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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COVID-19現況
確診人數及國內防疫規定



韓國近1個月每日確診人數
2022.05.11 基準

5/10 新增確診人數：43,925人

30日
走勢圖

一週
走勢圖



韓國國內防疫規定
2022.05.06 基準

社交距離

傳染病等級

口罩政策

4/18起，除了口罩政策外，
大部分的社交距離相關防疫措施解封

5/2起，室外不用戴口罩，
*參加50人以上大型活動，或者多人一齊在使用公共設施時仍需配戴

4/25起，調整COVID-19傳染病等級
1級→2級 *4週過渡期之後 (約5/23)，考慮轉換為勤導性隔離（解除隔離義務)



出入境防疫機制
Out-bound（韓國人出境） 規定及市場動向



韓國→適用國家/地區
2022.05.06 基準

允許韓國人以觀光為目的入境

禁止入境

有條件開放

全面開放

台灣、日本、香港、澳門等

入境條件與所需資料
各國/地區略異

美國、加拿大、澳洲、巴西、
新加坡、菲律賓、帛琉、泰國、
越南、印尼、德國、奧地利、
義大利、法國等

沙烏地阿拉伯、挪威、英國、
蒙古、瑞士等



海外入境免隔離者必備資料

不符合免除隔離者

入境需實施居家隔離七日

韓國人

2022.05.06 基準

 PCR檢查陰性報告書

 疫苗接種證明書

 需到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Q-Code)輸入資料



回韓流程
2022.05.06 基準

疫苗接種完成者
(韓國人)

PCR 陰性
於衛生所

進行PCR檢查

入境當日

確認陰性後
免隔離

免隔離
Y/N 第6-7天時

抗原快篩檢查

*擬從6.1起解除

追加檢查
須提交48小時

報告書
*出發日0時為準

*需到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Q-Code) 輸入資料

「疫苗接種完成者」定義：列入WHO緊急使用清單的疫苗廠牌* 接種2劑(嬌生疫苗為1劑)後滿14~180天、或接種完3劑者。
* 以台灣目前較多人施打之疫苗為例：BNT、Moderna（莫德納）、Astra Zeneca（AZ）….等（不含高端）
(如混打WHO緊急使用清單內的疫苗廠牌，同樣符合資格，三劑皆需施打清單中之疫苗廠牌)



回韓流程
2022.05.06 基準

未完成疫苗接種者
(韓國人)

PCR 陰性
於衛生所

進行PCR檢查

入境當日

進行七天
居家隔離

免隔離
Y/N

追加檢查

須提交48小時
報告書

*出發日0時為準

第6-7天時
抗原快篩檢查

*擬從6.1起解除



免隔離政策發表後，韓國出境市場動向
2022.04.19 基準

銷售動向

出團報名量
約成長2-3倍

市場變化

偏好Mini Tour、FIT
NO SHOPPING、高端
休養型、度假型飯店

減少景點安排
特定場所停留時間增加

自由時間增加

人氣商品

歐洲商品
東南亞商品
海島型商品



出入境防疫機制
In-bound（外國人訪韓） 規定及市場動向



適用國家/地區→韓國
2022.05.06 基準

免簽證國家或地區的現況

臨時中斷

許可 原50個→4/1增加46個
→5/1增加6個

根據互惠原則
因COVID-19被臨時中斷

台灣、日本、澳門、香港、
格瑞那達、密克羅尼西亞、薩摩亞、
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東加王國



海外入境免隔離者必備資料

外國人
（以觀光等為目的、免簽入境韓國之短期訪韓者）

2022.05.06 基準

 PCR檢查陰性報告書

 疫苗接種證明書

 需到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Q-Code)輸入資料

 紙本簽證或出發前72小時

申請電子旅行許可(K-ETA)

外國人
（以簽證入境韓國之訪韓者）

 PCR檢查陰性報告書

 疫苗接種證明書

 需到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Q-Code)輸入資料

不符合免除隔離之外國人
入境需實施居家隔離七日

長期居留外籍人士居家隔離
短期停留外籍人士設施隔離



入境韓國流程
2022.05.06 基準

PCR 陰性
於仁川機場

COVID-19檢查中心
或韓國政府指定的

醫療機構進行PCR檢查
*需自費

(仁川機場基準₩80,000)

