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人赴海外參展之各國入境防疫規定-詳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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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各大展覽/國際會議主辦單位對參加該活動之防疫規定

隔離檢疫措施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根據德國展覽公會(AUMA)資訊，目前展場上保持全民防疫政策，唯
展前尚需注意德國衛生部是否有更新規定。
1. 保持社交距離 1.5 公尺、入場須配戴 FFP2(KN95/N95)或 OP 醫療
口罩、減少肢體接觸等。
2. 由於非所有入場者皆為搭機入境已經驗證者，是以尚須符合下列

1. 德國先前實施的硬性封鎖政策（Hard
lockdown）已告結束，唯 Delta 變種病毒
感染比重目前已超過新感染率之四分之
三。官方發布的感染防治法（Infection
Protection Act）則延長至 9 月 30 日有

在德國須遵守基本防疫措
施，例如: 保持社交距離
1.5 公尺、配戴醫護用口
罩(OP 手術口罩或
FFP2/N95 口罩)、減少肢

/2451386
三者其一: 新冠病毒康復者/完全接種疫苗者(至少 14 天)/48 小
2. 台灣不屬於新冠肺炎風險區，旅客入境德國後不須隔離。
時內快篩採陰證明(不需 PCR) 。
惟入境前 10 天曾停留高風險疫區² 者除外，且須在德國入 3. 屆時部分展會可能需下載 Luca-app 以利追蹤足跡，唯展前尚需
境網站 https://www.einreiseanmeldung.de 上登記，並
注意德國衛生部是否有更新規定。

效。根據該法要求一旦疫情嚴峻時，全國
必須遵照緊急防堵政策（Emergency
brake）¹。各地快篩檢測維持運作，公共
與私人聚會縮限、戴口罩、減少接觸等政

體接觸等.
最新資訊可查詢德國聯邦
內政部英文版公告:
https://www.bmi.bund.d

策將持續。依照各地疫情現狀，德國已分
段逐步放寬若干限制。由於各地實施條件
不一，以各邦與地方政府公布訊息為準。
2. 施打疫苗狀況：
(1) 目前德國實施全民施打疫苗

e/SharedDocs/faqs/EN/t
opics/civilprotection/coronavirus
/travel-restrictionsborder-control/travel-

歐洲市場
德 1. 搭機入境德國者，一律須在登機前提具 PCR 核酸檢驗(72
國
小時以內)，或 Antigen 抗原快篩(48 小時以內)的採陰證
明，已證明痊癒者(至少為 28 天，最長為六個月)，或已完
整注射疫苗至少 14 天以上者不在此限，惟須具備醫療驗
證。德國在台協會 https://taipei.diplo.de/tw-zh-tw/-

進行為期 10 天的檢疫隔離。德國外交部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einreiseundaufenthalt/coronavirus
備註：
¹ 德國已核准施打之疫苗種類分別為：Comirnaty®

● A+A 杜塞道夫工安展 (10/26-29)：https://www.aplusaonline.com/en/Hygiene_concept_PROTaction?_ga=2.149427446.13
30324204.1627046483-62022335.1627046483
● Anuga 科隆食品展 (10/9-13 +線上展 10/11-13)
https://www.anuga.com/?_ga=2.22075579.145169464.1627046681-

(BioNTech/Pfizer)、Spikevax® (Moderna)、Vaxzevria®
(AstraZeneca) 與 Janssen® (Johnson & Johnson)四種。
² 高風險疫區名單詳見 RKI 德國聯邦疾病防治研究院
https://www.rki.de/DE/Content/InfAZ/N/Neuartiges_Coron
avirus/Transport/Archiv_Risikogebiete/Risikogebiete_ak
tuell_en.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864776375.1627046681
● Automechanika 法蘭克福汽配展 (9/14-16)
https://automechanika.messefrankfurt.com/global/en.html
● eMove360 Europe 2021 (11/16-18)
● Eurobike 福吉沙分自行車展 (9/1-4)：
https://www.eurobike.com/en/your-visit/safety-and-hygieneconcept/
● FACHPACK 紐倫堡包裝展 (9/28-30):
https://www.fachpack.de/en/visitors/protective-measures

（Vaccination Strategy），以及全面快
篩檢測（Rapid testing Strategy）的
兩項防疫政策。已核准之疫苗種類為
Astra/Zeneca、Johnson & Johnson、
Pfizer/BioNTech 與 Moderna。所有成人
與 12 歲以上之青少年可經由緊急醫療專
線電話 116117，或逕向全德家醫診所、
各地接種中心，以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網站預約接種，該項全民完全接種計劃

● FIBO 科隆運動展 (11/4-7) https://www.fibo.com/engb/home1/Hygiene.html
● Fastener Fair 斯圖加特緊固件展 (11/9-11) :
https://www.fastenerfair.com/stuttgart/2021/assets/RXMB_New
Normal_March21_EN.pdf?1627456181083
● IAA Mobility 慕尼黑車展 (9/7-12):
https://www.iaa.de/en/mobility/for-exhibitors/plan-youriaa-attendance/covid-19-regulations
● IDS 科隆牙材展 (9/22-25)
https://www.english.ids-

預計將延續至今夏。
(2) 對於已完全接種新冠疫苗者及自該疫病
康復者，德國則已對其放寬並取消社交
隔離規定等限制。適用群體亦將可免除
相關出入境及接觸病患之隔離檢疫，各
邦並已針對此逐步放寬境內旅遊限制。
同時間，一般衛生守則如配戴口罩等對
上述群體仍維持不變。
¹ 備註：緊急防堵政策（Emergency brake）

cologne.de/?_ga=2.118740993.985779011.16270455501882960928.1627045550
● Kind + Jugend 科隆婦幼展 (9/9-11)
https://www.kindundjugend.com/

是指若一地連續 3 日內感染率暴增且高於 100
人，將必須恢復硬性封鎖舊制。

restriction-bordercontrol-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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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 杜塞道夫醫材展 Compad 醫技展(11/15-18)：
4. 入場時須提出採陰證明、疫苗接種證明、或康復證明等任一證明
並事先上傳至展覽 APP)、現場設有急救站 https://www.medicatradefair.com/en/Visitors/Services_for_Visitors/Hygiene_
concept_PROTaction
義 1. 義大利政府為防範新冠疫情境外移入案例，自上年起，將
大
世界各國分為 A、B、C、D、E 五大類，施以不同入境管制
利
措施，其中 A、B、C、D 類皆為允許入境，E 類國家原則禁
止入境。義大利原將我國劃分為 E 類國家，我國人須符合

● EMO Milano 2021 歐洲工具機展(10/04-10/09) :
測量體溫、全程須配戴口罩、注重洗手清潔作業、保持一公尺社交
距離、票卷及宣傳物品電子化。參展商及參觀者出入境須參照義大
利政府規定。相關防疫通知將於 8 月初或暑假後 8 月底更新並週知

具有歐盟或義大利居留證之台灣籍人民，獲
准入境者一律須配合「10 天隔離檢疫」措
施；惟倘確有工作、就學、就醫或重大急難
事由才可入境義大利，在入境義大利前 10

工作、就學、就醫等緊急理由始可申請入境。
參展商。https://www.fieramilano.it/safetogether/
2. 頃據義大利衛生部於 7 月 31 日公布新行政命令，已將我國
改歸為 D 類國家，凡自我國出發之旅客不限事由均可入境
義大利，持我國護照者享有免申根簽證觀光旅遊待遇，惟
須出示入境前 72 小時檢測陰性證明，並線上填寫自我聲

