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爾蘭入境指南 
愛爾蘭政府宣布，國際學生從，9 月 20 日星期一可以開始前往愛爾蘭學習。 ELI 學校開放實體面對面課程，準備好

隨時歡迎您的光臨。愛爾蘭政府最新資訊請參考此檔案 latest advice from the Irish Government on traveling to 

Ireland. Please check for updates on this page.  
 

登機前 
 

在你登機前你必須線上填寫入境文件 Covid-19 Passenger Locator Form . 你也必須持有: 
 

a) 國際認可之 COVID-19 疫苗施打證明； 或 
 

b) 過去半年之 COVID-19 康復證明; 或 
 

c) 抵達時的 72 小時內陰性 RT-PCR 報告 
 

當你抵達愛爾蘭機場，你會需要以下 1, 2 和 3 的證明文件: 
 

1 . 疫苗施打證明 疫苗認證:  
 

•   歐盟 COVID-19 數位證明, 或 只有接種以下疫苗才會被愛爾蘭和歐盟政府認可；另外  
• 非歐盟國則需紙本或數位證明文件，文件內容須包含    接種完疫苗後也須等疫苗生效後入境才無須隔離: 
 

以下幾點: - 施打完兩劑 Pfizer-BioNTech 7 天後 

- 英文版的官方證明文件 - 施打完兩劑 Moderna 14 天後 

- 確認本人已接種疫苗證明 - 施打完一劑 Janssen vaccine 14 天後 

- 疫苗接種日期 - 施打完兩劑 AstraZeneca 15 天後  
- 提供疫苗的機構或是組織  

 

2 . COVID-19 康復證明文件  
 

• 書面或任何電子形式的康復證明，內容須包括： 
-     英文版的官方證明文件  
- 持有人姓名和出生日期  
- 持有人已康復的疾病種類 

 

-     持有人的第一個陽性 NAAT 測試結果的日期 

-     進行測試的國家      
- 證書頒發者和證書有效日期  

 

3 . 抵達時 72 時内的 RT-PCR 陰性報告 
 

請注意，愛爾蘭政府僅接受 RT-PCR 測試結果，不接受
非 RT-PCR 檢測（例如抗原）。如果您沒有官方認可文
件，您將必須預訂酒店強制檢疫。強制性飯店隔離費用
為 1,875 歐元。  

 

你從哪裡來?  

 

如果你是從歐洲來(且過去 14 天沒有離開歐洲)  
 
你必須持有: 
 
- 歐盟 COVID-19 數位證明 QR-Code; 或 
 
- 接種國際批准疫苗之證明; 或 
 
- 過去半年之 COVID-19 康復證明; or   
d) 未施打疫苗但持有抵達時 72 小時內之 RT-PCR 陰性報告。 
 
- 持有以上證明，您則不需要居家隔離或是強制性飯店隔離且可以直接開學。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77952-government-advice-on-international-travel/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77952-government-advice-on-international-travel/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77952-government-advice-on-international-travel/
https://travel.eplf.gov.ie/en


你從哪裡來?  

 

來自非歐盟國家或過去 14 天內去過非歐盟以外的國家 (但並非 designated State 高風險國家 )  
 
如果您有:   
- 國際認可疫苗的有效接種證明; 或 
- 過去 180 天內 COVID-19 的有效康復證明文件。    

► 如果您不需要居家自我隔離或是飯店強制檢疫隔離，則可以直接到校開課。   
如果您沒有疫苗接種證明或是康復證明， 你會需要:   
- 抵達時的 72 小時內之陰性 RT-PCR 報告。  
- 居家自我隔離 14 天。如果您第 5 天的第二次報告呈陰性，則可以選擇提前結束隔離。  

 

抵達前 14 天內去過高風險國家 designated State(高風險國家名單)  
 
如果您有:   
- 國際認可疫苗的有效接種證明; 或   
- 過去 180 天內 COVID-19 的有效康復證明文件; 

 
且將會需要: 

 
- 抵達時的 72 小時內之陰性 RT-PCR 報告。  
- 居家自我隔離 14 天。如果您第 5 天的第二次報告呈陰性，則可以選擇提前結束隔離。  

 
如果您沒有疫苗接種證明或是康復證明， 你會需要:   

- 抵達時的 72 小時內之陰性 RT-PCR 報告。 
 

- 自費的飯店強制檢疫隔離 Mandatory Hotel Quarantine ，目前費用為 1,875 歐元。  
 

抵達愛爾蘭第 5 天的 PCR 檢測  
 

愛爾蘭法律規定，您需要在抵達時提供 72 小時內的 RT-PCR 陰性報告，也將必須隔離 14 天，並且在抵達後 5 到 7 天

內進行第二次 PCR 測試。 如果您的第二次報告呈陰性，則可以提前結束隔離。 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免費在線上預

約第二次的 PCR 檢測。 建議在抵達前 2 天或是最晚在抵達後的第 4 天預約檢測。 
 
Click here to book an arrival RT-PCR test online. There is no charge.  
 

