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春遊專案
-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一.一.一.一. 核銷流程核銷流程核銷流程核銷流程

二.二.二.二. 加碼加碼加碼加碼抽獎抽獎抽獎抽獎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三.三.三.三. 交流討論交流討論交流討論交流討論



臺中市政府 加碼
登錄成功「自由行補助」旅客
憑住宿發票（收據）抽電動機車、
電動自行車、家電產品等好禮。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基本條件

臺中市春遊專案 5/1~6/30

經費用罄截止
名額48,000名(房)



旅客詢問 入住登錄及影印資料 資料整理申請

1. 業者應告知來電詢
問之旅客，春遊具
名額限制，以現場
check in為準，以
減少旅客誤解

2. 春遊系統可查詢是
否仍有補助名額

3. 「入住登錄」成功
告後，才能確認該
旅客享受本案補助
優惠

1. 春遊系統：當日check in登錄，確定享
有補助，每房1人登錄

2. 影印或拍照旅客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
之身份證明文件。要清楚不能模糊

3. 旅客資訊要正確，電話資料等。告知旅
客後續會有抽獎，資訊不完整視同放棄。

4. 發票或收據領受補助的、給旅客的分別
開立，，，，500500500500元補助正本發票送核銷元補助正本發票送核銷元補助正本發票送核銷元補助正本發票送核銷，，，，予旅
客部份影印副本，同時黏貼於單據

1. 下載申請函等相關表
格並填妥

2. 春遊系統：列印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旅客資料名冊旅客資料名冊旅客資料名冊旅客資料名冊

3. 6/30以前送本府委
託核銷單位

4. 請注意：當日超過核
准客房數時，違反發
展觀光條例第55條
第7項，會受罰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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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活動報名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1業者專區 (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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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確認

1.逐項勾選同意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1.業者專區 ( 報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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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旅宿名稱後點選「GO」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1.業者專區 ( 報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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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選自己的民宿

3.填寫聯絡資訊及加碼活動

4.點選「送出申請」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1.業者專區 ( 報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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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OK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1.業者專區 ( 報名)4

本
府
審
核



春遊系統 2.查詢「參加業者」

2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確認有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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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活動報名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登入

4/15後系統E-mail
帳號密碼給業者



剩餘員額
業者資訊

1

1.輸入旅客資料確認其補助資格
*本功能僅限查詢，無法先登錄！
2.建議訂房時先查詢確認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1 查詢民眾補助資格



新增旅客資料

2

入
住
當
日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2業者補助資料登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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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寫當日旅客資料

3.確認送出

2.青年加碼(限新社、東勢民宿)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2業者補助資料登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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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資料建立完成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2業者補助資料登錄3



選取

7

申
請
補
助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3 業者補助案件申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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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勾選要申請的編號 2.確認送出，，，，送出後不可再更正送出後不可再更正送出後不可再更正送出後不可再更正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3 業者補助案件申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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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3 業者補助案件申請3



多筆申請：列印案件總表

5全部簽名蓋章

單筆申請：列印資料明細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粘貼憑證粘貼憑證粘貼憑證粘貼憑證

1.1.1.1.旅客旅客旅客旅客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影文件影文件影文件影本本本本

2.2.2.2.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註明房號註明房號註明房號註明房號））））

3.3.3.3.補助補助補助補助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之之之之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不得開立不得開立不得開立不得開立統編統編統編統編，，，，抬頭留抬頭留抬頭留抬頭留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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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負責人帳戶，需另填「同意書」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4 填入帳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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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春遊系統 3.業者專區 功能4 文件下載



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申請核銷
一.一.一.一.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

二.二.二.二. 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領據領據領據。。。。

三.三.三.三. 指定匯款指定匯款指定匯款指定匯款帳戶帳戶帳戶帳戶存摺影本存摺影本存摺影本存摺影本。。。。

四.四.四.四. 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

五.五.五.五. 住宿旅客資料住宿旅客資料住宿旅客資料住宿旅客資料名冊名冊名冊名冊。。。。((((由春遊系統產由春遊系統產由春遊系統產由春遊系統產

出出出出))))

