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林水產省已盡力確保本網頁刊載內容之正確性，但恕不對於使用本網頁資訊進行之一切行為負任何責任。

・各國家或地區之詳細管制內容，請參考本網頁刊載之各國政府網站等資訊，向各國政府機關進行確認。

・各國家或地區所要求由日本官方開立之各類證明文件，將於日本政府及各出口國間針對相關開立條件達成協議後依序刊載於本網頁。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蔬菜、水果、牛乳、乳飲品、奶粉 停止進口

蔬菜、水果、牛乳、乳飲品、奶粉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及出口業者證明

食用肉品、家禽蛋、水產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宮城、福島、茨城、櫪木、群

馬、埼玉、千葉、東京、長野
所有食品、飼料 停止進口

稻米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稻米以外之食品、飼料 停止進口

蔬菜及其製品、乳品及乳製品、茶葉及其製品、水果及其製品、藥用植物產

品（※）

水產品

其他食品與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野生鳥獸肉、菇類、漉油

日本採取出貨限制之品目(依厚生勞働省公布之出貨限制一覽表)

所有食品（酒類除外）

菇類

水產品

嬰幼兒食品、乳製品

茶類

所有食品（酒類除外）

須檢附產地證明書（由下列任一機關開立）

  ①日本官方（含地方公共團體）

  （動植物檢疫證明、自由販售證明、衛生證明等亦可）

  ②經日本官方授權之機構（日本商工會議所等）

  ③業者等所提之文件須經官方認定

蔬菜、水果、乳製品、食用肉品及食用肉品加工品、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

品
停止進口

蔬菜、水果、乳製品、食用肉品及食用肉品加工品、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

品

須檢附澳門官方指定之文件

※由業者自行製作，記載商品名稱、產地等資訊，並經日本商工會議所簽章認

證之文件（放射性物質進口管制相關申告書）

澳門

福島

稻米、加工程度高之食品、飲料除外
宮城、茨城、櫪木、群馬、埼玉、千葉、東

京、新潟、長野（９都縣）

台灣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５縣）

停止進口

除左述管制內容以外，

・５縣產品於台灣進行逐批查驗。

・上述５縣以外42都道府縣之蔬菜・水

果、水產品、海草類、乳製品、飲料

水、嬰幼兒食品、茶葉依邊境查驗結果

等調整查驗比率。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電話　03-3280-7884

FAX　 03-3280-7928

E-mail  economy@roc-taiwan.org

日本依各品目採取出貨限制之區域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５縣）

須檢附產地證明，及下列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報告書

  ①日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構

  ②其他經日本官方認證之機構

  ③經國際認證機構認證之機構

岩手、宮城、山梨、靜岡

岩手、宮城

宮城、埼玉、東京

靜岡

４７都道府縣

 中國

１０都縣

由於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尚未針對

（※）品目之輻射檢測項目達成合意，

故無法開立輻射檢測證明書。

駐日中國大使館　經濟商務處

電話　03-3440-2011

FAX　 03-3446-8242

新潟

上述１０都縣以外地區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及產地證明

世界各國家或地區之管制措施（2022年2月21日現在）

①　 停止進口日本部分地區產品（１／２）

管制範圍

 香港

福島 香港政府經濟貿易代表部

電話　03-3556-8980

FAX　 03-3556-8968

E-mail

tokyo_enquiry@hketotyo.gov.hk

○香港經濟貿易代表部（東京）

http:www.hketotyo.gov.hk/
茨城、櫪木、群馬、千葉（４縣）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５縣）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所有水產品

