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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採取臨時動植物防檢疫措施彙整 

109.8.27 

國家/ 

組織 
因應措施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一、因應檢疫人力減少與檢疫證正本無法及時送抵 

哥斯大

黎加 

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等品項時，可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影本。 

相關文件：G/SPS/N/CRI/230  

3月 16日  

墨西哥 墨國接受厄瓜多、哥斯大黎加、荷蘭、美國、智

利及歐盟會員國以植物檢疫證影本通關。非上述

國家可向墨西哥農業部（SENASICA）申請以動

植物檢疫證掃描檔暫時代替正本，業者須向墨國

檢疫局（OISA）繳交切結書，承諾在出口國疫情

結束後 15天內提供檢疫證正本。 

相關文件：G/SPS/GEN/1773 

3月 27日  

歐盟 同意得以遠端方式進行溝通，並以線上申請及審

查方式驗證植物檢疫證明文件。 

相關文件：G/SPS/N/EU/380 

G/SPS/N/EU/389 

3月 30日 8月 1日 

智利 

 

提供網站供其他國家線上查詢智利核發之檢疫

證明書，並同意輸出國檢疫機關電郵檢疫證明書

掃描檔案。 

相關文件：G/SPS/GEN/1770 

4月 2日  

菲律賓 輸入動物產品接受電子檢疫證。 

相關文件：G/SPS/N/PHL/458 

G/SPS/N/PHL/458/Corr.1 

G/SPS/N/PHL/458/Add.2 

4月 2日 12月 31

日 

輸入植物產品接受植物檢疫證明書影本，輸出國

須於輸出前正式電郵通知菲方。 

相關文件：G/SPS/N/PHL/460 

4月 6日  

輸入動物產品接受電子檢疫證，倘無電子驗證系

統，可以透過輸出國駐菲律賓代表處驗證真偽。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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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組織 
因應措施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相關文件：G/SPS/N/PHL/459 

G/SPS/N/PHL/459/Corr.1 

動物產品來自新冠肺炎發生而實施社區隔離

（ECQ）的國家，菲律賓將接受動物檢疫證與衛

生證明電子副本。 

相關文件：G/SPS/N/PHL/461 

G/SPS/N/PHL/461/Add.1 

3月 23日 

 

12月 31

日 

 

鑒於疫情造成冷藏食品倉庫過度飽和，要求輸入

肉品應檢附輸入後有足夠冷藏設備之證明文件

及肉品輸入使用報告。 

相關文件：G/SPS/N/PHL/462 

G/SPS/N/PHL/462/Corr.1 

6月 2日  

俄羅斯 輸出國檢疫機關事先通知俄羅斯後，於輸入時提

供檢疫證明文件影本，並檢附收貨方切結證明與

正本相同之文件。 

相關文件：G/SPS/N/RUS/184 

4月 3日  

厄瓜多 輸入動植物產品可藉由出口國 SPS 查詢點電郵

提供檢疫證掃描檔，厄國檢疫人員將透過線上系

統鑑定文件真偽。 

相關文件：G/SPS/GEN/1771 

4月 3日  

澳大利

亞 

接受切花、植物及植物產品輸入時檢附文件影

本，但在澳大利亞檢疫人員要求時，相關國家必

須提供可資確認真偽之機制。 

相關文件：G/SPS/N/AUS/497 

4月 7日 7月 1日 

實施因應出口國無法提供紙本動植物檢疫證之

替代措施，倘有必要出口國應提供驗證證明書真

偽之方式。 

相關文件：G/SPS/N/AUS/501 

7月 1日 10月 1日 

美國 無論來源國動物傳染病疫情狀態，輸美動物產品

（牛血清、冷凍冷藏畜禽肉除外）得檢附檢疫證

影本通關。輸入人得將前揭檢疫證影本，及輸入

許可要求提供之佐證文件上傳美國海關暨邊境

4月 8日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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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組織 
因應措施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保護署（CBP）之檔案影像系統（Document Image 

System, DIS）。若 CBP 懷疑檢疫證影本係屬偽

造，其有權留置該批貨物，俟核對正本後放行。 

食品藥物管理局第二次延長「食品分析實驗室認

可規定」評論期限至 7月 6日。 

相關文件：G/SPS/N/USA/3135/Add.2 

  

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局（FSIS）通知延長生

牛肉產品 6種產生志賀毒素之大腸桿菌（STEC）

常規驗證測試案之評論期至 9月 3日止（展延 30

天）。 

相關文件：G/SPS/N/USA/3180/Add.1 

  