天，台灣籍旅客已在歐盟會員國、申根區、
安道爾、摩納哥等國家地區停留 10 天以上，
入境義大利則不須隔離檢疫，若於上述各國
未待滿 10 天請於入境義大利後，於居住地繼
續居家隔離到補足隔離期滿 10 天之天數並出

明，入境後應居家隔離 5 天，隔離結束後須再次接受檢
測。而在少數情形下，如因公務外交或必要工作且有佐證
文件者等，可能例外豁免隔離。
3. 有關我國疫苗施打證明是否可適用於義國一節，頃據義大

示陰性檢測報告才可外出。

利衛生部 7 月 30 日公告，在非歐盟之第三國（如我國、美
國、日本等）取得之疫苗接種證明及確診康復證明文件，
須載明接種人、疫苗種類（AZ、Pfizer、Moderna、
Johnson&Johnson）、批號、衛生機關等資訊，並且尚須辦
理公證、翻譯及驗證等程序，且已完整施打疫苗且持有文
件佐證者，仍須配合當地防疫政策，入境後自主隔離 5
天，期滿採檢。

1. 義國政府將疫情風險分
級管理，並設有不同限
制，由低至高的「白
區」、「黃區」、「橙區」
及「紅區」，目前義大
利皆為白區，皆可自由
通行。每兩個禮拜依照
各區住院及重症住房率
等數值調整分區顏色。
2. 自 8 月 6 日起，部分場
所(餐廳內用、酒吧、
賭場、博物館、健身
房、電影院、劇院、戶
外表演等)需要持有義
大利綠色通行證(Green
Pass)始得進入。地鐵
等交通運輸工具暫不需
要。
3. 「綠色通行證」（Green
Pass）是義大利版本的
「歐盟數位新冠證明」
（EU Digital COVID
Certificate），過去九
個月內至少接種過一劑
疫苗、或是過去六個月
內從 COVID-19 中康
復，或是過去 48 小時
內檢測為陰性者可以申
請。
4. 戶外無須戴口罩，進入
室內必須配戴口罩及保
持人際間 1 米社交距
離。

法 從 2021/6/9 起，依據出發的國家，分為綠、橘、紅及旅客疫 ● Franchise Expo Paris 2021 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9/26-9/29)
國 苗接種規範入境規定，法國籍，歐洲國籍及具備法國居留許可 1. 入場時須提出 48 小時內陰性證明或疫苗接種完成證明(Pfizer,

1. 自 2021/6/9 起自橘色區域國家入境法國
只需自主隔離 7 日，自紅色區域國家入境

自 2021/6/9 起自橘色區
域國家入境法國只需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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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衆均可返回法國，除綠色區域外，橘、紅區域入境者需有
Moderna, AstraZeneca et Janssen 或免疫證明(康復後 15 天至
不可抗力之充分理由:
6 個月內)等任一證明之 QR code，建議以手機下載
1.台灣自 2021/6/24 起屬於綠色區域國家
TousAntiCovid
2.疫苗接種規定:
2. 全程需配戴口罩、展場提供乾洗手或消毒酒精等用品
(1)施打第二劑之後 2 周：需注射 2 劑的疫苗，(Pfizer,
3. 其餘規定應符合展覽主辦單位規定：
Moderna, AstraZeneca) 。
https://www.franchiseparis.com/fr-fr/coronavirus.html
(2)施打之後 4 周：僅需注射單一劑的疫苗 (Johnson &
● MAISON & OBJET PARIS 2021 巴黎時尚家居設計展(9/9-9/13)
Johnson) 。
1. 入場時須提出 48 小時內陰性證明或疫苗接種完成證明(Pfizer,
(3)施打一劑之後 2 周：先前曾感染 Covid-19，僅需注射一
Moderna, AstraZeneca et Janssen 或免疫證明(康復後 15 天至
劑。
3.綠色區域國家:
(1) 依據第 1 點疫苗接種規定入境後可自由移動
(2) 未施打疫苗者，須出示 72 小時內 PCR 陰性證明入境後便
可自由移動
4.橘色區域國家:
(1) 依據第 1 點疫苗接種規定，須出示 72 小時內 PCR 陰性證
明或 48 小時快篩陰性證明，入境後便可自由移動
(2) 未施打疫苗者，須出示 72 小時內 PCR 陰性證明，入關前

6 個月內)等任一證明之 QR code，建議以手機下載
TousAntiCovid
2. 全程需配戴口罩、展場提供乾洗手或消毒酒精等用品
3. 其餘規定應符合展覽主辦單位規定：
https://edmmo.s3.amazonaws.com/Website__donwload/202105-26_EN_Sanitary-measures.pdf

隔離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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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強制隔離 10 天。
2. 法國馬克洪總統 2021/7/12 晚間發表全國
電視演說，宣布疫情升高因應措施，重點
如下：
(1) 全國醫療照護機構人員及居家照護人員
均需於 9 月 15 日前強制施打疫苗。
(2) 自本(7)月 21 日起擴大實施健康護照制
度(即個人接種疫苗、PCR 陰性檢測或染
疫康復之證明)至 50 人以上之娛樂及文

隔離 7 日，自紅色區域國
家入境者則強制隔離 10
天，入境者須提供不可抗
力之充分入境理由

化場所。自 8 月 1 日起，進一步擴大範
圍至咖啡館、餐廳、酒吧、購物中心、
醫院、養老院、社福機構，以及長程旅
行交通工具。

會實施隨機快篩檢測，入境後須自主隔離 7 天
5.紅色區域國家:
(1) 依據第 1 點疫苗接種規定，須出示 72 小時內 PCR 陰性證
明或 48 小時快篩陰性證明，入關前實施快篩檢測，入境
後須自主隔離 7 天
(2) 未施打疫苗者，須出示 72 小時內 PCR 陰性證明或 48 小時
快篩陰性證明，入關前實施 PCR 檢測，入境後強制隔離
10 天。

美洲市場
美 1. 開放商旅，所有搭機入境美國之旅客(包括接種 2 次疫苗滿 ● MIHAS · Malaysia International Halal Showcase 馬來西亞國
國
2 週者)均須檢具航班起飛前 3 日內之 COVID-19 陰性檢
際清真展(實體展覽：2021 年 9 月 9-12 日、線上展覽：2021 年 9
測結果、或 3 個月內曾感染且康復之證明文件。
月 9 日～12 月 31 日)
已完成美國FDA承認疫苗接種，包括莫德納(Moderna)、嬌 ● WEFTEC 2021 美國水展(2021/10/16-20)問卷填列健康狀況；要
生(Johnson & Johnson)及輝瑞(Pfizer-BioNTech)。另新
求在室內和穿梭巴士上戴口罩；提供乾洗手；限制穿梭巴士以及
增世界衛生組織(WHO)核准緊急使用之疫苗，包括
會議室和會議室的容量；清潔和消毒高接觸或人流量大的區域，
AZ(AstraZeneca/ Oxford)、中國國藥(Sinopharm)、科興
並在夜間進行深度清潔。
疫苗(Sinovac)及印度SII/Covishield。入境美國後不須進 ● SPI 北美智慧能源週(2021/9/20-23) 限制展位人員數。 戴上玻
行隔離措施。
璃防護罩，提供非接觸式食品和飲料交換，並使用可分解餐具，

