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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針對假期民眾易聚集之傳統市場、夜市，建議採取下列

人流管制及防疫指引措施 

一、 各傳統市場、夜市管理單位應就營業場所面積估算可容留之民眾

人數，預作人數總量管制計畫，並依營業場所道路或走道規劃進

出動線，以單一出入口分流管制為原則，於出入口加強配置人力

管控，隨時巡視監看，倘有人潮聚集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情形，應

作人流引導。 

二、 人潮容易聚集點，請傳統市場、夜市管理單位劃設地標(貼上臨

時黃色膠條)，以拉開距離、引導疏散方向。 

三、 各傳統市場、夜市採取人車分流措施，營業時間暫停機車入內。 

四、 各傳統市場、夜市入口處宣導走動、排隊、坐下用餐等均應間隔

一個手臂之間距。 

五、 要求進入傳統市場、夜市者，全程佩戴口罩。 

六、 各傳統市場、夜市禁止試吃活動。 

七、 攤位排隊熱區之地面，以膠條拉出安全距離(排隊間距)之標記；

或攤位前不要排隊，以發號碼牌約時間取餐或外送方式處理，避

免人潮聚集。 

八、 攤位用餐座位應按社交距離區隔，減少座位數，並貼標記防止座

位遭移動後，造成距離不足；倘座位無法區隔，座位間就採用隔

板隔開，但隔板應隨時消毒保持清潔。 

九、 賣熟食、飲食的攤位，建議食物有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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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林務局森林育樂場域防範新冠肺炎疫情人潮分流措施 

一、 國家森林遊樂區等場域： 

(一) 各場域入口啟動遊客體溫量測措施，如遊客額溫高於 37.5度或

耳溫高於 38度者即婉拒遊客入園（無固定入口之場域，於遊客

中心等室內場館入口量測)。 

(二) 各場域針對室內場館辦理人員管制措施，如人員超過管制數量，

即啟動管制，暫不開放遊客進入，並宣導配戴口罩及保持安全社

交距離。 

(三) 各場域設有餐廳者，加大桌間間隔或者管控部分座位不開放使

用。 

(四) 各場域訂定入園人數總量管制措施，如總入園人數超過管制人

數，即啟動入園管制作業。 

二、 軌道運輸： 

(一) 阿里山林業鐵路、烏來台車與太平山蹦蹦車等軌道運輸，旅客進

站前須量測體溫，額溫高於 37.5度或耳溫高於 38度者，婉拒其

搭乘，並要求遊客全程須戴口罩乘車 

(二) 阿里山林業鐵路支線(祝山線、沼平線及神木線)以及檜木列車、

烏來台車與太平山蹦蹦車實施車廂降載措施，降低每班次列車乘

客人數。 

三、 登山山屋： 

(一) 九九山莊、天池山莊、檜谷山莊、向陽山屋與嘉明湖山屋每日一

般可申請人數降載為二分之一，以加大住宿間距，但已申請核准

或申請營地者，不受影響。 

(二) 登山山屋入住者於山屋入口(或登山口)實施體溫量測，額溫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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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度或耳溫高於 38度者，勸導其停止登山活動及下山，無法

下山者強制要求其配戴口罩。 

(三) 山屋管理員協調各協作及住宿隊伍，分散用餐時間，降低群聚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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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人潮分流措施 

  

