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2022年3月重新為國際旅客開放邊境後，越南又實施一系列移民政策來方便外國人前往越南，包含：

	● 取消入境許可流程

	● 重新開始多國護照持有者簽證豁免計劃

	● 重新開始並拓展80國護照持有者電子簽證計劃

但是，與此同時，在疫情緊張期間為支援停留/	受困在越南的外籍人士放寬之移民政策，依據現行移民
和勞動法規重新進行調整/	緊縮。

近期即將前往越南的外國僱員移民程序有下列要點值得注意：

1.	 邊境檢查點簽證簽發更加謹慎
在移民法中，邊境檢查點簽證簽發（落地簽）只適用於幾種特殊情況，包含：

	● 外國人離境國家沒有越南簽證簽發機關

	● 越南人在達到越南前停留多國

	● 外國人來越南旅行必須經由越南國際旅遊公司組織

	● 外國船員在越南港口拋錨並將通過另一邊境檢查點離開越南

	● 外國人來越南參加親屬葬禮或拜訪瀕死親屬

	● 外國人來越南處理緊急情況、救援、防止自然災害、流行病，或應越南相關主管機關要求等其他

目的

在疫情緊張期間，由於全世界疫情狀況複雜，越南境外使領館難以簽發簽證，越南移民局允許多種
情況下的落地簽證。然而，近期落地簽簽發只得嚴格遵從上述法律規定，並輔以解釋/	證據來證明
護照持有人的適用性。

據上，企業和其外國僱員應計劃外國僱員行程，以便預留充足時間為外國僱員在越南境外使領館
獲得相關簽證，或在意圖獲取落地簽時向移民局準備合理解釋/	支援文件。

2.	 獲得（i）30天以上之商務簽證或（ii）展延越南停留遭到挑戰
依據現行勞動政策，外國僱員前往越南任職專家、經理、技術員工或CEO，每次停留不超過30天且
每年不超過3次即可免除申請工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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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點

自從移民政策隨著時間產生變化而沒有事先通知，並且相關移民和勞動法規有持續收緊的趨勢，企
業建議盡可能提前為商務旅行做準備，並時常更新政策變化，同時與相關省級機關確認以調整移動
計劃。

若您需要進一步諮詢組織商務旅行計劃及合規，請聯繫KPMG越南。

但是，移民法規允許外國人在未取具工作許可證可持最長90天的商務簽證（即DN簽證）並在有效
期內在越南停留。

由於上述法規的不一致性，外國僱員得申請90天商務簽證並在越南停留超過30天，無需每29天飛
出越南或獲得工作許可證。

但是，近期據觀察，為統一移民法規和勞動法規，一些省份的移民廳已額外要求獲取30天至90天的
商務簽證，企業必須證明正在為特定外國僱員申請獲得有效工作許可證程序，以便長期在越南工
作。特別是，外籍僱員職位頭銜需經由省級勞動傷兵社會事務廳批准與簽證申請一併提交，否則僅
得簽發29天的商務簽證。

除此之外，外國僱員已使用商務簽證入境越南但即將到期者，倘工作許可證仍未簽發或不予簽發，
則企業及相關外國僱員不得要求外籍僱員暫時延長在越南停留時間。因此，外籍僱員必須飛出越
南再飛入越南以獲准簽發新的商務簽證。

以上提到移民緊縮政策可能對外籍勞工到訪越南的旅行計劃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那些（i）由於越
南項目緊急，須要盡快啟程前往越南並在越南停留時間較長但沒有準備好工作許可證申請文件；或
（ii）現已在越南使用商務簽證開展工作但工作許可證仍未成功申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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