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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歐洲 比利時 

●接受 EMA 疫苗※ 

●其他接受疫苗：Covishield 

source: 該國 covid19 官網  

邊境開放：開放歐盟會員國、申根國家及歐盟建議之第三國「安全名單」（含

我國等國）居民赴比從事「非必要旅行」。 

檢疫及隔離措施：非歐盟國家依疫情現況分為綠、橘、紅 3 區，我國屬於綠

區。凡入境比國擬停留超過 48 小時者，無論國籍均應於啟程前 48 小時內填

報旅客檢疫表，將依上表染疫風險評估個別旅客須否於入境後採檢及隔離。 

歐洲 西班牙 

●接受 EMA 疫苗※ 

●接受 WHO EUL 疫苗※ 

●如打其他疫苗，則至少最後一劑必須是上述疫苗。 

source: 該國衛生部網站  

邊境開放：開放歐盟國家、英國等及歐盟建議安全國家(如我國)之公民入境， 

檢疫及隔離措施：自非歐盟及申根區之第三國入境之旅客(不包括未滿 6 歲者)

須提供入境前 72 小時內採檢之 PCR 陰性檢測報告，入境後不須隔離；自臺灣

出發擬入境西國之旅客，毋須提供 PCR 或疫苗接種等相關證明文件，入境後

亦無須隔離。 

歐洲 芬蘭 

●接受疫苗： 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北京)、

Covishield、科興、Covaxin 

●接受 EMA 疫苗※ 

●接受 WHO EUL 疫苗※ 

source: 該國衛生部網站  

邊境開放:除冰島、梵諦岡外，非必要不得入境，亦適用歐盟及申根國家；開

放我國等居民入境(入境須知)。 

檢疫及隔離措施：所有來自風險國家之外國旅客應提供入境前或於入境時檢

測陰性證明，並在抵達芬蘭後 72 小時內進行第二次測試。如不進行第二次測

試，則須隔離 14 天。 

歐洲 愛沙尼亞 

●接受 EMA 疫苗※ 

●接受尚未獲得歐盟上市許可但在發貨國得到認可的疫苗。 

source: 該國 covid19 網站  

邊境開放:開放歐盟、申根國家、英國等公民和居民及歐盟建議之第三國「安

全名單」（含我國等國）國家之公民入境(入境須知)。 

檢疫及隔離措施：自臺灣入境無須提供證明亦無須隔離，惟旅客過去 14 天停

留於每 10 萬人感染率超過 150 人之歐盟/申根國家則須依其入境規定辦理。 

https://www.info-coronavirus.be/fr/vaccins-reconnus-et-certificats/#vaccinsreconnus
https://www.mscbs.gob.es./profesionales/saludPublica/ccayes/alertasActual/nCov/spth.htm
https://thl.fi/en/web/infectious-diseases-and-vaccinations/what-s-new/coronavirus-covid-19-latest-updates/travel-and-the-coronavirus-pandemic/which-vaccines-are-accepted-at-the-points-of-entry-into-the-country-
file:///D:/Users/clark/Downloads/EMA疫苗
https://www.kriis.ee/reisimine-riigipiiri-uletamine/reisimine-eestisse#toendamine
https://vm.ee/en/information-countries-and-self-isolation-requirements-passengers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歐洲 德國 

●接受疫苗： AZ(牛津)(Vaxzevria)、BNT(輝瑞)(Comirnaty)、莫德納

(Spikevax)、嬌生(COVID-19 Vaccine Janssen) 

●接受 EMA 疫苗※ 

●接受外國經授權製成的 EMA 疫苗版本(另有正面列表) 

●接受混打(需按該國規定順序)： 

 AZ(牛津)→BNT(輝瑞)、AZ(牛津)→莫德納、BNT(輝瑞)→莫德納、莫德納

→BNT(輝瑞) 

