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 間

北海道已被追加為緊急事態措施區域。為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徹底減少人
與人之間的接觸機會，根據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第45條及同法第24條，
在請求北海道民等合作的同時，實施必要的外部協作

另外，整個北海道都將成為緊急事態措施的物件地區，並且特定措施區域內
將實施進一步強力的對策

實施內容

區 域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特定措施區域

札幌市、江別市、千歲市、惠庭市、北廣島市、石狩市、當別町、

新篠津村、小樽市、旭川市

措施區域

特定措施區域以外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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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緊急事態措施
2021年5月28日



特定措施區域



（用餐時）
◆盡可能不利用沒有採取感染防止對策或未縮短營業時間的飲食店等

（特措法第45條第1項）

◆盡可能不參與感染風險較高的活動，如在路邊、公園等集體飲酒
（特措法第45條第1項）

◆盡可能不與平時不一起生活的人聚餐（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內各位的請求】

請求內容

（外出時）
◆請盡可能不進行不緊急不必要※的外出和移動。特別是20點以後的外出。

此外，請特別注意減少白天以及週末的外出。
（特措法第45條第1項）

※具體來說，除了到醫療機構就診，購買食品、藥品和必需品，必要的出勤，在戶外鍛煉或行走等維持生活和健
康所需的情況，請盡可能避免外出。另外，外出時，請盡可能避開人多的場合和時間段。

◆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盡可能不在都道府縣間移動，

特別是不與實施緊急事態措施的區域往來 （特措法第45條第1項）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特定措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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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進出北海道時，除了徹底做好感染預防措施，請測量體溫或在必要時做PCR檢查等以確保身體情況。

期 間

請求內容

【請計畫來北海道的各位合作】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基本對策，請儘量控制前來北海道。（請求合作）

※根據基本對策，在推測會有變異病毒影響的情況下，請儘量在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下，不與感染擴大地區來往。特別是有發
熱症狀時，請儘量避免旅行，做好體溫檢測或在必要時做PCR檢查等以確保身體情況。



【向餐飲店等的請求】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對象設施

〔飲食店〕 餐飲店（外賣、打包除外）

〔遊樂設施〕酒吧、卡拉OK廳等取得食品衛生法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店鋪

以及未取得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卡拉OK店

〔婚禮場所〕取得食品衛生法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婚禮場所

請求內容

【提供酒類或是卡拉OK設備（包括允許客人自帶酒水）的餐飲店（除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以外的場
合）】

◆暫時停業 (特措法第45條第2項)

【除此之外的餐飲店（外賣、打包除外）】

◆營業時間為早上5點至晚上8點(特措法第45條第2項)

◆實施以下感染防止對策（特措法第45條第2項）

・推薦從業人員接收檢查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
・禁止有發熱等症狀的客人入場
・設置手指消毒設備 ・對場所進行消毒
・提醒客人戴好口罩、做好防護措施
・禁止無正當理由不戴口罩、不做感染防止措施的客人入場 （包括請已入場的客人離開）
・進行設施內換氣通風
・設置隔板或保障利用者間距等以防止飛沫感染

◆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婚禮場所遵循與飲食店同樣的請求內容。此外，盡可能短時間（1個半小時內）、

少人數（50人或者是收容率50%以內，以人數更少者為准）舉辦活動（請求合作）

※合作的企業單位將獲得支援金【調整中】

【北海道內飲食店等的合作支援金】5月16日至5月31日
中小企業：根據1天的營業額，提供4萬円 ～10萬円 大企業：根據1天營業額的減少額度，提供最大20萬円 3

特定措施區域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人數上限
及收容率

請求內容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特定措施區域

◆不提供酒類（包括客人自帶的情況） （請求合作）

◆營業時間至晚上9點為止（無看客的活動除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活動的開展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徹底做好活動前後回避3密及飲食的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導入接觸確認App（COCOA）/北海道疫情通知系統、製作參與者名單等，
做好能夠徹底追蹤的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做好必要的宣傳，呼籲參加者直接往返會場（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伴隨著全國範圍內的移動或是超過1000人的活動，
根據活動條件等事先和北海道進行商量（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人數上限5，000人且收容率50％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如無法徹底做好感染預防措施則考慮舉辦無看客活動或通過網路播放等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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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1日前賣出的門票，若未滿足以下條件可不撤回。6月1日起，若未滿足以下條件，請暫時停止售賣6月21日以後活動的門票。



◆活用遠端辦公、促進休假制度的實施，出勤人數減少70%（請求合作）

◆出勤現場的情況下，採用錯時出勤、自行車出勤等方式減少與人接觸的機會

（請求合作）

◆徹底踐行20：00後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不外出的方針，除必不可少的工作之外

減少20：00後的出勤。（請求合作）

◆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再次檢查辦公區範圍內的休息場所、用餐場所等感染風險較高的區域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主要觀光設施、繁華街的屋外看板等在20：00後消燈（請求合作）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5

請求內容

【向經營者的請求】 特定措施區域



【向交通部門的合作請求】

◆市營交通（地鐵、市電）提前最後班次的時間，在主要車站（大通站、
札幌站）實施體溫檢測（請求合作）

◆考慮請其他交通單位也採取提前最後班次時間等措施（請求合作）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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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內容

