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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檢疫專案」國際港埠入境檢疫作業暨相關機關(構) 

分工原則 
110.12.8 

110.12.17 
110.12.29 修訂 

一、 背景說明 

因應農曆春節返鄉人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公布實施「春節檢疫專案」，除依規定須

檢附搭機前 2 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PCR)報告外，旅客依其疫

苗接種情形、自宅或親友住所檢疫條件，選擇以下檢疫方案： 

檢疫方案 措施 

方案 A（14+0+7 天） 14 天入住防疫旅宿+7 天自主健康管理 

方案 B（10+4+7 天） 
10 天入住防疫旅宿+4 天在家居家檢疫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方案 C（7+7+7 天） 
7 天自費入住集中檢疫場所或防疫旅宿 

+7 天在家居家檢疫+7 天自主健康管理 

二、 實施日期及適用對象 

(一) 適用時間：110 年 12 月 14 日零時起至 111 年 2 月 14 日 24

時止(航班抵臺表定時間)。 

(二) 適用對象：入境臺灣旅客，但經指揮中心專案許可入境對象，

則應依該專案要求之檢疫規定執行。 

三、 旅客入境檢疫程序(流程圖如附件 1) 

(一) 報到/登機前 

1.航空公司地勤人員依旅客擇選之春節期間檢疫方案，於機場

報到(check-in)時，確認其已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健康

申報(https://hdhq.mohw.gov.tw/)，取得「啟程地申報證明」，

檢視全部旅客 PCR 檢測報告、方案 C 旅客是否上傳疫苗接

種證明及隨身攜帶之疫苗接種證明是否符合規定；經航空公

司外站人員檢視並安排適當搭機座位(如:未持 PCR 檢測報告、

檢疫方案詳情 
掃描下方 QR CODE 

https://hdhq.mohw.gov.t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y-WU-wWeGC8M5ihxysmb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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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高風險國家等)。 

春節專案 
旅客應備文件 

A 
14+0+7 

B 
10+4+7 

C 
7+7+7 

指揮中心專案 

PCR 檢測報告* V V V V 

訂房證明** V V V V 

COVID-19 完整 

疫苗接種證明*** 
─ ─ V 依專案需求 

備註： 

*若無法提供 PCR 檢測報告者，應填具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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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若無法線上申報或其他特殊原因者，應填寫紙本「入境旅客之居家

檢疫居所切結書」（附件 3） 

***無法出示「完整疫苗接種」證明者，請其修改為方案 A 或方案 B，

但 12 歲以下者不在此限 

2.航機起飛前，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應主動向國內目的地航站/機

場，回報該航機「未」完成線上申報、「無」PCR 檢測報告、

「無」完整接種疫苗證明人數，及來自重點高風險國家人數；

航機抵臺後，航空公司派員協助引導該等旅客至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港埠檢疫站。 

(二) 飛航途中 

播放機上宣導短片(如深喉唾液採檢、入境檢疫須知等)及廣

播稿，提醒旅客航機抵臺時應遵循事項、備妥個人手機及證

明文件等，以利加速檢疫通關程序。 

(三) 抵臺後 

1.疾管署港埠檢疫人員查驗旅客手機內之健康申報憑證、評估

旅客健康狀況，必要時依旅客切結事項複查其 PCR 檢測報告

及方案 C 旅客疫苗接種證明，按檢疫方案發放快篩試劑、採

集深喉唾液檢體進行 PCR 檢驗(或後送醫院採檢)，或進一步

採取必要之檢疫措施。 

2.入境查驗時，移民官於必要時查看旅客持有之 PCR 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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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查獲不符規定者，由檢疫人員續處。 