 

source: 該國藥品認證單位網站  

邊境開放:對歐盟及申根國家、瑞士、列支敦斯登、冰島、挪威及英國開放；

另開放歐盟外如台灣等國居民入境；德國各邦衛生機關另有其防疫規定。 

檢疫及隔離措施：過去 10 天內曾停留風險地區、高發地區或高關注變異病毒

地區者入境前須線上登記，並於入境時隨身攜帶登記證明。所有旅客入境應

提供入境前 COVID-19 檢測陰性證明、完全接種疫苗證明或感染痊癒證明。 

歐洲 法國 

●接受 EMA 疫苗※ 

●接受 WHO EUL 中的非 EMA 疫苗，但要再接種 1 劑 mRNA 疫苗為補充。 

●其他接受疫苗：Covishield 

●完全接種定義：單劑疫苗接種後 28 天、雙劑疫苗(或補充劑)接種後 7

天。 

source: 該國內政部網站  

邊境開放：開放歐盟會員國、申根國家及歐盟建議之第三國「安全名單」國

家（含我國等國）居民入境。 

檢疫及隔離措施：自綠色（含我國）國家入境旅客無須必要理由，抵達後隨

機進行檢測，所有人均須提供疫苗完全接種證明或搭機前 48 小時內 PCR 或抗

原檢測陰性證明，入境無須隔離。 

歐洲 英國 

●接受疫苗：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北京)、科興、

Covaxin 

●接受上述疫苗之配方授權疫苗。 

●接受上述疫苗混打。 

●完整接種定義：完整疫苗劑次後 14 日。 

source: 該國政府網站  

邊境開放:我國屬非紅色清單國家；來自高風險紅色清單國家旅客不得入境。 

檢疫及隔離措施：來自非紅色清單國家旅客則須進行居家檢疫隔離 10 日。所

有國際線入境旅客，不論是居家隔離或在旅館隔離，依法均須在隔離期第 2

天與第 8 天接受 PCR 檢測，期滿解除隔離。（因應 Omnicron）加強公共場合戴

口罩及疑似確診、接觸者隔離檢疫之執行。 

美洲 墨西哥 

●該國核准疫苗：AZ(牛津)(AZD1222)、BNT(輝瑞)( BNT162b2)、嬌生

(Ad26.COV2-S)、Covishield、科興(CoronaVac)、Covaxin(BBV152 Covaxin)、

CanSino(Ad5-nCoV、Convidecia)、Gam-COVID-Vac 

※該國未對入境人士採取接種限制 

source: 該國政府網站 (旅遊限制 )、該國 covid19 疫苗網站  

要求所有旅客須填寫「健康聲明書」。 

https://www.pei.de/SharedDocs/Downloads/EN/newsroom-en/dossiers/namen-covid-19-impfstoffe-ausland-en.html;jsessionid=E7CA90545BFAD80268D8AB52B38512D6.intranet221?nn=164146
https://www.pei.de/EN/newsroom/dossier/coronavirus/coronavirus-content.html;jsessionid=15F6E27A5430F80BAC0ED7A905C6EAAE.intranet242?nn=164146&cms_pos=3
https://www.interieur.gouv.fr/Actualites/L-actu-du-Ministere/Attestation-de-deplacement-et-de-voyage
https://www.gov.uk/guidance/countries-with-approved-covid-19-vaccination-programmes-and-proof-of-vaccination
https://guiadelviajero.sre.gob.mx/
http://vacunacovid.gob.mx/wordpress/informacion-de-la-vacuna/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美洲 美國 

●接受該國核准疫苗：BNT(輝瑞)、莫德納、嬌生 

●接受 WHO EUL 疫苗※ 

●完整接種定義：接種完全劑次後滿 14 日。 

 

source: 該國衛生部網站  

邊境開放:禁止過去 14 天內曾於南非等 8 個國家停留的非美國籍人士入境；自

12 月 6 日起，入境者須符合以下規定： 

前往美國之旅客應先下載並完成填寫入美聲明書，搭機前，皆須出示由美國

FDA 或 WHO 認可的完整接種疫苗英文版證明，以及航班出發前一日內進行採

檢的 COVID-19 陰性檢測報告或康復證明；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若未完成疫苗