六.六.六.六. 旅客旅客旅客旅客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文件影本文件影本文件影本、、、、補助金補助金補助金補助金

額與餘額之額與餘額之額與餘額之額與餘額之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發票或收據影本。。。。

七.七.七.七. 補助金額之補助金額之補助金額之補助金額之發票或發票或發票或發票或收據正本收據正本收據正本收據正本（（（（不不不不

得得得得開立統編開立統編開立統編開立統編，，，，抬頭留白抬頭留白抬頭留白抬頭留白））））。。。。



 

 大章 

(公司或民宿名稱) 函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受文者：縣(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級解密條件： 主旨：檢送本公司所屬○○旅館（本民宿）申請「春遊專案」住宿優惠措施補助第○次請領共○○筆，申請補助經費文件資料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 ○○縣(市)政府支出證明單。 三、 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 四、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正本:縣(市)政府 副本：        ※※※※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民宿蓋店章及負責人私章民宿蓋店章及負責人私章民宿蓋店章及負責人私章民宿蓋店章及負責人私章 小章 



多筆申請：列印案件總表

5

全部簽名蓋章

單筆申請：列印資料明細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

粘貼憑證粘貼憑證粘貼憑證粘貼憑證

1.1.1.1.旅客旅客旅客旅客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影文件影文件影文件影本本本本

2.2.2.2.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開給旅客之發票或收據影發票或收據影發票或收據影發票或收據影本本本本（（（（註明房號註明房號註明房號註明房號））））。。。。

3.3.3.3.補助補助補助補助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開給觀旅局））））之之之之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正本正本正本正本（（（（
不得開立統編不得開立統編不得開立統編不得開立統編，，，，抬頭留白抬頭留白抬頭留白抬頭留白）））） 。。。。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受    領    人 名  稱 

 身份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貨物品稱廠牌規格支出事由 

  住宿費 
單位數量 

 支出憑證影本_______張。 

 單 價 如春遊專案住宿優惠措施核銷報表 

實付金額 如春遊專案住宿優惠措施核銷報表 

 不能取得 單據原因 

 

 旅客收執（另有稅務用途） ※※※※請旅宿業者務必請旅宿業者務必請旅宿業者務必請旅宿業者務必於經手人於經手人於經手人於經手人、、、、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單位主管欄位單位主管欄位單位主管欄位單位主管欄位蓋章蓋章蓋章蓋章 ((((旅宿業者旅宿業者旅宿業者旅宿業者)     )     )     )     經手人： (章)     會計：(章)     單位主管：(章) 

 ((((○○○○○○○○縣縣縣縣((((市市市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經手人：          覆核：            單位主管： 

 

 

 

一一一一、、、、春遊春遊春遊春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3.3.3.3.業者專業者專業者專業者專區區區區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4444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二二二二、、、、抬頭更改成抬頭更改成抬頭更改成抬頭更改成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支出證明單



       領領領領            據據據據 

 

茲領到臺臺臺臺中中中中市市市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觀觀觀觀光光光光旅旅旅旅遊遊遊遊局局局局核撥辦理「春遊專案住

宿優惠措施」補助經費款項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公司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民宿無統一編號者，請填登記證編號，並於代表人加註身分證字號) 代 表 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填 表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地    址：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帳    號： 受款人名稱： （請檢附存摺影本以供核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請務必蓋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旅館蓋公司大小章、、、、民宿蓋民宿蓋民宿蓋民宿蓋店章及店章及店章及店章及負責人私章負責人私章負責人私章負責人私章 

實報  非實報 V 

公司大章 
章  章 章 

一一一一、、、、春遊春遊春遊春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3.3.3.3.業者專業者專業者專業者專區區區區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4444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下載下載下載下載

二二二二、、、、主旨更改成主旨更改成主旨更改成主旨更改成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一.一.一. 指定匯款指定匯款指定匯款指定匯款帳戶帳戶帳戶帳戶存摺影本存摺影本存摺影本存摺影本。。。。

二.二.二.二. 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非本人帳戶者檢附))))



春遊加碼
成功登錄入
住，憑發票
或收據再抽
電動機車、
電動自行車、
家電產品等
好禮。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交流時間交流時間交流時間交流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