菠菜、油菜等、蕪菁、梅子、香橙、栗子、奇異果、黃豆、紅豆、稻米、生

乳、菇類、竹筍、楤芽、莢果蕨、漉油、紫萁、山葵、蕨菜、食用土當歸、

飼料

菠菜、油菜、茶、菇類、飼料

菠菜、油菜、菇類、竹筍、莢果蕨、山椒、漉油、茶、楤芽、紫萁、蕨菜、

栗子、飼料

菠菜、油菜等、香芹、菇類、竹筍、漉油、茶、生乳、飼料

菇類、竹筍、莢果蕨、楤芽、漉油、紫萁、蕎麥、黃豆、稻米

菠菜、油菜等、菇類、竹筍、茶
菠菜、油菜等品目之管制範圍檢限於３

個市町（旭市、香取市、多古町）。

茶

菇類、漉油、紫萁、蕨菜、水芹菜、竹筍、蕎麥、黃豆

菇類、漉油

菇類

菇類

菇類

菇類

漉油

所有水產品

所有食品

（上述停止進口之品目及水產品除外）

魚飼料、魚粉

其他飼料（牛、馬、豬、家禽等）

所有水產品

所有食品

（上述停止進口之品目及水產品除外）

山梨

靜岡

新潟

北海道、東京、神奈川、愛知、三重、愛媛、

熊本、鹿兒島（８都道縣）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或製造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神奈川、新潟、長野、靜岡

（13都縣）

北海道、青森、岩手、宮城、千葉、東京、神

奈川、愛知、三重、愛媛、熊本、鹿兒島（１

２都道縣）

青森、岩手、宮城、埼玉、千葉、神奈川、山

梨、長野、靜岡（９縣）

16都道縣以外地區

（北海道、青森、岩手、宮城、福島、茨城、

櫪木、群馬、千葉、東京、神奈川、愛知、三

重、愛媛、熊本、鹿兒島　以外）

駐日大韓民國大使館（經濟

部）

電話　03-3225-8667

E-mail economic_jp@mofat.go.kr

(聯繫時應附上地址、電話號

碼及E-mail信箱)

（食品藥物安全處：食品）

http://www.mfds.go.kr/index.do

（農林水產食品部：飼料）

http://www.mafra.go.kr/main.jsp

福島

群馬

櫪木

茨城

宮城

千葉

神奈川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13都縣以外地區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神奈川、新潟、長野、靜岡

以外）

①　 停止進口日本部分地區產品（２／２）

管制範圍

 韓國

青森、岩手、宮城、福島、茨城、櫪木、群

馬、千葉（８縣）

停止進口

岩手

長野

埼玉

青森



② 要求日本所有或部分地區產品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文件等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加工食品 須檢附由印尼政府指定之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報告

須依照下述條件檢附相關證明，並檢附由印尼政府指定之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

檢測報告書

檢附食用肉品衛生證明始得進口之品目：須檢附「食用肉品衛生證明」

檢附植物檢疫證明始得進口之品目：須檢附記載都道府縣名稱之「植物檢疫證

明」

菇類、水產品（活魚、海藻類、扇貝及用於漁業餌料之水產品除外）、稻

米、黃豆、柿子、蜂斗菜嫩莖、蜂斗菜、楤木屬植物、竹筍、蕨菜、紫萁、

莢果蕨、漉油

菇類、漉油

菇類、楤木屬植物、竹筍、紫萁、漉油

菇類、水產品（活魚、海藻類、扇貝及用於漁業餌料之水產品除外）、楤木

屬植物、竹筍、蕨菜、紫萁、莢果蕨、漉油

使用上述地區之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及飼料

上述品目中，上述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品目，或者使

用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上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

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並於進口國進行抽樣檢驗

「野生」菇類、部分水產品（活魚、甲殻類、軟體動物、海藻類及部分魚種

（青魽、黄條鰤、紅魽、真鯛、黃帶擬鯵、黑鮪、白腹鯖）除外）、柿子

（乾燥產品）、部分山菜類（野生蕨菜及漉油）

「野生」菇類

「野生」菇類、漉油

部分山菜類（漉油）、部分水產品（活魚、甲殻類、軟體動物、海藻類及部

分魚種（青魽、黄條鰤、紅魽、真鯛、黃帶擬鯵、黑鮪、白腹鯖）除外）

「野生」菇類、部分山菜類（竹筍、「野生」蕨菜、漉油、紫萁）

「野生」菇類

使用於上述地區之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品目，或者生產加工地不明之上述品

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及飼料

對於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之品目，要求該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品