1. 自 2021 年 1 月 28 日起，入境美國 2 歲以
上旅客須檢附 3 天以內 Covid-19 檢測陰
性結果證明。
2. 紐約：自 10/31 起
(1) 入境紐約者須於抵達前 3 天進行病毒檢
測，並於抵達後隔離至少 3 天並於第 4
天再次進行檢測；若隔離後第四天呈陰
性，則可解除隔離。
(2) 與紐約比鄰之州及紐約間之人員流通，

1. 洛杉磯市長賈西提
(Eric Garcetti)5 月 6
日宣布，所有進出洛杉
磯國際機場(LAX)的旅
客必須戴口罩，自 5 月
11 日(周一)起生效。
這項新命令的範圍還包
括洛杉磯市運輸局所屬
的公共巴士交通工具：

2. 未完成前述廠牌疫苗接種者，仍須居家隔離 7 日；不論是
拉大距離至 6 英尺的距離。管制人流
否完成疫苗接種，均應在抵達目的地 3 至 5 日後進行第 ● National Hardware Show 2021 全美五金展(10/21-10/23) 無須
二度檢測，未完成疫苗接種且未進行第二度檢測者，建議
提供陰性反應、疫苗接種等證明亦能入場。 入場接受體溫檢
在抵美後居家隔離 10 日。
測、消毒，配戴能完整遮住口鼻的口罩且須配合廠內路線規劃，

可維持免隔離政策。
(3) 離開美國少於 24 小時者無須隔離，但須
於返回紐約後的第 4 天取得檢測結果。
(4) 上述人員皆須於抵達紐約後填寫健康申

DASH、Commuter
Express、Cityride。
2. 舊金山灣區各縣政府建
議居民盡快去施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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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國人申請美國簽證相關問題請參考美國在台協會資
訊：https://www.ustraveldocs.com/tw_z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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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大會公告：https://www.nationalhardwareshow.com/enus/safety-guidelines.html
● Fabtech 2021 芝加哥金屬成型暨焊接展(9/13-9/16)，除拉大距
離至 6 英尺的距離等一般政府相關防疫規定外，無特定要求。
截至 7 月 23 日止，無規定須打過疫苗者始得進入。
● AAPEX 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展(11/2-11/4) 請遵照 CDC 以及內
華達州規定，由於防疫規定不斷改變，最後確認的防疫措施將在
接近開展日期前公布。
● CES 消費電子展(2022 1/5-1/8) 遵照網站上公布的規定:

報表。
>>健康申報表
https://coronavirus.health.ny.gov/covid
-19-travel-advisory
>>更多詳情 https://reurl.cc/9XyLOO
3. 夏威夷州：自 2020 年 3/26 起，入境夏威
夷之當地居民及旅客均須隔離 14 天，隔
離費用全數自費。違反隔離規定者將遭罰
5000 美元並/或收押。

苗。
3. 加州宵禁“limited
Stay at Home Order
“（限制性居家令)已
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
起，全部解除。
4. 洛杉磯市規定市民外出
需戴口罩
5. 10 月 20 日起自

https://cdn.ces.tech/ces/media/pdfs/exhibitor/ceshealth-and-safety-outline-for-exhibitors.pdf，最後確認的
防疫措施將在接近開展日期前公布。

4. 關島：凡 2/29 後自菲律賓自他國返關者
須居家隔離 14 天。曾在疫區停留 7 天以
上之旅客入境後，倘未取得關島公共衛生
及社會服務局之未感染證明，需接受隔離
檢疫。
5. 關島總督 Lou Leon Guerrero 於 5 月 27
日宣布自 7 月 1 日起，來自日本、韓國和
台灣的旅客將能免去強制隔離和病毒測試
至關島旅遊。

Alabama, Alaska,
Arkansas, Colorado,
Delaware, Idaho,
Indiana, Iowa,
Kansas, Kentucky,
Minnesota,
Mississippi,
Missouri, Montana,
Nebraska, Nevada,

6. 佛州各地方政府可能仍要求戴口罩。但禁
止地方政府對不遵守規定的個人處以罰款
或罰款。企業可以選擇認為合適的方式對
員工和客戶強制執行口罩要求。目前仍禁
止在便利店使用自助飲料。

New Mexico, North
Carolina, North
Dakota, Ohio,
Oklahoma, Puerto
Rico, Rhode Island,
South Carolina,
South Dakota,
Tennessee, Texas,
Utah, West Virginia,
Wisconsin, and
Wyoming.進入伊利諾州
者須自我隔離 14 天。
本項規定為動態更新，
每週二更新，週五生
效。

亞洲市場
泰 原先入境泰國隔離期自 2021 年 4 月起縮短為 10 天或 7 天，但 1. 因目前泰國正值第三波疫情最嚴峻時期，確診病例數屢創新高，
國 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泰國 2021 年 4 月 29 日決定從
泰國政府公報於 2021/7/18 公布最新一波管制措施，疫情最嚴重
5/1 起，入境旅客不管是否接種過疫苗，隔離期都恢復為 14
天。

之 13 個府(包括曼谷)，禁止 5 人以上聚會活動，已獲批舉辦的
活動需重新申請。因此目前實體展覽均喊停。以下各展將視屆時
疫情情況實施入場管制措施。
● Intermach 泰國國際工業展(9/22-25)

1. 泰國武漢肺炎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獲准外籍
人士入境之相關檢疫隔離規定

2021/7/18，泰國政府公
報網官方發布了一份由巴

(1) 強制送醫隔離：入境確診病患須立即送
醫隔離治療。
(2) 各類自費檢疫措施適用情形：
 自費隔離(State Quarantine)l：適用在

育總理簽署下發的新文
件，文件內容顯示政府新
增多條防疫規定，其中主
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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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IFEX 2021 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9/29-10/3)
● Manufacturing Expo 2021 泰國工業製造展(11/1-4)
● Metalex 2021 泰國國際金屬加工設備展(11/17-20)
2. 目前進入各公共場域皆需量體溫並進行手部消毒。
3. 泰國政府目前尚未實施針對入境時已完整接種疫苗者或是持 PCR
陰性證明者縮短或取消隔離天數之措施，入境泰國者仍需進行至
少 14 天之隔離(ASQ)。

隔離檢疫措施
泰可合法工作及持有工作簽證之外籍人
士及其配偶與子女、已獲得泰國永久居
留證之外籍人士、泰籍人士之外籍配偶
與子女及外籍留學生及所屬監護人等。
醫院隔離(Hospital Quarantine)：針對
來泰接受醫療治療、手術等服務之人
士，以進駐醫院為隔離場所。
組織機構隔離(Organization
Quarantine)：使用所屬組織機構之場地

—新增 3 府為最高嚴控府
（深紅區府域），即春武
里、北柳、大城。 包括
此前的曼谷、佛統、暖武
里、巴吞他尼、北欖、龍
仔厝、北大年、也拉、陶
公、宋卡 10 府在內，目
前共有 13 個最高嚴控
府，並 要求以上府域遵

進行隔離措施，適用類型如學校師生、
行政人員及外國留學生等，惟須獲泰國
衛生部核准及符合隔離檢疫場所設置規
定。
居家隔離(Home Quarantine)：適用外國
使領館人員(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止已暫
止)。(因近日發生埃及軍官及蘇丹外交
團人員子女等確診事件，泰國政府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已要求上述第 2 類人

循以下規定；
—深紅區府域民眾無必要
避免/限制/禁止外出，購
買食物、藥物、就醫及接
種新冠疫苗情況除外；
—餐廳（禁止堂食）、商
場（僅允許開放超市、藥
店及新冠疫苗接種點）、
便利店 20:00-次日 04:00

