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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總則  

（目的）  

第一條  本法律的目的在於防止國內不常見的傳染病病原體，藉由船舶或飛機入侵國內，同

時對船舶或飛機，採取預防其他傳染病所需的必要措施。  

（檢疫傳染病）  

第二條  本法律中所指「檢疫傳染病」，係指以下所載之傳染病。  

一  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療相關法律（民國八十七年法律第一百十四號）規定的第

一類傳染病  

二  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療相關法律 規定的新型流行性感冒等傳染病  

三  除前二款所載之外，為防止國內不常見的傳染病病原體入侵，有無病原體之相關檢

查，必要時得以政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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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似症狀及無症狀的病原體帶原者適用本法律）  

第二條之二  對於出現前條第一款所載有傳染病疑似症狀者，視為同款所載傳染病患者，適

用本法律。  

２  對於出現前條第二款所載傳染病疑似症狀者，因該傳染病病原體有傳染之虞，視為同款

所載傳染病患者，適用本法律。  

３  前條第一款所載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即便未出現該傳染病症狀，亦視為同項所載傳染

病患者，適用本法律。  

（檢疫港等）  

第三條  法律中所指「檢疫港」或「檢疫機場」，分別指政令訂定的港埠或機場。  

   第二章 檢疫  

（入港等之禁止）  

第四條  以下所載船舶或飛機（以下分別稱「外國抵日船舶」或「外國抵日飛機」。）的船

機長（含代理船機長履行其職務者。以下同。），必須在收到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

（含第十七條第二項的通知。第九條除外，以下同。）後，才能讓該船舶進入日本國內（指

本州、北海道、四國及九州，和厚生勞動省令訂定附屬於該些地區的島嶼區域內。以下同。）

港埠，或讓該飛機在檢疫機場以外的國內地點（含港埠水面。）著陸或著水。但外國抵日

船舶的船長，為接受檢疫而讓該船進入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載檢疫區域，或進入依同條第

三項規定的指定地點時，或為讓取得次條但書第一款認可者上岸，及經同款規定認可的貨

物、或為讓第十三條之二指示的相關貨物卸貨，而讓其船舶進入港埠（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所載檢疫區域或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指定的地點除外。）時，或外國抵日飛機的機長，獲得

檢疫所所長（含檢疫所分所或辦事處負責人。以下同。）的許可，得將其飛機著陸或著水

的情況則不在此限。  

一  由國外啟航或停靠過外國的抵日船舶及飛機  

二  在航行中，曾自國外啟航或停靠過外國的其他船舶及飛機（取得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

疫合格證的船舶及飛機除外），轉載乘客或貨物的船舶及飛機 

（交通等之限制）  



第五條  對於外國抵日船舶或外國抵日飛機（以下簡稱「船機」），其船機長在尚未取得檢疫

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前，不能讓任何人離船上岸或卸貨，或讓人員離開該飛機或檢疫

所所長在各檢疫機場指定的地點及運出貨物。但有符合以下任一款情形時，不在此限。 

一  經檢疫所所長確認的確未受到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人員由該船舶上岸及卸貨時、

或人員離開該飛機或檢疫所所長在各檢疫機場指定的地點及運出貨物時。 

二  依第十三條之二所載指示卸貨及運出貨物時。  

三  在緊急不得已的情況下，取得檢疫所所長許可時。  

（檢疫前之通報）  

第六條  準備接受檢疫的船機長，在其船機接近檢疫港埠或檢疫機場時，必須以適當方式，

向設在該檢疫港埠或檢疫機場的檢疫所（檢疫所分所或辦事處，以下同。）所長，通報有

無檢疫傳染病患者或死者以及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 

第七條  刪除  

（檢疫區域）  

第八條  船長除接到第條十七第二項所載通知外，在接受檢疫時，必須將其船舶駛入檢疫區

域。 

２  外國抵日飛機機長，在該飛機首次於檢疫機場著陸或著水時，必須立即將其飛機駛入檢

疫區域。  

３  前兩項所載情況，若因天候及其他因素，經檢疫所所長指示該船機應進入檢疫區域以外

的地點時，該船機長必須按指示辦理。  

４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載檢疫區域，由厚生勞動大臣與國土交通大臣協議，在各檢疫港埠及