接種，須具備搭機前一日採檢之 COVID-19 陰性檢測報告。疫苗及檢測要求，

才能登機前往美國，相關規定要點如下： 

一、出示疫苗接種證明須知：1. 所有自美國境外起飛赴美之航空公司在旅客

登機前，必須檢視及確認所有旅客（除豁免人士外）提出已完整接種疫苗之

紙本或數位接種證明；2.該等證明內容至少需要載明旅客姓名及出生日期，並

須與所持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相符；3.乘客登機前須提供與護照相符之姓名、

在美停留地址、連絡電話（包括緊急連絡）號碼及電郵地址。相關細節內容

請參考美國 CDC 網站（https://www.cdc.gov/quarantine/order-safe-

travel/technical-instructions.html）。 

二、符合 9 類條件外籍人士可豁免完整接種疫苗的規定。 

美洲 加拿大 

●接受疫苗： 

AZ(牛津)(Vaxzevria、ChAdOx1-S、AZD1222)、BNT(輝瑞)(Comirnaty、 

tozinameran、BNT162b2)、莫德納(mRNA-1273)、嬌生、國藥(北

京)( BBIBP-CorV)、Covishield、科興(CoronaVac, PiCoVacc)、

Covaxin(Covaxin, BBV152 A/B/C) 

●接受上述疫苗混打。 

●完整接種定義：接種完全劑次後滿 14 日。 

source: 該國政府網站  

除自美國搭乘航班者以外，所有完全接種疫苗旅客仍須於抵達加國機場時進

行採檢，並須於檢測報告結果出爐前進行隔離。加國政府將持續評估疫情變

化，並根據需要調整邊境措施。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proof-of-vaccination.html#covid-vaccines
https://travel.gc.ca/travel-covid/travel-restrictions/covid-vaccinated-travellers-entering-canada#vaccinated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美洲 貝里斯 

●接受疫苗：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Covishield 

、科興、高端、SK BIO(AZ) 

source: 貝里斯 12/6 頒布第 151 號行政命令：2021 年 covid-19 傳染病防

治條例，p.47 

邊境開放:我國民眾可入境，惟須遵守以下規定： 

所有入境人士無論是否已完整施打疫苗，須出具抵貝前 96 小時內核酸檢測

(PCR)陰性證明或前 48 小時內快篩陰性檢測報告；若無，則須於抵國際機場

時，自費 50 美元現金進行檢測。倘檢測結果為陽性，須自費在指定旅館隔離

至少 14 天。針對違反者裁罰 1,000 元貝幣並強制隔離。  

所有外籍觀光客須先訂妥「黃金標準旅館」至少 3 晚之訂房紀錄（含接機）、

透過該國核准之交通工具預先安排抵達旅館方式或旅客自駕交通工具。 

亞洲 新加坡 

●接受疫苗(指定藥品名；指定劑次間隔)： 

AZ(牛津)(AZD1222-Vaxzeveria (ChAdOx1_nCoV-19))、BNT(輝

瑞)(BNT162b2/COMIRNATY、Tozinameran) 、莫德納(mRNA-1273)、嬌生

(Ad26.COV2.S)、國藥(SARS-COV-2 Vaccine (VeroCell), Inactivated (InCoV))、 

Covishield (ChAdOx1_nCoV-19)、科興(COVID-19 Vaccine (Vero Cell), 

Inactivated/Coronavac)、Covaxin(Bharat Biotech BBV152 COVAXIN) 

●接受 WHO EUL 疫苗(可混打) ※ 

●完整接種定義：依劑次接種完 14 天後。 

source: 該國移民局網站  

邊境開放：新加坡依疫情嚴重程度將全球各國分為四級。 

檢疫及隔離措施：第一級別國家(含臺灣)入境星國旅客，可免除居家檢疫通知

(SHN)，只須在抵達前 7-30 天內，預先申請航空通行證(ATP)；登機時須持 48

小時內陰性檢測報告，並於入境時接受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即可免隔離入

境。 

其他現行邊境防疫規定： 

一、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可於住家進行 SHN； 

二、長期准證(LTP)，包括工作准證、學生證(STP)、長期探訪證(LTVP)、眷屬證

之持有者，可選擇於自己或家人的住/租所、或自費住宿旅館，惟持上列准證

入境者均須完成完整疫苗接種。 

亞洲 泰國 

●接受該國核准疫苗： 

AZ(牛津)、 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北京)、Covishield、科興、

Covaxin、衛星五號 

●接受上述疫苗混打，但指定劑次間隔。 

source: 該國外交部網站  

 