士暫時需施以「政府指定自費隔離」方
式，並務必在機場等候武漢肺炎病毒核
酸檢驗(RT-PCR)結果，不得自行離開。)
2. 針對短期入境外籍人士，不須實行上揭各
項隔離措施，惟須採行監測觀察(close
observation)，主要針對短期來泰停留 2
至 3 天之商務人士及特准入境人士，如獲
泰國政府邀請人士等，出入境均須出具武
漢肺炎檢測陰性報告，入住政府指定旅館
並通報在泰活動行程及監測自我健康情

關閉；醫院、診所、銀
行、郵政局、工廠、藥
店、普通商店 、加油
站、加氣站、貨物運輸及
外賣等可正常開放；
—各府尹可視情況喊停當
地有傳播疫情風險的項目
/活動為期 14 天；
—深紅區府域所有類型車
輛乘客落座率減少至

形。
3. 原先入境泰國隔離期自 2021 年 4 月起縮
短為 10 天或 7 天，但第三波新冠肺炎疫
情來勢洶洶，泰國政府 2021 年 4 月 29 日
決定從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入境旅客不
論是否接種過疫苗，隔離期都恢復為 14
天。

50%；
—仍需禁止 5 人以上聚會
活動，已獲批舉辦的活動
需重新申請；
以上規定自 2021/07/20
起正式實施（公共運輸系
統自 7/21 起實行），為期
14 天（至 8/2）。

1. 2021/02/17 所有入境之國際旅客均需於

印度目前防疫由各州個別







印 1. 2021/07/23 無疫苗護照規定

各展覽需依印度政府規定：設立體溫量測站、提供進場人員手部消

度 2. 2021/02/27 入境需透過官方 APP 或指定連結上傳健康聲明 毒、所有人員均須配戴口罩
書、起飛前 72 小時之 RTPCR 陰性報告，持陰性報告入境者
無須隔離。入境流程：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搭機前 72 小時前，在印度新冠肺炎管制
入境網站(www.newdelhiairport.in)上傳
健康申報表及 RT-PCR 報告。

進行，須注意各州國內航
班注意事項及個別管制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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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ewdelhiairport.in/media/1622/latestguidelines-for-international-arrivals.pdf
3. 2020/10/23 印度政府宣布放寬入境 VISA 管制，外國人除
了電子簽證、旅遊簽證及醫療簽證外，現可經由與印度簽
有 air bubble 協議之國家進入印度。
4. 印度移民局入境管制規定：
https://boi.gov.in/content/advisory-travel-andvisa-restrictions-related-covid-19-1

隔離檢疫措施
2. 2021/02/17 最新入境印度相關規定（含
轉機及豁免隔離）：
https://www.newdelhiairport.in/media
/1622/latest-guidelines-forinternational-arrivals.pdf

中 1. 開放我國人入境日期：

●Canton Fair 2021 廣交會秋季展(10/15-11/3) 官方信息尚未公

1. 北京：

國
未禁止我國人入境，惟入境後須隔離 14 日以上，境外入境
大
北京市須隔離 21 日
陸 2. 暫停口岸簽證、24/72/144 小時過境免簽、海南入境免
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境廣東 144 小
時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免簽等政策。

布，目前廣州展會普遍規定為:實名登記+健康碼綠碼+配戴口罩+測
量體溫
●CCBN 2021 第二十八屆中國國際廣播電視資訊網路展覽會(北
京)(5/28-5/30)

(1) 所有自北京入境人員不分目的地，需接
受就地 14 天集中隔離觀察及核酸檢
測，費用自付。
(2) 抵達地之集中隔離期滿後，另再進行 7
天的防疫旅館隔離及 7 天自主健康監

3. 外國人如來華從事必要的經貿、科技等活動，以及出於緊
急人道主義需要，可向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辦簽證。
4. 2020/11/15，中國宣佈嚴控跨境活動，並關閉 46 個口岸，
從嚴審批中國公民出境。相關措施包括：

1、所有參會人員需出示“門票二維碼+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或七天內
核酸檢測陰性讓明+北京健康碼”，佩戴口罩、配合測量體溫進場。
2、應急處置：“如您在現場出現發熱、呼吸道症狀和消化道症狀，
請立即聯繫工作人員，進入隔離棚進行複測和應急處置。”

測。
2. 上海：
(1) 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零時起，新入境人
員需進行 14 天隔離及 7 天社區健康監

(1) 嚴格口岸通道管控：疫情爆發以來，已陸續關閉 46 個陸
地口岸、66 條邊民通道，加強值守看管、嚴防境外人員
繞關避卡入境，運作中的口岸及通道則從嚴限制人員通
行，僅保留貨物運輸功能。
(2) 嚴格控制不必要人員跨境活動：
A.繼續暫停外國人持部分有效簽證、居留許可入境。
B.繼續暫停口岸簽證和區域性免簽政策。
C.從嚴審核中國公民旅遊等非必要事由的出入境證件申
請，勸阻和限制中國大陸居民旅遊、探親、訪友等非必

3、注意事項：√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每日更新的疫情中高風險地區
名單，來自或途徑疫情中風險地區和疫情高風險地區的人員，禁止
入場。
http://news.ccbn.cn/article/50/277.htm

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動。
(3)嚴密邊境地區人員和交通工具通行管理。
(4)嚴厲打擊非法出入境違法犯罪活動。

構、代表處或合作夥伴等參加線下展覽活動。
進館人員須落實健康碼查驗、體溫檢測、佩戴口罩等措施，負責安
排專人引導監督對「四川天府健康通」場所碼進行掃碼，出示「四
川天府健康通」或「全國健康碼」，按照「紅碼禁止、黃碼限制、綠
碼通行」的原則進行動態管理，參展參會有效證件、人碼合一等查
驗後入場。如有體溫高於 37.3℃或有咳嗽、 乏力、腹瀉等症狀者
一律禁止進入活動場地，立即引導至隔離區， 並安排至定點醫療機
構就診。

測，期間至少接受 6 次核酸檢測。
(2) 凡經上海口岸入境需轉往其他省市人
員，一律先接受當地 為期 14 天的集中
隔離，並遵循當地最新隔離檢疫規定。
(3) 自 2020 年 9 月 12 日起，針對目地的為
●CHENGDU MOTOR SHOW, CDMS 2021 成都國際汽車展覽會(8/27-9/5)
江蘇、浙江、安徽等三省份入境人員，
http://www.cd-motorshow.com
實施“3 天(上海)+11 天(目的地)”集中
參展參會人員應持個人有效證件進行線上實名註冊和預登記，鼓勵
隔離轉運措施。
境外參展商和觀眾通過線上方式參展參會，或委託其在華分支機
3. 廈門：

●China-Asean Expo 2021 中國-東盟博覽會(9/10-13)
所有人員(包括:參展參會人員、布展施工人員、工作人員及志願者
等)須完成全程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方可進场