國家森林遊樂區 管制人數上限 管制措施 

太平山 1,800 

1.餐廳、咖啡館實施分時分流用餐，降低容納人數(100人以下)；住宿客可提供改以便當形

式外帶用餐。 

2.鳩之澤溫泉區：男女裸湯各 20人、戶外 SPA區 50人。 

內洞 1,500 入園人數達上限時，採一進一出管制；並透過廣播、現場公告、跑馬燈宣導方式告知遊客。 

滿月圓 1,650 
1.入園人數達上限時，採一進一出管制；透過廣播、現場公告、跑馬燈宣導方式告知遊客。 

2.遊客中心採單一出入口，蝴蝶館 40人、溪流館 70人，每半小時一梯次限制入館人數。 

東眼山 1,800 
1.入園人數達上限時，採一進一出管制；透過廣播、現場公告、跑馬燈宣導方式告知遊客。 

2.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以 80人為上限。 

觀霧 1,800 

1.入園人數達上限時，採一進一出管制；透過廣播、現場公告、跑馬燈宣導方式告知遊客。 

2.遊客中心以 40人為上限，採一進一出進入。 

3.觀霧山莊之便利店以 30人為上限、餐廳以 70人為上限、多功能中心以 60人為上限。 

大雪山 1,500 
達入園管制人數時，透過園區外跑馬燈宣導及警廣廣播告知遊客不再進入園區，請遊客轉往

其他景點旅遊。 

八仙山 900 
達入園管制人數時，透過園區外跑馬燈宣導及警廣廣播告知遊客不再進入園區，請遊客轉往

其他景點旅遊。 

合歡山 115(住宿人數) 因屬開放場域，將協調警政及相關單位協助交通管制。 

武陵 70(住宿人數) 配合退輔會武陵農場入園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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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萬大 1,200 

1.入園人數達 900人時，啟動霧社入口電子看板宣導，請遊客轉往其他景點旅遊。 

2.入園人數達 1,200人時，除啟動霧社入口電子看板外，並請高速公路局、警察廣播電臺、

公路總局第二區工程處協助於國道 6號電子看版、廣播等協助宣導，停止入園，請遊客轉往

其他場域旅遊。 

阿里山 4,355 

1.入園人數達 3,000人時，透過 CMS資訊可變標誌、LBS簡訊、警廣等系統通知遊客。 

2.入園人數達 4,000人時，除透過公路局 CMS資訊可變標誌、LBS簡訊、警廣等系統通知，

並請警方協助於台 18線 66K湖底處勸導遊客轉往其他景點(如：奮起湖、山美、達邦等)。

並增派保全員於遊樂區外三角圓環（88K）疏導管控車輛，並設置相關禁止入園牌誌。 

3.室內展館每次入館入數以 20人為限。 

墾丁 1,518 

1.隨時於臉書及遊客中心公告遊客人數上限，已達入園人數時，管制遊客入園，並請遊客轉

往其他景點旅遊。 

2.室內場館以 80人為上限。 

雙流 1,395 

1.隨時於臉書及遊客中心公告遊客人數上限，已達入園人數時，管制遊客入園，並請遊客轉

往其他景點旅遊。 

2.室內場館以 30人為上限。 

知本 1,000 
1.超過管制人數時，即啟動入園管制作業。 

2.知本自然教育中心人數最多 25人。 

池南 500 入園人數達 500人時，即於入口處管制入園，並請遊客轉往其他景點旅遊。 

富源 500 入園人數達 500人時，即於入口處管制入園，並請遊客轉往其他景點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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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設施 管制人數上限 管制措施 

阿里山林業鐵路 
每班次列車降為 250人 

檜木列車降為 160人 

林鐵支線(祝山線、沼平線及神木線)承載管制人數，每班次列車原 350人降

為 250人，檜木列車由 200人降為 160人，並機動加開班次疏運旅客。 

烏來台車 每列車降為 8人 於現場公告及廣播及跑馬燈宣導 

蹦蹦車 每列車降為 60人以下 搭乘蹦蹦車需戴口罩(入園以量額溫，爰不另量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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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會屬遊憩區假期期間人流管制

及防疫指引宣導規劃 

一、 轄管場所(名稱、地點、容留人數規模等)資料說明： 

單位：人 

所屬單位 地點 近三年*全年

入園平均人數 

平均 

每日人數 

單日 

最高人數 

福壽山農

場 
台中市和平區 247,366 678 5,669 

武陵農場 台中市和平區 400,662 1,098 3500** 

清境農場 南投縣仁愛鄉 1,375,169 3,768 12,643 

彰化農場

( 高 雄 場

區) 

高雄市美濃區 
18,130 50 1,000 

臺東農場 

花蓮縣壽豐鄉 

台東縣池上鄉 

台東縣東河鄉 

14,131 39 60 

棲蘭明池

森林遊樂

區 

宜蘭縣大同鄉 

296,669 813 
棲蘭912 

明池768 

神木園720 

*** 

註*：資料統計期間近三年為106、107、108年之資料。 

註**：武陵農場位處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內，經與雪霸國家公園協調單日

進入遊客最適量人數為3500人。 

註***：棲蘭明池遊樂區最高人數係以園區停車空間進行換算。 

二、整體管制及宣導措施: 

(一) 人員自主管理及防護 

       行政及第一線服務同仁執勤時均戴口罩，除落實同仁健康

管理外，針對入園遊客進行體溫量測。購票及等待服務(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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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台)時依社交距離指引，劃出安全社交距離。 