特定措施區域



7

【向學校的請求 】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根據衛生管理手冊 (R3.4.28改訂)，徹底做好學校教育活動中、學生宿舍內

的感染預防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及時把握兒童、學生與家人的感染情況，採取全年級、全校迅速且全面地

暫停上學措施。根據情況，利用網路授課等方式確保學習進度，同時確保難

以留守家中的兒童身處安全地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中止、延期學校活動（運動會、體育節、修學旅行或合宿學習等）或縮小

活動規模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高等學校/特別支援學校採取分散上學、線上教學的混合學習措施

（5月18日）（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原則上，除了全國/全道大會等相關的活動，課外活動一律暫停。在對健

康狀況進行多次檢查的同時，確立好預防感染的全校指導系統。（特措法第24條

第9項）

◆大學、專門學校等採用線上教學、小班教學等措施，規避人員聚集的情況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特定措施區域

請求內容



【向飲食店以外設施的合作請求①請求休業、縮短營業時間的措施

８

請求內容

設施種類 細分設施 請求內容

超過1,000㎡ 1,000㎡以下

商業設施 大規模小賣店、購物中心、
百貨店等

（生活必須物資除外）

◆工作日 營業時間至20：00

週末 暫時休業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大規模小賣店、購物中心、
百貨店等（生活必須物資除外）

◆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
（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
（合作請求）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
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組織引導入場者的情況等通過
主頁廣而告之（合作請求）

◆營業時間至20：00（請求合作）

※大規模小賣店、購物中心、
百貨店等（生活必須物資除外）

◆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
（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
（合作請求）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
止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組織引導入場者的情況等通
過主頁廣而告之（合作請求）

運動、遊樂設施 彈子屋、遊戲廳等

娛樂設施 性風俗店、賽馬投注處、賽場
外馬（車/船）售票處等

服務業 大型浴場、美容室等（生活必
須的服務除外）

期 間

特定措施區域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租戶 2萬円×面積／100㎡×縮短營業時間比率
【國家規定的大規模設施等合作支援金基準額度】5月16日至5月31日

大規模設施 20萬円×面積／1,000㎡×縮短營業時間比率

※ 縮短營業時間占總營業時間的比率

※超過1,000㎡的設施，根據特措法休業及縮短營業時間的經營者，將給予支援金 【調整中】



【向飲食店以外設施的合作請求② 與舉辦活動同等對待的設施

９

特定措施區域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請求內容

設施種類 細分設施 請求內容

劇場等 劇場、禮堂、電影院、娛樂廳、天
文館等

◆ 人數上限為5000人且收容率在50％以內（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超過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

（如舉辦活動則可至晚上9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未滿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

（如舉辦活動則可至晚上9點）（請求合作）
◆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組織引導入場者的情況等通過主頁廣而告之（合作請求）
◆ 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合作請求）
◆ 關於電影院

（超過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未滿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合作請求）

集會/展示設施 集會廳、公共禮堂、展示廳、外借
會議室、文化會館等

酒店/旅館 酒店、旅館（僅限集會用場所）

運動設施/遊樂設
施

棒球場、田徑場、運動俱樂部、主題
公園、

遊樂園等

◆ 人數上限為5000人且收容率在50％以內（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超過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

（如舉辦活動則可至晚上9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未滿1000㎡的情況）營業時間至晚上8點

（如舉辦活動則可至晚上9點）（請求合作）
◆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組織引導入場者的情況等通過主頁廣而告之（合作請求）
◆ 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合作請求）

博物館等 博物館、美術館等

婚禮場所 婚禮場所 ◆與餐飲店相同的請求（特措法第45條第2項）

◆盡可能短時間（1個半小時內）、少人數（50人以內或者是收容率50%以
內，以人數更少者為准）舉辦活動（請求合作）

※超過1,000㎡的設施，根據特措法休業及縮短營業時間的經營者，將給予支援金 【調整中】

（已利用其他政策的設施不設為物件）

【國家規定的大規模設施（超過1,000㎡的設施）等合作支援金基準額度】5月16日至5月31日

大規模設施 20萬円×面積／1,000㎡×縮短營業時間比率 租戶 2萬円×面積／100㎡×縮短營業時間比率 ※ 縮短營業時間占總營業時間的比率



【向飲食店以外設施的合作請求③】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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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設施 請求內容

托兒所、養老院等社會福祉設
施等

・ 限制感染風險較高的活動（請求合作）

殯儀館 ・ 不提供酒類及（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請求合作）

圖書館 ・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網咖、漫畫咖啡館、澡堂、
美容店、當鋪、服裝出租屋、
洗衣店等

・ 組織並引導客人做好感染防止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不提供酒類及卡拉OK設備（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
（請求合作）

