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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
二條紓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8日航務字第 1091610242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3日航務字第 1091610418號令修正 

 

壹、 目的  

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受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依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十二條辦理紓困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貳、 本要點補貼對象、期間、項目及標準： 

一、 補貼對象： 

(一)以本辦法施行日既有經營兩岸海運直航客運與小三通

客、貨運及國內海運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因配合

政府防疫政策，原所營航班停航或減班者。 

(二)以本辦法施行日已與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管

理機關(構)或單位訂定場地租賃合約之場站內商業服

務設施業者。 

(三)以本辦法施行日既有經營國內海運客運固定航線之船

舶運送業者，因民行需求開航者。 

(四)以本辦法施行日既有之經營載客小船業者。 

二、 補貼期間： 

(一)依前款第一目申請者，自本辦法施行日起配合政府防疫

政策停航或減班之第一個航次(當日)起算補貼額，至該

船舶恢復營運之前一日止，以一年為原則，視疫情狀況

調整，最遲不超過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 

(二)依前款第二目申請者，自政府宣布小三通客運停航之日

起（一百零九年二月十日），計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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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款第三目申請者，自一百零九年二月一日起，為期

一年。 

(四)依前款第四目申請者，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起至一百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得視疫情狀況延長。 

三、 補貼項目及標準： 

(一)兩岸海運直航客運固定航線:停航或減班之本國籍船

舶，於停航或減班期間，因靠泊我國際商港所衍生之必

要支出經費。業者執行其他運務期間衍生之支出經費應

予扣除，不予補貼。減班者，依業者每月實際營運航班

數與一百零八年同月份實際營運航班數相較之減班幅

度折算補貼額。 

1. 國際商港碼頭碇泊費及垃圾清理費(依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開立相關證明核算)。 

2. 船舶停航靠泊國際商港期間為維持船舶發動(含移泊)

之必要燃油費(依進出港簽證、航海日誌、輪機日誌及

加油費用相關證明文件核算)。 

3. 在船船員:指船員(限艙面及輪機部門人員)最低月薪

資。(依本局所訂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資

表核算)。 

(二)兩岸海運小三通客運固定航線：停航或減班之本國籍船

舶，於停航或減班期間仍須支出之營運成本，並可直接

合理明確歸屬於該航線之客運業務。減班者，依業者每

月實際營運航班數與一百零八年同月份實際營運航班

數相較之減班幅度折算補貼額。 

1. 人員： 

(1) 在船船員:指船員(限艙面及輪機部門人員)最低月

薪資。(依本局所訂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

薪資表核算)。 

(2) 一般員工：指員工法定基本工資。 

2.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指業者經營固定航線期間所須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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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之船體、營運人責任及旅客傷害等保險之費用，並

依停航或減班期間佔全年度之比例計算。 

3. 場站及港灣： 

(1) 辦公室租金:指業者承租各業務及管理部門場所，

所產生之租金費用。 

(2) 碼頭碇泊費及垃圾清理費:指船舶於停航或減班期

間停靠碼頭，所產生之費用。 

(三)兩岸海運小三通貨運固定航線及國內海運客、貨運固定

航線停航或減班者，補貼項目及標準比照兩岸海運小三

通客運固定航線。 

(四)經營國內海運客運固定航線之船舶運送業者，因民行需

求開航者，其所營航線載客量較一百零八年同月份(一、

二月份合併計算，其餘月份個別計算)減少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依載客量下降幅度，補貼其油料費用及船員最

低薪資，最高補貼百分之八十為限。受補貼之航班，以

業者提報航政機關許可之固定航班為限。另本目補貼，

與前目補貼應擇一適用。 

(五)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者

之場地租金，依所訂合約金額給予補貼期間內全額補

貼。 

(六)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之

船舶，於疫情期間停航辦理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

檢查所進行維修之費用。 

(七)經營載客小船業者於補貼期間領有有效小船執照之載

客小船，依法定駕駛及助手配額，按月補貼每人新臺幣

兩萬元。 

參、 受理期間、方式、應備文件及作業流程： 

一、 受理期間： 

(一) 經營兩岸海運直航客運與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

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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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三日起一年，視疫情狀況調整，最遲不超過一百