目，或者使用要求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上述品目且比

例超過50%的食品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菇類、部分水產品（活魚、甲殻類、軟體動物、海藻類及部分魚種（青魽、

黄條鰤、紅魽、真鯛、黃帶擬鯵、黑鮪、白腹鯖）除外）、柿子、部分山菜

類（楤木屬植物、竹筍及漉油）

菇類、漉油

漉油

菇類、部分山菜類（楤木屬植物及漉油）

菇類、部分山菜類（楤木屬植物、竹筍、蕨菜及漉油）

使用上述地區之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及飼料

上述品目中，上述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品目，或者使

用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上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

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俄羅斯 食品（水產品除外）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附上輻射檢測報告書）
於2011年3月11日前生產或加工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駐日俄羅斯大使館

電話  03-3583-4224 / 03-3583-

5982

FAX   03-3505-0593

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東京（６都

縣）

英國（北愛爾蘭除外）

福島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歐盟等

（歐盟27個成員國、EFTA加盟國（挪威、

瑞士、列支敦斯登、冰島）及北愛爾蘭）

福島

４７都道府縣

駐日印尼大使館

電話　03-3441-4201

FAX    03-3447-1697

・於2011年3月11日前生產或加工之食

品及飼料（僅限於左述品目，或使用左

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之產品）則須檢

附日期證明

・使用生產或加工地不明之左述品目且

比例超過50%之食品及飼料，須檢附輻

射檢測證明

(英國)

請參照右方網頁

駐日英國大使館

https://www.gov.uk/world/organisations/british-embassy-

tokyo.ja

常見問題（FAQ）: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frequently_asked_questi

ons_08022018-deljp.pdf

（日本語）「農業與食品安全」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japan/19227/_ja

常見問題（FAQ）: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frequently_asked_questi

ons_j_08022018-deljp.pdf

山形、山梨、靜岡

茨城、長野、新潟

群馬

宮城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使用生產或加工地不明之左述品目且

比例超過50%之食品及飼料，須檢附輻

射檢測證明

(歐盟)

請參照右方網頁

駐日歐洲聯盟代表部

（英語）"Agriculture and Food Safety"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japan/19226/trade-and-

investment-relations_en

常見問題（FAQ）: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frequently_asked_questi

ons_08022018-deljp.pdf

（日語）「農業與食品安全」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japan/19227/_ja

常見問題（FAQ）: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frequently_asked_questi

ons_j_08022018-deljp.pdf

山形、山梨、靜岡

茨城、長野、新潟

群馬

宮城

岩手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印尼政府指定之輻射檢測機構

（https://www.maff.go.jp/j/export/e_shoumei/pdf/labo_idn.p

df）

法屬玻里尼西亞

福島

※僅限由日本直接輸入之產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並於進口國進行抽樣檢驗

・自日本經第三國進口之食品及飼料不

在此限

・使用生產或加工地不明之左述品目且

比例超過50%之食品及飼料，須檢附輻

射檢測證明

・於2011年3月11日前生產或加工之食

品及飼料（僅限於左述品目，或使用左

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之產品）則須檢

附日期證明

法屬玻里尼西亞　http://www.presidence.pf/

新潟、山梨、靜岡

秋田、山形、長野

岩手、宮城、茨城、櫪木、群馬、千葉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管制範圍

印尼

宮城、山形、茨城、櫪木、新潟、山梨、長野

（７縣）
未檢附報告書或植物檢疫證明無記載都

道府縣名稱之貨品須於印尼進行逐批查

驗
牛乳及乳製品、食用肉品及其製品、穀物、生鮮果實、生鮮蔬菜

上述７縣以外地區



③ 　已完全解除管制措施（１／４）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須檢附由日本官方或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於3月11日前收穫或製造之食品，若能提出證明，則不須檢附上述文件）

