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紓困4.0方案本府各單位聯絡窗口一覽表 

澎湖縣政府 製作 

紓困方案項目 單位(機關) 電話 聯絡窗口 

• 出口貸款及保險行政費用補助 

一.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111年5月31日 

二. 補助項目:出口貸款及出口保險 

建設處 06-9274400＃339 
0800-819-688 

王仰啟 
輸出入銀行 

• 補資金(防疫千億保、利息補助) 

一. 防疫千億保: 
(一)保障專款:750億+120億 
(二)銀行放款:8700億 
(三)給足擔保:8-10成 

二. 利息有補貼: 
(一)舊有貸款展延 
(二)營運資金貸款 
(三)受影響事業貸款 

建設處 
 

06-9274400＃339 王仰啟 
(貸款請逕洽往來銀行) 

• 營業衝擊補貼(製造業及其他技術服
務業、會展產業、商業服務業) 

一. 製造業及其他技術服務業: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8月2日 
(二)補助內容:薪資補貼及一次性營   
       運資金 

二. 商業服務業: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8月31日 
(二)補助費用: 

1.提供一次性營運補貼 
2.補貼企業停業及補助員工薪資 

              (視對象資格補助) 

三. 會展產業: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8月2日 
(二)補助內容:薪資補貼及一次性營 
       運資金 

建設處 
 

06-9274400＃339 

0800-000-257 
 

0800-628-988 
 

02-7752-3522、
04-2371-1526、
07-222-3999 

王仰啟 

製造業及其他技術服務業： 
經濟部工業局 

會展產業：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商業服務業： 
經濟部商業司 

•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一. 補助費用:每名孩童1萬元 
二. 發放時間:6月15日開始發放 

教育處 06-9274400＃519 
06-9274400＃385 
0809-098-001 

陳乙升(國中小) 
劉婉玉(幼兒) 
教育部 

• 民宿業、 旅行業、導遊及領隊、觀光
旅館及旅館業 

一. 補助費用: 
(一)民宿業:每家5萬 
(二)旅行業:每名4萬元 
       (依在職員工數計) 
(三)導遊、領隊:補助3萬元 
       (每月1萬元) 
(四)觀光旅館及旅館業:每人4萬 

       (按員工人數補貼) 

二. 申請日期至110年7月31日止 

旅遊處 06-9274400＃231 
06-9274400＃231 
0800-211-734 
02-2322-2510 

陳亞威                                                          
陳鳳妹                                                          
觀光局專線：                                              
旅宿業諮詢專線： 

• 計程車、遊覽車 、租賃車代僱駕駛 

一. 補助費用:一次撥付補助款3萬元 
       (每月補助1萬元) 
二.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旅遊處 
 

06-9274400＃243 
0800-231-035 
06-9211167 

陳泓斌          
公路總局專線： 
澎湖監理站: 

• 遊覽車營運 

一. 補助費用:最高每車補貼1萬元 
二.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7月31日止 

旅遊處 
 

06-9274400＃243 
0800-231-035 
06-9211167 

陳泓斌          
公路總局專線： 
澎湖監理站: 



紓困4.0方案本府各單位聯絡窗口一覽表 

澎湖縣政府 製作 

紓困方案項目 單位(機關) 電話 聯絡窗口 

• 船舶運送業 
• 補助對象: 
(一)國內客運非固定航線業者 
       (申請自5月1日至7月31日止) 
(二)國內客運固定航線業者 
       (7月1日開始申請至12月31日止) 
(三)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業 
       (7月1日開始申請至12月31日止) 

旅遊處 
 

06-9274400＃245 
02-8978-8057 
06-9248101 

周振祥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馬公航港科: 

• 載客小船經營業 

一. 補助費用: 
(一)駕駛及助手薪資營運成本 
       (3個月) 
(二)最高每人2萬元/月一次申請 

旅遊處 
 

06-9274400＃243 
02-8978-8057 
06-9248101 

 

陳泓斌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馬公航港科: 
 

• 海上平臺經營業 

一. 申請期間自5月1日至8月31日止 
二. 補助費用: 