十年六月三十日。 

(二) 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

者：自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三) 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

者：申請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

維修費用之補貼，自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八

月三十一日止。 

(四) 經營載客小船業者：自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一百零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 

二、 受理方式、應備文件及作業程序： 

(一) 受理方式： 

1.經營兩岸海運直航客運與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

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補貼期間為一百零九年一

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一日者，應於四月三十日前，向

本局提出申請；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以後者，以每一

個月為一期(每月一日至月底)，於當期期滿後十五日

內提出申請，檢附申請文件(一份)以掛號郵寄至本局

(流程如附件一)；業者受疫情影響有停航事實，相關

佐證文件準備不及，需申請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費

用者，本局得視情形專案辦理。 

2.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

者：由業者或代為申請機關(構)或單位檢附申請文件

向本局提出申請。 

3.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申

請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維修費

用補貼，檢附申請文件(一份)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

局。 

4.經營載客小船業者：檢附申請文件(一份)以掛號郵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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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送至本局。 

(二) 應備文件: 

1.經營兩岸海運直航客運與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

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者： 

(1) 申請表(如附件二)。 

(2) 各項營運成本之單據(如附件三、附件四)。 

(3) 領款收據、營運紓困補貼明細及分攤表、切結書

（如附件五）。 

(4) 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款申請書、切結書、領款收

據(如附件六)。 

(5)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2.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

者： 

(1) 申請表（如附件七）。 

(2) 商業服務設施場地租賃契約影本、場地租金繳納收

據或相關證明文件。 

(3) 切結書（如附件八）。 

(4) 領款收據(如附件九)。 

(5)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3.經營小三通客、貨運及國內海運客、貨運之固定航線業

者申請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維

修費用補貼者： 

(1)申請表(如附件十) 。 

(2)船舶維修計畫及船舶維修合約影本(須詳列維修項目

及金額)。 

(3)存摺封面影本。 

(4)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4.經營載客小船業者： 

(1) 申請表(如附件十一)。 

(2) 一百零八年及一百零九年一月至三月同期進出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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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資料，如航行水域為內水者，可由當地公會出具航

班證明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營業相關文件。 

(3) 經營載客小船業者(負責人)、載客小船駕駛及助手人

員身分證件影本。 

(4) 船舶所有人與經營載客小船業者不同時，應檢附船

舶所有人營運委託證明文件。 

(5) 存摺封面影本。 

(6)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三) 申請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維修之

費用者，經船舶維修地之航務中心審核符合補貼之項目

金額，先行核撥該金額百分之五十，竣工後，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本局申請核撥剩餘補助金額： 

1.船舶維修紀錄。 

2.維修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或收據等證明文件。 

3.領款收據(如附件十二)。 

4.存摺封面影本。 

5.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四) 申請逾期或文件不全未依本局通知期限補正者，不予受

理；業者有正當事由非依限申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

本局得視情形個案辦理。本局得配合實際作業之需，調

整前述申請期限，並事先周知。 

(五) 經審查通過之業者，本局依程序辦理補貼款撥付相關事

宜。 

肆、 督導考核： 

本局於補貼期間得隨時瞭解受補貼業者之情形，如有隱匿

不實、虛報、浮報、偽變造申請文件、停業或歇業等情事，

撤銷或廢止其申請補貼，並列為不予補貼之對象。 

伍、 本要點補貼所需經費，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預算項下支應。本局將於預算用罄，公告停止受

理相關申請案，並依申請案件遞送本局之順序進行補貼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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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作業。 