檢疫機場須至少訂定一個以上的檢疫區域後公告。  

（檢疫號標）  

第九條  船長為接受檢疫而將其船舶駛入檢疫區域，或進入依前條第三項規定指定的地點時

起，至收到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時止，根據厚生勞動省令規定，其船舶必須懸掛

檢疫號標。船舶在港內停泊時，其臨時檢疫合格證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失效、或收到依

同條第二項所載臨時檢疫合格證失效的通知後，由其失效或失效通知時起，應將其船舶駛

出港外，且在未收到進一步的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前，亦同。  



（開始檢疫）  

第十條  船機進入檢疫區域或依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指定的地點時，除天候惡劣或其他不可抗

拒因素之外，檢疫所所長必須立即開始檢疫工作。但對於日落後駛入的船舶，可待日出後

再開始檢疫。  

（文件之提交及出示）專業領域日翻中

第十一條  接受檢疫時，船機長必須向檢疫所所長提交載有船機名稱、登錄編號、啟航地、

停靠地及厚生勞動省令規定事項的申明書。但臨時檢疫證失效後接受檢疫時，以檢疫所所

長提出要求為限。 

２  檢疫所所長可要求船機長，提交下述第一款至第三款所載文件，並出示第四款及第五款

所載文件。  

一  機組員名冊  

二  乘客名冊  

三  裝貨清單  

四  航海日誌或飛行日誌  

五  其他檢疫所需必要文件  

（詢問）  

第十二條  檢疫所所長得向搭乘該船機抵日人員及駕駛員，及其他船機抵日後進入搭乘的人

員，進行必要詢問，或得由檢疫官為之。 

（診察及檢查）  

第十三條  檢疫所所長針對檢疫傳染病，得對前條規定所載人員進行診察，及就檢查船機內

有無病原體進行檢查，或得由檢疫官為之。 

２  檢疫所所長對於前項檢查，如認為有必要時，得進行屍體解剖，或得由檢疫官為之。在

此情況下，若必須解剖查明死因，而因死者家屬所在不明或遠居外地等因素，為達成解剖

目的，確實無法等候取得家屬同意時，可以不經其家屬同意即進行解剖。 

（卸貨等之指示）  

第十三條之二  檢疫所所長就船機所裝載貨物，認為難以在該船機上進行前條第一項所載檢

查時，為進行該項檢查，得要求該船機長將貨物卸到檢疫所所長指定地點，或指示其將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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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搬出。  

（對受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船機採取的措施）  

第十四條  對於從傳染病流行地區啟航或停靠過該些地區的抵日船機，在航行中出現檢疫傳

染病患者或死者的船機，發現檢疫傳染病患者或屍體、或帶有鼠疫菌或有鼠疫菌帶原老鼠

的船機，受到其他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船機，檢疫所所長在基於合理必

要的限度內，得採取下述所有或部分措施。 

一  隔離第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載傳染病患者，或由檢疫官將其隔離。  

二  留驗有感染第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載傳染病病原體之虞的人員，或由檢疫官對其進

行留驗（以在外國發生該各款所載傳染病，其病原體入侵國內，對國民生命及健康有重

大影響之虞的情況為限。）。  

三  對受到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物品及地點進行消毒，或交由檢疫官

進行消毒，或令其對該些物品難以消毒者予以廢棄處理。 

四  依墓地、埋葬等相關法律 （民國三十七年法律第四十八號）規定，對受檢疫傳染病

病原體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屍體（含死胎）進行火葬處理。 

五  禁止或限制使用受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物品及地點，且禁止移動此

類物品。  

六  由檢疫官及其他被認為合適的人員，進行滅鼠及驅蟲。  

七  對被認為有必要的人員進行預防接種，或由檢疫官為之。  

２  檢疫所所長，在必須採取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或第六款所載措施時，若認為該檢疫所因