(二)成立防疫小組及召開防疫會議 

    各農林機構均已成立防疫小組，並指定防疫專責窗口及代

理人。定期召開防疫聯繫視訊會議，宣導相關防疫政策及要求

事項並掌握各單位防疫物資(口罩、消毒清潔用品及體溫量測工

具等)整備情形、營運狀況及需協助或溝通事項。 

(三)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公共區域及遊客易觸摸之設施、接駁遊客之巴士均定期消

毒，並於餐廳、賓館入口、服務櫃台設置酒精或乾洗手。 

(四)同仁或遊客發燒之作業程序 

       各單位規劃暫時隔離或安置空間並與地方衛生單位確立後

送醫院及後送流程。發燒民眾應勸離場區，進入場區之民眾如

有後續發燒或其他呼吸道症狀時應通報並協助就醫，另應加強

協助之同仁防護及後續環境(如房間、車輛等)之清潔消毒工

作。 

(五)營造安心旅遊環境 

       針對入場民眾提供防疫小叮嚀，揭示如民眾有不適症狀時

通報農場(或森保處)之方式。並將防疫宣傳資訊公告於農場各

電子看板、櫃檯服務處及餐廳與賓館之入口處，並公告於網頁

內提醒遊客為因應防疫作為應配合事項。 

三、相關防疫指引訂定: 

(一)福壽山農場、武陵農場及清境農場： 

1. 遊客數達單日最高人數之 50%時，於農場官網及粉絲團公告

遊客盡量避免入園。並協調透過警廣及公路總局的即時路況

公告系統，宣導遊客勿再來場，並告知遊客目前場區人數已

達 50%，當達到 60%時，將採分時分流，依據出園人數等量

管制入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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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客數達單日最高人數之 55%時，於主要票口處廣播園區外

遊客避免遊客入場。 

3. 遊客數達單日最高人數之 60%時，於官網、FB 粉絲團、國民

賓館廣告螢幕，及各票口宣導園區總量管制已飽和，採分時

分流，依據各票口出園人數等量管制入園數。 

4. 餐廳部分，採單一出入口，管制遊客進出動線，餐廳設置座

位符合社交距離，並採分時分流進入管制措施辦理，區分用

餐時間，確保用餐人員的座位距離。 

(二) 彰化農場： 

派員在場區大門紀錄遊客進場人數，遊客數達單日最高人

數之 50%時，將於大門口設立告示牌，採分時分流，依據

各票口出園人數等量管制入園數。 

(三) 臺東農場： 

1. 住宿以 40 人為管制點，達 40 人將不再受理遊客訂房作

業。  

2. 各分場遊客數以 60 人為管制點，達 60 人將管制進場區

遊客人數。  

(四) 棲蘭明池森林遊樂區： 

1. 每日遊客承載人數，以園區停車空間換算，棲蘭為 912 人、

明池為 768 人、神木園生態之旅原已訂有每日承載量 720

人。其安全承載量達 50%為警告點、55%為行動點、60%為管

制點。如遊客量達 50%及 55%時，分別於台七線沿途電子看

板公告及發送細胞訊息通知民眾；亦同步發布於 FB 粉絲頁。

如達 60%時，則於各園區管制點禁止車輛進入，俟園區內車

輛出場後再放行。 

2. 各園區管制點如下：棲蘭於票亭入口管制、明池於停車場入

口管制、神木園於上車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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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家公園區域因應 COVID-19防疫需求之遊憩人流出入管
制 

為預防 COVID-19疫情擴散，避免遊客過度聚集，並確保合理社

交距離，內政部營建署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年 3月 25日

發布之「公眾集會指引室內 100人以上集會活動建議暫停」以及 4月

1日發布之「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對於國家公園園區內人流聚集之主

要遊憩設施與據點，規劃以下遊憩人流出入管制相關措施，後續將持

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最新防疫指引，並配合各國家公園環

境特性，採因地制宜方式滾動檢討。 

一、 辦理「旅宿業訂房數」預警管理 

(一) 於勞動節連續假期前一週(4月 24日)辦理國家公園範圍內飯店

旅館訂房率調查，倘訂房率超過六成者，即通報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並強化相關防疫宣導及整備措施。 