陸、 本局辦理審查與核銷補貼期間，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法

人或公協會協助辦理資料檢核事宜，並視案件需要召會審

查。 

柒、 為避免重複補貼，本局辦理相關補貼案件時，將一併扣除

業者依本要點申請之補貼款。 

捌、 其他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一   業者申請紓困補貼作業程序流程圖 

 

文件審查 

作 業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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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依程序辦理撥付款項事宜 

審查符合作業要點規定 

應補正 

航港局 

審查申請表暨
應備文件內容 
(含補貼金額) 

公告 

作 業 流 程 

航港局 

權 責 單 位 

撥款 

函請業者補件 

(並說明應備之文件) 

補件時間：自通知補正之次日

起七個工作日補正 

航港局 

航港局公告營運紓困

補貼作業要點 

業者申請 

業者向本局提出補貼 

申請表暨相關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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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年度經營○○○航線(自行依航線別填入)營運業者 

        紓困補貼( ___月至___月)申請表 

一、公司名稱： 二、負責人：                 

三、公司詳細地址： 

四、電話：             傳真： 

五、營運船舶資料： 

船名：         船舶種類： 

總噸位：        乘客定額： 

建造年月：             營運年月： 

建造金額： 

六、營運航線基本資料 

航線：  

航程：    浬（單程）      航線核准日期： 

七、申請補貼金額說明(均以新臺幣計算，所有申請文件均請加標籤，以利查

閱)：(本欄若空間不足，請另以附件併同本申請表填寫) 

     

      範例如下 

類別 項目 
減班期間 

申請補貼金額 

停航期間 

申請補貼金額 

人員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場站及港灣 
   

合計補貼金額 
 

  註:請填各欄計算過程及說明 

 



附件三  兩岸海運客運直航業者支出費用應檢具單據 

類別 項目 應檢具單據 

人員 船員薪資 

1. 各船船員清單及每月薪資明細表。 

2. 船員薪資支出之原始憑證，為收據或簽收之

名冊；職工薪資如係送交銀行分別存入各該

職工帳戶者，應以銀行蓋章證明存入之清單
予以認定。 

3.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在保保險對象名冊

或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船舶 
靠泊及移航燃

油費 

1. 進出港簽證。 

2. 航海日誌。 

3. 輪機日誌。 

4. 加油費用證明文件(如收據、統一發票或相 

關書據)。 

※應扣除該船執行其他運務(如:蘇花藍色公 

  路)之燃料費用。 

場站 

港灣 

碼頭碇泊費及

垃圾清理費 

向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繳納費用之證明文

件(如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註:  

1.申請營運紓困費用部分補貼者得提供影本。 

2.檢附文件係外文者，業者應擇要譯註本國文。 

 



附件四   
小三通客運航線營運業者各項營運成本應檢具單據 

(停航或減班之其它業者亦適用) 

類別 項目 應檢具單據 

人員 

在船船員 

薪津 

1. 在船船員清單及每月薪資明細表。 

2. 船員薪資支出之原始憑證，為收據或簽收

之名冊；職工薪資如係送交銀行分別存入

各該職工帳戶者，應以銀行蓋章證明存入

之清單予以認定。 

3.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在保保險對象名

冊或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一般員工 

薪津 

1. 一般員工清單及每月薪資明細表。 

2. 員工薪資支出之原始憑證，為收據或簽收

之名冊；職工薪資如係送交銀行分別存入

各該職工帳戶者，應以銀行蓋章證明存入

之清單予以認定。 

3.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在保保險對象名

冊或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船舶 

船舶及乘客保

險費 

1. 一百零九年船體險、營運人責任保險保

單、旅客傷害保險之保險單明細(含投保

之公司名稱、險種、保險金額、保險費及

保險期間等有關資料)。 

2. 前開保險單應製作繳納費用之明細表(均

以新臺幣計算)及繳納保險用費之收據。 

※船舶油料 

費用 

1. 一百零八年度與一百零九年度同月份載客

量下降幅度簡要說明(一、二月份合併計

算，其餘月份個別計算)。 

2. 進出港證明文件(如簽證、日誌或海巡資料

等)。 

3. 加油費用證明文件(如收據、統一發票或相

關書據)。 



 