設備不足無法因應時，得向該船機長說明原因，下達應轉至其他檢疫港埠或檢疫機場的指

示。  

（隔離）  

第十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指隔離，係指將以下各款所載各類傳染病的住院措施，

分別委託給該各款所載醫療機構。但在緊急情況下或出現其他不可抗拒因素時，得委託給

該各款所載醫療機構以外的檢疫所所長認為合適的醫院或診所。  

一  第二條第一款所載傳染病 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指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

療相關法律 規定的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以下同。）或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



（指依同法規定的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以下同。）  

二  第二條第二款所載傳染病 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或

第二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指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療相關法律規定的第二種傳

染病指定醫療機構。以下同。）  

２  檢疫所所長於採取前項措施的情況，在確認第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載傳染病患者，已

非為該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後，應立即解除對該被隔離者的隔離措施。  

３  接受第一項規定委託的醫院或診所之管理者，對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被隔離的第二

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載傳染病患者，在確認其已非為該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後，必須將相

關情況通知檢疫所所長。  

４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被隔離者或其保護人（指行使親權者或監護人。以下同。），得

要求檢疫所所長解除對該被隔離者採取的隔離措施。  

５  檢疫所所長，遇有依前項規定的要求提出時，對該被隔離的第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所載

傳染病患者，必須確認其是否為該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  

（留驗）  

第十六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的留驗，對有感染第二條第一款所載傳染病病原體之

虞者，訂定一定期間，委託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或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進行

住院治療。但在緊急情況下或出現其他不可抗拒因素時，得委託給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

構或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以外的檢疫所所長認為合適的醫院或診所，進行住院治

療，或取得船長同意，在船上收容。  

２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的留驗，對有感染第二條第二款所載傳染病病原體之虞者，

訂定一定期間，委託特定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第一種傳染病指定醫療機構或第二種傳染

病指定醫療機構，或該些機構以外的檢疫所所長認為合適的醫院或診所，進行住院治療，

或取得住宿設施管理人同意，在住宿設施內收容，或取得船長同意，在船上收容。  

３  前二項所指期間，第二條第一款所載傳染病中的鼠疫為不得逾一百四十四小時，除鼠疫

之外，同款或同條第二款所載傳染病均為不得逾五百○四小時，衡量各傳染病之潛伏期間，

不得逾政令訂定的期間。  

４  檢疫所所長在採取第一項或第二項措施時，對於該被留驗者，在確認被留驗者已非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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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驗成立的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後，必須立即解除對該被留驗者採取的留驗措施。  

５  接受第一項或第二項委託的醫院或診所管理人，對於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被留

驗者，在確認被留驗者已非使該留驗成立的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後，必須將相關情況通知

檢疫所所長。  

６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被留驗者或其保護人，得要求檢疫所所長解除對該被留驗

者採取的留驗措施。  

７  檢疫所所長，遇有依前項規定的要求提出時，對該被留驗者，必須確認其是否仍為使該

留驗成立的傳染病病原體帶原者。 

（請求審查特例）  

第十六條之二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的被隔離者，在該隔離期間逾三十日或其保護

人，得就該隔離向厚生勞動大臣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提出審查請求（含再次審查請求。次項

及第三項同。）。  

２  厚生勞動大臣接到前項審查請求後，自該審查請求日起五日內，必須對該審查請求做出

裁決。  

３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的被隔離者，在該隔離期間未逾三十日或其保護人，根據

行政不服審查法 （民國五十一年法律第一百六十號）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審查請求時，厚

