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1-20 
 

非泰籍人士申请入境许可（COE）指南 
 

公告 

 

此系统仅适用于申请入境许可（Certificate of Entry，(COE)），与签证申请无关。如申请人尚未获得有效泰国签证，请在计划出
行日期前至少 7-15个工作日向您所在地区的泰国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您计划申请签证的泰国使馆或
领事馆的官方网站。 
  
申请前，申请人应准备所需材料并上传至系统（要求为.pdf或.jpeg 格式）。在申请 COE时，不同群体类别所需提供的相应材料如
下： 
申请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预审:   
请申请人填写个人资料，并将所需材料上传至系统，以供预审入境资质。 
 泰国签证 

o 如申请人持有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请将其上传至系统。 

o 如申请人无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请向泰国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 

 
医疗保险（包含新冠肺炎治疗，保单有效期需覆盖在泰停留时长） 

o 如申请人已有医疗保险，请将其上传至系统。 

o 如申请人暂无医疗保险，可在提交机票和官方指定隔离酒店（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ASQ）入住确认单时

将医疗保险单一同上传。 

o 为方便外籍人士入境泰国，在泰国保险委员会办公室（OIC）的监管下，泰国普通保险协会（TGIA）和泰国人寿保险

协会（TLAA）与泰国 16 家主要的人寿和非人寿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其条款和条件符合泰国政府规定的保险产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covid19.tgia.org. 
-申请人在提交申请后，将收到一个 6位数验证码，可用于查询进度和下载 COE文件。 
-泰国使馆和领事馆将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 
-申请人可在“编辑信息”处编辑个人信息，在“查询结果”处查询进度。   

http://covid19.tg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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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签发 COE： 
-通过预审后，申请人应购买机票并预订 ASQ。 

如需了解更多 ASQ信息，请访问 www.hsscovid.com 

-进入“确认出行”，提供航班详情、机票、抵达入住日期的 ASQ确认单和医疗保险单（如未在预审阶段提供），请将上述

材料在通过预审后 15 天内上传至系统。  

-如申请人未在 15天内提交所需材料，系统将自动取消申请，申请人必须重新申请。                        

-泰国使馆和领事馆将在申请人提交出行信息后的 3个工作日内签发 COE。 

-申请人可在“查询结果”处查询进度。若 COE获得批准，可直接从网站下载 COE文件。 

 

如需更多信息，请点击阅读 COE注册指南:coethailand.mfa.go.th 或向您所在区域的泰国使馆和领事馆咨询。 

签发 COE后，请确保您在机场值机柜台和抵达泰国后的疾病控制关口出示以下文件： 

(1)护照 

(2)入境许可证（COE） 

(3)适航健康证明（泰国疾病控制部要求提供纸质版文件） 

(4)提供出发前 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限定使用 RT-PCR实验检测方法），（若为转机航班，则需在最初

离港前 72小时内进行检测）  

(5) (抵泰后，仅需向疾病控制部提供）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

有效期需覆盖在泰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 T.8 申报表（泰国健康申报表）可由此下载 shorturl.at/lQYZ7. 

• （3）适航健康证明、（4）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5）保险单原件须为英文或泰文。若原件是中文，则接受经认证的英

文或泰文翻译件。 

• （5）健康医疗保险单须以美元为报价单位，疾病控制部不接受其他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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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根据《公共行政紧急法令》B.E.2548（2005）第 9章和《国家行政法》B.E.2534（1991）第 11 章，豁免名单上的特定人士可进入泰

国。特定非泰籍人群名单包括：  

 

(1)由总理或应急管理负责人指定、准许或邀请的豁免人士，可入境泰国，但其入境条件和停留时长将另行规定； 

(2)外交和领事使团或国际组织人员，或驻泰的外国政府和机构代表，或经由外交部许可的其他国际机构人员，包括其配偶、

父母或子女；（单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3)泰籍公民的非泰籍配偶、父母或子女；（单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4)持有居住证明或准许在泰定居的非泰籍人士；（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5)根据泰国法律，持有工作许可证或准许在泰工作的非泰籍人士，包括其配偶或子女；（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6)就读于泰国相关部门认可的高校或学校的非泰籍留学生（包括其父母或监护人）。根据相关法律，其他私立教育机构及非