3.對於選擇方案 C 旅客，倘於入境通關時經查獲未持有效完整

接種疫苗證明，且無法現場續完成防疫旅宿預訂以符合「方

案 A」或「方案 B」者，應比照「國際港埠入境旅客無居家檢

疫處所之處理原則」強制進行 14 天集中檢疫(自費)。 

四、 執行規劃與相關單位分工 

(一) 交通部國際港埠主管機關(民用航空局、航港局、桃園國際機

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因應春節專案期間檢視機場現行入境通關流程之瓶頸並預

作因應，必要時加派後勤支援引導、告示宣導及疏導人流，

以利動線順暢；另因應各類突發事件，機場及各駐站單位須

因地制宜及預規劃安置處理空間、監控機場網路環境及異常

緊急處理(24 小時輪值人員)，利於協調及應變處理即時狀況。 

2.請駐機場電信業代理商增加 SIM 卡販售量及服務人力；必要

時協調駐機場銀行業者配合提供外幣兌換新臺幣服務。 

3.依現行入境檢疫防疫措施，增設必要硬體設備(如網路頻寬、

採檢站)等，持續執行入境旅客完成採檢後之離站動線、防疫

車輛接駁等事宜。 

(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港局： 

1.督導航空公司落實旅客宣導與外站把關，並配合下述事宜： 

(1) 售票時/行前通知：主動提醒旅客應自備個人手機(可上網)，

且應於航班抵臺 48 小時內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申報及

上傳接種證明(限方案 C)。 

(2) 外站：旅客報到時，確認已取得「入境檢疫系統」之「啟

程地申報證明」；即時回報未完成線上申報人數、無 PCR

報告人數、未能出示接種證明(限方案 C)人數。 

(3) 航機上：機上宣導短片(如深喉唾液採檢、入境檢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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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廣播加強宣導。 

(4) 航機抵臺後：地勤人員協助引導未完成線上申報、無 PCR

報告、未能出示接種證明(限方案 C)等旅客至疾管署檢疫

站。 

2. 督導船舶航商(船務代理公司/開發商/船主)完備入境船員之

入境程序，包含：確認入境船員身分是否適用「春節檢疫專

案」；主動提醒船員應於入境時完成「入境檢疫系統」(船舶

版)申報及上傳證明文件等。 

3. 研議課予航空公司、船舶航商等，未配合本專案之責任。 

(三) 衛生福利部(疾管署區管中心、醫福會) 

1.依機場特性，規劃旅客入境檢疫動線、設置分流引導指示等，

並加派人力處理簡訊狀況、異常或特殊事件處置、違規案件

處置等。 

2.旅客入境時，依旅客擇選之春節檢疫方案查驗線上健康憑證，

必要時複查其 PCR 檢測報告、完整疫苗接種證明；持續執行

旅客健康評估、檢體採集與送驗等事宜。 

3.預規劃專案期間各機場遇特殊/違規事件之指定集中檢疫場

所，以利機場即時後送該類旅客，減少滯留機場時間及染疫

風險，並由違規者自費入住且進行 14 天檢疫。 

(四) 交通部觀光局 

請桃園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於入境尖峰時段，增加服務人力處

理旅客代訂或補訂防疫旅宿事宜。 

(五) 內政部(移民署、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各港口港務警察總隊) 

1.移民署於旅客入境證照查驗時，必要時查看旅客 PCR 檢測報

告等。 

2.如遇特定航班或其他特殊情事，航警等派員協助維持現場秩

序；如遇不配合(或配合度不佳)致違反檢疫規定之入境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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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協助檢疫人員偕同旅客至指定集中檢疫場所。 

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作業原則係提供第一線作業之檢疫、移民、航空公司等人

員知悉農曆春節前抵臺入境檢疫配合相關事項；另為入境旅

客了解入境檢疫程序及應攜帶證明文件，提供「旅客返臺前

暨機場通關配合事項」予航空公司轉其外站人員，以利其對

來臺旅客宣導。 

(二)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規定，旅客詳實申報健康資訊並配

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如:核酸檢驗報告、疫苗接種證明等)，

如經查獲有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或報告內容經偽

造、變造或不符規定(含造假不實)，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最

高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涉及刑事責任部分，將另案移送刑

事偵辦。如未事先安排檢疫住所逕自返臺，將逕行裁處並強

制集中檢疫 14 天。 

(三) 有關「春節檢疫專案」及相關問答集(QA)，請至疾管署全球

資訊網首頁(https://www.cdc.gov.tw/)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專區瀏覽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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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春節檢疫措施專案」旅客入境檢疫程序

航空公司確認旅客

已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健康申報

依旅客選擇春節檢疫方案檢視如下文件

   1.2日內COVID-19 PCR檢測報告

   2.訂房證明

   3.COVID-19完整接種疫苗證明(限C方案者)

流程

手機健康申報憑證審查

A方案

14+0+7

檢疫人員健康評估

    採檢後搭乘防疫車輛至檢疫地點

其他注意事項

1.無PCR報告、訂房證明者，請其填具
切結書，且不符規定者涉違反傳防法

第58條與第69條將處以罰鍰。
2.航機起飛前，回報「未」線上申報、

「無」PCR報告、「無」接種證明人
數；抵臺後引導至檢疫站。

春節檢疫方案：
□方案A：14天防疫旅宿+7天自主健康管理

□方案B：10天防疫旅宿+4天在家檢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
□方案C：7天自費集檢所/防疫旅宿+7天在家檢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

