先撥付切結書及預先撥付領據等文件，申請預

先撥付之計畫經費；其核准預撥比例為核准補助經費之

70%。 

Q12：辦理培訓課程後如何申請核銷？ 

A： 



8 

 

一、申請補助單位應於辦理培訓課程完成後 1 個月內備

具領據、支出原始憑證、收支明細表、分攤表、從業

人員之員工清冊、請領轉型培訓費切結書、發放轉型

培訓費及領取證明、參訓人員相關社會保險、導遊或

領隊人員 2 年內實際執業證明文件、國民旅遊隨團

服務人員 1 年內隨團服務相關證明文件、辦訓單位

辦理保險證明影本、計畫績效成果、攝影著作授權使

用書及其他相關證明等文件，向觀光局申請核銷。 

二、如有結餘款，應全部繳回。 

三、為利主審計單位查核，請各補助對象於每堂培訓課

程均須請參訓人員簽名，並詳實計算參訓人員之上

課時數，若有人員請假應留存請假單，以免日後與參

訓人員產生爭議；以上資料本局將視需要請補助對

象提供。 

Q13：申請補助期間為何？ 

A： 

自 109年 2月 21日起算 6個月，並依申請補助單位申請

先後順序核定，至預算用罄為止，必要時得另行公告延長

申請期間。 

 

肆、申請補助應備文件 

Q14：申請補助所提之培訓課程計畫應包含哪些內容？ 

A： 

申請補助單位辦理培訓課程計畫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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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時間及地點。 

四、主辦單位；有協辦單位時，應一併列明。 

五、辦理補助事項之對象。【本項請敘明開放可上課之參

訓人員屬要點第 5 點的何者？以及接受報名的參訓

人數、採何種方式報名？】 

六、補助事項之詳細內容。【本項請敘明每堂培訓課程屬

要點第 3 點的何種類？每堂課的時數、預計邀請的

講師，另講師若更換需向本局報備；以及辦理參訓人

員測驗的方式、合格之定義】 

七、人員編組及分工。 

八、經費來源、經費支用項目及其金額概估。 

九、轉型培訓費之發放方式。 

十、預期成果及計畫績效衡量指標。 

十一、防疫作為措施。 

 

Q15：申請預先撥付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A： 

申請補助單位申請預先撥付計畫經費應檢附預先撥付申

請書、預先撥付切結書及預先撥付領據。 

 

Q16：申請核銷經費應檢具哪些文件？ 

A： 

一、領據。 

二、支出原始憑證、計畫總經費分攤表及總經費收支明

細表。 

三、從業人員之員工清冊、其他參訓人員之轉型培訓費

請領切結書；視需要依觀光局通知提供參訓人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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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培訓課程之簽到表。 

四、參訓人員已投保之相關社會保險(勞保、職災保險、

農保、漁保或全民健保等)證明文件。 

五、保險證明影本(室內培訓須附投保該場地公共意外

責任險保單影本、室外培訓須附投保旅遊平安險保

單影本)。 

六、計畫績效成果。 

 

Q17：導遊及領隊人員最近 2 年內有實際執業者要如何舉

證？ 

A： 

   欲報名參加當期訓練課程之導遊或領隊，除須檢附有效

導遊人員執業證或領隊人員執業證，尚須檢附最近 2年內至

少一次執行導遊或領隊業務之相關資料，又該相關資料證明

確實受旅行業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臨時招請接待來臺觀

光旅客之相關文件，即可作為憑證。（即旅行社行程表、保險

單或旅客名單擇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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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人員報名培訓課程方式 

Q18：有雇主之從業人員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A： 

參訓人員如屬有雇主者，由其雇主統一報名參加培訓課

程。 

Q19：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如何報名培訓課程？ 

A： 

從事觀光產業如屬無一定雇主者(如導遊、領隊)如欲報

名培訓課程，可逕自向辦理課程之申請補助單位報名。 

Q20：相關人員報名課程有無地區限制？ 

A： 

從業人員參加培訓課程並無區域限制，亦無加入會員始

得參訓之限制，參訓人員可依其培訓需求就近或跨區報

名參加申請補助單位辦理之培訓課程。本局每週五下午 3

時於行政資訊網「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觀光產業紓

困、復甦與振興方案-人才培訓」專區，公布核准名單，

提供相關人員報名參考。 

 

陸、參訓人員轉型培訓費發放方式 

Q21：參訓人員如果是由雇主統一報名，其轉型培訓費發放

方式為何？ 

A： 

參訓人員若為雇主統一報名參訓，由其雇主領取轉型培

訓費，其轉型培訓費之發放方式由辦理課程之申請補助

單位撥入雇主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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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參訓人員如果是自行報名，轉型培訓費發放方式為

何？ 

A： 

參訓人員若屬無雇主自行報名參訓，由辦理課程之申請

補助單位撥入參訓人員帳戶或現場發放，非以現場發放

者，最遲應於一週內完成。 

 

柒、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調整措施 

Q23：轉型培訓課程最新應配合防疫措施為何？  

A：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申請補助單位所提之培訓課

程計畫應包含完整防疫作為措施，每班次參訓人員應限

80 人以下，須全程配戴口罩，提醒勤洗手，所有衛生環

境都要落實，並配合指揮中心發布疫情建議隨時調整之。 

Q24：轉型培訓課程可否以視訊教學？ 

A： 

為配合防疫措施，允許避免群聚之教學方式，惟該方式應

能確保學員能確實上課，並可提供相關證明供本局查核，

以利核實發放轉型培訓費。 

舉例： 

同一課程於同一地點分 A、B、C不同教室上課，其中 A教

室為講師實體授課，另外 B、C 二間教室則以視訊方式，

同步由 A 教室講師連線授課，申請補助單位可以提供簽

到表、上課照片或錄影等證明供本局查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