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新加坡旅行安全区域相关主要

提问问项 (Q&A) 
 

(21.11.15，周一, 相关政府机构) 

□ 新加坡 → 韩国入境相关  

1. 完成疫苗接种的基准及确认方法是? 

2. 免除隔离的航班搭乘条件是? 

3. 新加坡出发 → 韩国的入境程序是? 

4. 新→韩入境者的PCR核酸检查条件是? 

5. 团体游客应该怎么进行PCR核酸检查？ 

6. 在仁川机场检疫中心如果出现阳性结果，或者在旅行中出现发热症状、确诊、密切接触确诊者时，应如何处

理? 

7. 滞留过程中可以接受PCR核酸检查的医疗机构有哪些，如何进行预约程序? 

8. 到达后游客从机场前往住处的交通呢? 

9. 从新加坡前往韩国时，不满6周岁的幼儿是否可以享受免隔离政策？ 

10. 免除入境隔离的对象仅限两国公民吗? 

11. 免签协定的进行如何?대외 

12. 在新加坡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人的签证呢? 

13. 有针对入境隔离免除者的疫苗接种特别待遇吗? 

14. 韩-新相互入境隔离免除的情况下，防疫状况发生恶化时会怎样处理 ? 

15. 新加坡游客的国内访问记录管理如何进行? 

16.. 新加坡游客回国时需要的48小时以内的PCR核酸检查，要在哪里进行? 



17. 入境韩国时，在机场应如何确认新加坡疫苗接种证明书？是否何以使用纸质的证书？ 

18. 在机场接受完检查回到酒店隔离的情况，允许几个人在同一空间进行隔离？如何完成吃饭等外部活动？ 

19. 团体游客可以几人成团？ 

20. 海外完成疫苗接种者的免除隔离政策会一直进行吗? 

21. 在除新加坡以外的国家及地区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是否可以享受新→韩间的旅行安全区域？ 

22. 去往韩国之前的14天之内是否只能在新加坡滞留？ 

23. 入境韩国时哪些人需要购买旅行保险？ 

 

□ 新加坡 → 韩国入境相关 

 

1. 完成疫苗接种的基准及确认方法是? 

 

□ WHO紧急使用承认的疫苗完全接种(为了达到疫苗完全的保护效果，需完成规

定接种次数，承认交叉接种), 完成最终接种需超过2周。   

 

ㅇ 疫苗接种证明书必须是由韩国或新加坡当局出具的英文版本，原则上

需提交电子版形态(手机APP)。 

 

2. 免除隔离的航班搭乘条件是? 

 



□ 搭乘新→韩直航航班入境时, 依据旅行安全区域协定可免除入境隔

离。 

 
*(10月末基准) 大韩航空、韩亚航空、新加坡航空的所有直航航班 

 
**(参考) 韩→新出境时搭乘韩→新直航中VTL指定航班方可免除入境隔离，请于航空

公司网站上确认详细内容。 

- 直航大部分为指定航班运营，部分有可能编制非VTL航班(未接种疫苗者等) 

※ 以出示规定的文件为前提(疫苗接种证明书, PCR核酸检测阴性确认书等)  

 
※ (未接种疫苗者) 可以乘坐新→韩单方向的航班，但入境后需隔离 

- 未满6周岁的婴幼儿(以航班到达日期为准)如果与已完成疫苗接种的监护人同行的话，可免除隔

离 

 

ㅇ预计今后会增加航班或开设地方机场出发航线等 

 

 

3. 新加坡出发 → 韩国的入境程序是? 



□(出国前) ▲ 疫苗接种证明书(新加坡内接种者: 电子形式的英文证明书), ▲PCR

核酸检查阴性确认书(搭乘前往韩国的航班72小时以内发行的)
*, ▲旅行者保

险(最少3千万韩元保障/文件或电子形式/不适用于韩国人和韩国长期滞留者), ▲需

要时电子旅行许可(K-ETA) 申请·承认, ▲仁川机场到达当天PCR核酸检查

提前预约确认证**
(仁川国际机场 COVID 19 检查中心(https://safe2gopass.com)/ 

线上预约(11.8日开放)/不适用于韩国内接种者/外国人基准平日17万4千韩元, 周

末18万韩元), ▲前往韩国前，最少在新加坡或韩国内滞留14天 

* (72小时适用例示) 2021.3.10 10:00点出发时, 仅认可2021.3.7 0点以后发给的材料 

** 从新→韩入境的人员按照其国籍应准备韩国入境签证等材料 
 
※ (婴幼儿除外)同行者均提交阴性确认书时，以到达日为准未满6岁的婴幼儿不需提供 △ 

疫苗接种证明书, △搭乘前阴性确认书 

    - 但是，应具备其他入境条件(旅行保险, 需要时的K-ETA, 仁川机场第一天检查, 滞留

条件) 

