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道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

2021年7月31日



札幌市

2021年8月2日～8月31日
期 間

措施區域

基於國家防止疫情蔓延重點措施，將札幌市設定為規定區域，為減少人與

人的接觸機會，根據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第31條的6及同法第24條第9項

對北海道居民進行請求，鼓勵進行必要的合作。

※ 對於其他市町村，為了徹底預防感染，根據同法第24條第9項等進行請求。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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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區域



【向札幌市民及在札幌市內各位的請求①】

（在日常生活中）
◆鑒於對感染性較高的德爾塔病株將會置換現有病株的預想，請徹底實施防止

“三密（密閉/密集/密切接觸）”，防止接觸“感染風險增高的‘5種情況
※’”，“確保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佩戴口罩”，“勤洗手並且手指消
毒”等基本防疫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伴有飲酒的懇親會等，多人長時間的飲食，不戴口罩談話，在狹小空間共同生活，切換場所

（特別是外出之時）

◆包含白天在內，請盡可能不進行不緊急不必要※的外出和走動。
特別是週末的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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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有不可避免的外出，請儘量僅和家人或平時共同生活的人一
起，少人數、避開擁擠地點、時間段出行。

◆與重症風險較高人員※接觸時，徹底實施基礎防疫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高齡者，患有慢性疾病等的人員，一部分妊娠後期人員

◆不緊急不必要的場合，儘量不與其他都府縣往來。（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若不得不前往道外，請通過檢查體溫，若有必要進行PCR檢查等方法注意確認身體狀況。

※另外，出門後請注意徹底實施防疫措施，如避開“三密”等，特別是避免多人（5人以上）的餐飲場面。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對各位考慮來札幌人員的合作請求】

合作請求

內容

◆請極力減少不緊急不必要的返鄉、旅遊等，盡可能不進入北海道。如無法避免，
請徹底做好預防措施並在出發前接受PCR檢查等，徹底做好身體狀況管理。

※國家規定在7月20日至8月31日期間，將對由羽田、成田、伊丹、關西、福岡機飛往北海道的人員，根據個人意願，

提供免費的PCR檢查/抗原定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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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札幌市民及在札幌市內各位的請求②】

（特別是用餐時）

◆晚上8點後，不隨意進出餐飲店等（特措法第31條6的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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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飲食店用餐時，請配合店內實施的感染預防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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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第9項）

◆盡可能不與平時共同生活的人一起用餐（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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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店〕餐飲店（包括居酒屋）、咖啡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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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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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請求的經營者可以獲得補助金

請求內容

◆營業時間為早上5點至晚上8點 （特措法第31條6的第1項）

◆不提供酒水（包括允許客人自帶酒水） （特措法第31條6的第1項）

◆實施以下感染防止對策（特措法第31條6的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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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活用新型冠狀病毒接觸確認App（COCOA）及北海道疫情通知系統
・同一組進店的人原則上不能超過4人
・控制停留時間（以2小時左右為准）等以防止多人數聚集

・店內呼籲不大聲交談（踐行“默食”- 用餐時安靜、交流時戴口罩）等

◆以餐飲為主業的店鋪等不使用卡拉OK設備 （特措法第31條6的第1項）

◆遵循各行業指南（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實施區域

【面向餐飲店等的補助金】 （８月２日～３１日期間（30日天）全程合作）

中小企業、個體經營者：一個門店90萬円～300萬円 大企業：一個門店最多600萬円 ４



○人數上限 （以人數較大者為准）
５，０００人 或收容率的50％以內（10，000人以內）

○收容率
[１００％以內] 預計無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2）

[５０％以內] 預計會有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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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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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供酒類（包括允許客人自帶酒水）（請求合作）

◆活動的開展遵循各行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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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能預見會有全國範圍內的移動則慎重考慮是否繼續開展活動（請求合作）

※1 以人數上限和收容率中較小數量者為限（兩個條件都必須滿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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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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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上限
及收容率

（※１）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8月2日前已售出的門票，若不滿足以上條件可不必取消。8月3日後，若不滿足以上條件則暫停售票。

※ 9月1日以後預計舉行的活動，在本對策期間，若不滿足以上條件則暫停賣票。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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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經營者的請求】

◆活用遠端辦公、採用輪班制度等，以“出勤人數減少70%”為目標，減少人與人的
接觸機會。有必要到職場出勤的單位更徹底地執行輪班制等（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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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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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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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校的請求】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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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關於課外活動，對活動進行篩選（時間、人數、場所等），在徹底做好感