(1) 所有境外入廈人員，均須接受核酸和血
清抗體檢測並自費進行 14 天集中醫學
觀察。
(2) 解除醫學觀察前，再進行一次核酸檢
測，檢測合格後可解除。
4. 成都：
(1) 所有旅客不分國籍及出發地，進入成都
均須自費接受 14 天防疫旅館集中隔離及
7 天居家隔離（不可外出）；無固定住所
者，繼續完成 7 天防疫旅館隔離。實際
隔離天數為 21 天，而 21 天内需完成 7
次核酸檢測。
(2) 於成都轉機旅客須先進行 14 天集中隔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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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sheries ＆ Seafood Expo (CFSE) 2021 中國國際(青島)
漁業博覽會(10/27-29)：網站尚未公告防疫規定，主辦方告以：入
場時需出示健康通行碼(綠碼)、測量體溫並佩戴口罩，另所有參觀
者均需實名辦理參觀證。
●The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 2021 中國國
際進口博覽會(11/5-11/10)：
目前尚未公布防疫規定，據主辦單位告知，至少須實名辦理參觀
證，並於入場時出示綠色健康通行碼，測量體溫及配戴口罩，參展
商及參觀者屆時應有需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之要求。
●CIDE 2022 北京定制家居門業展（3/16-3/18）
所有參會人員需出示“本人身份證原件+預登記碼+北京健康碼+通信
行程碼”，佩戴口罩、配合測量體溫進場。
注意事項：√臨時入境的海外人士須提供核酸檢測報告和解除隔離
通知書，出示護照並拍攝照片留底後，方能領取入館證件。
https://www.jia400.com/news/118957.html
●CIFTIS 2021 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9/2-9/7)
1.已成立疫情防控和醫療保障組，確立各成員單位工作職責。建立
動態風險評估機制，組織疾控專家持續開展疫情風險評估，及時調
整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確保活動安全。
2.活動期間做好人員管理和健康防護，合理控制人數、分層分類參
觀、避免人群聚集，科學佩戴口罩並注意做好手衛生。場地管理方
面，指導會場、展區、住地的主管方要嚴格做好場地清潔消毒、通
風和入場體溫檢測，準備一次性醫用外科口罩、免洗手消液、酒精
消毒濕巾等防疫物資。餐廳合理安排輪流就餐、錯時就餐，提高就
餐人員分散度。應急處置方面，堅持底線思維，制定疫情防控應急
處置預案，排查工作中存在的風險點和薄弱環節，及時消除隱患。
https://www.ciftis.org/
●Food & Hospitality China(FHC China) 2021 上海秋季國際食品
展(11/9-11) 依據大會防疫指南規定，參觀者必須配戴口罩，並於
入場時出示綠色健康碼，登記碼與身分證，入場前測量體溫，於門
禁驗證點掃描身分證、人臉辨識與註冊信息核驗無誤後入場。
防疫措施 1.所有服務商/參展商簽署《防疫承諾書》，保證提前自查
工作的實施； 2.線上預約及證件管理等措施，落實所有活動參與人
員的實名入場制度； 3.現場嚴格執行健康碼查驗、體溫檢測等監測
工作，做到人員可追溯； 4.加強空間統籌，展位設置保持安全距
離，控制活動現場的人員密度； 5.安排專人負責即時監控現場人流

隔離檢疫措施
離及核酸檢測，確認無異常者，才可前
往目的地。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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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情況，保障所有應急通道暢通； 6.加強所有參會人員的疫情防
控知識宣傳。
●Health & Elerly Care Expo 2021 四川國際健康和養老產業博覽
會(9/9-9/11)
http://lbh.asiaexpogroup.com
●WCIF 2021 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9/16-9/20)
http://www.wcif.cn
日 1. 自 2020 年 12 月 28 日起，日本原則禁止全世界新申請簽證
本
之外國人入境日本；暫停關於以短期商務目的出訪到所有
國家/地區後回國再入國；暫停免簽證及取消已發出的簽
證。因此持有任何其他國家「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證明

●Communications & Broadcasting Week 2021 日本通信放送週
(10/27-10/29)：入場體溫檢測、消毒，配戴能完整遮住口鼻的口
罩，須配合場內路線規劃，其餘措施應配合現場人員指示：
https://www.cbw-expo.jp/content/dam/sitebuilder/rxjp/cbw-

書」者仍不能入境。
expo/documents/2020/en/02-visit/cbw_en_20_measures_0618.pdf
2. 日本目前仍未開放一般觀光，欲赴日民眾須事先向日本台
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或高雄事務所申請簽證。
https://www.mofa.go.jp/mofaj/ca/fna/page4_005130.ht
ml

1. 2020/11/1 起日日本調降對台灣的疫情警
示等級，由 3 級（建議避免前往）降為 2
級（避免非必要旅行）。民眾赴日不需提
交聚合酶鏈鎖反應（PCR）陰性證明，入
境後也不必接受採檢，但仍需居家檢疫 14
天。不過，日本目前仍未開放一般觀光，
欲赴日民眾須事先向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
北事務所或高雄事務所申請簽證，並於入
境後居家檢疫 14 天、避免非必要外出。
2. 「日本政府宣布自 2021/3/18 起入境日本
旅客需安裝防疫 APP
(1) 日本厚生勞動省 3 月 18 日發布新聞稿
稱，為防止新冠疫情擴大所需，自
2021/3/18 起所有入境日本的旅客需持有
智慧型手機，若無持有者要求在機場租
用，且須下載安裝：A.行蹤定位
「OSSMA」、B.視訊通話「Skype」、C.紀
錄移動履歷「Google Maps」、D.確認接
觸情況「COCOA」等防疫 APP 應用程式。
(2) 為落實讓旅客確實遵守日本防疫隔離規
定，以及掌握入境後 14 天之居所及健康
狀態，日本政府自 3 月 18 日起於東京羽
田國際機場、成田國際機場開始實施上
述措施，未來將陸續擴至日本關西及中
部等其他國際機場。
(3) 另外，旅客入境時除安裝上述手機 APP
外，亦需提交入境後 14 天內在自宅隔離
及使用確認地點資訊應用程式之切結
書。若違反切結書規定，可能被公布姓
名等；若為外籍人士，將可能成為依據

1. 3-5 月已取消各展覽、
大型活動。
2. 東京奧運:日本政府宣
布得到 IOC 許可，預計
於 2021/7/23-8/8 舉
辦。
3. 日本厚生勞動和福利部
備有 24 小時英語通報
專線+81-3-3595-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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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入境管理辦法取消居留資格及驅
逐出境的對象。
新 【入境條件 (如:疫苗護照等)】
加 1. 疫苗護照的認可仍在磋商中。
坡 2. 新加坡國家疫苗接種計畫包括莫德納與輝瑞 BNT 疫苗；新
加坡另外允許私營的醫療機構施打勝科疫苗。
【簽證/境管】
* 5/8 起，新加坡人力部暫停受理較高風險國家和地區工人的
新入境申請，部分已獲准來新加坡的工作准證持有者則可能延
後入境，包括工作證持有者的眷屬入境許可。
https://safetravel.ica.gov.sg/arriving/overview
3. 台灣
-暫停 Air Travel Pass 申請。

●Franchising & Licensing Asia, FLAsia 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 1. 所有已接種疫苗的機場前線工作人員的輪
(11/12-13)
流定期檢測縮短至 14 天，其中負責高危
●FHA-Food & Beverage Asia 新加坡國際食品與飲料展(3/28-3/31,
職務的機場員工每 7 天定期輪流檢測，並
2022)
另外接受快速抗原檢測（Antigen Rapid
新加坡對 MICE 活動之規範：
Test）；新加坡海事局和新加坡港務集團
1. 每場 MICE 試營活動，活動人數不可超過 100 名。
將把前線宿舍客工的輪流定檢測間隔縮短
(1) 活動人數意旨所有會參與活動的人員，包括主辦方、與會者、
至 7 天。

