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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埠檢疫規則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衛生部公布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行政院衛生署(71)衛署防字第三九０四

０一號令修正發布全文二十七條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六日行政院衛生署(74)衛署防字第五二一０六

四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行政院衛生署(79)衛署防字第八九三一

０二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十六日行政院衛生署(80)衛署防字第九六七一八

七號令修正發布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衛生署(83)衛署防字第八三０

００一二六號令修正發布第二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疾管字第０九０００

一一九七七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四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二０００

一二八四號令修正發布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及
第四十條條文；並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
七五三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四十三條(原名稱：國際港埠檢疫
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五０００
０三四０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四十二條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六０００一
三０七號令修正發布第一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七
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０
０一０八七號令修正發布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一０三０
一０一七一一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四十二條；並自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月十七日衛生福利部衛授疾字第一０六０一０

一三一０號令修正發布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港埠:指設置於我國(境)內之國際港埠與國內港埠。 

二、國際港埠:指主要供國際運輸工具及其人員入出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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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或指定特殊港埠。 

三、國內港埠：指國際港埠以外之港埠。 

四、港埠經營管理機關(構)：指依法負責港埠經營管理之

機關，或受港埠主管機關委託、委任或委辦負責港埠

經營管理之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 

五、運輸工具：指船舶、航空器。 

六、國內續航：指船舶自國(境)外入國(境)後至駛離我國

期間，繼續至我國其他港埠航行或靠泊。 

七、船舶衛生證明書：指船舶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或船舶

衛生管制證明書。 

八、傳染病病人：指感染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病人，以

及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 

第三條  國際港埠之檢疫單位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內港埠

之檢疫單位為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 

第四條  檢疫單位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時，應將傳染病病人及

其接觸者之資料，傳送至居住地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追蹤

防治。 

第五條  國際港埠經營管理機關(構)應會同檢疫單位組成工作小組

或會報，協調各機關（構）、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確保該港

埠具備下列能力： 

一、 提供旅客適宜醫療服務。 

二、 提供旅客安全衛生環境，包括飲水、食物、盥洗、廢

棄物處理、室內空氣品質及病媒管制。 

三、 對可能構成國際關注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及時為適

切之應變。 

第六條  檢疫單位得於港埠設檢疫站，並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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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員健康之監視。 

二、 運輸工具之檢疫。 

三、 港區及運輸工具病媒之監測。 

四、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七條    國內、外流行疫情有傳入、出國(境)之虞時，檢疫單位得

採行下列措施；必要時得商請各機關（構）、公、民營事業機

構協助，或會同為之： 

一、 對人員、物品、郵包、行李、屍體、貨櫃、貨物與運

輸工具，施行管制及防疫措施。 

二、 督導運輸工具之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駕駛人或

代理人（以下簡稱負責人）及港埠內各機關（構）、

公、民營事業機構，施行環境消毒或病媒防治措施。 

前項之措施由港埠經營管理機關(構)動員，並協調港埠內

各機關（構）、公、民營事業機構配合辦理之。 

第二章  運輸工具檢疫 

第八條  運輸工具應接受檢疫。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供軍用。 

二、僅航行於國內港埠間。 

三、在二十四小時內無人員上下及貨物裝卸並開航出港。 

前項各款所列運輸工具在航行中發現有傳染病病人或其屍

體，或有其他防治需要時，仍應接受檢疫。 

第九條  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於抵港前七十二小時

至四小時期間，由船長向檢疫單位通報下列事項： 

一、 船舶名稱、呼號及航次。 

二、 最後啟航地點、日期及時間。 

三、 抵達前三十日內停泊之港口及啟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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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定抵達之日期及時間。 