生勞動大臣，對該審查請求有關的被隔離者，在由同款規定的隔離日起三十五日內，必須

對該審查請求做出裁決。  

４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的被隔離者，在該隔離期間未逾三十日或其保護人，根據

行政不服審查法向檢疫所所長提出審查請求，且該隔離期間逾三十日時，檢疫所所長須立

即將案件移送給厚生勞動大臣，並將相關情況通知審查請求人。  

５  依前項規定移送案件時，即視同直接向厚生勞動大臣提出審查請求，適用第三項規定。  

６  厚生勞動大臣欲進行第二項裁決或第三項裁決（以隔離期間逾三十日者為限。）時，必

須先於審議會等（指依國家行政組織法 （民國三十七年法律第一百二十號）第八條規定的

機構。）聽取政令訂定機構的意見。  

（檢疫合格證之交付）  

第十七條  檢疫所所長在確認該船機無造成檢疫傳染病病原體入侵國內之虞時，必須發給該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e%b5%96%40%88%ea%98%5a%81%5a&REF_NAME=%8d%73%90%ad%95%73%95%9e%90%52%8d%b8%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8e%4f%8e%b5%96%40%88%ea%98%5a%81%5a&REF_NAME=%8d%73%90%ad%95%73%95%9e%90%52%8d%b8%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4f%96%40%88%ea%93%f1%81%5a&REF_NAME=%8d%91%89%c6%8d%73%90%ad%91%67%90%44%96%40&ANCHOR_F=&ANCHOR_T=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4f%96%40%88%ea%93%f1%81%5a&REF_NAME=%91%e6%94%aa%8f%f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船機長檢疫合格證。  

２  在船長做出依第六條規定的通報，再依厚生勞動省令規定，完成厚生勞動省令規定事項

之通報後，檢疫所所長根據該些通報，在確認經由該船舶無造成檢疫傳染病病原體入侵之

虞時，必須事先將發給檢疫合格證之相關內容通知該船長。  

（臨時檢疫合格證之發給）  

第十八條  檢疫所所長在不能發給檢疫合格證時，如認為檢疫傳染病病原體幾乎無經由該船

機入侵國內之虞時，亦得發給該船機長一定期限的臨時檢疫合格證。  

２  於前項的情況下，檢疫所所長對於未遭留驗的有感染檢疫傳染病（第二條第二款所載傳

染病除外。）病原體之虞者，得要求其出示 進出國管理及難民認定法 （民國四十年政令

第三百十九號）第二條第五款 規定的護照，要求其報告在國內的居住地、連絡人和姓名及

旅行行程等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要求其於依同項規定的期間內，報告體溫等其他

健康相關狀況，或進行詢問，上述行為得由檢疫官為之。  

３  檢疫所所長就依前項規定的報告或詢問結果，確認其健康狀態出現異常者，應要求其至

衛生所等其他醫療機構接受診斷，及採取其他必要的檢疫傳染病預防措施，同時必須將該

要求事項及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通知其居住所在地轄區的都道府縣知事（在設立

衛生所的市或特別區為市長或區長。第五項及第二十六條之三同。）。  

４  於第一項的情況下，檢疫所所長對於未遭留驗的有感染第二條第二款所載傳染病病原體

之虞者，得依第二項規定要求其出示護照，或要求報告其在國內的居住地、連絡人和姓名

及行程等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規定事項，或由檢疫官為之。  

５  檢疫所所長必須將依前項規定取得的報告事項，通知同項規定者居住所在地轄區的都道

府縣知事。  

（臨時檢疫合格證之失效）  

第十九條  收到臨時檢疫合格證的船機，於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內，若發現檢疫傳染病患

者或死者時，該臨時檢疫合格證即失效。在這種情況下，該船機長必須立即將相關情況向

距離最近的檢疫所所長通報。  

２  發給臨時檢疫合格證的檢疫所所長，認為有必要對該船機進一步採取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所載措施時，於前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得讓該臨時檢疫合格證失效。在這種情況下，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98%5a%90%ad%8e%4f%88%ea%8b%e3&REF_NAME=%8f%6f%93%fc%8d%91%8a%c7%97%9d%8b%79%82%d1%93%ef%96%af%94%46%92%e8%96%40&ANCHOR_F=&ANCHOR_T=