1. 外出時必須配戴口罩並
覆蓋口鼻，否則處以新
幣 300 元以上罰款，六
歲以上的兒童須強制戴
口罩。
2. 面罩只限用於特定情
形，例如 12 歲以下孩

媒體等。
(2) 人數超過 50 名以上需進行 Pre Event Test（以下簡稱 PET）檢
測，完全接種疫苗以及過去 270 天內確診康復者除外。
2. 活動全程需配戴口罩，除了用餐時間以外。
午餐只可在活動規劃為整天的前提下才可提供，以一小時為限，

2. 以過去 21 天旅遊史為基準，針對台灣規
定如下：
(1) 新加坡籍和永久居民
-允許入境：啟程前 72 小時檢驗陰性報告、
入境時 PCR 檢測、在指定設施進行 14 天隔離

只可提供餐盒/便當，午餐時間結束會不可再用餐；下午茶餐點
一率不允許提供
3. 與會者須遵守國家防疫規範，例如現場座位安排最多 2 人為一群
組，每一群組之間相隔至少一公尺的安全距離。

並在隔離的第 3、第 7、第 11 天進行自主快
篩（符合條件者可申請居家隔離、居家隔離
不需要自主快篩）、隔離結束前須接受 PCR
test 並呈陰性

of-a-mask 查詢。
3. 在公共場合請與其他人
保持至少一公尺的安全
距離。搭乘大眾交通工

4. 計畫辦理 100 人以上活動的會展商仍可向新加坡旅遊局提交報
告，審核條件視政府規範而變更。
5. PET 檢測相關 https://www.moh.gov.sg/covid-19/pet
新加坡旅遊局對 MICE 活動規範統
整 https://www.stb.gov.sg/content/stb/en/homepages/advisory-for-MICE.html

(2) 家屬准證（Long-Term Visit Pass ，
LTVP）持有者
-允許入境：啟程前 72 小時檢驗陰性報告、
入境時 PCR 檢測、在指定設施進行 14 天隔離
並在隔離的第 3、第 7、第 11 天進行自主快
篩（符合條件者可申請居家隔離、居家隔離
不需要自主快篩）、隔離結束前須接受 PCR
test 並呈陰性
(3) 學生證持有者

具，請避免交談與通
話。
4. 新加坡政府仍鼓勵企業
讓員工居家辦公，拜訪
前請先致電確認。
5. 出入任何場所需掃描
QR Code 登入與登出，
紀錄行蹤。

-允許入境：啟程前 72 小時檢驗陰性報告、
入境時 PCR 檢測、在指定設施進行 14 天隔離
並在隔離的第 3、第 7、第 11 天進行自主快
篩（符合條件者可申請居家隔離、居家隔離
不需要自主快篩）、隔離結束前須接受 PCR
test 並呈陰性
3. 所有旅客（新加坡籍人士與永久居民除
外）在入境前須向相關單位申請入境核
可，核准者才可以入境新加坡：
*所有旅客在抵達新加坡 3 天前，需上
https://eservices.ica.gov.sg/sgarrivalc
ard/填寫申報健康與旅遊史申明書。
*檢測收費

童、健康狀況不允許者
等，詳情請上
https://www.gov.sg/a
rticle/can-i-wear-aface-shield-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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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afetravel.ica.gov.sg/health/co
vid19-tests/pcrtest#price
*指定隔離設施相關
https://safetravel.ica.gov.sg/health/sh
n/sdf
https://safetravel.ica.gov.sg/health/co
vid19-tests/pcrtest#price
越 【入境條件 (如:疫苗護照、陰性檢測證明等)】
南 1. 疫苗護照：越南政府尚未公布疫苗護照政策。

目前越南針對展覽入場防疫規定為需配戴口罩、量體溫、乾洗手消
毒、保持距離及填寫健康聲明書，各展需視政府防疫規定決定是否

1. 除經總理同意的特殊情況外，暫停各類尚
未舉辦之節慶，縮小已舉辦節慶規模。

人民群眾在公共場所和公
共交通工具上仍必須要佩

2. 陰性檢測證明：越南政府規定旅客必須在入境前的 3-5 天 舉辦。
進行新冠病毒 RT–PCR 核酸檢測，並取得 SARS-CoV-2 陰性 ● MTA HANOI 2021 越南河內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10/12證明書英文版。入境前 24 小時內，必須至越南衛生部網站
10/14)
(https://tokhaiyte.vn)填寫「健康申明」，並將核酸檢測 ● PHARMED & HEALTHCARE VIETNAM 2021 越南胡志明市醫療醫藥展
陰性證明上傳至該系統中。
(9/22-25)

2. 越南許多旅遊景點都已暫時停止接待旅
客，最新名單會即時更新在越南旅遊總局
下列網站：
https://vietnam.travel/things-todo/covid-19-travel-policies-vietnam

戴口罩，清洗雙手，保障
健康衛生。

3. 詳情請至: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vn/post/18930.html
入境需隔離天數：14 天防疫飯店隔離+14 天居家隔離。
官方已 EUA 疫苗種類：AstraZeneca,Sinopharm,

3. 由於目前疫情未見明朗，前述規定並未設
立終止日期，未來疫情倘趨嚴重，可能採
取更嚴格入境措施。呼籲國人倘在病毒流
行期間旅越，務請遵守越南政府各項防疫

● Vietbuild Hanoi 2021 越南建材及家居展(9/30-10/4)
● VIETNAM MEDI-PHARM 2022 越南醫藥醫療展(5/11-14)
● Vietbaby 2021 越南國際嬰童用品展 (原 6 月取消，改併至
11/18-20 消費展覽)(連結)

BioNTech, Sputnik V, Moderna, Johnson&Johnson
4. 外國人入境臨時規定：
自 2020/3/18 起，暫停核發外國人入境越南簽證，已取得
簽證之外國旅客，在入境時須備妥經國籍國核發且經越南
政府認可之未感染 COVID-19 醫療證明書。自 2020/3/21
起，對來自各國之所有入境者進行集中隔離。
馬 【入境條件 (如:疫苗護照、陰性檢測證明等)】
來 1. 疫苗護照：
西
馬來西亞衛生總監諾希山於 2021 年 6 月 20 日表示，馬來
亞

規定及措施。如果因越南施行上述各項措
施而有不便，敬請國人理解，並耐心配合
或適度調整行程。

● MIHAS · Malaysia International Halal Showcase 2021 馬來
西亞國際清真展(9/9-12)：網站尚未公告防疫規定。
● ARCHIDEX 2021 馬來西亞國際建築室內設計暨建材展(11/3-6)：

西亞目前疫苗接種率偏低，待疫苗接種率提升後，最快可
網站尚未公告防疫規定。
於 11 或 12 月實施疫苗護照政策。
● Food and Hotel Malaysia 2021 馬來西亞國際食品展(12/172. 陰性檢測證明：
19)：網站尚未公告防疫規定。
自 2021 年 5 月底起，所有入境馬國人士(包括自臺灣入境
者)均須在出發前 3 天進行 RT-PCR 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
反應方可登機入境馬國；所有入境者在抵達國際入境處
時，須再次進行 RT-PCR 檢測，倘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則
開始在隔離中心進行 14 天隔離，並於隔離之第 10 天再次
進行 RT-PCR 檢測。隔離之第 14 天經評估有需延長隔離期
限者，則在同一隔離中心再延長 7 天隔離，並於隔離之第
18 天再次進行 RT-PCR 檢測。
3. 入境需隔離天數：14～21 天。
官方核可疫苗種類：輝瑞 BioNTech、科興 SinoVac、阿斯