(一)平台限載人數未超過140人: 
       每座5萬元 
(二)平台限載人數超過140人: 
       每座8萬元 

旅遊處 
 

06-9274400＃234 
02-8978-8057 
06-9248101 

陳家豪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馬公航港科: 

• 擴大急難紓困 

一. 補助費用:每戶發給1-3萬元 

二. 線上申辦或向鄉市公所索取申請表 

三. 各鄉市公所諮詢電話： 
 (一)馬公市公所 
   06-9272173＃116 
 (二)湖西鄉公所 
   06-9921997＃122 
 (三)白沙鄉公所 
   06-9932002 
 (四)西嶼鄉公所 
   06-9982611＃36 
 (五)望安鄉公所 
   06-9991853 
 (六)七美鄉公所 
   06-9971007＃61 

社會處 06-9274400＃307 陳亞君 
 

• 2歲以下兒童家庭補貼 

一. 補助金額: 每名孩童新臺幣1萬元 

二. 發放時間:6月15日起 

三. 發放方式: 
(一)領有110年5月育兒津貼/托育補    
       助家長:直接撥款至申領帳戶 
(二)其他家長:網路申領  
      （10000.gov.tw）或ATM領現    
       金或存入帳戶 

社會處 
 

06-9274735 黃美齡 

• 勞工紓困貸款 

一. 補助費用:每人最高貸款10萬 

二. 貸款名額:50萬名 

三. 申請時間:6月15日開始申請 

社會處 06-9274400＃357 
 

陳福泰 
(貸款電話請洽各承貸銀
行) 
 



紓困4.0方案本府各單位聯絡窗口一覽表 

澎湖縣政府 製作 

紓困方案項目 單位(機關) 電話 聯絡窗口 

• 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
補貼 

一. 補貼金額: 
(一)投保薪資超過24000元，發給        
       新臺幣1萬元 
(二)投保薪資未超過24000元，發 
       給新臺幣3萬元 

二. 撥款方式: 
(一)109年曾請領補貼:直接核撥 
(二)109年未請領補貼: 自即日起起    
       至7月5日止符合資格者，可至    
       勞保局官網填資料，資料無誤 
       快速核撥 

社會處 
 

06-9274400#397 
06-9272505 
 

黃美珠 
勞保局澎湖辦事處 

• 視障按摩者補貼 
一. 補助費用:每人每月補貼新臺幣1.5

萬，放3個月，共4.5萬 
二. 申請時間:自6月4日至7月1日止 

社會處 
 

06-9274400#356 藍錦蒨 

• 庇護工場補助 

一. 補助費用:每家最高24萬元 

二. 補助期間:110年5月27日至12月
31日 

社會處 
 

06-9274400#356 藍錦蒨 

• 110年農民生活補助 

一. 補助費用:農民每人1萬元 

二. 發放時間:6月4日起直接入帳戶 

農漁局 9262620＃122 
9262620＃130 
06-9272335 
0800222991 

莊坤霖 
高吟秋 
澎湖縣農會 
農業委員會 

• 110年漁民生活補助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開始申請至6月21
日止 

二. 補助費用:每人1萬元或3萬元(依對
象資格不同發放) 

農漁局 
 

06-9262620＃133 
06- 926- 2131 
0800202383 

陳源福 
澎湖縣漁會 
農業委員會 

• 娛樂稅減免 

一. 協助轄內93家娛樂場所辦理娛樂
稅停徵 

稅務局 9279151＃260  
0800-692000 

蔡智慧 
稅務局 

• 房屋稅延期、分期付款、隔離緩繳 

一. 納稅人接受治療、隔離或檢疫，房
屋稅繳納期限展延至110年6月30
日。 

二. 房屋稅延期最多延1年；分期繳納
最多3年 
 

稅務局 06-9279151＃207 
06-9279151＃266 
06-9279151＃229 
06-9279151＃226 
0800-692000 

劉子嘉 
黃耀欽 
鍾金珠 
劉淑萍 
稅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