巴西 為減少檢疫人員實體接觸機會，以電子簽章方式

核發植物產品之植物檢疫證明書。 

相關文件：G/SPS/N/BRA/1642 

4月 9日  

巴西政府規範供人食用肉類之屠宰場、肉類及乳

製品之加工廠須具備必要措施以預防及控制工

作環境中新冠肺炎病毒傳播，並保障供貨正常及

員工健康安全。 

相關文件：G/SPS/N/BRA/1686 

6月 19日  

南非 輸入活動物及動物產品可提供動物檢疫證電子

副本，輸入時將視檢疫人員需要提出鑑定文件真

偽之要求。輸出國CVO須提供授權電郵信箱清

單，作為傳遞供檢疫證影本之用。 

相關文件：G/SPS/N/ZAF/67 

4月 9日  

輸入植物及其產品可提供植物檢疫證明書電子

檔，輸入時將視檢疫人員需要提出鑑定文件真偽

之要求，或藉由輸出國提供之線上方式進行查

證。 

相關文件：G/SPS/N/ZAF/66 

4月 10日 7月 1日 

瑞士 因疫情造成食品原料及包裝材料短缺，允許廠商

使用替代原料或材料，並訂定相關暫行標示規

定。 

4月 16日 10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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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組織 
因應措施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相關文件：G/SPS/N/CHE/84 

日本 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接受檢疫證明書影本，輸出

國動植物檢疫主管機關須電郵提供檢疫證明書

掃描檔以茲確認。 

相關文件：G/SPS/N/JPN/755 

4月 21日  

阿根廷 同意輸入植物及其產品以影本檢疫證通關，輸出

國須提供 QR碼、條碼、植物檢疫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以資驗證。另提供阿根廷政府核發植物檢疫

證之驗證方法，包括單一電子驗證碼、國際植物

保護公約（IPPC）ePhyto系統或其官方網站之區

塊鏈技術驗證。 

相關文件：G/SPS/GEN/1772 

4月 27日  

印尼 輸入植物及植物產品時，接受電子、數位或掃描

的檢疫證明書，輸出國須通知將採取前揭方式，

並協助確認證書真偽。印尼輸出植物及植物產品

時，期望輸入國互惠性接受電子、數位或掃描的

檢疫證明書，印尼並提供其查證網址。 

相關文件：G/SPS/N/IDN/134 

4月 28日  

阿拉伯

聯合大

公國 

將與各國協調驗證植物檢疫證與食品證明書之

格式與機制，實施暫行措施以維持貨品通關順

暢，例如暫時減免輸入蔬菜及鮮果實之部分文

件，惟將增加臨場檢疫頻率以確認符合規定；延

長輸出檢疫證與進口許可證效期三個月等。 

相關文件：G/SPS/GEN/1774；G/TBT/GEN/294 

5月 6日  

英國 輸英動物產品（包含供人食用之活魚），接受電子

或掃描的檢疫證明書，惟不適用活體動物（不包

括魚類）、具生殖產品、豬肉產品及新鮮未經加

工之豬來源副產品。 

5月 29日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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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 國家漁業衛生局（SANIPES）簽發具數位簽章

與 QR碼之檢疫證，輸入國可於其官網驗證真

實性。另輸出水產品至祕魯，可事先將檢疫證

電郵至 SANIPES，通關時得免附紙本證明書。 

相關文件：G/SPS/GEN/1783 

6月 8日  

為順暢秘魯之加工食品、食品、飲料及食品添

加物之輸出，提供可資確認之網站與電子郵件

信箱。 

相關文件：G/SPS/GEN/1815 

          G/SPS/GEN/1821 

 

 

 

科威特 延後採認出口至科國食品之技術法規及標準。 

相關文件：G/SPS/N/KWT/74/Add.1 

6月 15日  

埃及 埃及建立植物檢疫證書平台，各國可向埃及國

家植保機構提出申請，經由帳號密碼登錄後，

確核植物檢疫證真偽。 

相關文件：G/SPS/N/EGY/111 

6月 16日 8月 22日 

以色列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暫時自願性增加洋蔥、

黃瓜和雞蛋免關稅之配額。以國植物保護與檢

驗署（PPIS）及獸醫與動物健康署（IVSAH）

同意在某些條件下針對特定產品接受檢疫證之

掃描檔或電子版本。 

相關文件：G/SPS/GEN/1810 

6月 18日  

哥倫比

亞 

哥國核發植物檢疫證明書時以電子簽章及二維

條碼取代印章，並提供查證網址。 

相關文件：G/SPS/GEN/1817 

G/SPS/GEN/1817/Rev.1 

6月 6日  

二、動物或動物產品相關之禁止或限制措施 

哈薩克 禁止自中國輸入活魚及魚產品。 

相關文件：G/SPS/N/KAZ/59 

1月 29日  

俄羅斯 禁止自中國輸入與轉運昆蟲、節肢動物、兩棲

動物、爬蟲類或其他、活魚類及水生生物等品

項。 

1月 30日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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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G/SPS/N/RUS/178 