(二)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人流密度較大之遊憩據點，得視需要將一

般假日一併納入辦理訂房率調查與通報。 

二、 室內遊憩據點之防疫管理 

(一) 採單一出入口，並引導分流。 

(二) 依據防疫社交距離 1.5公尺，重新估算承載量進行遊客總量管

制。 

(三) 加強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罩。 

國家公園人流聚集之室內遊憩據點表 

國家公
園別 

人流聚集
熱區 

空間特質 空間範圍 容留人數 防疫管制重點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陽明山陽
明書屋 

室內空間
及戶外開
放空間 

室內樓地
板面積
446.48㎡ 

50人 採預約登記制總量管制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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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
園別 

人流聚集
熱區 

空間特質 空間範圍 容留人數 防疫管制重點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太魯閣布
洛灣遊客
中心 

室內、戶
外空間 

樓地板面
積 453.4
㎡ 

80人 停播室內簡報 
總量管制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
戴口罩 

太魯閣天
祥遊客中
心 

室內、戶
外空間 

樓地板面
積 1,239 
㎡ 

60人 總量管制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
戴口罩 

金門國
家公園 

金門乳山
遊客中心 

室內、戶
外空間 

室內樓地
板面積
1,145.62
㎡ 

40人 總量管制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
戴口罩 

三、 戶外遊憩據點之防疫管理 

(一) 戶外單一出入口型遊憩據點： 

採單一出入口，倘人流密度過高，得適時予以管制，並加強宣導

留設安全社交距離（1公尺）或戴口罩。 

國家公園人流聚集之戶外單一出入口型遊憩據點表 

國家公
園別 

人流聚集熱
區 

空間特質 空間範圍 防疫管制重點 

墾丁國
家公園 

貓鼻頭公園 公園 26.83公頃 單一出入口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鵝鑾鼻公園 公園 33.78公頃 單一出入口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雪霸國
家公園 

武陵遊憩區 戶外遊憩活
動 

46公頃(全
區)  
5.75公頃
(戶外） 

單一出入口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台江國
家公園 

四草紅樹林
綠色隧道 

水域遊憩  
綠色隧道 

0.96公頃 單一出入口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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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
園別 

人流聚集熱
區 

空間特質 空間範圍 防疫管制重點 

總量管制 

(二) 戶外開放型遊憩據點： 

加強人流密度監測或引導分流，並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1公
尺）或戴口罩。 

國家公園人流聚集之戶外開放型遊憩據點表 

國家公
園別 

人流聚集熱
區 

空間特質 空間範圍 防疫管制重點 

墾丁國
家公園 

墾丁大街 省道旁開放
空間，為夜
市與攤販等
商業活動。 

長約 500公
尺，寬約 18
公尺。  

人車分離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竹子湖 戶外開放空
間 

路寬 3~8米
不等。  
觀景平臺
147㎡ 

配合臺北市政府竹子湖海芋季
交通管制、宣導留設安全社交
距離、商家採跳躍式安排客人
用餐並消毒。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陽明公園 戶外開放空
間 

39萬 7,288
㎡  
(臺北市公燈
處)  

屬臺北市政府維管範圍依市府
防疫措施辦理，目前已關閉陽
明公園溫泉浴室並視情形進行
交通管制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壽山國
家自然
公園 

壽山雅座、
盤榕、七蔓
休息區 

戶外空間  
登山奉茶休
息處 

涼亭及周圍
開放空間 

引導分流 
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
罩 

四、 山屋防疫管理 

(一) 考量社交距離與山屋隔間特性，調降山屋住宿量： 

1.已公告調降國家公園山屋住宿量（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109

年 4月 6日公告，玉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109年 4月 7
日公告），於公告日以前已申請核准者，其權益不受影響；公告

日以後之新申請者（依現行入園 30前提出申請之規定，係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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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5月 7日或 5月 8日以後入住之申請者），均受上開公告住宿

量限制。（公告新聞稿請參閱「臺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
服務網」https://npm.cpami.gov.tw/news_0.aspx） 

（1） 玉山國家公園「排雲山莊」係屬於隔間形式（非通舖形

式），住宿量由 116人降為 60人，並擴大床位間隔距離。 

（2） 其餘通舖形式山屋，採「住一空一」調整方式以間隔床

位，住宿總量均減半。包括雪霸國家公園「七卡山莊」已由

130人降為 69人、「三六九山莊」已由 106人降為 57人、
「九九山莊」已由 150人降為 75人。 

2.加強聯繫已申請入園核准者，屬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之人員，應取消或暫
緩申請入園；入園隊伍成員若有發燒、呼吸道不適或嚴重咳嗽者