邊境開放：來自包括我國在內低風險國家名單旅客，入境泰國無須檢疫隔

離。另泰國政府在普吉府等觀光景區施行「沙盒計畫」。 

檢疫及隔離措施：自 11 月 1 日起，包含我國等國旅客已完整接種疫苗者入境

後無須隔離，其他國家旅客已接種疫苗者則縮短隔離天數至 7 天。未完成完

整接種疫苗者，經海、空方式入境者縮短隔離天數至 10 天，經由陸路方式入

境者隔離天數維持 14 天。 

其他現行邊境防疫規定：入境者仍需檢具入境前 72 小時內之檢驗陰性證明，

無須再提供適航證明。入境免隔離旅客須完成完整疫苗接種（施打二劑滿 14

天），申請「泰國通行證」、出示預訂認證之防疫旅館 1 日證明文件（等待入

境 PCR 核酸檢測結果）及入境前 72 小時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並辦理保額

不小於 5 萬美金之醫療保險。 

https://www.pressoffice.gov.bz/wp-content/uploads/2019/12/SI-No-151-of-2021-Public-Health.pdf
https://www.pressoffice.gov.bz/wp-content/uploads/2019/12/SI-No-151-of-2021-Public-Health.pdf
https://safetravel.ica.gov.sg/health/vtsg
https://consular.mfa.go.th/th/content/thailand-pass-faqs-2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亞洲 日本 

●接受疫苗： 

AZ(Vaxzevria/AstraZeneca)、BNT(輝瑞)(COMIRNATY/Pfizer)、莫徳納(COVID-

19 Vaccine Moderna)、Covishield(Covishield/Serum Institute of India) 

●接受上述疫苗混打。 

●完全接種定義：接種完全劑次後滿 14 日。 

source: 該國外務省網站  

邊境開放：12 月 2 日起，僅受理「日本人或永住者的配偶以及外交公務」的

新簽證申請，12 月 2 日以前所核發之舊簽證視為失效； 11 月 30 日起，暫停

外國人入境(包含外籍留學生、技能實習生、短期商務旅客及工作簽證者等)。 

檢疫及隔離措施：因應特定病毒（Omicron)加強邊境檢疫措施，針對一般入境

者仍採 14 天防疫檢疫措施，另對特定國家地區者，則實施更嚴格的防疫管制

措施（在 14 天內要求最初天數強制入住隔離檢疫所）。 

亞洲 韓國 

●接受疫苗： 

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Covishield、科興、Covaxin 

※該網頁註名接受 WHO EUL 疫苗，惟表列時未列入 Novavax 

source: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網頁 (12/10 更新) 

 

邊境開放：不屬於緊急事由(例如：旅遊、探訪友人等)者，一律暫停核發簽

證； 可核發簽證的種類：如探訪配偶/重要商務/長期留學等。臺灣人士入境

時，必須攜帶護照、PCR 檢測陰性報告，以及有效簽證。 

檢疫及隔離措施：所有韓國籍及長期滯留之外國籍人士入境時需實行 10 天居

家隔離；自特定國家出發可能須入住集中檢疫所(政府負擔費用)；短期滯留之

外國籍人士須至集中檢疫所進行 10 天隔離(費用自行負擔)。得申請隔離豁免

者之資格，如重要商務/學術/公益/人道目的，須向相關單位申請，可獲 7-10

日免隔離。 

其他現行邊境防疫規定：所有入境人員一律需提交聚合酶鏈式反應(PCR)陰性

證明；獲核發隔離豁免書者須於入境時於機場採檢，並於指定地點等候採檢

結果，入境後需安裝自我診斷 app，每日回報有無相關症狀並與相關單位通話

確認健康狀況，且須遵守既定行程。 

亞洲 印尼 

●接受經各國政府核准、不限於 WHO 核定之疫苗。 

●接受上述疫苗混打。 

source: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網頁 (12/6 更新) 