G/SPS/N/RUS/178/Corr.1 

G/SPS/N/RUS/178/Add.1 

G/SPS/N/RUS/178/Add.2 

模里西

斯 

禁止自中國、義大利、伊朗、南韓、瑞士、留

尼望及歐盟輸入活動物等（包含活魚）。 

相關文件：G/SPS/N/MUS/18  
G/SPS/N/MUS/18/Add.1 

3月 16日 6月 4日 

印尼 自香港輸入哺乳類動物及寵物需附實驗室檢測

證明。 

相關文件：G/SPS/N/IDN/132  

3月 19日  

自新冠肺炎疫區國家輸出寵物和哺乳類等活動

物，須檢附健康證明及輸出國或原產國實驗室

出具之新冠肺炎陰性檢測證明。 

相關文件：G/SPS/N/IDN/133 

G/SPS/N/IDN/133/Corr.1 

4月 21日  

韓國 禁止輸入被認為可能為新冠肺炎中間宿主的野

生動物，包括蛇、蝙蝠、浣熊、獾、麝貓及穿

山甲。惟列入華盛頓公約物種經出口商提供動

物檢疫證明，證實動物未攜帶病毒，韓國環境

部得簽發進口許可證。 

相關文件：G/SPS/N/KOR/685 

2月 21日 

（5月 29

日通知） 

 

巴西 規定肉類及供人食用乳製品之屠宰場及加工廠

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工作人員健康，預防

新冠病毒傳播。 

相關文件：G/SPS/N/BRA/1686 

6月 19日 

 

 

美國 美國認為目前尚無證據顯示新冠肺炎病毒可透

過食品或其包裝傳播，惟某WTO會員仍對進

口貨品進行 100％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及要求

出口食品與農產品符合 FAO/WHO指南、食品

工廠員工確診或疑似染疫應停止出口、並應通

知進口國感染情形。美國要求該會員措施應依

據科學原理與證據，避免不必要貿易障礙。 

相關文件：G/SPS/GEN/1798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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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歐盟認為少數國家非基於科學理由採取農產品

貿易限制措施，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並不建議在無風險分析支持下對於動物或動物

產品貿易採取與新冠肺炎有關之限制措施，歐

盟關切某最大農業貿易國對所有進口食品採取

嚴格驗證措施，敦促其放棄不必要且不合理之

貿易措施。 

相關文件：G/SPS/GEN/1799 

7月 1日  

中國 於 7月 3日在 3批輸入冷凍蝦檢測發現新冠肺

炎病毒核酸陽性反應，爰自 7月 10日起暫停 3

間企業輸入相關產品及其在中國之註冊。 

相關文件：G/SPS/GEN/1812 

7月 10日  

三、其他 

安地卡

及巴布

達（等

37國） 

要求歐盟暫停審訂農藥最大殘留容許量

（MRL） 12 個月，及預計於 2020 年生效之

MRL趨嚴。並敦促以國際標準、準則及建議為

基礎審查或修改 MRL。歐盟於 7月 15日提出

回應，為保護消費者安全，難以同意相關建議。 

相關文件：G/SPS/GEN/1778/Rev.3                   

G/TBT/GEN/296/Rev.3 

G/SPS/GEN/1814 

G/SPS/GEN/1816 

5月 12日  

加拿大 與 29個會員共同發表聲明「響應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確保農產品與食品貿易開放及可預測

性」，並與世界動物健康組織簽署動物園衛生措

施應用於如何在疫情期間加速貿易。政府依據

科學、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規定，訂定農產品工作區域規範以防範病毒傳

播。持續提供食品及動植物產品出口相關證明

書、實驗室測試及進出口檢疫及進出口相關電

子證明書。 

相關文件：G/SPS/GEN/1809 

7月 6日  

註：防檢局建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之WTO/SPS資訊網頁：

https://www.baphiq.gov.tw/ws.php?id=20398資料來源：WT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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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notifications_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