染防止對策的基礎上實施，若無法則暫時中止活動。另外，在對健康狀況

進行多重檢查的同時，確立防止感染的全校指導體系。另外，未遵循各競

技團體指南的對外比賽等儘量不舉辦、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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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休館。

【公立設施】

公立設施
７



【向飲食店以外設施的合作請求① 請求縮短營業時間的措施】

設施種類 細分設施
請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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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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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為5：00至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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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
及卡拉OK設備（合作請求）

◆不使用卡拉OK設備（合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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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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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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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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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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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上限為5000人且收容率在100%以內
（無出大聲的情況）、50％以內（出大聲）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營業時間為5：00至20：00 
（如舉辦活動則可至晚上 9點）（合作請求）

電影院的營業時間為5：00至21：00 （合作請求）

◆不提供酒類（包括客人自行攜帶酒水）
及卡拉OK設備（合作請求）

◆不使用卡拉OK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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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等 博物館、美術館等

請求內容

實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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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町村



【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內各位的請求①】

（在日常生活中）
◆鑒於對感染性較高的德爾塔病株將會置換現有病株的預想，請徹底實施防止

“三密（密閉/密集/密切接觸）”，防止接觸“感染風險增高的‘5種情況
※’”，“確保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佩戴口罩”，“勤洗手並且手指消
毒”等基本防疫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伴有飲酒的懇親會等，多人長時間的飲食，不戴口罩談話，在狹小空間共同生活，切換場所

（特別是外出之時）

◆包含白天在內，請盡可能不進行不緊急不必要※的外出和走動。
特別是週末的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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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有不可避免的外出，請儘量僅和家人或平時共同生活的人一
起，少人數、避開擁擠地點、時間段出行。

◆與重症風險較高人員※接觸時，徹底實施基礎防疫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高齡者，患有慢性疾病等的人員，一部分妊娠後期人員

◆不緊急不必要的場合，儘量不與其他都府縣往來。（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若不得不前往道外，請通過檢查體溫，若有必要進行PCR檢查等方法注意確認身體狀況。

※另外，出門後請注意徹底實施防疫措施，如避開“三密”等，特別是避免多人（5人以上）的餐飲場面。

請求內容

其他市町村

【對各位考慮來北海道人員的合作請求】

合作請求

內容

◆請極力減少不緊急不必要的返鄉、旅遊等，盡可能不進入北海道。如無法避免，
請徹底做好預防措施並在出發前接受PCR檢查等，徹底做好身體狀況管理。

※國家規定在7月20日至8月31日期間，將對由羽田、成田、伊丹、關西、福岡機飛往北海道的人員，根據個人意願，

提供免費的PCR檢查/抗原定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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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海道民及在北海道內各位的請求②】

（特別是用餐時）

◆盡可能不利用沒有採取感染防止對策的飲食店等（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在飲食店用餐時，請配合店內實施的感染預防措施（特措法第24條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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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第9項）

◆用餐時控制在4人以內，少人數、短時間、不到深夜、不大聲交談、

聊天時戴口罩（踐行“默食”- 用餐時安靜、交流時戴口罩）等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求內容

其他市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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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上限 （以人數較大者為准）
５，０００人 或收容率的50％以內（10，000人以內）

○收容率
[１００％以內] 預計無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2）

[５０％以內] 預計會有大聲歡呼、支援等的活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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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的開展遵循各行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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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能預見會有全國範圍內的移動則慎重考慮是否繼續開展活動（請求合作）

◆舉辦或可能舉辦活動的設施，在運營之時無論活動是否進行，
都必須遵守人數上限、收容率等規定（合作請求）

※1 以人數上限和收容率中較小數量者為限（兩個條件都必須滿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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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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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上限
及收容率

（※１）

請求內容

其他市町村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 8月2日後，若不滿足以上條件則暫停售票。

※ 9月1日以後預計舉行的活動，在本對策期間，若不滿足以上條件則暫停售票。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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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經營者的請求】

◆活用遠端辦公、採用輪班制度等，以“出勤人數減少70%”為目標，減少人與
人的接觸機會。有必要到職場出勤的單位更徹底地執行輪班制等（合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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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徹底做到預防感染的情況下，不提供卡拉OK設備（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求內容

其他市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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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校的請求】

請求內容

其他市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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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課外活動，對活動進行篩選（時間、人數、場所等），在徹底做好感
染防止對策的基礎上實施，若無法則暫時中止活動。另外，在對健康狀況
進行多重檢查的同時，確立防止感染的全校指導體系。另外，未遵循各競
技團體指南的對外比賽等儘量不舉辦、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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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各業種指南、根據地區的感染情況等徹底做好防止感染對策。

【公立設施】

公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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