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觀光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發展觀光條例於五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制定公布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為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有鑑於旅館參加等級評鑑為國際趨勢，惟有
通過等級評鑑，其整體服務水準與定位始能與國際接軌，獲得國內外旅客信賴
除有助於業者瞭解其市場定位，訂定客觀合理之收費標準，亦便於旅客選擇符
合需求之旅館，縮減旅客期待與業者服務品質落差。準此，為增加國際觀光旅
館、一般觀光旅館與旅館分類及定位調整之彈性，及保留未來視產業發展需要
委辦地方政府執行之彈性，並提升觀光旅館之國際競爭力及旅客信賴感，爰修
正本條例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修正「觀光旅館業」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經營觀光旅館業者申請核准之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與觀光旅館有關之業務，修正為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修正觀光旅館之等級區分方式，及增訂等級評鑑辦法之授權依據，另增訂
觀光旅館業有取得並維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星級以上星等之義務及
未履行義務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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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 按觀光旅館業與旅館業皆須
如下：
如下：
依法申請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一、觀光產業：指有關觀光 始得營業，二者主要區別，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
資源之開發、建設與維 在於前者尚須經主管機關核
護，觀光設施之興建、
護，觀光設施之興建、 准，後者則逕向主管機關登
改善，為觀光旅客旅
改 善 ， 為 觀 光 旅 客 旅 記。至於國際觀光旅館及一
遊、食宿提供服務與便
遊、食宿提供服務與便 般觀光旅館則係觀光旅館之
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
利及提供舉辦各類型國 類型，並非申請營業要件。
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際會議、展覽相關之旅 考量現行條文第七款觀光旅
遊服務產業。
遊服務產業。
館業之定義未能清楚區隔其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二、觀光旅客：指觀光旅遊 與第八款旅館業之差異，爰
活動之人。
活動之人。
修正第七款，以臻明確。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三、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
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
機關同意後指定供觀光
旅客遊覽之風景、名
旅客遊覽之風景、名
勝、古蹟、博物館、展
勝、古蹟、博物館、展
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
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
之地區。
之地區。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四、風景特定區：指依規定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
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
地區。
地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五、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
指具有無法以人力再造
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
之特殊天然景緻、應嚴
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
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
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
生態環境及重要史前遺
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
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
文景觀資源，在原住民
文景觀資源，在原住民
保留地、山地管制區、
保留地、山地管制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
野生動物保護區、水產
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
資源保育區、自然保留
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
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
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
區等範圍內劃設之地
區等範圍內劃設之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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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設施。
七、觀光旅館業：指經 主管
機關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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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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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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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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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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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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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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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
置具外語能力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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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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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所設
置具外語能力之人員。

第 二 十 一 條 經 營 觀 光 旅 館 業 第 二 十 一 條 經 營 觀 光 旅 館 業 一、配合第二十三條修正觀
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光旅館等級以星等區
准，並符合建築及設備標準之 請核准，並依法辦妥公司登
分，取代現行國際觀光
規定，依法辦妥公司登記，領 記 後 ， 領 取 觀 光 旅 館 業 執
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之
取觀光旅館業執照後，始得營 照，始得營業。
分級方式，爰修正第一
業。
項，將符合建築及設備
前項建築及設備標準，由
標準修正為申請核准籌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
設觀光旅館要件而非等
之。
級區分方式，以資明
確。另「中央主管機
關」修正為「主管機
關」，保留未來視產業
發展需要委辦地方政府
執行觀光旅館業管理之
彈性。
二、原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建築及設備標準」之
授權依據，移列至第二
項。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業務範 第二十二條 觀光旅館業業務 參照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四
圍如下：
範圍如下：
款關於「核定」之定義規
一、客房出租。
一、客房出租。
定，行政上之核定，係指行
二、附設餐飲、會議場所、
二、附設餐飲、會議場所、 政機關對於陳報之具體個案

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
營。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
告指定與觀光旅館有關
之業務。
主管機關為維護觀光旅館
旅宿之安寧，得會商相關機關
訂定有關之規定。

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 事項加以審核，並作成決
營。
定。復按，所謂業務範圍，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非只是個案核准之問題，而
准與觀光旅館有關之業 應屬通案性質，現行第一項
務。
第三款規定似採個案核准，
主管機關為維護觀光旅 確 有 未 盡 妥 適 之 處 ， 爰 將
館旅宿之安寧，得會商相關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修正
機關訂定有關之規定。
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
定」。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辦 第二十三條 觀光旅館等級， 一、考量旅館參加等級評鑑
理觀光旅館等級評鑑，其 等 按 其 建 築 與 設 備 標 準 、 經
為國際趨勢，惟有通過
級，按其建築設備及服務品 營 、 管 理 及 服 務 方 式 區 分
等級評鑑，其整體服務
質，以星等區分之。
之。
水準與定位始能與國際
前項等級評鑑方式、評鑑
觀光旅館之建築及設備
接軌，獲得國內外旅客
收費基準、等級區分條件、星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信賴，除有助於業者瞭
等標識之有效期限與發放管理 內政部定之。
解其市場定位，訂定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觀合理之收費標準，亦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便於旅客選擇符合需求
觀光旅館業應申請等級評
之旅館，縮減旅客期待
鑑，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與業者服務品質落差。
一定星級以上星等，並應於等
爰修正第一項，明定觀
級區分標識有效期限前，重新
光旅館之等級按其建築
申請等級評鑑，取得公告星級
設備及服務品質以星等
以上星等。等級評鑑結果未達
區分，並增訂第二項等
公告星級以上者，得於評鑑結
級評鑑辦法之授權依
果通知日起六個月內，再次申
據。
請等級評鑑一次。
二、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為輔導接待國際觀光旅
八年○月○日修正施行後取得
客比例較高之觀光旅館
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者，應自
業與國際接軌，提升其
核准營業日起一年內申請等級
國際競爭力，爰明定觀
評鑑，並取得前項公告星級以
光旅館業有取得並維持
上星等。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定星級以上星等之義
八年○月○日修正施行前取得
務，並賦予評鑑結果未
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者，應於
達公告星級以上者再次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月○日
評鑑機會。
前申請等級評鑑，並取得第三
三、增訂第五項之過渡條
項公告星級以上星等。
款，既有之觀光旅館業
觀光旅館業未依前三項規
應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

定期限申請等級評鑑，或未取
得第三項公告星級以上星等
者，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
內，依法辦妥公司變更登記，
並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旅館業
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
後，始得營業；屆期廢止原觀
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並通知公
司主管機關廢止其觀光旅館業
之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三年內取得並維持第三
項公告星級以上星等之
義務，俾兼顧公益目的
之達成及信賴保護原則
之落實。
四、增訂第六項，賦予評鑑
結果未達公告星級以上
者變更其核准營業項目
為旅館業之法律效果，
俾兼顧公益目的之達
成、經營權保障及比例
原則之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