入境居家自我隔離 
 

如果你被要求居家自我隔離，您則需要預定單人房離 14 天，費用以下: 
 

  寄宿家庭單人房  學生宿舍單人房 
     
 

 

   

都柏林: €210  €290 
     

德羅赫達:  €190  N/A 
      

14 天隔離收據會加在你的付款證明中，以便您入進時需要。 

 

入境居家自我隔離第 5 天收到 RT-PCR 陰性報告  
 

無論您第 5 天的 PCR 測試結果如何，入境自我隔離的住宿預訂都將至少為 14 晚/兩週，且不予退款。但您可以離開住

處，到處走走探索城市，並且可以於下個週一立即開始到學校上課。 
 

入境居家自我隔離第 5 天收到 RT-PCR 陽性報告  
 

如果您在入境自我隔離的第 5 天收到陽性檢測結果，將必需在原住處再隔離 14 晚。 如上所述，將為此收費。 如果狀

況感覺良好，可以留在您的住處療養。 如果感到非常不適，請撥打 999 或 112 尋求緊急醫療護理並通知 ELI 學校。 

此住院費用由歐盟醫療卡或 ELI 醫療保險（非歐盟學生）支付。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b4020-travelling-to-ireland-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b4020-travelling-to-ireland-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a6975-mandatory-hotel-quarantine/
https://covid19traveltest.healthservice.ie/hse-self-referral/?flow=travel


如何在愛爾蘭做 RT-PCR 檢測, 一般 Covid 檢測, 或是預約施打疫苗 
 
以下資訊為: 您完成自我隔離並開始上學後，如果您感到不適，或是想預約施打疫苗或出國自費的 RT-PCR 檢測報告。 
 

預約出國 RT-PCR 檢測  
 

如果您想預約出國用 RT-PCR 報告 booking.randox.ie 在愛爾蘭有兩間自費檢測中心。 費用為 69 歐 ，報告將會

在 36 小時內通知您。 
 

• 都柏林機場: 自費檢測中心在第 2 航廈附近 
 
• 都柏林市區: Clayton Hotel Cardiff Lane,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Docklands, D02 YT21. Google Map. 
 

在愛爾蘭期間如何預約 Covid 檢測(注意: 非出國用 RT-PCR 報告)  
 

如果您在愛爾蘭期間疑似有 Covid 相關症狀，可以線上預約檢測無須費用 can book a test online. (預約網址)另外

我們要求您瀏覽 ELI Schools Safety 以便您更了解 Covid 和給您的一些安全措施建議。  
 

在愛爾蘭預約施打疫苗 
 

任何年滿 18 歲的成人可免費預約施打疫苗 https://vaccine.hse.ie/ . 線上預約時您會需要: 
 

• 愛爾蘭手機號碼  
• 信箱帳號 
 
• An Eircode (郵政區號)  
• A PPS number (愛爾蘭稅號)  
 

來愛爾蘭前的準備內容 
 

1. 仔細閱讀本入境指南，確保您了解前往愛爾蘭的所有條件和要求。 
 

2. 如果您必須居家自我隔離，請聯繫您的代辦確保為您提前預訂住宿。 
 

3. 仔細閱讀、理解並承諾遵守 ELI 學校的安全相關措施。  
4. 事先在線上完成此表格 New Student Registration & Covid-19 Self-Declaration Form 

 
5. 登機前您需要事先在線上完成此項表格 Covid-19 Passenger Locator Form 

 
6. 隨身攜帶歐盟 Covid 電子證書或其他形式的疫苗證明、康復證明或 RT-PCR 測試報告。 

 
7. 您的航班確認後，ELI 將向您發送錄取通知書、醫療保險和住宿通知書。 

 
8. 如果您是需要入境自我隔離，請在抵達愛爾蘭前兩天預訂抵達後第 5 天的 RT-PCR 檢測(免費)。您的英語課程

將在您自我隔離完後並持有因性報告後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 
 

9. 請確保你有事先在線上作英文水平測驗 English Language Online Placement Test . 請攜帶您的筆記型電腦

或是平板以便您下載使用我們的電子書。 

 

歡迎下載更多關於 ELI 的資訊  

ELI Dublin Welcome Guide ELI Drogheda Welcome Guide  

https://booking.randox.ie/
https://g.page/claytonhotelcardifflane?share
https://covid19test.healthservice.ie/hse-self-referral/
https://vaccine.hse.ie/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NZNT6W5
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ab900-covid-19-passenger-locator-form/
http://www.elischools.com/level-test/
https://mcusercontent.com/2266138160a21bd4e0db31f64/files/ca2d73d7-fe42-bdbc-aab8-6aed7421d740/Welcome_Guide_Dublin.01.pdf
https://mcusercontent.com/2266138160a21bd4e0db31f64/files/680998fd-068f-0f1c-5829-9b8862666d8a/Welcome_Guide_Drogheda.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