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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要求 

预订行程之前，请先核实你是否满足澳大利亚对国际旅行的疫苗接种要求。 

这可能会影响你是否有资格入境澳大利亚，以及你在抵达时是否需要接受隔离。 

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这还会影响你是否有资格离开澳大利亚。 

满足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要求 

就澳大利亚边境控制规定而言，如要满足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要求，被视为“已完全接种疫

苗”的旅客，你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你： 

 符合澳大利亚关于就国际旅行而言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或 

 是 12岁以下的儿童，或 

 是 12到 17岁的儿童，将随至少一名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旅行；或 

 因为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 

 

如果你属于以上任何类别，你应该采用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澳大利亚的程序。 

如果你不属于以上任何类别，你应该采用未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澳大利亚的程序。 

 

签证持有者若有以下情况，在抵澳时可能会被取消签证并被扣押和驱逐出境： 

 根据澳大利亚的入境要求，就国际旅行而言，未完全接种疫苗；或 

 没有澳大利亚政府定义的对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苗的医疗禁忌症；或 

 不属于豁免类别，也没有个人旅行豁免。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content-index-2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content-index-3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content-index-3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content-index-4


 

 
 

 

 
 

Page 2 of 5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 - Updated as at 07032022 - 
Simplified Chinese 

就国际旅行而言已完全接种疫苗 

如果你已完成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TGA）批准或认可的疫苗的基本接种疗程，则就澳大利

亚出入境而言，你会被视为已完全接种疫苗。这包括混合接种不同的疫苗。 

就国际旅行而言，目前可接受的已获批准或认可的疫苗和剂量为： 

 间隔至少 14天接种的两剂以下疫苗： 

o 阿斯利康 Vaxzevria（AstraZeneca Vaxzevria） 

o 阿斯利康 Covishield（AstraZeneca Covishield） 

o 辉瑞/生物科技 Comirnaty（Pfizer/Biontech Comirnaty） 

o 莫德纳 Spikevax 或 Takeda（Moderna Spikevax or Takeda） 

o 科兴 Coronavac（Sinovac Coronavac） 

o 巴拉特生物科技 Covaxin（Bharat Biotech Covaxin） 

o 国药 BBIBP-CorV（Sinopharm BBIBP-CorV）（对于抵澳时年龄未满 60岁者） 

o 加马列亚研究所卫星五号（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 Sputnik V） 

o 诺瓦瓦克斯（Novavax/Biocelect Nuvaxovid） 

或 

 一剂： 

o 强生/杨森（Johnson & Johnson/ Janssen-Cilag）冠状病毒病疫苗 

而且免疫疗程中最后一剂疫苗接种以后已过去至少 7 天。 

混合接种的疫苗只要都是 TGA 批准或认可的疫苗，就国际旅行而言，接种者也被视为已完全

接种疫苗。TGA正在评估其它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苗，未来可能认可这些疫苗

用于澳大利亚入境旅行的目的。 

在澳大利亚，每个人都能免费接种 COVID-19疫苗，包括澳大利亚签证持有者、没有有效签

证的非公民以及被扣押在移民拘留所里的人。 

提供疫苗接种证据 

你需要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证据，证明你满足澳大利亚关于国际旅行的疫苗接种要求。 

你还需要在入境澳大利亚之前提供该证据，方法是在填写《数码旅客申报表》（Digital 

Passenger Declaration）时上传该证据。 

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你还需要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

该证据。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接种了疫苗，你就需要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你的国际旅行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ICVC）。你可以使用 Express Plus Medicare 手机应用或通过 myGov使用你

https://www.tga.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es-recognised-australia
https://www.tga.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es-recognised-australia
https://www.tga.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es-recognised-australia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digital-passenger-declaration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digital-passenger-declaration
https://www.passports.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ation-certificate
https://www.passports.gov.au/international-covid-19-vaccination-certificate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medicare/express-plus-medicare-mobile-app
https://my.gov.au/LoginServices/main/login?execution=e2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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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edicare在线账户下载你的 ICVC。ICVC以 PDF格式提供，你可以打印出来或保存在手机

上。航空公司会在你办理登机时要求查看这份证明。 

如果你在海外接种了疫苗，没有 ICVC，你就需要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外国疫苗接种证