於加拿大進行抽樣檢驗

須檢附由進口業者製作的生產地區、存放場所等證明文件

並於加拿大進行抽樣檢驗

 緬甸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1年6月

16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緬甸進行查驗 僅於仰光港及仰光國際機場進行

駐日緬甸大使館

電話　03-3441-9291

FAX    03-3447-7394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並於塞爾維亞進行抽樣檢驗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並於塞爾維亞進行抽樣檢驗

 智利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1年9月

30日完全解除）

穀物、植物的根、塊莖、蔬菜、果實、肉、肉製品、魚蝦貝類及其相關產

品、牛乳及乳製品、幼兒食品
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

駐日智利共和國大使館

電話　03-3769-0551 / 03-3769-

0755

 墨西哥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2年1月

1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飼料
僅能由曼薩尼羅（Manzanillo）港、維拉克魯斯（Veracruz）港及墨西哥城國際

機場（MEX）進口

駐日墨西哥合眾國大使館

電話　03-3581-1131 / 03-3581-

1135

 祕魯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2年4月

20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駐日祕魯大使館

電話　03-3406-4243

FAX    03-3409-7589

 幾內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2年6月

22日完全解除）

牛乳及其相關產品、魚類及其他海產物 停止進口
駐日幾內亞共和國大使館

電話　03-3770-4640

 紐西蘭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2年7月

15日完全解除）

茶 於紐西蘭進行查驗
駐日紐西蘭大使館

電話　03-3467-2271

○紐西蘭初級產業部

http://www.foodsafety.govt.nz/

 哥倫比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2年8月

23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附上西班牙語譯本）

駐日哥倫比亞大使館

電話　03-3440-6451

FAX    03-3440-6724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並於馬來西亞進行逐批查驗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於越南進行逐批查驗（若有輻射檢查證明則可省略）

於越南進行抽樣檢驗（若有輻射檢查證明則可省略）

 伊拉克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4年1月

9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由伊拉克政府指定之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駐日伊拉克大使館

電話　03-5449-3231

 澳洲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4年1月

23日完全解除）

水產品（魚類）、茶、乾燥香菇 於澳洲進行逐批查驗
駐日澳大利亞大使館

電話  03-5232-4111

○澳洲農漁林漁部

http://www.daff.gov.au/aqis/import/food/notices/2009/2012/ifn_0712

（Importing Food from Japan (3 September 2011)）

須檢附由泰國政府公告之檢測機構開立，且記載產地之輻射檢查證明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或日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之原產地證明（記載生

產地區）

玻利維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5年11

月16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並於玻利維亞進行抽樣檢驗

駐日玻利維亞大使館

電話　03-3499-5441

 印度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6年2月

26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印度進行逐批查驗

駐日印度大使館

電話　03-3262-2391

FAX     03-3234-4866

E-mail  embassy@indembjp.org

 科威特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6年5月

13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由指定檢驗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報告

並於科威特進行查驗

駐日科威特大使館

電話　03-3455-0361

 尼泊爾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6年8月

8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尼泊爾進行抽樣檢驗
駐日尼泊爾大使館

電話　03-3713-6241

 模里西斯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6年12

月15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及農產物 於模里西斯進行抽樣檢驗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駐日泰王國大使館

電話　03-6661-3844

FAX     03-3791-1400

E-mail agrithai@extra.ocn.ne.jp
上述３縣以外地區

福島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埼玉、千

葉、東京（８都縣）

 泰國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5年5月

1日解除部分野生動物肉品以外之所有管

制）

宮城、福島、群馬（３縣）
所有食品

（酒類、食品添加物等除外）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或製造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越南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3年9月