 

□ (航空公司登机手续) 确认上述材料后进行出票及项链(新加坡接种者)  

 

□(机内) 填写机内备置的特别检疫申报书，健康状态问卷 

 

□(入境后) 检疫→出入境审查→PCR核酸检查及解除隔离→滞留 

 
※ 入境过程中有症状者进行另外隔离及检查（检疫所隔离设施），确认阴性结果后进行入

境程序 

 

ㅇ(检疫) 提交▲ 疫苗接种证明书，▲PCR核酸阴性确认书, ▲ 健康状态问卷  

 
ㅇ (出入境审查) 确认特别检疫申报书  

 
ㅇ(入境当日) “仁川国际机场COVID 19检查中心”提交 项 链 、检测采样、安装自我诊断

https://safe2gopass.com)/


APP(Self Check) →搭乘出租车或个别交通工具前往本人住处(检查预约时需填写)→

住处等待及PCR核酸阴性确认(信息、电子邮件)后解除隔离，自由行动(可搭乘大

众交通) 

 
* 仁川国际机场检查中心的PCR核酸检查仅适用于“新加坡内完成疫苗接种者”(参考Q4) 

- 检查预约后未接受检查者，日后可能会被隔离 

**前往住处的过程中可以乘坐大众交通工具(尽量打的或自驾)/移动过程中不要到其他地方访
问，应直接前往住处/入境第一天的PCR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确认前，不能达成国内航线
的航班 

 

□(旅行中) 每天主动监视(自我诊断APP内容输入), 遵守韩国内防疫守则, 与

国内疫苗接种者享受同样待遇* 
 
* 通过COOV APP “认证对方”功能，可识别新加坡游客移动设备内设置的电子版疫苗接种证明书

(QR码)，对新加坡发行的疫苗接种证明书进行确认。 

 
ㅇ(入境第6~7天) 韩国内滞留期间超过8天的情况 ， 入境6~7天时在疾病厅指定的医

疗机关(另附)接受PCR核酸检查(费用本人负担) 

入境第6-7天的检查中如果出现阴性结果，不需要另外处理(无需通知医院等)  

※ (例如: 11.1入境) 11.7出境时不需另外检查 / 11.8的出境者需另外检查 

□(新加坡回国前) 根据新加坡的入境手续(VTL等)申请到PCR核酸检查执行及阴性确认书

(需要在回国航班的搭乘时间48小时以内接受检查) 

 

 

 

 

<防疫举措步骤表> 



区分 防疫措施内容 其他 

入境前 

∙ 入境前14天滞留新加坡境内 

∙ 开具PCR核酸检测证明书  

(出发前72小时之内) 

∙ 开具疫苗接种证明书(电子版或纸版) 

 

入境时 

(检疫) 

∙ 发热检查 

· 提交健康状态问卷 

· 提交入境者确认书(公文样式) 

· 提交PCR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确认书 

· 出具疫苗接种证明书 

※ 发现有疫情症状的情况 

- 有发热等症状的游客于入境区域进行检

查(检疫所隔离设施). 确认阴性后方可前往住所 

- 出现确诊者时，立刻移送去医院治疗 

入境后 

(第一天) 

∙ 在机场COVID-19检疫中心接受检查 

(在本人住宿地等待检验结果) 

∙ 下载自我诊断APP 

· 确认结果为阴性后开始旅行 

※持有免隔离证明书的韩国国内完成疫苗接种

者、新加坡境内完成疫苗接种者应在居住地

所辖保健所进行检查 

※  出现确诊者时， 

 所在住宿的所辖保健所为确诊者提供相

关调查、分配病床并提供移动手段 

旅 

行 

中 

出现 

有症状者时 

∙ 立刻到医疗机构或保健所接受PCR核酸检测(自

费) 