該檢疫所所長必須立即將相關情況通知該船機長。  

３  依前二項規定的臨時檢疫合格證失效時，該船舶仍停泊於港埠內，或該飛機仍停留在國

內地點（含港埠水面。）時，接獲第一項所載通報的檢疫所所長或發給該臨時檢疫合格證

的檢疫所所長，得命令該船機長將該船機駛入檢疫區域或其指定地點，或令該船舶駛出港

外，或令該飛機離開著陸地點或水面。  

（證明書之發給）  

第二十條  檢疫所所長在採取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一所載措施，或提出同條第二項之要求

時，該船機長及其他相關人員若提出請求時，必須發給相關內容的證明書。  

（在檢疫港以外的港埠檢疫）  

第二十一條  符合下述所載全部要求的船長，得不拘第四條規定限制，將該船舶駛入檢疫港

以外的港埠接受檢疫。但以事先取得距離該港埠最近的檢疫所所長之許可為限。  

一  並非由檢疫傳染病流行地區，或有流行之虞的地區等厚生勞動省令指定的外國地區啟

航，或停靠過其他地區後再抵日的情況。  

二  於航行中，沒有自前款規定所載的由外國地區啟航，或停靠過其他地區的船舶或飛機

（收到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的船舶或飛機除外。）轉載人員或貨物。  

三  航行中未出現檢疫傳染病患者。  

四  隨船人員中有醫師或依外國法令具備相當資格者之船醫。  

五  持有可茲證明已徹底滅鼠或不需採取滅鼠措施相關內容的證明書（以檢疫所所長或外

國對等機構在六個月內發行者為限。）。  

２  船長欲取得前項但書的許可時，必須依厚生勞動省令規定，通報同項各款所載事項及其

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並提出申請。  

３  檢疫所所長在接到第一項但書的許可申請時，必須迅速決定是否發給許可，並通知該船

長。  

４  第一項所載船長，在將該船舶駛入檢疫港以外的港埠時，必須立即將該船舶駛入該港埠

區域內的檢疫所所長指定地點。  

５  第一項所載船舶依前款規定進入指定地點時，準用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６  檢疫所所長在認為第一項所載船舶，受到檢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有污染之虞時，或



認為有必要讓該船舶返回檢疫港埠，再進一步接受第十三條規定的診斷或檢查時，得對該

船長說明原因，中止於該港埠的檢疫工作。  

７  依前項規定，中止在檢疫港以外的港埠之檢疫工作時，該船長必須立即將其船舶駛出港

外。  

８  檢疫所所長依第六項規定中止檢疫的情況，準用第二十條之規定。  

（符合第四條第二款規定的船機相關特例）  

第二十二條  符合第四條第二款的船舶或飛機（同時亦符合同條第一款的船舶或飛機除外。）

之船機長，基於該船機性能無法長距離航行，或因其他原因，抵達檢疫港埠或檢疫機場有

困難時，得不受第四條規定限制，為接受檢疫，可將其船舶駛入檢疫港以外的港埠，或將

其飛機於檢疫機場以外的國內地點（含港埠水面。）著陸或著水。  

２  前項所載船機長，將其船舶駛入檢疫港以外的港埠，或將其飛機於檢疫機場以外國內地

點（含港埠水面）著陸或著水時，必須立即向距離最近的衛生所所長，通報有無檢疫傳染

病患者、及是否符合第四條第二款的抵達時間和地點，及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但

該船機長若已事先將該些事項，向距離最近的檢疫所所長通報，則不在此限。  

３  收到前項所載通報的衛生所所長，得對該船機進行檢查、消毒及採取其他檢疫傳染病預

防的必要措施。  

４  對第一項所載船舶或飛機，衛生所所長亦可發給第五條但書第三款規定之許可。  

５  第一項所載船船舶或飛機，經衛生所所長確認該船機無使檢疫傳染病病原體入侵國內之

虞的情況，不適用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  

６  第一項所載船長進行第二項但書所載通報後，將其船舶駛入檢疫港以外港埠的情況，或

同條第一項所載機長進行第二項但書所載通報後，將其飛機於檢疫機場以外的國內地點（含

港埠水面。）著陸或著水的情況，準用第九條及第十條之規定。  

（緊急避難）  

第二十三條  未取得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的船機長，為緊急避難，不得已將其船機