正规学校的学生除外；（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7)需赴泰就医的非泰籍人士（新冠肺炎治疗除外），包括其陪护人员；（单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8)根据与其他国家达成的特殊协定准许入境或经由总理批准入境的非泰籍人士——以上人士必须严格遵守泰国传染病预防和

控制措施。 



16-11-20 
 

泰国使馆/领事馆所需材料清单 

 

 

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获豁免人士 
 
由总理或应急管理负责人指定、准许或
邀请的豁免人士，可入境泰国，但其入
境条件和停留时长将另行规定。 

2 请咨询泰国外交部或泰国使馆及领事馆。 
 
 

外交官和国际组织官员 
外交和领事使团或国际组织人员，或驻
泰的外国政府和机构代表，或经由外交
部许可的其他国际机构人员，包含其配
偶，父母或子女。  

3 1. 护照复印件 ； 
2. 有效泰国签证页复印件； 
若申请人无有效泰国签证，则须直接向泰国使馆/领事
馆申请签证并提交以下材料原件（如需提供）； 
3. 由该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出具的正式照会；  
4. 由该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出具的证明该国大使馆/国
际组织将对其健康医疗（包含新冠肺炎治疗）负责的
声明。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 
OQ（Organizational 
Quarantine）抵达日酒
店入住确认单或其他同
等材料 

泰籍亲属 
泰籍公民的非泰籍配偶、父母或子女。 

6 1. 护照复印件 ；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其配偶/父母的泰国护照或泰国身份证复印件； 
4. 其与泰国亲属的关系证明，如结婚证或出生证明复
印件； 
5.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抵
达日酒店入住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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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居住证明持有者  
持有居住证明或准许在泰定居的非泰籍
人士，包括其配偶或子女。 
 

7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居住证明复印件； 
4.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抵
达日酒店入住确认单 

工作许可证持有者 
根据泰国法律，持有工作许可证或准许
在泰工作的非泰籍人士，包括其配偶或
子女。 

8 工作许可证持有者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泰国相关部门签发的准许申请人在泰工作的相关文
件复印件（如工作许可证/WP3./BOI/IEAT 批函）。 
4. （如有配偶或子女随行） 
4.1  其配偶或子女护照复印件； 
4.2  官方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如结婚证或出
生证明； 
5.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工作许可证持有者的配偶或子女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工作许可证持有者的护照复印件；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抵
达日酒店入住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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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4. 泰国相关部门签发的准许申请人在泰工作的相关文
件复印件（如工作许可证/WP3./BOI/IEAT批函）； 
5. 官方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如结婚证或出生
证明； 
6.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学生 

就读于泰国相关部门认可的高校或学校

的非泰籍留学生（包括其父母或监护

人），但根据相关法律，其他私立教育

机构及非正规学校的学生除外（此类别

不包括私立教育机构及非正规学校的学

生）。 

9 学生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录取通知书或在读证明复印件。 

4. (如家长或监护人陪同)  

4.1 其家长或监护人护照复印件； 

4.2官方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复印件，如结婚证或出生

证明； 

5.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父母或监护人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抵

达日酒店入住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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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学生本人的护照复印件； 

4. 在读证明或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5.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如出生证明； 

6.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赴泰就医的外籍人士 
需赴泰就医的非泰籍人士（新冠肺炎治
疗除外），包括其陪护人员。 

