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重新開放關閉近兩年的入境旅遊，越南政府於 2022 年 3 月 15 日宣布，將自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恢復
新冠疫情之前的移民政策。

以下重點介紹有關法規發展的要點：

1.	 2022年3月15日重啟入/出境政策
 — 依據 2022 年 3 月 15 日第 1606/VPCP-QHQT 號公函，自年 3 月 15 日起恢復所有外國人和居

住在海外的越南公民辦理入/出境手續。據此，所有旅客的入境許可自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將
被取消；依據據現行關於入境、出境、過境和外國人在越南的居住規定，簽證計劃（包括電子簽
證、單邊和雙邊免簽計劃）將恢復到 Covid-19 之前的簽證計劃；

 — 公函中還要求外交部與其他國家就承認疫苗護照共同協議進行談判，為越南公民海外旅行提
供便利，並為在越南使用海外疫苗護照提供指導，以及向其他國家/地區通報越南入/出境政策
變動；

 — 衛生部依據越南新形勢對入境越南旅客的醫療要求給予指導；

 — 公共安全部依據現行法規和 Covid-19 預防措施加強對外國人入境及停留越南進行管理。

2.	 恢復對13個國家外籍人士單邊豁免簽證政策
 — 同2022 年 3 月 15 日，政府還發布第 32/NQ-CP 號決議，關於恢復對 13 個國家外籍人士單邊

豁免簽證政策。 依據該決議，以下國家的公民，不論其護照類型和入境目的，將被允許在沒有
簽證的情況下造訪越南15天，：

 ■ 德國

 ■ 法國

 ■ 意大利

 ■ 西班牙

 ■ 英國

 ■ 丹麥

 ■ 芬蘭

 — 決議有效期為 3 年，即 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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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羅斯

 ■ 日本

 ■ 挪威

 ■ 南韓

 ■ 瑞典

 ■ 白俄羅斯



02

KPMG提要
上述越南入/出境政策的變動，將對入境旅客前往越南有極大幫助並鼓勵經濟復甦。對於計劃前往
越南進行跨境商務活動的企業和個人，了解這些變動對於管理行動計劃和預算以簡化旅行安排是
非常重要的。

進入越南後的檢疫/隔離要求將衛生部適用個別要求規定。建議企業及時了解所有相關部委發布
的更新，以便妥善安排專家的旅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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