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帳時將⽀付任何餘額或退款
 所有 PUS 必須在通過 ww.mysafetravel.myeg.com.my 上的“mysafetravel”前往⾺來⻄亞之前⽀付 COVID-19 測試費⽤。 費⽤如下：    

檢疫程序
抵達前 - 從 2020 年 7 ⽉ 24 ⽇（0001 ⼩時）開始進入⾺來⻄亞的所有個⼈必須：
 在出發前三 (3) 安裝、激活和註冊 MySejahtera 移動在線應⽤程式
 移動在線應⽤程式可從Apple Appstore、Google Playstore 和Huawei App Gallery 下載
 旅⾏信息（⽇期和時間、航班信息、登船港⼝、檢疫站選項）以及健康申報等基本信息需要在出發之⽇起⾄少三 (3) 天內在 MySejahtera 中註冊

選擇隔離站指南：
1. 掃描⼆維碼
2. 填寫乘客和家屬信息
3. 點擊發送
注意事項：對於提供優質服務的檢疫站，個⼈需要直接與酒店聯繫以進⾏預訂和交通安排，或通過 MySafeTravel ⾨⼾網站。 請從 NADMA ⾨⼾網站找到
優質服務列表。 請在抵達國際入境點時向秘書處出⽰預訂和付款證明

COVID-19 檢測測試費⽤

COVID-19 檢測測試類型 ⾺來⻄亞公⺠ (RM) 非⾺來⻄亞公⺠ (RM)

聚合酶鏈反應 (RT-PCR) 測試 150 250

抗原快速檢測試劑盒 (RTK-Ag) 60 120

抗體快速檢測試劑盒 (RTK-Ab) 30 60



進入⾺來⻄亞前的 COVID-19 測試 (rT-PCR / RTK-Ag)
 前往⾺來⻄亞的旅客必須在出發前 72 ⼩時內進⾏ COVID-19 測試 (RT-PCR)

抵達國際入境點 (POE)
PUS 將經歷以下過程：
 ⾺來⻄亞衛⽣部 (MOH) 在國際入境點 (POE) 進⾏健康檢查和篩查
 健康檢查將在 POE 進⾏。 出現 COVID 19 症狀的 PUS 將被轉診到醫院接受進⼀步治療
 COVID-19測試將在POE到達⼤廳進⾏
 所有沒有有效 RT-PCR COVID-19 證書的旅客需要在國際入境點 (POE) 進⾏ RT-PCR 拭⼦採集。 那些在 KLIA 過境不到 24 ⼩時並繼續前往沙巴、

砂拉越和納閩的旅程的⼈必須進⾏ RTK Ag 測試（取決於當前的命令和納閩/沙巴/砂拉越/州政府的許可
 在整個隔離期間，將提供健康評估⼯具 (HAT) ⽤於 PUS ⾃我監控

在國際入境點 (POE) 登記
 PUS 在國際入境點的登記由國家災害管理局 (NADMA) 和⾺來⻄亞⺠防局 (APM) 協調。 秘書處將協調 KLIA1、KLIA2 或任何其他空運、海運和

陸運在⾺來⻄亞各地的入⼝處的登記程序和後勤安排
 選擇留在 ILA 的⾺來⻄亞 PUS 必須簽署 LoU 並提交給秘書處
 非公⺠ PUS 需要通過抵達國際入境點 (POE) 之前的 MySafeTravel ⾨⼾網站⽀付檢疫費⽤，包括管理費⽤
 秘書處將協調 PUS 從國際入境點到指定檢疫站的移動； 和
 PUS 不允許在 POE 選擇檢疫站



到指定檢疫站的入境、海關和物流安排
 PUS 將通過海關和移⺠櫃檯定期辦理登機⼿續
 秘書處將安排接送⾄指定地點檢疫站； 和
 私⼈⾞輛的 PUS：
- PUS必須在當局的監督下開⾞/騎⾞到指定的檢疫站。 PUS 不得單獨開⾞/乘⾞前往檢疫站
- PUS必須將⾞輛鑰匙交由檢疫站管理，出院時鑰匙歸還給PUS
- ⾺來⻄亞政府在整個隔離期間不對 PUS ⾞輛的安全負責