 

邊境開放：過去 14 天有南亞 10 國及香港之外籍人士禁止入境；疫情期間暫

停免簽入境及核發落地簽證，一般外國籍旅客仍暫停直飛入境或轉機。 

檢疫及隔離措施：不論印尼籍或外籍人士，入境後均須檢疫隔離 7 天。 

其他現行邊境防疫規定：外國籍旅客符合如外交/公務居留證條件者，准予入

境及轉機，印尼籍人士仍可入境。從國外入境之所有旅客須出示起飛前 72 小

時內所採檢之 RT-PCR 陰性證明。  

https://www.mofa.go.jp/ca/fna/page24e_000317.html
https://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1463/view.do?seq=758949&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age=1
https://www.roc-taiwan.org/id/post/4792.html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亞洲 越南 

●接受該國核准疫苗： 

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北京)、Covaxin、衛星五號、

Abdala、Hayat- Vax 

※該國網頁未條列核准疫苗清單，資料取自第三方單位：美國大使館 及 

Covid19 vaccine tracker，但資料略有不同。 

※該國僅公告了承認疫苗證明的國家清單，尚未敘明接受之疫苗。 

source: 美國大使館在越南 Covid19 公告 (12/17 更新 )、COVID19 

vaccine tracker、華航各國入境規定  

邊境開放：開放越南籍公民、外國籍外交官、投資主、技術專家、高等技

術、企業管理(簡稱專家) 入境越南。自本(2021)年 4 月 16 日起，專家親屬(包

括父母、配偶及子女)可入境越南工作。 

檢疫及隔離措施：擬入境者皆須經預先個案申請入境資格之審核，且入境後

須隔離 14 天。 

亞洲 菲律賓 

●接受該國核准疫苗： 

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北京)、科興、Covaxin、衛星

五號、衛星(light)、國藥(武漢)、Novavax 

●接受 WHO EUL 之疫苗※ 

source: COVID19 vaccine tracker、該國旅遊部網頁 

檢疫及隔離措施：除來自高風險國家如南非等之旅客須完整隔離 14 日外， 

所有國際旅客入境均遵循來自「中度風險國家/地區(黃色國家/地區)」入境旅

客措施如下: 

一、完全接種疫苗之旅客:出示登機前 72 小時內之 RT-PCR 陰性檢測結果報

告，入境後須於合格隔離住所進行隔離，並於第 3 日(自抵達之日起算)接受

RT-PCR 採檢，倘採檢結果為陰性，續進行居家自主管理至 14 天期滿；無登機

前 72 小時內之 RT-PCR 陰性檢測結果報告，入境後須於合格隔離住所進行隔

離，並於第 5 日接受 RT-PCR 採檢，倘採檢結果為陰性，可續進行居家自主管

理至 10 天期滿。 

二、未完全接種疫苗或接種情形無法核實之旅客:須於合格隔離住所進行隔

離，直至第 7 日接受 RT-PCR 採檢，倘採檢結果為陰性，則可續進行居家自主

管理至 14 天期滿(自抵達之日起算)。 

三、未成年人:不論其疫苗接種情形與出發國，應遵循其隨行之父母或監護人

之檢疫及隔離措施。 

三.完全接種疫苗之定義: 

接種兩劑接受量(2-dose series)疫苗者之第 2 劑注射時間或接種單一劑量疫苗者

完成注射時間，距入境日大於或等於 2 週，且所注射之疫苗符合菲國衛生部

食藥署(FDA)之緊急使用授權(EUA)或恩慈特別許可(CSP)或世界衛生組織緊急使

用疫苗名單中之疫苗。 

https://vn.usembassy.gov/u-s-citizen-services/covid-19-information/
https://covid19.trackvaccines.org/country/viet-nam/
https://covid19.trackvaccines.org/country/viet-nam/
https://news.china-airlines.com/bvct/immigration?country=tw&locale=zh
https://covid19.trackvaccines.org/country/philippines/
https://philippines.travel/safetrip#iatfupdates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亞洲 馬來西亞 