10 就医人员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可承担在泰就医及其他相关费用的财务证明； 
4. 经由卫生部批准的 Alternative Hospital 
Quarantine (DHSS/AHQ 1) 复印件； 
4.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一名就医人员最多允许 3名陪护人员随行，且必须
与就医人员在同一家医院进行隔离，隔离天数不少于
14天。**  
陪护人员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 机票确认单 
- 隔离医院 AHQ 
（Alternative 
Hospital 
Quarantine）抵达日入
住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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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就医人员护照复印件； 
4. 经由公共卫生部批准的就医人员的 Alternative 
Hospital Quarantine (DHSS/AHQ 1) 复印件； 
5. 公共卫生部批函； 
6.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特殊协定内准许入境或经由总理批准入
境的外籍人士 
 
根据与其他国家达成的特殊协定准许入
境或经由总理批准入境的非泰籍人士。 
 
截至 2020年 10月 21日，以下几类人
员： 

(1)泰国精英会员1  
(2)APEC 持卡人2  
(3)长期游客 

      - Non-Immigrant O-A 签证持有
者3  

11 1. 护照复印件； 
2. 有效泰国签证或由移民局签发的有效回头签复印件 
(若签证和回头签已过期，请重新申请)； 
3. 可在泰国治疗包含新冠肺炎在内的健康医疗保险单
（或雇主出具的担保信），保单的有效期需覆盖在泰
停留时长，且保额不低于 100,000美元； 
4. 其他所需文件。 
4.1 泰国精英会员  
-Thailand Privilege Card Co., Ltd 或旅游与体育局
及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函 
4.2 APEC 持卡人 
- APEC 卡 
4.3 长期游客 

- 机票确认单 
- ASQ （Alternative 
State Quarantine）抵
达日酒店入住确认单 

 
1泰国精英会员需向 Thailand Privilege Card Co., Ltd 确认入境资质。泰国使馆/领事馆将向 Thailand Privilege Card Co., Ltd、旅游和体育部或相关政府机构提交的名

单中人员签发 COE。 
2 APEC 持卡人必须从其持有公民身份的成员经济体出发（符合资质的国家和地区名单：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台

湾和越南），并可在泰国停留 90 天。 
3申请人必须在提交申请的国家有永久居留权且年龄 50 岁及以上。Non-Immigrant O-A 签证持有人可在泰国停留 1 年。严禁任何形式的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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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入境泰国的非泰籍人士类别* 
 

豁免类别 
预审所需材料 

(要求英文或经认证的翻译文件) 
 

申请 COE 所需材料 

      - Non-Immigrant O-X 签证持有
者4 
(4) 中期游客  
      -旅游签持有者（单次入境）5  
      -商务投资

6
  

       Non-Immigrant B签证持有者 
(5) 特殊旅游签（STV）持有者7 
(6) 通过审批的电影摄制组成员 
 
 
 
*如需了解更多签证信息请访问
https://thaievisa.go.th   
 

-居住证明（如有） 
4.4 特殊旅游签证持有人 
-至少隔离 14天的收据或付款证明（ASQ或 AHQ） 
4.5 电影拍摄人员 
-由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旅游司泰国电影办公室签发的拍
摄许可证复印件   

                                                                              * * * * * * * 

 
4 申请人必须为日本、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国籍的普通护照持有人，年龄 50 岁及以

上，包括其配偶和子女（20 岁以下）。Non-Immigrant O-X 签证持有人每次可在泰国停留 5 年（共 10 年）。严禁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作。 
5旅游签持有人可在泰国停留 60 天，并可申请延期 30 天。 
6 Non-Immigrant B 签证持有人可在泰国停留 90 天。申请人必须持有注册资本不少于 200 万泰铢的泰国公司的邀请函或证明其拥有在泰国银行/泰国政府债券中的

公寓/存款证明，且面值不低于 300 万泰铢。 
7 STV 申请人必须居住在经泰国公共卫生部每两周发布一次的新冠肺炎确诊率较低的国家名单。STV 签证持有人可在泰国停留 90 天，可延期 2 次，每次 90 天。 

https://thaievisa.go.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