等症狀，應自行取消入園。 

(二) 山屋用餐，改採分時段、分流方式進行。 

(三) 加強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山屋內應戴口罩。 

國家公園山屋住宿量調整表 

國家公園別 山屋名稱 原住宿量 調降後住宿量 

玉山國家公園 

排雲山莊 116 60 

圓峰山屋 15 8 

樂樂山屋 12 6 

中央金礦山屋 20 10 

白洋金礦山屋 12 6 

大水窟山屋 20 10 

塔芬谷山屋 20 10 

轆轆谷山屋 20 10 

拉庫音溪山屋 20 10 

瓦拉米山屋 24 12 

抱崖山屋 16 8 

大分山屋 20 10 

馬博山屋 20 10 

馬利加南山屋 20 10 

馬布谷山屋 20 10 

https://npm.cpami.gov.tw/news_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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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別 山屋名稱 原住宿量 調降後住宿量 

庫哈諾辛山屋 24 12 

太魯閣國家公園 

黑水塘山屋 8 4 

成功山屋 34 17 

成功二號堡 10 5 

奇萊稜線山屋 8 4 

雲稜山屋 55 27 

審馬陣山屋 12 6 

南湖圈谷山屋 40 20 

雪霸國家公園 

七卡山莊 130 69 

三六九山莊 106 57 

翠池山屋 12 6 

桃山山屋 19 10 

新達山屋 34 17 

素密達山屋 24 12 

雪北山屋 25 13 

霸南山屋 15 8 

中霸山屋 12 6 

九九山莊 150 75 

五、 露營區防疫管理 

國家公園管理處現有 4處露營區，除墾丁國家公園「鵝鑾鼻公園
露營區」與金門國家公園「中山林露營區」因故未對外開放以

外，其餘 2處露營區均已有相關防疫管理措施： 

(一) 減少營位數量，降低露營密度。 

(二)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露營區」之經營業者已依「臺北

市旅館防疫手冊」辦理防疫作為。 

(三) 加強宣導留設安全社交距離或戴口罩。 

國家公園露營區防疫措施表 

國家公園別 營地名稱 現況說明 防疫措施 

墾丁國家公
園 

鵝鑾鼻公園
露營區 

營區面積約 6,960 ㎡，無棧
板。 

無對外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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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別 營地名稱 現況說明 防疫措施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刻正辦
理委外招租作業，尚無對外營
業。 

陽明山國家
公園 

菁山遊憩區
露營區 

菁山遊憩區係屬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委外經營之旅館
設施，遊憩區設有小木屋、餐
廳與露營區，其中露營區有提
供 36個營位。 

業者已依「臺北市旅
館防疫手冊」辦理防
疫作為 

太魯閣國家
公園 

合流露營區 係屬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委託賣店廠商經管之露營區，
營區面積 1,338㎡，平時提供
12 個棧板營位，遇到 4 天連
續假期，得再增加 28 個草地
營位，共可提供 40個營位。 

僅維持 12 個棧板營
位，不提供草地營
位。 

金門國家公
園 

中山林露營
區 

營區位於金門國家公園中山
林，現由金門國家公園經營管
理，可提供 20營位。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刻正辦
理設施整修，尚無對外營業。 

無對外營業 

六、 適時調減停車場停車數量，減緩遊憩據點人流壓力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應評估遊憩據點之人流密度，必要時得透過

調減鄰近停車場之停車位數量，適時減緩遊憩據點之人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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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光風景區公共場域及旅宿業高住宿率人流出入管制 

