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防疫情再擴大特別對策

2021年9月29日



2021年10月1日（週五）～10月14日（週四）

期 間 2021年10月1日（週五）～10月31日（周日）

札幌市

期 間

對 象 地 區

作為北海道的中心城市，與其他地域人流往來最多的札幌，

將作為“重點地域”，防疫措施將更為嚴格

秋季防疫情再擴大特別對策

重 點 地 域

※ 對於重點地域的要求/合作請求，原則上將於期間結束後中止（之後移行與全北海道地區相同的防疫對
策），但若是每10萬人口的新增感染者人數接近15人等，感染增加趨勢顯現，則會採取延長對策等強化
措施。

隨著疫苗接種人數增加，政府正在研討恢復正常生活的措置，由此防疫對策可能迎來變化。
現在正面臨重要局面，政府專家指出，即將迎來秋季出行季，人流量增加可能會導致疫情
再擴大。

因此，為防止緊急事態宣言結束後，人流量激增，並在早期抑制疫情的再次擴大，鑒於
國家的基本對策方針，階段性緩和的觀點、將採取特別對策。

※另外，今後若實行“疫苗/檢查包”相關的技術驗證，對於緩和出行限制將會有特例措施

１

全北海道



全北海道
（除札幌市）



（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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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氣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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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在外出時）
◆避開擁擠的場所和時間段，少人數行動。（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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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法回避感染風險，請不要與札幌有不緊急不必要※的往來。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具體指前往醫療機關治療，出門購買必要的食品藥品及生活必需品，必須的職場出勤，室外的運動及散步等為維持生活

健康所需的必須事項以外的外出，請盡可能的避免。另外，即使是必須的外出及移動，也請避開人流量大的時間段行動。

全北海道【對道民及各位在道內停留人員的請求①】

請求內容

２

◆請不要與傳染擴大的其他都府縣有不緊急不必要的往來。（特措法第
24條第9項）

◆返鄉或旅行/出差時，請貫徹基本防措施，避免多人（5人以上）進
餐。特別是沒有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員，請在出行時通過檢查體溫或
進行PCR檢查等方法，確定身體情況。若有發熱等症狀，則避免出
行。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對道民及各位在道內停留人員的請求② 】

（特別是餐飲場合）

◆請避免利用沒有實施防疫對策的餐飲店。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利用餐飲店時，注意配合餐廳實施的防疫措施。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對正在考慮要來北海道的各位的請求】

請求配合
內容

全北海道

◆來北海道時，請貫徹基本防疫措施，避免多人（5人以上）聚餐。特別是沒有
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員，請在出行時通過檢查體溫或進行PCR檢查等方法，確定
身體情況。若有發熱等症狀，則避免出行。
（請求配合）

３

請求內容

◆餐飲場面控制在4人以內，少人數短時間，少飲酒，不大聲喧嘩，談話
時佩戴口罩（實踐“默食——安靜進餐，談話時戴口罩”）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全北海道

４

人數上
限及收
容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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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1 以收容率和人數上限中較小數量者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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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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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見會有全國範圍內移動的活動，請慎重決定是否召開。（請求合作）

◆活動相關設施或有時舉辦活動的設施，無論活動是否舉辦，都遵守人數上限、收
容率等內容。（請求合作）



【向經營者的請求】

請求內容

全北海道

５

◆活用在家辦公（遠程辦公）、錯時出行、自行車通勤等，盡可能減少
人與人的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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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店在遵守防止感染對策項的同時，同一組同一桌的進店人數原則上
控制在4人以內。（請求合作）

◆以餐飲為主業的店鋪不提供卡拉OK設備。（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以非餐飲為主業的店鋪在提供卡拉OK設備時，避免客人過密、勤換氣、
徹底做好感染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向學校的請求】

請求內容

◆根據衛生管理手冊 (R3.4.28改訂)，學校的教育活動遵循感染防止對策並且慎
重決定是否要舉行感染風險較高的學習活動，在學生宿舍內活用公共空間避
免密閉狀態等徹底做好感染預防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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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活動（運動會、體育節、修學旅行、合宿學習等），在慎重決定是否開
展風險較高活動的同時，在確認目的地是否接收的情況下再進行實施。（特措法

第24條第9項）

◆課外活動基於衛生管理手冊，徹底做好預防感染對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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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參加大會經由校
長判斷，並且要嚴格遵守主辦方等的感染防止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大學、專門學校等在遵循感染對策的基礎上實施恰當的教學活動以確保學生
學修的機會，同時徹底做好與課外活動等相關的感染對策，喚起足夠的注意。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公立設施

全北海道

◆遵循各業種指南等，根據當地的感染狀況徹底做好防止感染對策。

【公立設施】

６



重點地區



【對札幌市民及各位在札幌內停留人員的請求① 】

（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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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氣通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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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在外出時）