1日完全解除）

福島、茨城、櫪木（３縣）

生鮮食品
駐日越南大使館

電話　03-3466-3311
上述３縣以外地區

 厄瓜多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3年4月

3日完全解除）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新潟、山梨、長野（１２都

縣） 農畜產品及其副產品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處理之產品則

須檢附日期證明

駐日厄瓜多大使館

電話　03-3499-2800 / 03-3498-

3984

FAX    03- 3499-4400上述１２都縣以外地區

 馬來西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3年3月

1日完全解除）

※依放射性物質檢查結果未來視需要仍可

能採取管制措施。

福島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或加工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駐日馬來西亞大使館

電話　03-3476-3840

福島縣以外地區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新潟

（７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新潟、山梨、長野（１２都

縣）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或製造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上述１１都縣以外地區

所有食品、飼料（含原料）
未檢附適當文件之貨品將由當局進行查

扣與檢測，以判斷能否通關

駐日加拿大大使館

電話  03-5412-6200
○食品檢驗局

http://www.inspection.gc.ca/english/fssa/imp/eartere.shtml

上述１２都縣以外地區

４７都道府縣

管制範圍

 加拿大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1年6月

13日完全解除）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新潟、山梨、長野（１２都

縣）

 塞爾維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1年7月

1日完全解除）

宮城、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玉、千

葉、東京、神奈川、山梨、靜岡（１１都縣）



③ 　已完全解除管制措施（２／４）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伊朗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6年12

月6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伊朗進行抽樣檢驗
駐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大使館

電話　03-3446-8011

 卡達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7年4月

3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卡達進行抽樣檢驗
駐日卡達大使館

電話　03-5475-0611

 烏克蘭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7年4月

14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烏克蘭加強查驗
駐日烏克蘭大使館

電話　03-5474-9770

 巴基斯坦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7年10

月6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於巴基斯坦進行抽樣檢驗（若有輻射物質檢測證明則可省略）

（由個人攜帶入境之貨品不進行抽樣檢驗）

駐日巴基斯坦大使館

電話　03-5421-7741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輻射檢測報告

所有食品（種子除外）
須檢附日本官方或原子力委員會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

明，及進口業者製作之放射性物質相關宣誓書

所有食品（種子除外） 須檢附日本官方政府開立之產地證明及進口業者製作之放射性物質相關宣誓書

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土耳其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8年2月

17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及農水產品（※HS Code第六類除外）

※切花、盆栽等植物
於土耳其進行逐批查驗

菇類、水產品（扇貝及海藻類除外）、稻米、黃豆、柿子、蜂斗菜嫩莖、蜂

斗菜、楤木屬植物、竹筍、蕨菜、紫萁、莢果蕨、漉油

菇類、漉油

菇類、楤木屬植物、竹筍、蕨菜、紫萁、莢果蕨、漉油

菇類、水產品（扇貝及海藻類除外）、楤木屬植物、竹筍、蕨菜、紫萁、莢

果蕨、漉油

使用上述地區之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及飼料

上述品目中，上述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品目，或者使

用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以外地區生產或加工之上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的食品

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巴西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8年8月

21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附上葡萄牙語譯本）

於2011年3月11日前製造或包裝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附上葡萄牙語譯

本）

駐日巴西大使館

電話　03-3404-5211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輸出事業者證明書」影本或由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

射檢測報告書

生鮮食品、果實、乳品(含奶粉) 除須檢附上述文件外，亦須於阿曼進行抽樣檢驗

 巴林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9年3月

22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輸出事業者證明書」影本或由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

射檢測報告書

駐日巴林王國大使館

電話　03-3584-8001

 剛果民主共和國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9年6月

7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及農業加工品 須檢附輻射檢測證明等文件 　
駐日剛果民主共和國大使館

電話　03-5820-1579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所有食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須檢附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須檢附產地證明

須檢附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須檢附產地證明

所有食品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所有食品及飼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上述１３都縣以外地區