駛入國內港埠或於檢疫機場以外的國內地點（含港埠水面。）著陸或著水的情形，在緊急

避難原因消失後，必須立即將其船舶駛入檢疫區域或檢疫所所長指定地點、或駛出港外，

或將其飛機開離著陸地點或水面。  



２  於前項的情況下，因不可抗拒因素，船機長不能將其船舶駛入檢疫區域等或駛出港外，

或將其飛機開離著陸地點或水面時，必須向距離最近的檢疫所所長、若無檢疫所則向衛生

所所長，通報有無檢疫傳染病患者、啟航地、停靠地及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  

３  接獲前項通報的檢疫所所長或衛生所所長，得對該船機進行檢查、消毒及採取其他檢疫

傳染病預防的必要措施。  

４  對第二項所載船機，衛生所所長亦可發給第五條但書第三款規定之許可 

５  第二項所載船機，經檢疫所所長或衛生所所長確認該船機無使檢疫傳染病病原體入侵國

內之虞的情況，若該船機僅停靠於規定地點，即不適用第五條之規定。 

６  在國內港埠以外海岸上的不能航行船機，準用前四項規定。  

７  未取得檢疫合格證或臨時檢疫合格證的船機長，為緊急避難，不得已讓人員由其船舶上

岸及卸貨，或讓人員離開飛機及運出貨物時，必須立即向距離最近的衛生所所長或市町村

長，就有無檢疫傳染病患者及其他厚生勞動省令訂定事項提出報告。  

（要求合作）  

第二十三條之二  檢疫所所長為使該檢疫所的檢疫事務順利進行，在認為有必要時，得對船

機上的所有人員及主管，或檢疫港埠及檢疫機場管理人員，就第十二條規定的詢問相關文

件之分發、檢疫手續相關資訊之提供及其他必要事項，要求其合作。  

   第三章 檢疫所所長執行的其他衛生業務  

（應急措施）  

第二十四條  檢疫所所長在檢疫過程中，若於該船機內發現針對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

療相關法律第六條第三項 至第五項 及第八項 規定的檢疫傳染病以外的患者或死者，或認

為該船機受到此類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有受到污染之虞的情形，於緊急必要時，必須採

取診察、消毒等必要的預防應急措施，或得由檢疫官為之。  

（滅絕鼠患）  

第二十五條  檢疫所所長在檢疫過程中，若認為該船舶的滅鼠工作不徹底，得命令該船長滅

鼠。但該船長若能出示已徹底滅鼠或沒有必要滅鼠相關說明的證明書（以檢疫所所長或外

國對等機構在六個月內發行者為限。），則不在此限。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8a%b4%90%f5%8f%c7%82%cc%97%5c%96%68%8b%79%82%d1%8a%b4%90%f5%8f%c7%82%cc%8a%b3%8e%d2%82%c9%91%ce%82%b7%82%e9%88%e3%97%c3%82%c9%8a%d6%82%b7%82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8a%b4%90%f5%8f%c7%82%cc%97%5c%96%68%8b%79%82%d1%8a%b4%90%f5%8f%c7%82%cc%8a%b3%8e%d2%82%c9%91%ce%82%b7%82%e9%88%e3%97%c3%82%c9%8a%d6%82%b7%82