入境當日

確認陰性後
免隔離

＊確認結果所需要時間

約6小時左右

免隔離
Y/N 追加檢查

須提交48小時
報告書

*出發日0時為準

*需到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Q-Code) 輸入資料

疫苗接種完成者
（以觀光為目的之短期訪韓者）

「疫苗接種完成者」定義：列入WHO緊急使用清單的疫苗廠牌* 接種2劑(嬌生疫苗為1劑)後滿14~180天、或接種完3劑者。
* 以台灣目前較多人施打之疫苗為例：BNT、Moderna（莫德納）、Astra Zeneca（AZ）….等（不含高端）
(如混打WHO緊急使用清單內的疫苗廠牌，同樣符合資格，三劑皆需施打清單中之疫苗廠牌)

第6-7天時
抗原快篩檢查

*擬從6.1起解除



入境韓國流程
2022.05.06 基準

未完成疫苗接種者
（以觀光等為目的之短期訪韓者）

PCR 陰性 於臨時隔離居所
進行PCR檢查

*需自費

入境當日

進行七天
檢疫所隔離

*需自費

免隔離
Y/N 追加檢查

須提交48小時
報告書

*出發日0時為準

第6-7天時
抗原快篩檢查

*擬從6.1起解除



介紹檢疫資訊事前登錄系統Q-CODE
2022.05.06 基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MozuX5Y9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MozuX5Y9w


介紹電子旅遊許可K-ETA
2022.05.06 基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EH692ra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EH692radU


訪韓安心景點
經由防疫及旅遊專家們所評選出的「訪韓安心景點」125選



訪韓安心景點125選
2022.05.06 基準

✓由哪些機構評選？

• 韓國觀光公社（KTO）

• 全國廣域地方政府

• 各地觀光公社（RTO）

✓如何評選？

• 由廣域地方政府及

RTO推薦當地優秀景點

• 經防疫及觀光專家諮詢及檢討

• 經KTO及該地方政府協議後最終選定



訪韓安心景點精選
仁川廣域市

汐美為結合歐風空間與韓國傳統熱療文化的SPA設施，

可在總計4000坪的寬敞空間中使用風尚且現代化的設施

，享受與眾不同的療癒時光可謂其最大特色。

百樂達斯城汐美

景點資訊

地址 仁川廣域市中區永宗海岸南路321號街186 

電話 +82-1833-8855 

網址 https://www.p-city.com/front/cimer/overview 



訪韓安心景點精選
京畿道

波浪公園是世界最大，亦是亞洲第一座人工衝浪場，不

但有專業的衝浪教學，也可體驗潛水或參與潛水與開放

水域潛水考照班。在海浪公園暢享各種水上運動後，還

能欣賞西海岸的斑斕彩霞，並下榻於頂級露營拖車中。

海浪公園

景點資訊

地址 京畿道始興市龜島環島街42  

電話 +82-31-431-9600 

網址 www.wavepark.co.kr 



訪韓安心景點精選
釜山廣域市

松島龍宮天橋是銜接起岩南公園與海上的無人小島「東

島」的橋梁，時隔18年才再度開放。走在距離海水面25

m的橋上，除了心驚膽跳之外，還能欣賞一望無際的海

洋風光，以及奇岩峭壁營造出的大自然美景。

松島龍宮天橋

景點資訊

地址 釜山廣域市西區岩南洞620-53 

電話 +82-51-240-4000 

網址 https://www.bsseogu.go.kr/tour/index.bsseogu 



訪韓安心景點精選
大邱廣域市

園內設有棧道、百年水中橋、風車休息區、觀景臺、金

窟、冰壁等豐富參觀設施，而隨著公園一同落成的玉淵

池宋海公園步道則是能近距離欣賞玉淵池周邊景致的生

態探訪路，是新興的安心旅遊推薦景點。

玉淵池宋海公園

景點資訊

地址 大邱廣域市達城區玉浦邑奇世里306

電話 +82-53-668-2000 

網址 無



訪韓安心景點精選
濟州特別自治道

史努比庭園位於濟州道東側的松堂里，是以《花生漫畫》

中史努比的臺詞「今天下午先休息吧」為構想而打造出的

庭園，並以隨季節與時間更迭的濟州大自然為背景，在處

處點綴可愛又充滿寓意的《花生漫畫》溫馨故事

史努比庭園

景點資訊

地址 濟州特別自治道濟州市舊左邑金白鳥路930 

電話 +82-64-784-0930 

網址 http://www.snoopygarden.com 



訪韓安心景點125選
完整介紹請掃QR CODE下載

https://big5chinese1.visitkorea.or.kr/e_book/ecatalog5.jsp?Dir=861&catimage=


自駕旅遊
2022.05.06 基準

國際汽車駕照

 2022年2月17日簽屬韓-台

國際駕照互認備忘錄



韓國國際機場營運現況與爾後計劃
八大國際機場開放概況



八大國際機場開放概況
2022.05.06 基準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仁川、金海(釜山)、大邱, 有開放國際航班
(各機場每小時起降10架)