※ 出结果前实行隔离并遵守隔离守则 

※ 出现确诊者时， 

医疗机构(保健所)所属保健所进行相关调

查并分配病床 

被认为是 

密切接触 

确诊人员 

的情况 

∙ 满足以下条件时可继续享受免隔离政策  

①无症状, ②所接触的确诊者并非高危险群设施的使用者 

※ 满足1个以上的条件时，可转换为在家隔

离，可到本人住宿地进行隔离(可以中间

出境) 

在国内 

滞留8天 

以上的情况  

∙ 在 COVID-19检查机构于第6~7天进行检查 

(自费) 

※ 出现确诊人员时 

 接受所辖区域保健所的调查，并进行

入院治疗及乘坐指定的移动手段 



5. 新加坡→韩国 对入境者的PCR核酸检测要求是什么？?대외/추가 

□根据接种疫苗及开具核酸检测证明的国家不同而不同 

 

ㅇ(韩国国内接种完成者)  

①持有飞往韩国的登机前72小时以内开具的阴性化验单 

②在居住地所属的保健所进行第1天检测 

③入境6天或7天后在居住地所属的保健所再次检测 

※（同行6岁以下婴幼儿除外）△登机前无需开具阴性化验单△原则上需前往保健所进行第1

天及第6/7天PCR核酸检测，但可根据医疗团队判断决定  

 

ㅇ(新加坡国内接种完成者) 

①持有飞往韩国的登机前72小时以内开具的阴性化验单 

②达仁川机场新型冠状病毒检查中心进行PCR核酸检测 （ 必须提前预

约）*  

③入境6天或7天后在疾病管理厅指定的医疗机构再次检测 

 

*需提前预约（https://safe2gopass.com(自费)），携带预约证明才能搭乘飞往

韩国的航班 (原为出境者使用设施，入境者预约服务预计11.8日开通) 

 
※（与韩国国内接种者的差异）第1天、6/7天PCR核酸检测在民营医院进行（自费） 

※（同行6岁以下婴幼儿除外）△登机前无需开具阴性化验单△入境当天需要仁川机场新型

回国前 

∙ 取得入境新加坡时所需要的PCR核酸检测阴性

确认书(所乘坐航班搭乘前48小时之内的检测

有效) 

※ 以供新加坡政府确认使用 

https://safe2gopass.com/


冠状病毒检查中心的事前预约证明;△原则上需在入境当天（检查中心）及6/7天（疾

病管理厅指定医疗机构）进行PCR核酸检测，但可根据医疗团队判断决定  

 

ㅇ(新加坡国内疫苗接种完成者 ， 手持驻新加坡大使馆开具的海外疫苗接种完

成者事由免隔离证明) ， 据现有的防疫方针 ， 需在保健所进行第1天、

6/7天PCR核酸检测 

①飞往韩国的乘客，须持有登机前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确认书 

② 可乘坐大众交通前往住所，并在所辖保健所进行入境后第一天的检查 

③ 入境后第六天或第七天到所辖保健所进行检查 

 
※（同行6岁以下婴幼儿除外）△登机前无需开具阴性化验单△原则上需前往保健所进行第1

天及第6/7天PCR核酸检测，但可根据医疗团队判断决定 

 

6. 团体游客应该如何进行PCR核酸检查? 

□个人/团体游客都应在入境时在仁川机场COVID-19检疫中心进行提前预约好

的PCR核酸检查(自费),然后前往住所等候结果，检查结果将通过短息或电

子邮件通知个人。(得到阴性结果的情况不用采取其他措施(例如通知医院等)  

 

 

※ 团体游客的情况，可以由旅行社同意代理预约，但需要提前与仁川机场COVID-19检疫

中心进行充分的协议。 

 

- (联系方式) T1(东侧) : 1600-5110, T1(西侧) : 1533-2030, T2 : 032-741-9000 



 

ㅇ 预计滞留8天以上的情况，需在第六天或第七天接受检查，可以在之后通知的医疗机构进

行预约和检查 

 