明。 

如果你在海外接种了疫苗，想要获取 ICVC，你可以将你的海外免疫记录添加到澳大利亚免

疫登记处（AIR）。完成这个步骤后，你就能申请 ICVC。 

请注意，有疫苗接种证明并不自动说明你是就澳大利亚国际旅行而言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旅

客。例如，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可能显示你只接种了两剂疫苗中的一剂。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必

须证明你符合澳大利亚关于就国际旅行而言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 

你应负责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状态，并确认你的疫苗接种证明能否支持你往返澳大利亚的资

格。 

如果你的疫苗接种证明上的姓名与你护照上的不符 

如果你是澳大利亚护照持有者，而且你更改了姓名，你可以联系澳大利亚护照办公室

（Australian Passport Office）了解如何获得新的护照。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接种了疫苗，但因为疫苗接种证明上的姓名信息与护照不符而无法获得

ICVC，你需要联系澳大利亚免疫登记处（AIR）。 

如果你携带外国疫苗接种证明旅行，而该证明上的姓名与你的护照不符，你还应确保携带其

它姓名证据，比如结婚证或驾驶证。 

对儿童的规定 

以下类别的儿童可以采用与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同样的旅行规定： 

 12岁以下；或 

 12到 17岁，随至少一名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旅行 

护照也会用作儿童的年龄证明。 

家庭团体旅行时，如有尚未接种疫苗或已部分接种疫苗的儿童，你还应核实你们打算中转和

前往的所有州和领地的所有强制隔离或自我隔离要求。详情请参见州和领地入境要求。 

如果你因为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 

如果你因为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你必须提供可以接受的医疗禁忌症证明。 

https://www.passports.gov.au/guidance-foreign-vaccination-certificates
https://www.passports.gov.au/guidance-foreign-vaccination-certificates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medicare/australian-immunisation-register/what-register/overseas-immunisations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ervices/medicare/australian-immunisation-register/what-register/overseas-immunisations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content-index-1
https://www.passports.gov.au/
https://www.passports.gov.au/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australian-immunisation-register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unvaccinated-travellers/temp-visa-holders/entering-and-transiting-australia/state-territory-arrival-requirements


 

 
 

 

 
 

Page 4 of 5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vaccination-testing - Updated as at 07032022 - 
Simplified Chinese 

如果你提供了可以接受的证明，就能采用与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同样的旅行规定。你需要在旅

行前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你的证明。 

你还应核实你打算中转和前往的所有州和领地的各项要求，尤其是隔离要求。请查看：州和

领地抵达要求。 

因为医疗禁忌症而无法接种疫苗的证据不同于旅行豁免。 

离澳时证明你因为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证据 

如果你是离澳的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你需要出示证据显示你有已向澳大利亚免疫登记

处（AIR）报告的对澳大利亚现有所有 COVID-19疫苗的医疗禁忌症。你应该提供你的澳大利

亚 COVID-19数码证明或免疫接种记录（immunisation history statement）作为证据。 

如果 AIR记录了临时医疗禁忌症，则 COVID-19数码证明上应显示有效日期。在此日期之

后，你需要： 

 向你的医生询问你现在能否接种 COVID-19疫苗；或 

 请你的医生在 AIR上更新你的状态（如果你的医疗禁忌症仍然有效）。 

只有 Services Australia规定的符合条件的专业医疗人员才能向 AIR报告医疗禁忌症。如

果你无法证明你的医疗禁忌症已经报告给 AIR，你就需要申请豁免才能离澳。 

如果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你的医疗禁忌症已经列在 AIR，你就需要申请豁免才能离澳。 

抵澳时证明你因为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证据 

如要采用与已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同样的旅行规定，你必须提供可以接受的证据证明你因为

医疗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 

如果你是赴澳旅客，有记录在澳大利亚免疫登记处（AIR）的医疗禁忌症，你可以向航空公

司工作人员出示澳大利亚 COVID-19数码证明。你也可以出示你的免疫接种记录。 

如果你的医疗禁忌症没有记录在 AIR，你就需要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医疗证明，说明你