水產品
上述４縣以外地區

 摩洛哥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0年9月9

日完全解除）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神奈川、新潟、山梨、長野

(１３都縣) 於2011年3月11日前收穫或加工之產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駐日摩洛哥王國大使館

電話　03-5485-7171

福島縣以外地區

 菲律賓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0年1月8

日完全解除）

福島、茨城（２縣）
牛肉、蔬菜及果實、植物、種苗等

駐日菲律賓大使館

電話　03-5562-1600
上述２縣以外地區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４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汶萊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9年10月

21日完全解除）

福島
駐日汶萊和平之國大使館

電話　03-3447-7997

福島

 阿曼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8年12

月28日完全解除）

４７都道府縣
駐日阿曼大使館

電話　03-5468-1088

新潟、山梨、靜岡

秋田、山形、長野

岩手、宮城、茨城、櫪木、群馬、千葉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新喀里多尼亞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8年7月

24日完全解除）

福島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於2011年3月11日前生產或加工之食

品及飼料（僅限於左述品目，或使用左

述品目且比例超過50%之產品）則須檢

附日期證明

・使用生產或加工地不明之左述品目且

比例超過50%之食品及飼料，須檢附輻

射檢測證明

 阿根廷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7年12

月8日完全解除）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新潟

（７縣）
駐日阿根廷大使館

電話　03-5420-7101上述７縣以外地區

４７都道府縣

 沙烏地阿拉伯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17年11

月2日完全解除）

宮城、山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

玉、千葉、東京、新潟、山梨、長野（１２都

縣）
於2011年3月11日前生產或加工之食品

則須檢附日期證明

駐日沙烏地阿拉伯王國

大使館

電話　03-3589-5241
上述１２都縣以外地區

管制範圍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③ 　已完全解除管制措施（３／４）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所有食品、飼料

（水產品除外）

 黎巴嫩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0年12月

10日完全解除）

所有食品、飼料
須檢附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並於黎巴嫩進行查驗

駐日黎巴嫩大使館

電話　03-5114-995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0年12

月10日解除野生鳥獸肉以外之管制）

水產品、野生鳥獸肉
須檢附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

可能於進口國進行抽樣檢驗

（註）由於兩國之間尚未針對野生鳥獸

獸建立完善檢疫條件等，故實質上無法

出口

駐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使館

電話　03-5489-0804

所有食品

穀物（含稻米）、菇類、山菜類、水產品

菇類、山菜類、水產品

上述以外的所有食品 須檢附可確認產地之文件（發票等）

全縣 水產品、林產品

須檢附由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及日本官方或日本商工會議所開

立，以都道府縣為單位之產地證明（由日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之證明須有該所之

簽章）

南相馬市、富岡町、大熊町、

双葉町、浪江町、葛尾村、

飯館村

所有食品（水產品、林產品除外）

須檢附由指定檢測機構開立之輻射檢測證明，及日本官方或日本商工會議所開

立，以市町村為單位之產地證明（由日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之證明須有該所之簽

章）

上述以外的市町村 牛乳及乳製品、食用肉品、蛋、蔬菜、水果及其加工品、綠茶及其製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或日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以市町村為單位之產地證明（由日本

商工會議所開立之證明須有該所之簽章）

※若附上以英語正確記載每項商品之生產加工地（市町村名稱）及數量之商業

發票，則可代替上述證明

牛乳及乳製品、食用肉品、蛋、蔬菜、水果及其加工品、綠茶及其製品、水

產品、林產品

須檢附日本官方或日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以都道府縣為單位之產地證明（由日

本商工會議所開立之證明須有該所之簽章）

※若附上以英語正確記載每項商品之生產加工地（都道府縣名稱）及數量之商

業發票，則可代替上述證明

 新加坡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1年5月

28日完全解除）

福島 若於新加坡國內抽樣檢測時檢出超過日

本標準值的放射性物質，則須將該商品

送返日本。

若未提出產地證明或符合條件之商業發

票（請參照左述內容），或產地記載錯

誤，則無法通關。

新加坡食品局(Singapore Food

Agency)