6/1「濟州機場」與「襄陽機場」特定觀光客免簽措施
(襄陽 – 允許來自越南、菲律賓、印尼以及蒙古的5人以上成團旅客，免簽入境。)
(濟州 – 唯韓國法務部部長指定之不適用免簽的24個國家和免簽被臨時中斷的10個國家)

陸續再開放 務安、清州、濟州等機場(各機場每小時起降20架)

七
月

營運時間正常化
(各機場每小時起降30架)

Endemic
全面正常啟用，24小時營運
(各機場每小時起降40架)

目前各機場外國旅客入境開放情形：

• 外國旅客僅能從仁川機場入境

• 其他國際機場出入境只針對韓國人開放

• 其他國際機場預計6/1開放外國旅客
(其他國際機場開放後之入境相關檢驗措施日後會再更新)

備
註

陸續再開放 金浦、襄陽等機場(各機場每小時起降20架)



補充資料
主要國家/地區是否允許完整接種疫苗韓國人入境一覽表



主要國家/地區是否允許完整接種疫苗之韓國人入境一覽表
2022.05.06 基準

區域 國家/區域 觀光目的/訪問 免簽證 免隔離與否 其他條件

亞洲

台灣 未開放 Y(臨時中止) X

日本 未開放 Y(臨時中止) X

中國 未開放 X X

香港 未開放 Y(臨時中止) X

澳門 未開放 Y(臨時中止) X

大洋洲

紐西蘭 條件性開放 Y(NZeTA) Y

塞班島 條件性開放 Y(ESTA) Y

關島 條件性開放 Y(ESTA) Y

澳洲 條件性開放 Y(ETA) Y
澳境內各州（領地）州界防疫管制措

施將視疫情發展進行調整

美洲
美國 條件性開放 Y(ESTA) Y 非最近接種完成者建議須5天居家隔離

加拿大 條件性開放 Y(eTA) Y 入境後隨機抽查PCR檢查



主要國家/地區是否允許完整接種疫苗之韓國人入境一覽表
2022.05.06 基準

區域 國家/區域 觀光目的/訪問 免簽證 隔離與否 其他條件

歐洲

法國 條件性開放 Y Y

義大利 條件性開放 Y Y

西班牙 條件性開放 Y Y

土耳其 條件性開放 Y Y 入境後隨機抽查PCR檢查

中東/非洲 UAE 條件性開放 Y Y

亞洲

菲律賓 條件性開放 Y Y

新加坡 條件性開放 Y Y

帛琉 條件性開放 Y Y 入境需四天自主健康監測

馬來西亞 條件性開放 Y Y

印尼(巴里島) 條件性開放 落地簽證 Y 有症狀或體溫超過 37.5 度將進行PCR 檢測

泰國 條件性開放 Y Y 須事前登錄THAILAND PASS

越南 條件性開放 Y Y 無論是否接種疫苗，無入境限制



補充資料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ex: 
出發— 2022.1.22 10:00 
檢查— 2022.1.20 00:00以後

檢查時機
出發日０時為基準48小時(2日)內

其他語言：
韓文或英文翻譯文件及需要代表部用印之公證文件

核發語言
韓文或英文

PCR檢查
陰性報告書

(各國醫療機構核發)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認證基準
完成接種WHO緊急授權疫苗

Q-CODE
登錄

(檢疫資訊預填系統 )

認證時間
第二劑接種後（嬌生1劑）14-180天
或完成第三劑接種者

認證方式
於Q-CODE系統登錄疫苗接種紀錄及檢附
接種證明後，核發QR-CODE，可利用
QR-CODE檢視接種紀錄和證明

輸入Q-CODE

• 由仁川機場入境的所有海外入境者

• 個人資訊（護照號碼等）

入境與停留資訊（航班、韓國當地連絡地址電話等)

檢疫相關資訊（PCR陰性報告書、接種證明、健康聲

明書等)

Q-CODE使用須知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 Q-CODE 登錄流程整理
2022.05.06 基準

階段 內容

入境前
[連接Q-CODE]

事先準備護照、機票、PCR陰性報告書

登機前

[護照,入境/居留,預防接種,PCR檢查,健康狀態訊息]

依序輸入

[確認輸入內容後，核發QR CODE]

紙本列印亦可

抵達後
[向檢疫官出示QR CODE]

QR CODE截圖亦適用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申請期間
出發前72小時

K-ETA
申請

(若已另外申請簽証
則此項免)