7. 在仁川机场COVID-19检疫中心检出阳性结果或出现相关症状，或者

被划分为确认者接触人员时应如何处理？ 

 

□ 目前，在仁川机场检疫中心出现阳性确诊病例时，将上报至所属仁川市中

区保健所。 

 

ㅇ之后将由所下榻酒店所辖的保健所负责管理及综合调查 

 

□ 旅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发热等症状，或与确认者路径交叉并确诊的情况，需

接受保健当局的综合调查·PCR核酸检查, 外国人需与本国国民一起遵守确

诊者·接触者管理规定，相关治疗费用需自理。 

 

 

8. 滞留中需接受PCR核酸检查，应如何预约医疗机构？有何相关程序？ 

 



□如果滞留8天以上，需在第6~7天接受检查，需在之后疾病管理厅公布

的指定医疗机构继续预约及检查(自费, 11.1将追加公布新政策) 

*11月初另行通知 

ㅇ 第6~7天接受检查后虽不需要特别的隔离，但如果结果为‘阳性’的情况，免隔离效力

将消失并立刻进行隔离，并按照确诊人员实行下一步医疗举措。 

ㅇ 入境第6-7天的检查中如果出现阴性结果，不需要另外处理(无需通知医院等) 

 

11. 到达后，应怎样前往住宿地点？ 

 

□(在新加坡境内完成接种的人员) 

在仁川机场COVID-19检疫中心(需提前预约(提前预约， https://safe2gopass.com)提取检查

样本(本人负担相关费用)后搭乘出租车或个人车辆前往酒店，并在酒店隔离至得到阴性检查结果通

知为止), 确认结果为阴性之后才能解除隔离。 

 

* 可以乘坐大众交通(KTX/机场大巴等)前往住宿地点(尽量打的或自驾/本人或朋友车辆)/移动过程中

不要访问其他地点/在得到入境后第一天的PCR核酸检查确认阴性结果前，不可乘坐国内线

航班 

 

□ (在韩国境内完成接种的人员以及持有海外完成接种事由免隔离证书的

人员) 

完成入境程序之后需立刻回家(可以使用大众交通，必要的时候可以搭乘国内航

班), 第二天到居住地所属的保健所进行入境后第一天PCR核酸检查，检查后需继续在

家等候，直至确认阴性结果后方可接触隔离。 

https://safe2gopass.com/


 

10. 新加坡→韩国入境时，未满6周岁的婴幼儿可以免除隔离吗？ 

□与完成疫苗接种者(无关国籍)同行入境的婴幼儿，如果其监护人是完成疫苗接

种并满2周以上者，该婴幼儿可免隔离(不需要该婴幼儿出具 免隔离证书) 

 
* 原则上免除隔离与年龄无关，仅限完成疫苗接种的当事人，但是不满6周岁的婴幼儿被认为是

需要父母监护的最低年龄，未进行疫苗接种也可免除隔离 

 

 

 

11. 入境免隔离对象是否局限在拥有两国国籍的人员中？ 

 

□韩国的入境免隔离对象指的是在两国国内进行了完整的疫苗接种的人员(不分

国籍), 出发前在两国境内滞留14日以上之后即可入境另一国。 

 

12. 免签协议是如何进行的? 

 

□ 11.8(周一)开始，韩国-新加坡互相面前条例的临时中断解除了。新加坡公民可

以免签在韩国滞留90天。 

※ 此免签协议仅限新加坡公民，其他国家公民从新加坡入境韩国时，需依法申请签证。 

 

ㅇ免签入境韩国的情况，需在入境前提前申请K-ETA 

※ 11.8(周一) 00时开始可以通过www.k-eta.go.kr 网站进行申请 

 

ㅇ尽管从11.8(周一)可是再次实行面前入境 ， 但依照韩新旅行安全区域(VTL)进

行的免隔离政策等的实行是从11月15日开始(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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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新加坡境内完成疫苗接种的外国人如何申请签证？ 

 

□免签国家(49개)*公民可通过K-ETA申请·获准入境韩国 ， 其他国家公民

需办好签证后再入境。 

 

* 可通过K-ETA主页跟进查看及确认(https://www.k-eta.go.kr) 

 

 

14. 对于入境免隔离者是否给予疫苗相关便利? 