（申請檢查等）  

第二十六條  船舶及飛機所有人或船機長，按實際費用繳納政令規定額度的手續費，就其船

舶及飛機進行有無檢疫傳染病病原體相關檢查、消毒、或滅鼠和驅蟲工作，及對其機組員

等進行的診察或預防接種等此類事項，要求發給相關內容的證明書時，在不妨礙檢疫所檢

疫事務進行的條件下，檢疫所所長得同意為之。  

２  擬出國者按實際費用繳納政令規定額度的手續費，就進行有無檢疫傳染病相關診察、有

無病原體相關檢查或預防接種等此類事項，要求發給相關內容的證明書時，在不妨礙檢疫

所檢疫事務進行的條件下，檢疫所所長得同意為之。 

３  擬出口貨物者，按實際費用繳納政令規定額度的手續費，就擬出輸出貨物進行有無檢疫

傳染病病原體相關檢查、消毒或驅蟲等此類事項，要求發給相關內容的證明書時，在不妨

礙檢疫所檢疫事務進行的條件下，檢疫所所長得同意為之。  

（檢疫傳染病以外的傳染病相關診察等）  

第二十六條之二  擬出國者或第十二條規定者，按實際費用繳納政令規定額度的手續費，就 

針對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療相關法律第六條第三項 至第六項 及第八項 規定的檢

疫傳染病以外的傳染病中，進行政令規定的傳染病相關診察、有無病原體相關檢查或預防

接種等此類事項，要求發給相關內容的證明書時，在不妨礙檢疫所檢疫事務進行的條件下，

檢疫所所長得同意為之。  

（與都道府縣知事等之合作）  

第二十六條之三  檢疫所所長根據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或前條

規定的診察結果，在接受該診察者已確定為針對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療相關法律第

六條第二項 至第五項、第七項或第八項規定的傳染病病原體之帶原者的情況下，除厚生勞

動省令規定的情況之外，必須將厚生勞動省令規定事項，知會該接受該診察者居住地（無

居住地或居住地不明時為現居地）轄區所在的都道府縣知事。  

（檢疫所所長進行的調查及衛生措施）  

第二十七條  為查明有無帶有檢疫傳染病及比照傳染病之政令規定病原體的蟲類媒介，及其

他有關此類傳染病的該港埠或機場衛生狀況，檢疫所所長得對各檢疫港埠及檢疫機場，以

政令規定區域為限，調查該區域內之船機的食品、飲水、垃圾、污水、老鼠及蟲類，或調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8a%b4%90%f5%8f%c7%82%cc%97%5c%96%68%8b%79%82%d1%8a%b4%90%f5%8f%c7%82%cc%8a%b3%8e%d2%82%c9%91%ce%82%b7%82%e9%88%e3%97%c3%82%c9%8a%d6%82%b7%82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91%e6%98%5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00000006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91%e6%94%a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00000008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8a%b4%90%f5%8f%c7%82%cc%97%5c%96%68%8b%79%82%d1%8a%b4%90%f5%8f%c7%82%cc%8a%b3%8e%d2%82%c9%91%ce%82%b7%82%e9%88%e3%97%c3%82%c9%8a%d6%82%b7%82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8a%b4%90%f5%8f%c7%82%cc%97%5c%96%68%8b%79%82%d1%8a%b4%90%f5%8f%c7%82%cc%8a%b3%8e%d2%82%c9%91%ce%82%b7%82%e9%88%e3%97%c3%82%c9%8a%d6%82%b7%82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95%bd%88%ea%81%5a%96%40%88%ea%88%ea%8e%6c&REF_NAME=%91%e6%98%5a%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000000006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查該區域內的施設、建築物及其他場所的海水、垃圾、污水、老鼠及蟲類，或得由檢疫官

進行上述調查工作。  

２  檢疫所所長認為前項規定的傳染病正值流行或有流行之虞時，得針對同項規定所載政令

規定的區域內之船機，或該區域內的施設、建築物及其場所，進行滅鼠、驅蟲、清掃或消

毒，或對該區域內勞工，進行健康檢查或驅蟲，亦得由檢疫官及其他適當人員進行。  

３  檢疫所所長在採取前項所載措施時，必須立即向有關的行政機關長官通報相關情況。  

（訊息收集與提供）  

 
 
～以上僅節錄目次，做為介紹用途～ 
～台灣經驗最豐的日文翻譯社-日台日翻中：為專業領域日翻中、中翻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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