五、 船舶衛生證明書之種類、發給地點及日期。 

六、 工作人員及旅客人數。 

七、 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人員死亡或傳染病

病人及其相關資料。 

八、 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無發現不明原因之動物死

亡情形。 

九、 有無鼠類或病媒孳生。 

十、 其他相關事項。 

船舶於當次航行時間未達四小時者，經檢疫單位許可，得

於啟航前完成通報。 

經通報後，有人員死亡或發現傳染病病人時，應立即向檢

疫單位通報其感染或死亡之人數、姓名、症狀或死因等相關資

料。 

檢疫單位依前三項之通報，認為該船舶無散播傳染病之虞

時，許可入港。 

第十條  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檢疫

單位完成進入港埠檢疫手續： 

一、 海事衛生聲明書。 

二、 航程表。 

三、 船舶衛生證明書。 

四、 其他檢疫必要之資料。 

下列船舶，得免檢具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資料： 

一、 總噸位五百噸以下遊艇。 

二、 無動力駁船。 

三、 遠洋漁船以外之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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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單位於必要時，得派員檢查船舶之衛生狀況。 

第十一條   船舶於駛離國際港埠前，應經檢疫單位許可，始得辦理

出港及結關申報手續。 

檢疫單位依第九條通報內容，認為船舶無散播傳染病之

虞時，得於許可入港時，一併許可其出港。 

第十二條  檢疫單位獲知新事證，認為船舶有散播傳染病之虞時，

得廢止其入港及出港許可。 

第十三條  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接受登船檢疫： 

一、 抵達前三十日內船舶上有人員死亡、不明原因之動

物死亡或傳染病病人。 

二、 未依規定申請或未通過檢疫審查。 

三、 未依規定懸掛防鼠盾，於港埠泊岸期間經勸導仍未

改善。 

四、 其他有檢疫之必要。 

前項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登船檢疫： 

一、 自前次駛離我國港埠至本次抵達期間內未再有前項

各款同一情形。 

二、 進港前經醫師、法醫師證明非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致死。 

船舶於國內續航期間，有人員死亡、不明原因之動物死

亡或傳染病病人，且有散播傳染病之虞時，應接受登船檢疫。 

第十四條  應於檢疫單位指定之地點接受登船檢疫之船舶，有下列

情形之一，經檢疫單位許可者，得先行進港再接受登船檢疫： 

一、 因氣候惡劣、登船困難或其他安全因素。 

二、 船上人員傷病，須緊急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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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器故障，無法錨泊。 

第十五條  自國(境)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航空器，於本航次飛航途中

發現有人員死亡、不明原因之動物死亡或傳染病病人時，負

責人應即向檢疫單位通報下列事項： 

一、 航空器名稱。 

二、 最後啟航地點、日期、時間及預定抵達之日期及時

間。 

三、 工作人員及旅客人數。 

四、 傳染病病人或死亡個案之人數、姓名、症狀或死因

等相關資料。 

五、 不明原因死亡動物之種類、數量等相關資料。 

前項航空器有散播傳染病之虞時，應配合接受登機檢疫。  

第十六條   接受登船（機）檢疫之運輸工具，船(機)長及其相關人

員應配合下列事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 依檢疫單位要求，於進港前對所載人員及物品施行

必要之衛生措施。 

二、依檢疫單位指定之時間、地點及方式接受登船（機）

檢疫。 

三、 檢疫單位實施登船（機）檢疫時，指派人員陪同檢

疫。 

四、 據實答復有關檢疫之詢問。 

第十七條  運輸工具有散播傳染病之虞時，應依檢疫單位指示，辦

理下列事項： 

一、至指定之檢疫地點或後續適當處理之港埠接受檢疫。 

二、 進行必要且切實之消毒、除污或病媒防治措施。 

前項運輸工具為船舶者，其因設備、能力或其他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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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無法辦理前項第二款之措施時，船長應以書面通知檢疫單