 

□在新加坡进内完成疫苗接种并在入境韩国时的PCR核酸检查中结果为阴

性的游客，如果其严格遵守韩国的防疫行动准则的话，可以享受与韩

国境内疫苗接种者的同等优待。 

□入境韩国时的检疫程序以及韩国国内防疫指针(英文)可通过韩国旅游发

展局网页进行确认(http://english.visitkorea.or.kr/enu/TRV/TV_ENG_1_COVID.jsp)  

 

15. 如果在韩-新两国间实行相互免隔离制度过程中， 出现疫情恶化的情况的

话，应如何处理?  

 

https://www.k-eta.go.kr/
http://english.visitkorea.or.kr/enu/TRV/TV_ENG_1_COVID.jsp


□如果两国间在实行免除隔离制度过程中，出现其中一国确诊患者剧增,变异病毒病

例增多等疫情恶化情况的话，存在临时中断免除隔离制度的可能性，(需一周前

通告对方国家) 

 

16. 如何管理新加坡游客入境韩国后的访问记录? 

 

□目前通过手动输入对新加坡游客进行访问记录管理。  

 

17. 新加坡游客需进行回国前的48小时PCR核酸检测，地点在？ 

 

□ 新加坡政府通过Safe Travel 网站(保健部官网)公布了可以进行测试的韩国医疗机

构名单。 

*https://www.moh.gov.sg/covid-19/statistics/accreditation-bodies-for-covid-19-testing  

- 预计进行更新，请跟进查看 

 

18. 入境时，如何在机场出示并确认电子版的新加坡疫苗接种证明书？

纸版的证明书应如何使用? 



□ 正在准备并建立通过新加坡疫苗接种确认APP在韩国入境时进行扫码

确认的方式 

 
※ 入境韩国后可以使用的新加坡APP将于11月初公布 

 

□如果入境者不使用手机、或无法出具电子版证明书时，允许其提供纸

版证明书 

 

19. 在机场完成检查并在酒店内进行隔离时，哪些同行人员可以在同一

空间进行隔离？隔离过程中如果需要到外部就餐的话应怎么办？ 

□ 在新加坡境内一起滞留的同行者可以在同一空间内进行隔离 

 

□ 隔离过程中通过酒店的房间服务完成就餐，尽量将外部活动降到最低 

 

ㅇ仁川机场covid-19检疫中心的检查结果将于检查的第二天上午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进行通知(正在

努力缩短检查结果化验时间) 

 

20. 团体游客的情况，成团是否存在人员数限制？ 

 



□ 旅行社的游客募集行为不属于私人聚会性质。但需要依照政府的保持

社会距离方针，不可超过规定人数 

 
※(例如) 首都圈如果实行的社会距离方针为限制10人以上的私人聚会的话，那么旅行社的每个团只能

预约10人, 不可打散后进行预约(13人=7人+6人形式的打散) 

 

ㅇ需要与国民一起遵守保持社会距离方针 ， 在访问相关机构时按照规定

人员数进行旅行 

 

21. 海外疫苗接种者对象免隔离制度是否依旧实行？ 

□免隔离制度根据重要商务目的、学术公益性目的、人道主义目的等进行实

行，需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申请 

 

ㅇ依照各政府部门及外国公馆的判断进行认证 

 

22. 除新加坡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疫苗接种人员是否可以在新→韩旅

行安全区旅行？ 

 

□ 只有在韩国或新加坡境内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由两国当局发行的接种

证明书才是两国相互承认的疫苗接种证明书，手持接种证明书的游

客才能在旅行安全区进行旅行。 

 



23. 入境韩国前的14天内，是否只能在新加坡滞留？ 

 

□ 进行新→韩旅行的游客，最少应在出境国滞留14天以上。  

 

24. 那些游客需要在入境韩国时准备好旅行保险？ 

□ 目前除△‘韩国公民’ 及 △‘持有长期滞留签证的外国公民’以外的“短期入境外国

公民”都必须持有旅行保险(如发生确诊的情况，应保障3千万韩元以上的治疗

费用) 

 

ㅇ  “韩国公民”的情况，不管是否拥有第三国国籍，都被认为是韩国公民。(不需要

义务入保旅行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