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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11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6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正亮等 19 人，為加速地方創生、鼓勵偏鄉青年回
鄉創業工作，爰擬具「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十九條條文
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開放各地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居民得成立地方觀光合作社，從事攬客食宿等部分旅
行業業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在數位經濟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許多創新的旅遊經營模式，特別在偏鄉地區，許
多當地年輕人為響應地方創生的政策，以各地生態、文化、歷史、農業等主題，推出各式
各樣的「小旅行」，希望能活絡地方社區、部落、農漁村，可是受限於當前法令限制，旅
行業業務只能由旅行業者承攬，這些從事小旅行活動者一旦做大，便可能遭檢舉違法，逼
其得與有牌照的旅行業者合作，承擔高額的借牌成本，侵蝕經營利潤。
二、有鑑於此，為鼓勵地方創生、青年回鄉，修正第二條、第十九條，並新增第二十七條之一
，開放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地方社區、部落，得成立地方觀光合作社，並可從事招攬或
接待旅客，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設計旅程、安排導遊或領隊，提供旅遊諮詢等業務，
以振興地方觀光，加速地方創生。

提案人：郭正亮
連署人：陳亭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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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
義如下：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護

一、本條新增第一項第十六款
。
二、有鑑於在數位經濟的推波
助瀾下，產生了許多創新的

，觀光設施之興建、改善
，為觀光旅客旅遊、食宿
提供服務與便利及提供舉
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

，觀光設施之興建、改善
，為觀光旅客旅遊、食宿
提供服務與便利及提供舉
辦各類型國際會議、展覽

旅遊經營模式，特別在偏鄉
地區，許多當地年輕人為響
應地方創生的政策，以各地
生態、文化、歷史、農業等

相關之旅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
覽之風景、名勝、古蹟、
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
可供觀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
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之
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
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
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
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
，在原住民保留地、山地
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
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
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等範圍內劃設之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
觀光旅客休閒、遊樂之設

相關之旅遊服務產業。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活動之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指定供觀光旅客遊
覽之風景、名勝、古蹟、
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
可供觀光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
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之
特殊天然景緻、應嚴格保
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環
境及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
之特殊自然人文景觀資源
，在原住民保留地、山地
管制區、野生動物保護區
、水產資源保育區、自然
保留區、風景特定區及國
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等範圍內劃設之地區。
六、觀光遊樂設施：指在風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
觀光旅客休閒、遊樂之設

主題，推出各式各樣的「小
旅行」，希望能活絡地方社
區、部落、農漁村，可是受
限於當前法令限制，旅行業
業務只能由旅行業者承攬，
這些從事小旅行活動者一旦
做大，便可能遭檢舉違法，
逼其得與有牌照的旅行業者
合作，承擔高額的借牌成本
，侵蝕經營利潤。
三、有鑑於此，為鼓勵地方創
生、青年回鄉，修正第二條
、第十九條，並新增第二十
七條之一，開放自然人文生
態景觀區的地方社區、部落
，得成立地方觀光合作社，
並可從事招攬或接待旅客，
安排旅遊、食宿及交通，設
計旅程、安排導遊或領隊，
提供旅遊諮詢等業務，以振
興地方觀光，加速地方創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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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
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光旅
館，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
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營國
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光旅
館，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
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
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
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
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

八、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
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
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
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

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
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
、自然景觀、生態、環境

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九、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
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
、自然景觀、生態、環境

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
，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
處所。

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
，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
處所。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
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
、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

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
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
、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

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
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
之營利事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

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
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
之營利事業。
十一、觀光遊樂業：指經主

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樂
設施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
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
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
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
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
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
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
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
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
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所設置之專業人員。
十五、外語觀光導覽人員：

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樂
設施之營利事業。
十二、導遊人員：指執行接
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
旅遊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
務人員。
十三、領隊人員：指執行引
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
業務而收取報酬之服務人
員。
十四、專業導覽人員：指為
保存、維護及解說國內特
有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
源，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所設置之專業人員。
十五、外語觀光導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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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為提升我國國際觀光服

指為提升我國國際觀光服

務品質，以外語輔助解說
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
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在自然人文生態

務品質，以外語輔助解說
國內特有自然生態及人文
景觀資源，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在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所設置具外語能力
之人員。
十六、地方觀光合作社：指
在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的

景觀區所設置具外語能力
之人員。

當地居民，依照主管機關
擬定相關辦法所組成的合
作社，得以經營部分旅行
業業務。
第十九條 為保存、維護及解
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
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
業導覽人員，並得聘用外籍
人士、學生等作為外語觀光

第十九條 為保存、維護及解
說國內特有自然生態資源，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自
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設置專
業導覽人員，並得聘用外籍
人士、學生等作為外語觀光

導覽人員，以外國語言導覽
輔助，旅客進入該地區，應
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
，以提供多元旅客詳盡之說
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
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位
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應
優先聘用當地原住民從事專
業導覽工作。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
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並對區內有意成立地方觀光
合作社之居民，提供相關輔
導與協助。
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
光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
法，以及地方觀光合作社成
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導覽人員，以外國語言導覽
輔助，旅客進入該地區，應
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
，以提供多元旅客詳盡之說
明，減少破壞行為發生，並
維護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位
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應
優先聘用當地原住民從事專
業導覽工作。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
劃定，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之。
專業導覽人員及外語觀
光導覽人員之資格及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地方觀光合

一、本條修正第第三項、第四
項。
二、本條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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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業務範圍包含第二十七

二、本條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第五款，不受該條第三項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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