位，並檢附船舶衛生證明書正本，由檢疫單位加註後，懸掛

檢疫信號，即行出港。 

第十八條  運輸工具有散播傳染病之虞時，檢疫單位得對運輸工具

及載運之人員、物品進行隔離措施。 

前項運輸工具未經檢疫單位許可前，其載運之人員、物

品應予留置，不得接觸其他人員及物品；其人員經遷移至陸

上之隔離場所者，亦同。 

前項運輸工具為船舶者，其不願接受隔離措施時，船長

應以書面通知檢疫單位後，懸掛檢疫信號，即行出港。 

第三章   人員檢疫 

第十九條   入、出國（境）人員，應依檢疫單位指示，辦理下列事

項： 

 一、 提供相關聯絡資訊。 

 二、 提供旅遊史、接觸史、疾病史、健康文件、預防接

種證明書、相關傳染病書表或其他有關資訊。 

 三、 接受醫學檢查。 

 四、 接受疫苗接種或其他預防措施。 

 五、 接受檢體採集送驗、送醫治療或其他檢疫措施。 

 六、 其他防疫、檢疫必要措施。 

檢疫單位施行前項措施時，應以書面告知；對外籍人士

施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或隔離治療措施時，應通知該國駐

臺機構。 

第二十條   為防範國際間傳染病之流行，中央主管機關得採取下列

措施： 

 一、 提供黃熱病、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或其他國際預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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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服務。 

 二、 提供預防瘧疾或其他傳染病之藥品。 

 前項業務，得委由相關機關或醫療機構辦理。 

第二十一條   檢疫單位執行檢疫措施時，對接受醫學檢查、檢疫、

隔離或其他措施之人員，應視需要提供其食物、飲水、衣

服、住處、通訊工具、醫療服務或其他適當之協助。 

第二十二條   旅客於入國(境)時已接受相關之檢疫措施，經評估無

直接危害公共衛生時，檢疫單位得准許其繼續國際旅行；

必要時，並得委由運輸工具負責人通知該旅客預定抵達下

一港埠之相關單位。 

第二十三條    旅行業代表人、導遊或領隊，應依各級主管機關之要

求，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執行各級主管機關公告之檢疫措施。 

    二、發放檢疫相關資料。 

    三、轉知旅遊地區傳染病資訊及衛生教育宣導予旅客。 

    四、接受旅遊傳染病相關教育訓練。 

 五、審慎安排旅遊行程、飲食、住宿，避免旅客暴露

受感染或可能受污染之環境。 

 六、提供旅遊行程、飲食、住宿及旅客個人之資料，

包括姓名、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之號碼、住址、

連絡電話或其他連絡之管道。  

 七、通報旅遊途中或入境時出現疑似傳染病症狀之旅

客及其他團員名單。 

    八、其他檢疫、防疫相關措施。 

第二十四條   運輸工具負責人應督促所屬或相關人員，配合辦理下

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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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運輸工具無感染或污染源，包括無病媒及病

源窩藪。 

二、 執行各級主管機關所定檢疫事項。 

三、 發放檢疫相關資料。 

四、 衛生教育宣導。 

五、 配合各級主管機關疫情調查防治需要，提供相關

資料。 

六、 滯港船員、機組人員或旅客疑似傳染病就醫之通

報，並於其就醫後將醫院診斷證明書送至檢疫單

位。 

七、 其他檢疫、防疫相關措施。 

經營、申請、辦理旅客入出境禮遇服務或緊急傷病、

重病旅客通關之相關機構負責人應依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

規定辦理；發現有人員死亡或傳染病病人時，應通知檢疫

單位。 

第二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對於因檢疫而蒐集之個人資料，應予保

密，不得無故洩漏，並加密處理。 

              各級主管機關爲評估及防治公共衛生危害，得處理及

利用前項個人資料，並應以確保符合檢疫目的之方式為之。 

第二十六條   辦理屍體入、出國（境）者，應於入、出國(境)前，

檢具死亡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死因之文件，向檢疫單位申請

檢疫；其因罹患傳染病致死者，應依傳染病防治法處理。 

骨灰、骨骸入、出國（境），得免予施行檢疫。 

第四章     船舶衛生 

第二十七條   自國(境)外進港之船舶，依第十條規定申辦入港手續

時，其檢附之海事衛生聲明書，應由船長填寫並簽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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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置有船醫者，並應經船醫副署。 

