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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9 日 

經能字第 10904605340 號 

主  旨：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離岸

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依本公告規定事項辦理。 
依  據：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 46 次會議決議。 
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 
公告事項： 

一、 對象：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 
二、 期間：自即日起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止。 
三、 本案規範對象即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遵行下列防疫措施： 

(一) 通案要求 
１、 應詳實填具申請資料：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於辦理低風險船舶申請（包含全

員更替、全船檢疫）及具風險船舶申請作業時應詳實填具本公告附件一所列之申

請文件，且不得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２、 應監督並掌握全船人員動態：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遵循並監督船長確實掌握

全船人員動態，並應監督船長逐日記錄人員健康狀況及記載海上接觸紀錄，海上

接觸紀錄資料應於每月 後一週週四前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本部能源局備查，

並每月函送海上接觸紀錄資料紙本資料予本部能源局備查。 
３、 應確實掌握全船人員名冊：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確實掌握全船人員名冊、工

作日誌（或航行日誌）、防疫日誌及人員健康管理暨監測表等文件，俾本部能源

局於必要時得以抽查相關資料。 
４、 應定期檢送登離船名冊：第一次登船人員應於 7 日前將新增登船人員名冊、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及檢疫證明文件影本函送本部能源局同意；若為本國籍或持居留證

外籍人士另須檢附 3 個月內無入出國證明文件影本。離船入境人員若尚未取得移

民署短期停留證，仍應函送離船入境人員名冊及低風險船舶商務履約證明向本部

能源局申請，惟無須再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５、 應依規定辦理人員醫療需求事宜：如有人員有醫療需求者，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

司應通報相關主管機關（本部能源局、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港局、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協助安排上岸就醫。 
(二) 檢疫期間 

１、 辦理檢疫期間禁止人員互換、與其他船舶人員接觸：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於辦

理低風險船舶申請作業時，於檢疫期間不得有人員互換或與其他船舶及人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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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檢疫完成後禁止人員相互接觸：完成檢疫之船舶及其人員，發生與未經檢疫之船

舶及人員接觸時，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通知本部能源局並重新辦理檢疫。 
(三) 人員運輸作業：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於辦理交通防疫船辦理人員運輸時，停泊應

以臺灣境內國際商港（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麥寮港、安平港、高雄港、蘇澳

港、花蓮港）為限。 
(四) 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辦理輪休期間 

１、 應監督下船辦理輪休人員應遵循動線管制機制：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監督下

船人員遵循本公告附件二所規定之「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 
２、 應監督下船辦理輪休人員居家檢疫事宜：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監督下船人員

依規定進行 14 日居家檢疫，並妥善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接駁與防疫旅館或

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居家檢疫規範之處所入住事宜。 
(五) 具風險船舶人員辦理搭機離境期間 

１、 應監督下船辦理搭機離境人員應遵循動線管制機制：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監

督下船人員遵循本公告附件二所規定之「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及港區內動線管制

機制」。 
２、 應監督下船辦理離境人員採檢與檢疫事宜：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應監督下船辦

理搭機離境人員，於入境當日赴自費檢驗指定院所完成採檢，並應妥善安排相關

人員指定之集中檢疫場所接受檢疫及等候檢驗報告，並於入境後 3 日內搭機離境。 
３、 應妥善安排交通接駁事宜事宜：離岸風電專案公司應妥善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

程車，並指派專人辦理離境人員至自費採檢指定院所、指定集中檢疫場所與機場

之來回交通接駁事宜。 
４、 應通報採檢證明：離岸風電專案公司應提供下船辦理離境人員提供之採檢結果予

本部能源局，並確認相關人員應持檢驗陰性報告方得使其離境。 
四、 離岸風力發電專案公司如有違反本公告相關措施者，由本部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6 條第 3 款規定視違規情節據以裁處。 
五、 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部，並由本部函轉

行政院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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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離岸風電專案公司應詳實填具之申請文件 

一、 低風險船舶之申請文件 
(一) 全員更替申請作業應備文件 

１、 經濟部外籍工作船審查同意函。 
２、 交通部航港局工作船申請許可函。 
３、 原船所有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４、 原船所有人員（具風險船舶）商務履約證明。 
５、 原船所有人員（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離船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 
６、 新增登船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並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居家檢疫通知書。若為國人或在臺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另須檢附三個月無入出國證明

文件（移民署「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或檢疫完成證明（居家檢疫通知書）。 
７、 離船入境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８、 全船消毒計畫書（委託消毒之相關文件，如：契約或委託書）。 

   空船抵港，免附第 3～5、7 項資料，但須檢附空船抵港相關證明文件。 
(二) 全船檢疫申請應備文件： 

１、 經濟部外籍工作船審查同意函。 
２、 交通部航港局工作船申請許可函。 
３、 原船所有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４、 海上作業之檢疫期間（14 天）管理及監督計畫（如：勤洗手、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每日記錄健康狀況等）。 
５、 全員採檢計畫書（至少包含採檢時間、採檢地點及採檢動線規劃，並應檢附自費檢驗指

定醫療院所執行採檢同意書或受委託書）。 
６、 全船消毒計畫書（除說明完整消毒作業規劃如：採行全員下船採檢暨消毒或人員分批採

檢暨分區消毒、消毒作業方式、估計作業時間等，並補充政府立案合格證明文件如：公

司執照、消毒證照等，同時檢附委託消毒之證明文件如：契約或委託書）。 
二、 具風險船舶之申請應備文件 

(一) 經濟部外籍工作船審查同意函。 
(二) 交通部航港局工作船申請許可函。 
(三) 原船所有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四) 離船入境人員（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居家檢疫計畫書。 
(五) 具風險船舶商務履約證明。 
(六) 新增登船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並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居家檢疫通知書。若為國人或在臺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另須檢附三個月無入出國證明文

件（移民署「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或檢疫完成證明（居家檢疫通知書）。 
(七) 離船入境人員名冊（包含本國籍、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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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COVID-19 疫情期間離岸風電具風險船舶人員搭機離境採檢證明。 
(九) PCR 採陰離境者，應檢附入境後 3 日內離境之機票證明，並提供已完成集中檢疫場所費用

繳納者名單、證明文件（匯款證明單）、下船即搭機離境人員名單。 

 

附件二 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 

一、 離岸風電專案公司及其承包商指派之管理者（以下簡稱管理人）應向下船人員說明國內相關

防疫規定，並要求下船人員遵守各項防疫要求。 
二、人員下船前，管理人應先安排防疫專車至船邊等待，並通知海關人員到場。 
三、 人員下船後，管理人應核對下船人員名單及人數（包含本國籍人員及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員），

核對後，下船人員即刻上防疫專車。 
四、 管理人於人員下船時，應要求下船人員不得離開特定範圍（如上下船舷梯邊），亦不得與非

下船或其他鄰近船舶人員接觸；下船人員及管理人應全程配戴個人防護設備。 
五、車行期間（岸邊至海關查驗關口）及出港口管制站均由管理人陪同。 
六、至海關查驗關口辦理人員身分查驗相關作業。（管理人全程陪同） 
七、至疾管署港區辦公室辦理防疫相關作業。（管理人全程陪同） 
八、至移民署港區辦公室辦理入境相關作業。（管理人全程陪同） 
九、 上岸輪休者搭乘防疫專車至防疫旅館或處所進行居家檢疫，搭機離境者則搭乘防疫專車先至

自費採檢指定院所採檢後至指定集中檢疫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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