□指揮中心專案：依專案檢疫規定執行

配合搭機防疫規定
1.不得私自更換座位
2.使用航機指定廁所
3.全程佩戴口罩，避免與他人交談

報到/登機時

飛航途中

抵臺後

入境檢疫

入境查驗 移民官必要時查看旅客PCR檢測報告

在家檢疫：以1人1戶為原則
若同戶內同住者已完整接種

疫苗且滿14天，可1人1室

細節請參閱QA

選擇C方案者，確認已上傳完整疫苗
接種證明

現場或過去14天內有症狀者，應配合
指示採集檢體、後送就依診療等措施

B方案

10+4+7

C方案

7+7+7
指揮中心專案

依檢疫方案執行

必要時

複查-PCR檢測報告

發放-快篩試劑

必要時

複查-PCR檢測報告

發放-快篩試劑

必要時

複查1.PCR檢測報告

         2.接種證明

發放-快篩試劑

入境全篩唾液檢體及進行PCR檢驗

依該專案規定

配合採檢及後續

防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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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4-2022/2/14  

春節檢疫專案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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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本國人、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及持居留證之陸港澳人士) 

本人_______________茲因以下原因(請擇一勾選)無法於登機前出示核酸檢驗報告， 

□1.緊急協處個案 
    說明與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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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部會專案經指揮中心同意 
    說明與佐證資料：                                                          

□4.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 
    說明與佐證資料：                                                          

□旅客不符前述條件，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無法提供核酸
檢驗報告，先行入境並配合後續防檢疫相關措施。前述事由如經評估不符相關例外狀況，疑
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依法裁處；倘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
他人之虞者，須負相關刑責。 

本人已充分了解且同意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款、第 58條第 3項及第 69條規定，可依違規情形，處新臺幣 1–15 萬元罰鍰，特此立書為
憑。 

一、 旅客事前徵得航空公司同意載乘，且將配合搭機防疫規定，包含：配合座位區隔(含使用
指定廁所)且不隨意更換座位、全程佩戴口罩且避免與他人交談。 

二、 於啟程地航空公司報到櫃台主動出具本切結書正本及佐證文件，並使用手機完成「入境
檢疫系統」線上申報，其中「持有登機前二天內之 COVID-19檢驗報告」欄位應勾選「否」。 

三、 抵臺後，主動繳交本切結書正本及佐證文件予疾病管制署機場檢疫人員，並依該署指示，
配合後續檢疫措施；緊急協處個案、啟程地為無法取得 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國家與其
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須配合採檢。 

四、 未依規定完成申請之入境旅客，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第
2條，不得請領防疫補償；倘確診罹患 COVID-19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亦須負相關刑
責。 

此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立 切 結 書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護  照  號  碼 

身分證/居留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臺 聯 絡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日 期 ：  _______年  _______月  _______ 

1檢核欄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工作人員填)

是否已完成採檢：   □是      □否 疾病管制署檢核人員 

簽章：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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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for Severe Special Infectious Pneumonia  

Entry Quarantine Affidavit  
When a Traveler Is Unable to Present a COVID-19 RT-PCR Test Report  

Prior to Boarding  
(Persons: R.O.C. national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an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RC), and persons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who hold an ARC)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 (please select the appropriate item), I, _______________ will be unable to present a RT-PCR test report 

prior to boarding:  

□1.Emergency situation 

    Explanation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2.The place of departure            is a "country/region where COVID-19 RT-PCR test reports cannot be obtained" 

announced by the CECC. 

□3. Agency program approved the CECC 

    Explanation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4.Other persons announced by the CECC  

    Explanation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The traveler does not meet the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However,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will enter Taiwan without providing a COVID-19 RT-PCR test result 

report and will follow the subsequent and related quarantine measures. If the reason stated above, after assessments,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related exceptions, which is suspected of violating Subparagraph 2, paragraph 1, Article 58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I may be subject to penal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 Those who are confirmed to have 

COVID-19 and are suspected of having infected others shall bear relevant criminal liability.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have fully understood and will abide by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I am aware that if I commit any violations, 

I may be fined from NT$10,000 to NT$150,000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vio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ubparagraph 

2, Paragraph 1, Article 58; Paragraph 3, Article 58; and Subparagraph 1, Paragraph 1, Article 69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 

Act.  