申請方式
K-ETA官網 (www.k-eta.go.kr) 或手機APP

費用
₩10,000 (信用卡手續費外加)

需要資料
有效護照、E-mail、在韓地址電話、照片、
信用卡

有效期間
許可日起二年可不限次數出入境

參考事項
團體至多30位，可同時申請與結帳

K-ETA相關須知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http://www.k-eta.go.kr/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檢疫
出示在Q-CODE系統核發的QR CODE

入境
流程

出入境審查
與COVID-19疫情前相同

PCR檢查

• 場所：仁川機場COVID-19檢查中心或
政府指定醫療檢疫所

• 費用：仁川機場₩80,000；

醫療機構則各家不同

• 機場→飯店：無限制，可搭乘大眾運輸
• 免隔離者需在飯店待命，獲得PCR陰性報告即可解除隔離

（等待時間約需６小時左右）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仁川機場COVID-19檢查中心
2022.05.06 基準

仁川機場

檢查
費用

₩80,000 （不包含陰性確認證明書）

位置 仁川機場第1、第2航廈

預約
方式

線上 / 電話預約

連絡
電話

(T1) +82-1600-5110 / +82-1533-2030
(T2) +82-32-741-9000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大韓結核協會
2022.05.06 基準

大韓結核協會

檢查
費用

₩70,000 (英文結果證明書，包含各種費用)

位置
首爾特別市瑞草區

(57, Baumoe-ro 6-gil, Seoch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預約
方式

線上預約
https://m.knta.or.kr/knta/corona.asp

連絡
電話

+82-2-2085-0066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檢查時機
入境第6-7天實行抗原快篩檢查

追加
檢查 檢查方式

自主快篩或到醫療檢疫所進行篩檢

檢查費用
需自費 ₩5,000-6,000元不等

第6-7天時
抗原快篩檢查

*擬從6.1起解除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戶外不需戴口罩、所有社交距離相關防疫
措施全免解封

韓國國內
防疫狀況

無需疫苗護照或實名制

旅途中若有疑似症狀，建議透過自主快篩
或到醫療機構進篩檢

若確認為陽性，請於居所進行非面對面居
家治療（檢體採取日起七天）

需面對面治療時，可到門診就醫



事前準備詳細內容
2022.05.06 基準

PCR檢查
英文版陰性報告書核發 / 約₩140,000元

回國
準備

(台灣CECC防疫政策)

居家檢疫

• 居家檢疫天數為7天，入境日為第0天，
並自第8天起接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

• 以自宅或親友住所1人1戶為原則。如家
戶無法符合1人1戶檢疫條件，須入住防
疫旅宿完成7天檢疫。

其他
依循台灣CECC防疫政策



補充資料
台北支社SNS



•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reeat
korea

•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ktota
ipeivideo

• 韓國觀光公社總社官網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
r/cht/index.kto

台北支社SNS
2022.05.06 基準

韓國觀光公社 台北支社

韓國觀光公社 台北支社

韓國觀光公社 台北支社

https://www.facebook.com/freeatkorea
https://www.youtube.com/c/ktotaipeivideo
https://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index.kto


韓國叮咚Dang!

• Apple Podcast
https://reurl.cc/411zbV

• Spotify
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
/7aKKTKR3NWYRLEmkdJGdx2

• SoundOn
https://sndn.link/kto/QuiJUG

• Google Podcast(播客)
https://reurl.cc/Lmmz5K

• KKBOX
podcast.kkbox.com/tw/episode/4
ohinCG-Mon1jWQhk9

台北支社SNS
2022.05.06 基準

https://reurl.cc/411zbV
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7aKKTKR3NWYRLEmkdJGdx2?fbclid=IwAR0ztqvZGb8gXkW_5Zc8c2CudmohW8WadMPdkgNfAxFoBOnIr3VQRQu8iIg
https://sndn.link/kto/QuiJUG?fbclid=IwAR0SMI-QGRT7KkFeqBlDi6saBXgjwKqT6TrFxykm2yO8OwZ5gYOIMLJ2vSI
https://reurl.cc/Lmmz5K?fbclid=IwAR1xk3_uXu5iBLyshBve_HwjPp4qqxDZBSXNp9Lscb-EgvYEUiegOkqobpw
http://podcast.kkbox.com/tw/episode/4ohinCG-Mon1jWQhk9?fbclid=IwAR3NhJjDQl_Hj223I22Ex0rbCKqGJ-r-wqj6Z9y6jTPNnT7kqYZm2NqUmlE


THANK YOU

#再次遇見的韓國

#다시_만나는_한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