Email:sfa_import&export_foodstu

ff@sfa.gov.sg

○Singapore Food Agency

https://www.sfa.gov.sg/

福島縣以外地區

駐日以色列大使館

電話　03-3264-0911

岩手、宮城

櫪木、群馬、千葉

福島以外的４６都道府縣

須檢附日本官方開立之產地證明

４７都道府縣

４７都道府縣

福島

 以色列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1年１

月25日完全解除）

福島

於以色列進行逐批查驗（費用由進口人負擔）

左述以外之品目則進行抽樣檢驗

（若有輻射檢測證明則可免除）

須檢附可確認產地之文件（發票（invoice）等）

管制範圍

 埃及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0年11月2

日完全解除）

福島、岩手、宮城、茨城、櫪木、群馬、千葉

（７縣）
水產品

駐日埃及大使館

電話　03-3770-8022
上述７縣以外地區



品目 管制內容 備註 聯絡窗口 參考網站

野生菇類

竹筍、原木粟蕈（露地栽培）、原木香菇（露地栽培）、原木滑菇（露地栽

培）、野生菇類、紫萁、野生漉油、野生蕨菜、熊肉、鹿肉、銅長尾雉肉

紫萁、竹筍、野生漉油、（野生）楤芽、原木香菇（露地栽培）、野生菇

類、櫻花鉤吻鮭（養殖除外）、珠星三塊魚、紅點鮭（養殖除外）、熊肉、

山豬肉、鹿肉

熊肉

野生菇類、原木香菇、竹筍、野生漉油、鰻魚、美洲河鯰（養殖除外）、山

豬肉

野生楤芽、竹筍、野生山椒、野生紫萁、野生漉油、野生蕨菜、野生莢果

蕨、原木粟蕈（露地栽培）、原木香菇、原木滑菇（露地栽培）、野生菇

類、山豬肉、鹿肉

野生菇類、櫻花鉤吻鮭（養殖除外）、紅點鮭（養殖除外）、熊肉、山豬

肉、銅長尾雉肉、鹿肉

野生菇類

香菇、鯉魚、蘭氏鯽、鰻魚、山豬肉

漉油、熊肉

野生菇類

野生菇類、漉油、鹿肉

野生菇類

埼玉

千葉

新潟

山梨

長野

靜岡

山形

福島

生乳、野生楤芽、平黑鮋、竹筍、不結球葉菜類（日本油菜、茼蒿、青江

菜、水菜、紅葉萵苣、菠菜及其他不結球葉菜類）、結球葉菜類（高麗菜、

白菜、萵苣）、十字花科花蕾類（綠花椰、白花椰）、栗子、野生蜂斗菜嫩

莖、紫萁、野生漉油、奇異果、原木香菇、原木滑菇（露地栽培）、野生菇

類、莢果蕨、蕨菜、稻米、蕪菁、梅子、蜂斗菜、野生樓梯草、香橙、櫻花

鉤吻鮭（養殖除外）、珠星三塊魚、鰻魚、紅點鮭（養殖除外）、鯉魚（養

殖除外）、熊肉、牛肉※※、山豬肉、銅長尾雉肉、雉雞肉、野兔肉、花嘴

鴨肉

茨城

櫪木

群馬

③ 　已完全解除管制措施（４／４）

管制範圍

 美國

（曾實施右方所述措施，但已在2021年9月

22日完全解除）

青森

停止進口
駐日美國大使館

電話　03-3224-5000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Import Alert)

http://www.accessdata.fda.gov/cms_ia/importalert_621.html

(Questions about Food Safety)

http://www.fda.gov/NewsEvents/PublicHealthFocus/ucm2474

03.htm#importjapan

岩手

宮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