因为医疗禁忌症而无法接种 COVID-19疫苗。医疗证明必须是英文的，并包括以下信息： 

 你的姓名（必须与你的旅行身份证件相符）； 

 医疗咨询的日期和医生的资料； 

 明确阐述你患有无法接种 COVID-19疫苗的病症的详细信息（该病症忌接种疫苗）。 

请注意，这个类别不包括已接种未经 TGA批准或认可的疫苗的旅客。 

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告知，曾经感染过 COVID-19不属于对 COVID-19 疫苗的
医疗禁忌症。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state-territory-entry-requirements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state-territory-entry-requirements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ubjects/getting-help-during-coronavirus-covid-19/covid-19-vaccinations/what-types-proof-there-are/covid-19-digital-certificate-proof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ubjects/getting-help-during-coronavirus-covid-19/covid-19-vaccinations/what-types-proof-there-are/covid-19-digital-certificate-proof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mmunisation-medical-exemptions?context=22436#a3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unvaccinated-travellers/australian-citizens-and-pr/leaving-australia/exemption-process
https://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ndividuals/subjects/getting-help-during-coronavirus-covid-19/covid-19-vaccinations/what-types-proof-there-are/covid-19-digital-certificate-proof
https://www.health.gov.au/health-alerts/covid-19/international-travel/proof-of-vaccination#evidence-of-medical-contraindication-to-covid19-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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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医生可以在卫生部网站上找到忌接种疫苗的病症的信息。该网站上还有不属于忌接种

COVID-19疫苗也不能获取赴澳旅行疫苗接种医疗豁免的病症的信息。请查看：COVID-19疫

苗医疗禁忌症的证据。 

你应负责确保你的证据能满足这些要求。航空公司会在办理登机时要求查看你的证明。 

你应核实你打算中转和前往的所有州和领地的各项要求，尤其是隔离和抵达后检测的要求。 

如果你打算在抵澳后继续前往或经过另一个州或领地，你需要查看国内旅行限制。各州和领

地可以自行实施旅行限制。 

你应负责遵守适用于你的旅行限制和要求。  

如果你无法提供可以接受的医疗证明，你可能需要申请旅行豁免才能赴澳。 

COVID-19 检测 

入境澳大利亚或在澳大利亚中转的旅客必须有 COVID-19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 

你必须在办理登机时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示： 

 在你的航班计划启程日期前 3天内接受 COVID-19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或其它

核酸扩增检测（NAAT），结果为阴性的证明；或 

 在你的航班计划启程时间前 24小时内在医疗人员监督下接受快速抗原检测（RAT），

结果为阴性的医疗证明。 

如果航班延误，你仍然会被视为已满足启程前检测要求。你无需接受新的检测。 

但是，如果你的航班被改期或取消，你就需要提供在改期后的航班启程日期前 3天内接受

COVID-19 PCR检测或前 24 小时内接受 RAT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据。 

你可以在卫生部网站上找到关于需要提供的证据的信息。这包括： 

 COVID-19检测要求，包括 

o 可以接受的检测 

o 具体证据要求 

o 延长检测时间的国家名单 

o 免于启程前检测的国家名单 

 患了 COVID-19并康复后，检测结果为阳性时该怎么办 

你应负责核实你打算中转和前往的所有国家的检测要求和疫苗接种证明要求。 

大多数州和领地也要求你在抵达后不久接受一次 COVID-19检测。详情请参见州和领地抵达

要求。 

https://www.health.gov.au/health-alerts/covid-19/international-travel/proof-of-vaccination#evidence-of-medical-contraindication-to-covid19-vaccine
https://www.health.gov.au/health-alerts/covid-19/international-travel/proof-of-vaccination#evidence-of-medical-contraindication-to-covid19-vaccine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state-territory-entry-requirements
https://www.health.gov.au/news/health-alerts/novel-coronavirus-2019-ncov-health-alert/coronavirus-covid-19-restrictions/coronavirus-covid-19-domestic-travel-restrictions-and-remote-area-access#state-and-territory-travel-restrictions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unvaccinated-travellers/temp-visa-holders/entering-and-transiting-australia/exemption-process
https://www.health.gov.au/health-alerts/covid-19/international-travel/inbound#predeparture-testing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state-territory-entry-requirements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covid19/state-territory-entry-requir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