1. 所有擬入境者於抵達馬國前均需自行下载
及安裝 MySejahtera 軟體程式，並詳細填
寫個人資料及佩戴隔離手環，以便入境後
由馬國衛生部進行追踪檢疫隔離情形。
2. 隔離期限規定：
3. 自 2021 年 5 月底起，除來自印度、斯里
蘭卡、孟加拉、尼泊爾及巴基斯坦等 5 國
入境者另有規定外，所有入境馬國人士
(包括自臺灣入境者)均須在出發前 3 天進
行 RT-PCR 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方
可登機入境馬國；所有入境者在抵達國際
入境處時，須再次進行 RT-PCR 檢測，倘
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則開始在隔離中心
進行 14 天隔離，並於隔離之第 10 天再次
進行 RT-PCR 檢測。隔離之第 14 天經評估
有需延長隔離期限者，則在同一隔離中心

外國人禁止入境馬來西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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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康 AZ
【簽證/境管】
1. 大馬首相慕尤丁 6 月 27 日宣布，原訂於 28 日到期的全國
第一階段封鎖將延長至每日確診數降至 4000 例，馬來西亞
全境封鎖將無限期延長。馬來西亞解除防疫必須符合 3 大
條件，分別是單日新增個案降至 4000 例、加護病房病床使
用率 75%及 10%人口完成 2 劑疫苗接種。第一階段所有行業
不得經營，除了基本經濟與服務領域。
2. 暫時禁止外籍前來馬來西亞旅遊，直到另行通知為止。外

再延長 7 天隔離，並於隔離之第 18 天再
次進行 RT-PCR 檢測。
4. 除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巴基斯坦及斯
里蘭卡等 5 國另有更嚴格之規定外，東馬
砂拉越州災難管理委員會公布，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對其他國家入境該州者
採取境管防疫措施如下：
(1) 須於進入該州前 3 天及抵達該州國際入
境處進行 RT-PCR 檢測；

籍人士具有以下相關身分者，其入出境規定請參閱以下說
明。
3. 「申請入境許可佐證函件之相關主管機關指南」，請參考
(https://esd.imi.gov.my)
4.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3 月 3 日公布外籍商務人士入
境相關規定，旨在協助商務人士於疫情期間抵馬進行商務
活動，該局前已設立「安全旅行入口網站」(Safe Travel
Portal)，以提供相關資訊及諮詢服務。短期商務旅客須於
計畫旅行 14 天前提交線上申請，獲批准者得豁免強制性隔

(2) 在第一入境點接受 14 天強制隔離；
(3) 透過 enterSarawak 系統線上申請入境；
(4) 在該州隔離中心進行 7 天強制隔離，並
於隔離之第 7 天進行 RT-PCR 檢測。
5. 東馬砂拉越州災難管理委員會公布，自
2021 年 6 月 28 日起，對來自馬國其他州
屬之入境者採取境管防疫措施如下：
(1) 須於進入該州前 3 天及抵達該州國際入
境處進行 RT-PCR 檢測；

離檢疫；至長期商務人士係指持有效通行證並擬來馬停留
逾 14 天以上者，須接受強制性檢疫；長、短期商務旅客均
可透過(https://safetravel.mida.gov.my)網站申請入境
許可。
備註：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互惠綠色通道」（Reciprocal Green
Lane，簡稱 RGL）及「週期性通勤安排」（Periodic
Commuting Arrangement，簡稱 PCA）之入出境及管制相關規
定，僅適用於馬新兩國間之特定入出境者。

(2) 透過 enterSarawak 系統線上申請入境；
(3) 在該州隔離中心進行 14 天強制隔離，並
於隔離之第 10 天進行 RT-PCR 檢測；
(4) 解除隔離後須自我監測至少 7 天；
(5) 所有在過去 21 天內到過納閩聯邦直轄區
者，除非因緊急目的並取得該州災難管
理委員會之批准，否則一律不得入境該
州。

印 1. (旅遊警示燈號：紅色) 印尼移民總局再次放寬外籍人士申
尼
請簽證措施，外交部提醒旅印尼民眾務必隨時注意最新入
境規定及個人防疫措施。詳細內容請連結至
https://news.boca.gov.tw/news/5994
2. 針對國人詢問台灣籍旅客登機前無法出示 COVID-19 核酸
檢驗報告(PCR)之入境檢疫申請程序，相關規定如下：
3. （本處提醒民眾採用此作法涉及罰則，敬請詳讀並確依規
定辦理。）
4. 依據中華民國(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台灣籍、持
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及持居留證之陸港澳籍人士，如果無法
出示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PCR)報告，但符合以下四種
情形者，仍可申請登機，入境後經查證確實符合條件者，
得不予裁罰：

針對展覽入場防疫規定為需配戴口罩、量體溫、乾洗手消毒、保持
距離及填寫健康聲明書等。
● Indonesia Infrastructure Week 2021 印尼基礎建設週(11/24)-->尚未確定辦理，可能改為線上
● INAPA Jakarta 2021 印尼國際汽車零配件展(9/30-10/2)-->已
宣佈取消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印尼政府於 2021/7/19 頒布法令，緊縮外國
人入境印尼之簽證措施。自 7 月 23 日 24:00
起，可入境印尼之外國人士身分，僅限如下:
1. 持外交或公務簽證之外國人；
2. 持外交或公務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3. 持居留證(ITAS)或永久居留證(ITAP)之外
國人；
4. 基於人道或醫療考量，經印尼主管 Covid19 官方機構核准之外國人；
5. 隨同運輸工具(機與船)同時入境之外國機

1. 印尼總統強調地域隔離
措施為中央權限並呼籲
各省市政府備妥 SOP 方
案以為因應。
2. 針對違反 PSBB 規定者
可罰款 20 萬新台幣或
一年刑期。
3. 印尼與新加坡 Travel
Corridor Arrangement
(TCA)10/26 起生效

組員。
備註:
1. 本次管制措施僅有生效日未訂截止日，將

- 新加坡籍可透過 Batam
及雅加達 Soekarno Hatta
機場入境印尼

國
家

簽證/境管(含施打疫苗入境要求)

該國各大展覽/國際會議主辦單位對參加該活動之防疫規定

(1) 緊急協處：包括「二親等以內親屬死亡，而需奔喪者」、
「二親等以內親屬重病，而需探視者」及「專案緊急就
醫」，請旅客於航空公司報到(check in)時主動出示「登
機前無法出示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之旅客入境檢疫切
結書（入境檢疫切結書）」及備佐證文件(「死亡證明書」
或「病危通知書」或「診斷證明書」等)，並依航空公司
安排機上指定區域搭乘；入境時須自費接受採檢。
(2) 啟程地為指揮中心公布「無法取得 COVID-19 核酸檢驗報
告國家」名單：【印尼未納入】。

隔離檢疫措施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視疫情調整。
2. 前曾核發有效簽證但非屬上述對象之台灣
民眾，於該公告期限內暫不得入境。
3. 符合上述對象可入境之台灣民眾，入境時
須遵守印尼最新入境檢疫措施

- 入境處將備專用通道
/PCR test/簽證查核
- 印尼已與 UEA/韓國/中
國進行 TCA 以利經濟商貿
或外交合作

1. 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入境南韓的
旅客，不分國籍，接受體溫檢查，並提交
特別檢疫申報單，一律強制隔離兩週。在
南韓無固定居所者，將定點強制隔離兩