◆若無法回避感染風險，請不要與札幌有不緊急不必要※的往來。

特別是21：00以後儘量不外出。（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具體指，前往醫療機關治療，出門購買必要的食品藥品及生活必需品，必須的職場出勤，室外的運動及散步等為維持生活健康所需的

必須事項以外的外出，請盡可能的避免。另外，即使是必須的外出及移動，也請避開人流量大的時間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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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緊急不必要的情況下，請極力控制與感染擴大地區的往來。（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如因返鄉、旅遊或出差等前往其他府縣，也徹底實施防疫措施的同時，儘量避免多

人（5人以上）的餐飲場面。特別是已接種完疫苗的人員，請通過檢測提問、PCR檢

查等方式徹底確認身體狀況。如有發熱等症狀，請避免前往札幌。（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求內容

重點地區

７



（特別是餐飲場合）

◆請避免利用沒有徹底實施防疫對策、未縮短營業時間的餐飲店。

◆在使用餐飲店時，請配合店家實施的防疫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餐飲場面控制在4人以內，少人數短時間，少飲酒，不大聲喧嘩，
談話時佩戴口罩（實踐“默食——安靜進餐，談話時戴口罩”）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請求內容

【對札幌市民及各位在札幌內停留人員的請求②】

【對各位考慮來札幌人員的合作請求】

請求內容

重點地區

在前往札幌時，在徹底實施防疫措施的同時，儘量避免多人（5人以上）的餐飲
場面。特別是已接種完疫苗的人員，請通過檢測提問、PCR檢查等方式徹底確認
身體狀況。如有發熱等症狀，請避免出行。（請求合作）

８



【飲食店等的合作支援金】 10月1日～10月14日 全部14天配合的情況下
中小企業、個體經營者： 1店鋪35萬円～105萬円 大企業：1店鋪 最多280萬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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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舞廳、卡拉OK廳等取得食品衛生法飲食店營業許可的店鋪

【向餐飲店等的請求】

對象設施

※配合請求的經營者可以獲得相應補助金

請求內容

◆營業時間為5：00至20：00，酒類提供時間至19：30，同一組同一桌的進店

人數原則上控制在4人以內。

獲得北海道餐飲店感染對策認證制度的店鋪可以營業到21：00

（酒類提供時間至 20：00），同一組同一桌的進店人數原則上控制在4人以內。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遵循各行業指南實施以下感染防止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以餐飲為主業的店鋪不提供卡拉OK設備。（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以非餐飲為主業的店鋪在提供卡拉OK設備時，避免客人過密、勤換氣、徹底

做好感染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重點地區

９



【向舉辦活動方的合作請求】

◆營業時間至21：00為止（無看客的活動除外） （請求合作）

◆酒類提供（包括允許客人自帶酒水）到20：00為止（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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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見會有全國範圍內移動的活動，請慎重決定是否召開。（請求合作）

◆活動相關設施或有時舉辦活動的設施，無論活動是否舉辦，都遵守人數上限、
收容率等內容。（請求合作）

※1 以收容率和人數上限中較小數量者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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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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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上限
及收容率

（※１）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重點地區

10



【向經營者的請求】 重點地區

請求內容

11

◆從減少出勤的觀點來看，活用在家辦公（遠程辦公）、促進休假等
手段。同時，在必須出勤的情況下，活用錯時出行、交替出勤或自
行車出勤等盡可能減少人與人的接觸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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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卡拉OK設備時，避免客人過密、勤換氣等徹底做好感染對策。
（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對於大規模設施，管理進場等，徹底做好防止感染對策。（請求合作）

◆主要觀光設施、繁華街的屋外看板等在21：00後消燈。（請求合作）

對於同一個課題，參加者的理解和解讀會不同，多溝通很有必要。



【向學校的請求】

請求內容

◆根據衛生管理手冊 (R3.4.28改訂)，學校的教育活動遵循感染防止對策並且慎
重決定是否要舉行感染風險較高的學習活動，在學生宿舍內活用公共空間避
免密閉狀態等徹底做好感染預防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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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活動（運動會、體育節、修學旅行、合宿學習等），在慎重決定是否開
展風險較高活動的同時，在確認目的地是否允許的情況下再進行實施。（特措法

第24條第9項）

◆課外活動基於衛生管理手冊，徹底做好預防感染對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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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參加大會經由校
長判斷，並且要嚴格遵守主辦方等的感染預防對策（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大學、專門學校等在做好感染預防對策的情況下實施合適的教學活動以確保
學生學習的機會，同時徹底做好與課外活動等相關的感染預防對策，喚起學
生足夠的注意。（特措法第24條第9項）

公立設施

重點地區

◆遵循各業種指南等，根據當地的感染狀況徹底做好防止感染對策。

【公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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