檢疫站的 PUS 管理
PUS 將經過以下步驟：
登記/簽到
 PUS將在⾺來⻄亞⺠防部隊（APM）領導的檢疫站秘書處管理下的檢疫站辦理登記⼿續；
 PUS 將向檢疫站管理層提交 LoU（僅適⽤於 ILA）；
 押⾦和/或全額⽀付給檢疫站管理層，PUS 才能入住指定房間（適⽤於⾺來⻄亞PUS）；

任何被授權官員指⽰在任何檢疫站根據第 15 條（第 342 號法令）接受觀察或監視的⼈，應⽀付其在檢疫站的醫療護理和維護所收取或產⽣的任何費
⽤和開⽀； 和

任何⼈違反上述規定，即構成犯罪，⼀經定罪，可被處以不超過 1,000 令吉的罰款或不超過六個⽉的監禁，或兩者兼施





結帳流程
 檢疫站的 PUS 檢查流程符合衛⽣部指⽰的醫療保健法規和安全措施
 衛⽣部將在檢疫期結束後向 PUS 發出釋放令
 PUS 必須向檢疫站管理層結清未付款項。 未能⽀付此類款項可能會導致對 PUS 採取法律⾏動； 和
 從檢疫站離開的 PUS 到他們各⾃的家/住所：-
-只有⼀ (1) 名家庭成員/代表可以在檢疫站接收 PUS /
-PUS 可以安排⾃⼰的公共交通（出租⾞、網約⾞）回家

檢疫豁免
 所有入境旅客均須遵守隔離令。 任何豁免請求都必須從衛⽣總幹事處獲得

執⾏
 該程序的實施⾃ 2020 年 7 ⽉ 24 ⽇起⽣效，直⾄⾺來⻄亞政府宣佈進⼀步通知

其他事項
費⽤豁免-COVID-19 測試費⽤
COVID-19 測試費⽤豁免將適⽤於以下情況：
I. 執⾏公務的⾺來⻄亞政府公務員
II. 殘疾⼈⼠（社會福利署OKU卡持有⼈）
III. 從海外歸來的⾺來⻄亞學⽣（第⼀時間）



檢疫費
符合資格的⼈⼠可獲豁免檢疫費⽤
來⾃以下群體的⾺來⻄亞⼈（詳細摘要是反映在附件2）：
I. 殘障⼈⼠（OKU 持卡⼈）2008 年殘疾⼈法案 [法案 685]）
II. B40組的⾺來⻄亞公⺠
III. 從⾺來⻄亞返回的⾺來⻄亞公⺠或家庭成員來⾃ B40 組的海外
IV. 來⾃B40家庭的⾺來⻄亞學⽣
V. 6 歲及以下的兒童（⾺來⻄亞公⺠）
VI. 12歲以下獨⾃旅⾏的⾺來⻄亞公⺠ 和
VII. ⼀名⾺來⻄亞公⺠從外國監獄獲釋後立即返回⾺來⻄亞，無法⽀付成本和費⽤或沒有收入來源
*其他情況的費⽤豁免須由衛⽣部⻑通過電⼦郵件 pengecualicovid@moh.gov.my 批准

檢疫豁免
 所有入境旅客均須遵守隔離令。 任何豁免請求都必須從衛⽣總幹事處獲得
 可通過電⼦郵件 hso@moh.gov.my 向衛⽣署署⻑提出豁免檢疫申請

互惠綠道 (RGL)
 RGL 是⼀項針對在新加坡合法居住的所有國籍的公⺠的倡議，旨在進⾏單次入境的必要旅⾏，包括在⾺來⻄亞進⾏商務和公務旅⾏，最⻑期限為 14 天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登錄：https://mtp.imi.gov.my/myTravelPass/main

⾺來⻄亞贊助企業/政府機構（主辦⽅）應在出發前⾄少10個⼯作⽇代表申請⼈通過MyTravelPass（MTP）https://mtp.imi.gov.my/）申請。 房東必須上傳
邀請函復印件、旅⾏者護照複印件、旅⾏者商務/官⽅暫定計劃和旅⾏者在⾺來⻄亞的非住宅住宿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