第二十八條   自國(境)外進港之船舶，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檢附之船舶衛生證明書，應在有效期間內，並保持船舶衛

生安全。 

               前項證明書屆期前，應向檢疫單位申請核發新證，檢

疫單位因故未能實施檢查者，得就其原證明書聲明予以展

延；其展延之期間，以一個月為限。申請時證明書已逾期

者，檢疫單位因故未能實施檢查時，得於船舶提出書面聲

明後，發給放行簽證。 

               船舶衛生證明書記載之船舶名稱或國籍有變更時，應

向檢疫單位申請變更。 

第二十九條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船長實施消毒、除污或

病媒防治等衛生管制措施，並於完成後向檢疫單位申請檢

查： 

一、發現傳染病病人或其屍體。 

二、經衛生檢查發現環境衛生不良或有病媒孳生。 

三、發現動物因不明原因死亡，且有散播傳染病之虞。 

四、駛進乾燥船塢前或解體船隻，且有散播傳染病之

虞。 

五、其他檢疫單位認有必要時。 

船舶因故無法實施前項衛生管制措施時，檢疫單位應

於船舶衛生證明書上載明所發現之事實、證據及需要採取

之措施。 

第三十條     船長實施前條衛生管制措施，必要時應依檢疫單位指

示，騰空船舶或船艙。未完成前，船舶不得移動或使用，

並禁止非工作人員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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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檢疫單位實施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檢查，其檢查時間及船舶應配合之事項，由檢疫單位定之。 

經排定實施檢查之船舶，因故無法在排定時間內接受

檢查時，船長應事先通知檢疫單位；檢疫單位得因實際狀

況變更其檢查時間。 

第五章   港區衛生 

 第三十二條   港埠內各機關(構)應維持港埠區域內衛生安全，並應

執行或配合相關衛生措施。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前項所規定之事項。 

第三十三條   檢疫單位為防範傳染病傳入、出國（境），得於港埠

區域或運輸工具內，實施病媒調查及衛生管制措施，相關

機關(構)、公、民營事業機構應予配合，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第三十四條   航行於國際之船舶，於港埠泊岸期間，應採行有效病

媒防治措施，並應懸掛防鼠盾。但因不可抗力致未能懸掛

者，不在此限。 

第六章    國內港埠檢疫 

第三十五條   國內港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疫單位應施行檢疫： 

一、對通報有人員感染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進港船

舶及其載運之人員、物品。 

二、 對運輸工具、物品或人員認有檢疫之必要。 

三、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疫事項。 

第三十六條   國內港埠檢疫單位應辦理之檢疫事項如下： 

一、督導載運傳染病病人或其屍體之運輸工具負責人，

實施消毒、除污或病媒防治等衛生管制措施。 

二、於港埠區域內，實施病媒調查及衛生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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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查自國(境)外進港運輸工具之衛生狀況及相關

文件、資料，並視需要實施病媒調查及衛生管制

措施。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疫事項。 

辦理前項工作時，相關機關(構)、公、民營事業機構

應予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三十七條   運輸工具負責人及國內港埠內各機關（構）、公、民

營事業機構，發現自國(境)外進入國內港埠之運輸工具上

有人員死亡、不明原因之動物死亡或傳染病病人時，應即

通報檢疫單位。 

前項運輸工具負責人應通報之事項，準用第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八條   檢疫單位工作人員執行檢疫職務時，應穿著制服或配

戴識別證。 

第三十九條   經研判為傳染病病人者，檢疫單位得移送至指定醫療

機構接受診療或隔離治療。 

前項人員所需之運送費、掛號費、診療費及其他診療

相關費用，由主管機關支應。 

第四十條     檢疫單位因氣候惡劣、登上運輸工具困難或其他安全

因素，致執行業務有困難時，得採行替代措施。 

第四十一條   過境旅客或滯港之船員、機組人員出現疑似傳染病症

狀，且經檢疫單位評估有防疫、檢疫需要時，準用第十九

條規定。 

第四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