觀光風景區係分為本部觀光局轄管之觀光遊樂業、國家風景區，以及地

方政府轄管景區，以上公共場域及旅宿業高住宿率人流出入管制分述

如下： 

一、 觀光遊樂業 

(一) 以主題樂園園區面積，與社交距離(1.5 公尺)之安全面積之

關係，遊樂園區之防疫安全承載量約估為該園區遊客最大承

載量 50%，臚列熱門主題樂園防疫安全承載量如下 

1.麗寶樂園約 37500 人 

2.六福村約 16000 人 

3.九族文化村約 15000人 

4.劍湖山約 15000 人 

5.義大世界約 7500人 

6.小人國約 10000 人 

(二) 針對易發生大量遊客湧入之熱門主題樂園(六福村、小人國、

麗寶樂園、九族文化村、劍湖山及義大世界) 於連假期間實

施遊客總量管制措施，建立開園後定時通報機制，朝提前預

警、管制方向，訂定防疫安全承載量之 A（60%）B（55%）C

（50%）分級應變行動方案： 

1. C 級應變行動方案：當園區在園遊客人數達防疫安全承載

量 50％時。觀光遊樂業者通知公路總局及高公局交控中心

啟動 CMS 發布園區已達防疫安全承載量 50％，或依園區需

要之訊息。 

2. B 級應變行動方案：當園區在園遊客人數達防疫安全承載

量 55％。於園區聯外道路重要路口或決策點，掛牌告知園

區已達防疫安全承載量 55％並持續 CMS公告，並請警廣加

強宣導替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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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級應變行動方案：當在園遊客人數達防疫安全承載量 60

％時。落實管制總量，加派人員引導遊客前往周邊景點，

並請警廣加強宣導遊客分流改往周邊景點。 

二、 國家風景區 

(一)有關本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假日或連續假期遊

客較愛前往重要景點計有 42處(詳附件)，大部分為戶外場地。 

(二)管制辦法 

1. 停車場管制 

(1)收費停車場：停車數達 50%時，由保全管控車輛進入，並

勸離遊客方式辦理，如大鵬灣濱灣公園、阿里山觸口遊客

中心。 

(2)未收費停車場：車位停滿時，結合地方政府警察單位勸離

遊客，勿隨意停車。 

2.總量管制或分流措施 

(1)室內空間 

甲.採單一出入口，管制遊客進出動線。 

乙.室內承載人數達 50%時，採分時分流管制措施辦理。 

丙.人群分流進入：如八田與一紀念館以每次 5 人一組 8

分鐘為限、北海坑道採 40人分批分流方式。 

丁.室內人數限 100 人以下，如超過則分流至戶外；戶外

則利用廣播提醒遊客分散，保持社交距離。 

(2)戶外 

甲.容納超過 100 人以上景點採總量管制及預約分流入園

人次（每次管制在 100人次以內），並加強宣導相關防

疫資訊及保持社交距離政策。 

乙.協調公、民營交通船業者，保持社交距離，減少每艘船

載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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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揭露 

(1)啟動連續假期路況即時簡訊之即時通知，提供用路人交通

疏導資訊。 

(2)如收費停車場停車數超過 50%時，配合公路總局資訊，透

過適地性簡訊服務（LBS），將訊息發送給遊客，提醒更改

至其他景點。 

4.其他 

(1)住宿/賣票景點：採取預約制，落實人群分流。 

(2)結合商家加強宣導相關防疫資訊及保持社交距離政策。 

(3)函請地方政府風景區比照國家風景區管制辦法辦理 

三、 高住宿率旅宿業 

（一）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4 月 4 日針對阿里

山森林遊樂區、花蓮東大門夜市、嘉義文化路、臺南關子嶺、

虎頭埤、烏山頭水庫及湖境度假會館等埤塘風景區、高雄興

達港、旗山老街、雲林北港朝天宮、屏東縣南州鄉以南（包

含墾丁）等 11處景點與宜蘭縣、臺東縣重要景點發布警報，

本部觀光局已於 109 年 4 月 7 日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示，函請相關縣市政府進行瞭解清明連假期間前往上開旅

遊景點及周邊範圍住宿旅客之身分資訊，提供衛生主管單位

儘速陳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俾未來兩週如有確診時或

爆發群聚感染時，可即時掌握其接觸史。 

（二） 為避免疫情因連續假期遊客眾多而爆發群聚感染之風險，

本部觀光局將針對熱門觀光遊樂業同集團之旅館、國家風景

區內之觀光旅館及知名景點大型旅館，於連續假期前進行住

房率之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連續假期前一週提供予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作為擬定後續相關防疫作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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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項次 管理處 所在地 假日及連續假日遊客較多景點 

1 

東北角 

新北市貢寮區 福隆遊客中心 

2 宜蘭縣頭城鎮 大里遊客中心 

3 宜蘭縣壯圍鄉 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 

4 宜蘭縣蘇澳鎮 南方澳遊客中心 

5 
東部海

岸 

台東縣台東市 小野柳(含加路蘭) 