●接受的疫苗： 

 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國藥、科興、衛星五號、CanSino 

●完整接種定義：接種雙劑疫苗 14 天後；單劑疫苗 28 天後。 

source: 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告(12/13 更新) 

邊境開放：目前仍未全面開放外籍人士入境，自 11 月 1 日起，持有長期通行

證的 14 類人士無需透過在 MyTravelPass(MTP)網頁申請，即可入境，惟所有旅

客仍須遵守相關防疫及入境後隔離規定。 

檢疫及隔離措施： 

一、所有擬入境者於抵達馬國 3 天前須進行且通過 RT-PCR 檢測，入境時需再

次進行檢測，及自行下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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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已接種完整劑量疫苗的旅客入境的隔離天數由原訂的 14 天縮短成 7 天，

尚未接種完整劑量疫苗的旅客則須隔離 10 天。 

三、東馬沙巴州及砂拉越州等有特殊規定。 

四、禁止過去 14 天曾赴南非等國家旅客入境。 

其他現行邊境防疫規定：短期商務旅客須於旅行 14 天前提交線上申請，獲批

准者雖可豁免強制性隔離檢疫，但入境後行程將由專人全程陪同；至於長期

商務人士係指持有效通行證並擬來馬停留逾 14 天以上者，仍須接受強制性檢

疫隔離。 

https://www.roc-taiwan.org/my/post/13433.html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大洋洲 帛琉 

●接受美國 FDA 批准疫苗：BNT(輝瑞)、莫德納、嬌生 

●接受 WHO EUL 疫苗※ 

●接受 Taiwan 高端 

●完整接種定義：依劑次接種完 14 天後。 

source: 該國入境規定公告(12/15 更新) 

邊境開放：「臺帛安全旅行圈」於本(110)年 4 月 1 日啟動。 

檢疫/隔離措施： 

一、觀光客須先向在臺旅遊業者申請，始能至帛旅遊，須在搭機前至桃園機

場進行 PCR 檢測，並在取得陰性檢測報告後方可登機；入境帛琉後無須另做

檢測。 

二、觀光客限以觀光事由團進團出，不得擅自脫團亦不可安排個人行程；自

帛返臺前無須再次採檢 PCR，返臺後可免除居家檢疫，並於抵臺後實施 14 天

「一般自主健康管理」，並於第 5 天進行 PCR 檢測。 

三、非「臺帛安全旅行圈」之觀光客須依規定： 

(一)申請入境，帛琉將以電郵核准旅客入境。旅客於獲准入境後方可向航

空公司訂票、並向該國預約 PCR 檢測時間，嗣於搭機當日依預約時間赴

桃園機場進行 PCR 檢測，取得陰性檢測報告後方可搭機。入境須備妥入

境許可電郵、PCR 陰性檢測報告、入境表格及健康聲明書等 4 項文件。 

(二)入境後須進行 7 日 1 人 1 室之自主檢疫措施，除緊急事件外，應避免

外出接觸及當地民眾。旅客將於入境後第 7 日進行 PCR 檢測。 

大洋洲 紐西蘭 

●接受「經至少一國認可」之疫苗共計 28 種，包括我國產高端疫苗。 

source: 該國衛生部網頁、獲准用於入境紐西蘭之疫苗 

 