1. 搭須配合防疫措施，配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降低接觸，並避免
前往擁擠之環境。

週，費用自理。不准外出並接受檢疫相關
規定。政府並要求減少非必要之旅行及會
面。
2. 該措施實施內容包括：
(1) 韓國籍人士、長期居留韓國的外籍人士
進行 14 天居家隔離；
(2) 旅遊等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士則須至指定
設施隔離 14 天。
※ 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士於領取登機證時須繳
交 14 天指定設施隔離同意書，

2. 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
起，不戴口罩則罰款
10 萬韓元。
3. 韓國政府 2021 年 7 月
12 日起在韓國首都圈
（首爾、仁川、京畿
道）實施防疫最高級別
的「第四級警戒」。根
據第 4 階段社交距離規
範，下午 6 時前僅允許

隔離設施費用為自費(最高 2,100,000 韓
元/人)。

最多 4 人聚會，下午 6
時後至翌日凌晨 5 時僅
允許 2 人聚會；餐廳、

(3) 部會專案經指揮中心同意者。
(4) 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例如自我國出境且 3 日內
即再入境者等。
5. 旅客若因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提供核酸檢驗報告，應事先徵
得航空公司同意，於航空公司報到時主動出示入境檢疫切
結書及佐證文件，並依航空公司安排機上指定區域搭乘；
入境時須自費接受採檢。若其所列原因經評估不符例外狀
況，將依法裁處。
6. 若旅客無法出示核酸檢驗報告，且未完成上述申請程序即
逕自返臺，除仍須依航空公司安排機上指定區域搭乘，入
境時須自費接受採檢、後續不得申請防疫補償，並將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及第 69 條，處新臺幣 1-15 萬元
罰鍰。倘經確診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
亦須負相關刑責。
南 韓外交部及法務部宣布，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起：
● 首爾食品展 Seoul Food 2021 於 7/27-7/30 在 KINTEX 展覽館舉
韓 1. 針對對韓國國民採取禁止入境措施之 151 個國家及地區，
辦，主辦單位之防疫規定如下：
其中與韓國簽有免簽協定或韓政府允許免簽入境之 90 個國 1. 因應第四級防疫響應措施，展場內每 6 平方公尺限 1 人。
家及地區(包含臺灣)，韓政府將暫時中止其免簽入境措
2. 進出場館時，必須持續佩戴面膜，沒有口罩不準入內。
施；
2. 同時所有韓國駐外館處於 2020 年 4 月 5 日前核發予外籍人
士之短期簽證皆失效
3. 強化所有簽證申辦審查作業，日後所有申請簽證的外籍人
士均需繳交醫院所核發的健康證明，韓國駐外館處經由訪
談健康狀況等充分審查後，決定是否核發簽證。
4. 隨著英國變種疫情的擴散，韓國政府 2021 年 1 月 1 日宣佈
所有入境韓國的外國人自 1 月 8 日（飛機）及 1 月 15 日
（船）起需提交出境前 72 小時内簽發的核酸（PCR）檢測
陰性證明，方可入境。

3. 所有參加者在入場前均須接受體溫檢查。
4. 參展商須在展會期間經常使用溼巾或消毒劑清潔展臺。
5. 會場各處設有洗手檯，人員須經常保持手部清潔，特別是接觸口
鼻或眼睛時。
6. 參展者不得在展區內用餐，務必使用會場內或會場周圍的餐廳。
7. 展區內只能飲用密封的瓶裝水或和不含酒精的飲料。供水裝置
(飲水機)不得安裝在展區內；沒有蓋子的杯子或罐裝飲料僅能
在飲食區飲用。
8. 參展者提供樣品時，必須佩戴口罩和塑料手套。
9. 參展商應引導參觀者確保人與人之間有足夠的空間排隊。

5.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開放海外完成國際疫苗接種者，赴 10. 品嚐可在指定的品嚐場所進行。
韓出席親屬喪禮、探視直系親屬、重要商務目的、學術公 11. 所有食物樣本均須單獨包裝或盛載於容器內。
益目的者，可申請豁免 14 日隔離。惟其中重要商務目的之 http://www.seoulfoodnhotel.co.kr/main/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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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各大展覽/國際會議主辦單位對參加該活動之防疫規定

隔離檢疫措施

申請者，僅限韓籍人士，或者已持有 B-1(豁免簽證)、B2(免簽證，船員/緊急，上陸許可除外)、C-1(短期採訪)、
C-3(短期訪問)、C-4(短期就業)、D-7(派駐)、D-8(企業投
資)、D-9(貿易經營)、F-4(在外同胞)、F-5(永住)、F6(結婚移民)、E-7(特定活動)等 12 類簽證，外籍申請者申
請時需附有效簽證。審查機構通知審查結果後，申請人仍
需向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申請隔離豁免書。認證疫苗包括輝
瑞、嬌生、莫德納、AZ、COVIDSHIELD、中國國藥
(Sinopharm)、科興(Sinovac)等列於 WHO 緊急使用清單廠

入境後商旅注意事項
咖啡廳、室內運動中心
等營業時間縮短至晚上
10 時為止，夜店、酒
店等營業用娛樂場所須
繼續停業。

牌之疫苗，可於接種完畢兩周後向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申
請。(最新資訊請參考 https://overseas.mofa.go.kr/twzh/index.do)

大洋洲市場
澳 1. 澳洲國境持續關閉中，除(1)澳洲公民(2)永久居民及其(3) ● Sydney boat show 澳洲國際船舶遊艇設備展(2021/7/29-8/1)
大
直系親屬（如法定配偶或同居伴侶、受撫養子女、法定監
延至 2022/7/28-8/1
利
護人）及 (4)在出發前已在紐西蘭停留至少 14 天的旅客
活動資訊: https://www.sydneyboatshow.com.au/
亞
外，原則禁止所有外籍旅客入境。澳洲電子旅行簽證
● Fine Food Australia 澳洲國際食品展 (2021/9/6-9/9) 延至
（ETA）暫停接受線上申請。如基於人道或急迫理由必須緊
2022/3/8-3/11
急赴澳之外籍旅客，可上網向「澳洲邊防署」署長申請
「旅行豁免令」。
2. 獲准自海外入境澳洲之旅客，不分國籍，於抵達澳洲後均
須就地（入境機場所在城市）於指定設施（如旅館）自費
接受 14 天強制隔離。
3. 聯邦政府規定自 2021/1/22 起，所有入境澳洲旅客必須在
登機前出示 72 小時內之核酸檢驗(PCR)陰性報告，並在機
場及飛機上全程戴口罩。
4. 官方核可疫苗種類；
* 輝瑞疫苗
* 阿斯利康疫苗（AZ 疫苗）

活動資訊: https://finefoodaustralia.com.au/
● All-Engergy Australia 澳洲國際能源展(2021/10/27-28)
(1) 提供乾洗手
(2) 非接觸登記入場 QR code 掃描
(3) 保持社交距離
(4) 全程配戴口罩
(5) 其餘規定應符合展覽主辦單位規定: https://www.allenergy.com.au/en-gb.html

獲准自海外入境澳洲之旅客，不分國籍，於
抵達澳洲後均須就地（入境機場所在城市）
於指定設施（如旅館）自費接受 14 天強制隔
離

在完成了 14 天的隔離
後：
1. 仍須在離開隔離 2 天
后接受 COVID-19 測試
2. 戴口罩並與任何其他
人保持規定之社交距離
3. 進入任何公共場所皆
須依規定掃描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