6 台東縣東河鄉 水往上流 

7 台東縣成功鎮 三仙台 

8 
花東縱

谷 

花蓮縣壽豐鄉 鯉魚潭風景區 

9 臺東縣池上鄉 池上大坡池及伯朗大道 

10 臺東縣鹿野鄉 鹿野高臺 

11 
北觀 

新北市萬里區 野柳地質公園 

12 基隆市中正區 和平島公園 

13 

參山 

彰化縣員林市 百果山探索樂園 

14 彰化縣芬園鄉 就是愛荔枝樂園 

15 南投縣南投市 猴探井遊憩區 

16 新竹縣峨眉鄉 獅山遊客中心 

17 苗栗縣南庄鄉 南庄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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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處 所在地 假日及連續假日遊客較多景點 

18 臺中市和平區 谷關遊客中心 

19 臺中市和平區 梨山遊客中心 

20 臺中市和平區 梨山文物陳列館 

21 彰化縣彰化市 八卦山脈生態遊客中心 

22 南投縣名間鄉 松柏嶺遊客中心 

23 

新竹縣、苗栗

縣、彰化縣、

南投縣、臺中

市和平區 

本處轄管風景區開放性景點 

24 日月潭 南投縣魚池鄉 
轄管向山、埔里、車埕及伊達邵

管理站 

25 
大鵬灣 

屏東縣東港鎮 濱灣公園及帆船基地 

26 屏東縣琉球鄉 琉球嶼 

27 阿里山 嘉義縣梅山鄉 嘉義梅山太平雲梯 

28 茂林 高雄市六龜區 新威森林公園(新威行政中心) 

29 茂林 高雄市茂林區 茂林遊客中心 

30 茂林 屏東縣瑪家鄉 禮納里遊客中心 

31 西拉雅 臺南市官田區 八田與一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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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管理處 所在地 假日及連續假日遊客較多景點 

32 台南市官田區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33 臺南市山上區 臺南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34 台南市左鎮區 臺南市左鎮化石園區 

35 臺南市新化區 國立中興大學新化林場 

36 

雲嘉南 

嘉義縣布袋鎮 布袋海景公園(高跟鞋教堂) 

37 臺南市北門區 水晶教堂 

38 臺南市北門區 井仔腳瓦盤鹽田 

39  澎湖 澎湖縣湖西鄉 北寮奎壁山地質公園 

40 

馬祖 

連江縣南竿

鄉、北竿鄉、 

莒光鄉、東引

鄉 

遊客中心 

41 

連江縣南竿

鄉、北竿鄉、 

莒光鄉、東引

鄉 

遊客中心、視聽室 

42 連江縣南竿鄉 北海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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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假期民眾易聚集之廟宇人流管制建議措施 

一、假期民眾易聚集之廟宇資訊 

（一）截至本（109）年 4月 7日下午 2時，各地地方政府回報有關

假期民眾較愛前往所轄廟宇，約計有 200多，各家廟宇容留人

數因寺廟所在位置（例如位於交通樞紐、老街、市場等人潮易

聚集處）、周圍腹地等各項因素而不同。 

（二）各廟宇因型態不一，有寺廟建築物樓地板或廟埕面積小，周圍腹

地大，因香火鼎盛，亦吸引大量人潮進入，例如南投縣紫南宮，

有些廟宇位於環境清幽之地，形成龐大宗教園區，例如新北市法

鼓山，比較不易有人潮擁擠現象，因此各廟宇規劃參拜人流管制

措施時，仍應依實際情形因地制宜。 

二、廟宇參拜人流管制建議措施 

（一）廟宇應規劃安排信眾在廟埕或較為空曠處進行參拜，並依

「『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保

持室外 1公尺之距離，如需讓進入室內參拜，應規劃單一方向之

參拜動線，保持 1.5公尺距離，並避免人流交錯。 

（二）廟宇應依場所面積大小，管制同時入廟參拜人數，並提醒信眾參

拜完畢應儘速離開。 

（三）廟宇應於出入口或適當地點設置乾洗手或酒精等防疫用品，並安

排人員控制入廟參拜之人數及為信眾量測體溫，禁止發燒者進

入。 

（四）廟宇應要求工作人員及入廟參拜之信眾務必配戴口罩。 

（五）廟宇應於防疫期間避免提供飲食，並與外圍攤商協調，相關販賣

動線應保持便利民眾通行，避免人流交錯，產生群聚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