邊境開放：入境者僅限紐西蘭公民、公民之配偶與子女、以及紐西蘭公民之

父母。少數符合特殊條件人士可申請入境許可，並限制過境轉機。11 月 1 日

起 17 歲及以上外籍旅客，須完整接種疫苗始得入境（承認之疫苗種類有 24

種，），因醫療原因無法接種疫苗者，可向衛生部提出豁免申請。 

檢疫/隔離措施：隔離防疫旅館入住時間從 14 日減少到 7 日。衛生人員將在第

0、3 及 6 天進行 PCR 檢測，離開隔離旅館前快速抗原檢測。之後居家隔離 3

日，在第 9 天進行 PCR 檢測。自 11 月 28 日起，南非等 9 國列為高風險國家

名單，僅紐西蘭公民准予入境，並須於在隔離旅館（MIQ）隔離 14 日，入境

後第 1、3、6、9、12 天進行篩檢。 

http://www.palauhealth.org/2019nCoV/MHHS%20Directive%2039-21-COVID-19-Isolation-Quarantine-Entry%20Requirements-12152021.pdf
https://www.health.govt.nz/our-work/diseases-and-conditions/covid-19-novel-coronavirus/covid-19-information-specific-audiences/covid-19-advice-travellers/covid-19-vaccination-exemptions-non-new-zealand-citizens-travelling-new-zealand
https://covid19.govt.nz/travel/international-travel-and-transit/proof-of-vaccination-for-travel-to-new-zealand/#approved-vaccines


洲別 國家 認可疫苗 我國籍人士入境檢疫隔離相關措施 

大洋洲 澳洲 

●該國核准疫苗：AZ(牛津)、BNT(輝瑞)、莫德納、嬌生 

●其他接受疫苗：國藥(北京)(僅接受用於 60 歲以下)、Covidshield、科

興、Covaxin 

source: 該國衛生部網頁 

邊境開放：僅有澳洲居民/公民，以及其直系親屬可進入澳洲；非澳洲居民/公

民旅客，如有特殊情事必須入境，必須事先提出申請。 

檢疫/隔離措施：入境澳洲旅客仍須在登機前出示 72 小時內之核酸檢驗(PCR)

陰性報告，惟新南威爾斯州政府於 11 月 28 日證實 2 例 Omicron 確診病例入

境後，新州、維多利亞州與首都坎培拉特區政府隨即於同（28）日宣布所有

國際旅客入境後至少需隔離 3 日。 

各國對於入境前後之旅客仍有各式需填寫或詳細規定，請查詢外交部網站 https://www.boca.gov.tw/cp-56-5248-791bd-1.html 或各國官網 

 

  

https://www.tga.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es-recognised-australia
https://www.boca.gov.tw/cp-56-5248-791bd-1.html


※各國常依循之疫苗認可單位 

認可單位 疫苗類別 疫苗  

WHO EUL 

BNT COMIRNATY® COVD-19 mRNA Vaccine (nucleoside modified) 

Source: WHO 網頁 

更新日期：2021/12/20 

AZ Vaxzevria COVID-19 Vaccine (ChAdOx1-S [recombinant]) 

嬌生 COVID-19 Vaccine  (Ad26.COV2-S [recombinant]) 

莫德納 Spikevax COVID-19 mRNA Vaccine (nucleoside modified) 

國藥(北京) Inactivated COVID-19 Vaccine (Vero Cell) 

Covishield COVISHIELD™ COVID-19 Vaccine (ChAdOx1-S [recombinant]) 

科興 CoronaVac COVID-19 Vaccine (Vero Cell), Inactivated 

Covaxin COVAXIN® Covid-19 vaccine (Whole Virion Inactivated Corona Virus vaccine) 

Novavax COVOVAX™ COVID-19 vaccine (SARS-CoV-2 rS Protein Nanoparticle [Recombinant]) 

EMA 

BNT Comirnaty 

Source: EMA 網頁 

更新日期：2021/12/20 

莫德納 Spikevax (previously COVID-19 Vaccine Moderna) 

AZ Vaxzevria (previously COVID-19 Vaccine AstraZeneca) 

嬌生 COVID-19 Vaccine Janssen 

US FDA 

BNT Pfizer-BioNTech (未特意羅列藥品名) 
Source: US CDC 網頁 

更新日期：2021/12/20 
莫德納 Moderna (未特意羅列藥品名) 

嬌生 Janssen/J&J (未特意羅列藥品名) 

 

https://extranet.who.int/pqweb/vaccines/vaccinescovid-19-vaccine-eul-issued
https://www.ema.europa.eu/en/human-regulatory/overview/public-health-threat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treatments-vaccines/covid-19-vaccin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proof-of-vaccination.html#covid-vacc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