駕校、補習班等 活用線上教學等 （請求合作）

特定措施區域

公立設施 ◆道立設施及市町村立設施原則上休館。



措施區域



【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內各位的請求】

請求內容

（外出時）
◆請盡可能不進行不緊急不必要※的外出和移動。特別是20點以後的外出。

此外，請特別注意減少白天以及週末的外出。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具體來說，除了到醫療機構就診，購買食品、藥品和必需品，必要的出勤，在戶外鍛煉或行走等維持生活和健
康所需的情況，請盡可能避免外出。另外，外出時，請盡可能避開人多的場合和時間段。

◆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盡可能不在都道府縣間移動，
特別是不與實施緊急 事態措施的區域往來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用餐時）
◆盡可能不參與感染風險較高的活動，如在路邊、公園等集體飲酒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盡可能不利用沒有採取感染防止對策或未縮短營業時間的飲食店等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踐行“默食”（用餐人數在4人以內，少人數、短時間、僅小酌、

無大聲、戴口罩交流）（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期 間

措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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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內容

【請計畫來北海道的各位合作】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基本對策，請儘量控制前來北海道。（請求合作）

※根據基本對策，在推測會有變異病毒影響的情況下，請儘量在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下，不與感染擴大地區來往。特別是有發
熱症狀時，請儘量避免旅行，做好體溫檢測或在必要時做PCR檢查等以確保身體情況。

※不得不進出北海道時，除了徹底做好感染預防措施，請測量體溫或在必要時做PCR檢查等以確保身體情況。



〔飲食店〕 餐飲店（外賣、打包除外）

〔遊樂設施〕酒吧、卡拉OK廳等取得食品衛生法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店鋪

以及未取得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卡拉OK店

〔婚禮場所〕取得食品衛生法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婚禮場所

【向餐飲店等的請求】

對象設施

請求內容

◆營業時間為早上5點至晚上8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酒類的提供（包括允許客人自帶酒水的餐飲店）為11點至19點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獲得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店鋪，請不予使用卡拉OK設備（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合作的企業單位將獲得支援金【調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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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措施區域

【國家規定的飲食店等合作支援金基準額度】 5月16日至5月31日
中小企業：根據1天的營業額，提供2.5萬円 ～7.5萬円 大企業：根據1天營業額的減少額度，提供最大20萬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人數上限
及收容率

請求內容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人數上限5，000人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收容率
[100％以內] 預計無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1）

[50％以內] 預計會有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2）（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無法徹底做到預防感染的情況下，請考慮採用無看客、網路直播方式或延期、中止活動（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酒類的提供（包括客人自帶的情況）至19：00為止 （請求合作）

◆營業時間至21：00為止（無看客的活動除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活動的開展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徹底做好活動前後回避3密和飲食的措施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導入接觸確認App（COCOA）/北海道疫情通知系統、製作參與者名單等，
做好能夠徹底追蹤的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伴隨著全國範圍內的移動或是超過1000人的活動，
根據活動條件等事先和北海道進行商量（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1 古典音樂會、舞臺劇、舞蹈表演、傳統藝術表演、展示會等伴有飲食但不出聲的活動（活動如伴有飲食，要保證有必要感染防止措施，且僅限不出聲、以
“預計無大聲歡呼、支援等”為前提的活動）
※2 搖滾、流行樂音樂會、體育活動、競技活動、公演、現場演奏廳/夜店等的活動（不同組別間設置一個空席，同一組（5人以內）可不設置空席，也就是說可
能會有超過收容率５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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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區域

※ 5月31日前賣出的門票，若未滿足以下條件可不撤回。6月1日起，若未滿足以下條件，請暫時停止售賣6月21日以後活動的門票。



【向經營者的請求】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14

請求內容

◆活用遠端辦公、促進休假制度的實施，出勤人數減少70%（請求合作）

◆出勤現場的情況下，採用錯時出勤、自行車出勤等方式減少與人接觸的機會

（請求合作）

◆徹底踐行20：00後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不外出的方針，除必不可少的工作之

外減少20：00後的出勤。（請求合作）

◆遵循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再次檢查辦公區範圍內的休息場所、用餐場所等感染風險較高的區域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主要觀光設施、繁華街的屋外看板等在晚上8點後消燈（請求合作）

◆對於交通部門，進一步採取感染防止對策（請求合作）

◆超過1,000㎡的集客設施，考慮縮短營業時間或盡可能減少提供酒類以及

使用卡拉OK設備（請求合作）

措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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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校的請求 】

期 間 2021年6月1日～6月20日

請求
內容

措施區域

◆道立設施原則上休館

◆市町村立設施，根據感染狀況和使用目的考慮依次休館等（合作請求）
公立設施

◆根據衛生管理手冊 (R3.4.28改訂)，徹底做好學校教育活動中、學生宿舍內的感

染預防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及時把握兒童、學生與家人的感染情況，採取全年級、全校迅速且全面地暫

停上學措施。根據情況，利用網路授課等方式確保學習進度，同時確保難以留

守家中的兒童身處安全地點（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中止、延期學校活動（運動會、體育節、修學旅行或合宿學習等）或縮小活

動規模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原則上，除了全國/全道大會等相關的活動，課外活動一律暫停。在對健康狀

況進行多次檢查的同時，確立好預防感染的全校指導系統。（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大學、專門學校等採用線上教學、小班教學等措施，規避人員聚集的情況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