場站
及港

灣 

辦公室租金 
繳納辦公室租金支出證明（如統一發票、收

據或相關書據）。 

碼頭碇泊費及
垃圾清理費 

縣市政府或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收

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註:  

1. 船舶油料費用僅適用經營國內海運客運固定航線之船舶運送業

者，因民行需求開航者提出申請(本項不得與其他補貼項目重複申

請)。 

2. 申請營運紓困費用部分補貼者得提供影本。 

3. 檢附文件係外文者，業者應擇要譯註本國文。 



附件五 

領      款      收   據 

 

本公司依據「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

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作業要點」，茲領到貴局核撥

之紓困補貼款項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整。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全銜及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公司帳戶資訊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營運紓困補貼明細及分攤表 

一、公司名稱： 

二、本國籍船舶名稱：            

三、申請補貼期間：   年      月 

四、填報人及聯絡電話： 

五、請於下方表格填寫申請營運紓困補助明細，並將單據排列

整齊，檢附於本表之後。 

項目 
統一發票/

收據號碼 

單據 

金額 

申請 

金額 

自行 

分攤 

核定 

金額 

(業者免填) 

備註 

船員薪津       

員工薪津       

船舶及乘客保險費       

辦公室租金       

碼頭碇泊費及垃圾清理費       

靠泊及移航燃油費       

※船舶油料費用       

(請依實際需求填寫)       

註: 

1. 船舶油料費用僅適用經營國內海運客運固定航線之船舶運送業者，因民行需求開

航者提出申請(本項不得與其他項目重複申請補貼)。 

2. 統一發票應記明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品名及數量、單價及總價、

開立統一發票日期、買受機構名稱或統一編號。 

3. 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受領事由、實收數額、支付機構名稱、

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開立日期。 

 

                                            (蓋公司章) 

 



切     結    書 

 

                   公司(全銜)（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

貴局辦理「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

條紓困作業要點」營運紓困補貼，所檢附資料及佐證文件

一切屬實，如有借名或向其他機關(單位)申請同項目補貼、

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應歸還已領取

之全數補助款項，後續不得就本次補貼方案再提出申請，

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全銜及蓋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船舶運送業者 

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款申請書 
 

申請公司名稱  

船舶名稱  

航線別 □兩岸海運直航客運固定航線 

□兩岸海運小三通客、貨運固定航線 

□國內海運客、貨運固定航線 

配合政府政策停航日   年  月  日 

申請預撥補貼款期間   月至  月止 

聯絡窗口 姓名：  

電話：  

申請預付補貼項目 □船員薪資、靠泊及移航燃油費、碼頭  

  碇泊費及垃圾清理費 

□在船船員、一般員工薪津、船舶及乘 

  客保險費、辦公室租金、碼頭碇泊費 

  及垃圾清理費 

申請預先撥付金額 新臺幣      元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申請公司：                      （全銜及蓋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船舶運送業者 

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款切結書 
 

                    （以下簡稱本公司）申請貴局「交通部航

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作業要點」營運紓困補貼款，因

公司營運需要申請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款，後續並依上開要點

第參點規定檢具應備單據向貴局辦理請款、審查等相關事宜，以

完備程序；如實際核定補貼金額低於預先撥付補貼款項，本公司

應歸還溢領之補貼款項，並負相關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全銜及蓋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領  款  收  據 
 

本公司因營運需要申請預先撥付營運紓困補貼款，茲領到

貴局撥付之營運紓困補貼款項合計新臺幣       萬元

整。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全銜及公司章）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公司帳戶資訊(請檢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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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補貼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 

商業服務設施業者場地租金申請表 

一、公司/商號名稱： 二、負責人/代表人： 

三、公司/商號登記地址： 

四、電話：             傳真： 

五、(需檢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六、公司大小章 

 