1. Travelers must obtain the airline's consent to service in advance, and must comply with aircraft disease prevention regulations, 

including seat separation (including use of designated toilets), no switching of seats without authorization, wearing a face mask 

throughout the flight, and avoiding chatting with others.  

2. Travelers must proactively present the original Affidavit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when checking in with the airline at the place of 

departure; when using their cell phone to complete the online health declaration via the Quarantine System for Entry, "No" must be 

checked in "In possession of a COVID-19 test report obtained within 2 days prior to boarding?" field on the system.  

3. Travelers must proactively submit the original Affidavit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to airport quarantine officers of the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aiwan CDC) upon arrival in Taiwan, and must comply with subsequent quarantine measures as 

directed by Taiwan CDC;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f the traveler travels from a place of departure is a country where COVID-19 

RT-PCR test reports cannot be obtained or other locations announced by the CECC must undergo testing.  

4.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of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Periods of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for Severe 

Pneumonia with Novel Pathogens, travelers coming to Taiwan who have failed to complet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may not receive disease prevention compensation. Furthermore, those who are confirmed to have COVID-19 and 

are suspected of having infected other persons must bear relevant criminal liability. 

 

Affidavit made by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Statutory age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Passport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Resident Certificate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number in Taiwa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 

Inspection fields (filled out by personnel of the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Has testing been completed:    □Yes      □No Signature of Taiwan CDC inspector:                         

2021.12.14-2022.2.14 
New year holiday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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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4-2022/2/14  

春節檢疫專案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入境旅客之居家檢疫居所切結書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Home Quarantine Residence Affidavit for Travelers Entering Taiwan  

本人_______________抵達臺灣前安排之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下說明：  

I, ______, before arrival in Taiwan, have arranged a place where I can undergo home quarantine, and I provide the address of 

the place and other related details below:         

居家檢疫住所 Quarantine residence 

□1.防疫旅宿 Quarantine hotel    旅館名稱 Name of Hotel:            
□14 天防疫旅宿 14 days in quarantine hotel     

□10 天防疫旅宿及 4 天在宅檢疫 Quarantine hotel for 10 days AND quarantining at home for 4 days 

□7 天防疫旅宿及 7 天在宅檢疫 Quarantine hotel for 7 days AND quarantining at home for 7 days     

□2.自費入住政府集中檢疫場所 Self-paid government quarantine facility  訂房代號 Booking NO.:            

7 天自費入住政府集中檢疫場所及 7 天在宅檢疫 Self-paid government quarantine facility for 7 days AND 

quarantining at home for 7 days 

「春節期間居家檢疫規範，詳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區之疾管署 QA 第 46 題」 

For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ome quarantine principle during New Year holiday, please refer to Q46 in the FAQ 

subsection of the dedicated COVID-19 section on Taiwan CDC's website.  

□3.專案入住指定集中檢疫場所 Staying at Government quarantine facility under special programs  

    (限指揮中心核定專案等 Only for persons eligible for CECC approved programs)  

防疫旅宿地址 Quarantine hotel address 

地址 Address：        縣/市        鄉/鎮/市/區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在家居家檢疫地址 Home quarantine address 

地址 Address：        縣/市        鄉/鎮/市/區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室 

本人於啟程地(外站)因無法以智慧型手機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健康申報及檢疫居所切結，故填寫本
切結書於抵臺後繳交正本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檢疫人員，並已充分了解且同意遵守返臺後居家檢疫住
所規定，特此立書為憑。 

At the place of departure, I cannot complete the online health declaration and the quarantine residence affidavit for inbound travelers on 

the "Quarantine System for Entry" with my smartphone; in filling out this affidavit and submitting the original copy to Taiwan CDC's 

quarantine officers, I hereby declare that I have fully understood and agreed to comply with the home quarantine regulations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The Affidavit is hereby made on the date written below. 

 

立 切 結 書 人 
A f f i d a v i t  m a d e  b y ：                             (簽名 signature) 

法 定 代 理 人 
S t a t u t o r y  a g e n t ：                             (簽名 signature) 

護  照  號  碼 
P a s s p o r t  N o ：                             

身 分 證 / 居 留 證 號 碼 
I D / R e s i d e n t  C e r t i f i c a t e  N o . ：                             

簽 署 日 期 D a t e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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