 

 

七、代為申請機關(構)或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名稱： 

戶名： 

帳號： 

申請租金 

地址或地點 換算月租金 
____個月租金合計 

(上限9個月) 

   

註：1.請檢附商業服務設施場地租賃契約影本、場地租金繳納收據或相關證明文件。 

2.由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管理機關(構)或單位代為申請者，免填申請表  

  第五項資料；自行申請者則免填申請表第七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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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切    結    書 

 

                        公司/商號(全銜)（以下簡稱本公司/

商號）申請貴局辦理之「兩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

商業服務設施業者場地租金補貼」，所檢附資料及佐證文

件一切屬實，如有借名或向其他機關(單位)申請同項目補

貼、虛報、浮報或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商號應

歸還已領取之全數補貼款項，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後續

不得就本次補貼方案再提出申請，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章/全銜） 

       公司/商號地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 

附件九 

領      款      收   據 

 

本公司/商號依據「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

振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作業要點」，茲領到貴局核撥

之紓困補貼款項合計新臺幣____________元整。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章/全銜）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聯絡電話：                              

地    址： 

 

代為申請機關(構)或單位名稱：    （全銜及關防） 

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 

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維修費用之補貼申請表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申請人/公司代表人簽名：  

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理單位:    部航務中心 申請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船舶名稱  船舶號數  

船舶所有人  

身分證字號/申

請單位統一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字

號 

 

聯絡/代理人  

聯絡/代理人職

稱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申請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所進行維修概要 

預計維修地點  預計維修時間  

申請補助總額

(新臺幣元) 
 維修廠商  

核定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檢附文件(請依序排列，如為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加蓋公司或代表人章以資證明) 

□申請表                   □船舶維修計畫及合約影本(須詳列維修項目及金額) 

□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領 款 收 據 

茲收到貴局核撥之補助經費，合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切結聲明 

本公司(本人)申請貴局辦理之「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作業要點」補貼，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如

有向其他機關申請同項目補貼或有虛報、浮報、偽變造或有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

(本人)應歸還已領取之全數補貼款項，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附件十一   

經營載客小船業者紓困補貼( ___月至___月)申請表 

一、公司/商號名稱(統編)： 二、代表人/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三、公司/商號營業登記地址：□□□□□ 

四、電話：              五、傳真： 

六、申請補貼金額說明(均以新臺幣計算，所有申請文件均請加標籤，以利查閱)： 

(本欄若空間不足，請另以附件併同本申請表填寫)   

小船編號 法定配額（駕駛及助手正楷姓名） 申請補貼金額 

   

   

   

   

總計金額 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茲收到雇主核發 109 年ˍˍ月份至ˍˍ月份之薪(工)資，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元整。 

    簽章： 

附註：載客小船法定配額依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第五條計算。 

領  款  收  據 

      茲收到貴局核撥之補助經費合計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切結聲明 

本公司(本人)申請貴局辦理之「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

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作業要點」補貼，所檢附內容一切屬實，如有向其

他機關申請同項目補貼或有虛報、浮報、偽變造或有申請文件不實等情事，本公司(本人)應歸

還已領取之全數補貼款項，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檢附文件：(檢附資料請依序排列，如為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加蓋公司或代表人章以資證明) 

□申請表        □經營載客小船業者、駕駛及助手人員身分證件影本 

□進出港航班資料(108/01~108/03 及 109/01~109/03)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營業相關文件ˍˍˍˍˍ 

□存摺封面影本                 □船舶所有人營運委託證明文件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ˍˍˍˍˍ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申請人/公司代表人簽名：ˍˍˍˍˍˍˍ      

公司大、小章：ˍˍˍˍˍˍ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二 

領  款  收  據 

依據「交通部航港局辦理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二條紓困

作業要點」，茲收到貴局核撥之補助經費合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立據人/公司名稱代表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及手機： 

簽章/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