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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認可的外國/地區 COVID-19 疫苗護照清單 
（截至 2021 年 11 月） 

序號 國家/地區名稱 文件名稱/類型 

1 波蘭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2 阿拉伯聯合大陸 疫苗接種證明卡 

3 韓國 
疫苗接種證明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COOV 移動應用程式） 

4 哈薩克 
疫苗接種證明 

疫苗接種電子護照 

5 蒙古 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6 阿曼 疫苗接種證明 

7 泰國 疫苗接種證明 

8 羅馬尼亞 

國家疫苗接種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9 日本 疫苗接種證明 

10 紐西蘭 疫苗接種證明（通過電子郵件方式確認） 

11 巴西 國家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12 斯里蘭卡 疫苗接種證明 

13 捷克 

國家疫苗接種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14 摩洛哥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15 沙烏地阿拉伯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 

16 亞美尼亞 疫苗接種證明 

17 德國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國際疫苗接種證明書 

18 俄羅斯 疫苗接種證明 

19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區域疫苗接種證明 

（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20 奧地利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21 聖馬利諾 

國家疫苗接種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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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國家/地區名稱 文件名稱/類型 

22 老撾 疫苗接種證明 

23 新加坡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24 比利時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25 西班牙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26 丹麥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27 美國 疫苗接種證明卡 

28 義大利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29 保加利亞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30 斯洛伐克 
國家疫苗接種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31 挪威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32 瑞典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33 以色列 疫苗接種證明 

34 法國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35 土耳其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卡 

疫苗接種電子認證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36 亞塞拜然 
疫苗接種證明 

Covid-19 康復證明 

37 印度 疫苗接種證明 

38 瑞士 Covid 證書（疫苗接種證明，康復證明） 

39 中國 疫苗接種證明 

40 巴基斯坦 疫苗接種證明 

41 愛爾蘭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卡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42 希臘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43 科威特 SARS-Cov-2 疫苗接種證明 

44 哥倫比亞 疫苗接種證明 

45 荷蘭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46 澳大利亞 
免疫證明 

國家疫苗接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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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國家/地區名稱 文件名稱/類型 

47 芬蘭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48 臺灣地區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 

診斷證書 

國際預防接種證明書（黃皮書） 

49 匈牙利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50 白俄羅斯 疫苗接種證明 

51 柬埔寨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卡（衛生部簽發）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卡（國防部簽發） 

52 阿爾及利亞 Covid 疫苗接種證明卡 

53 加拿大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53 印尼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54 尼泊爾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55 墨西哥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56 玻利維亞 疫苗接種證明 

57 克羅埃西亞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58 冰島 疫苗接種證明 

59 葡萄牙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60 土庫曼 疫苗接種證明 

61 巴基斯坦 疫苗接種證明 

62 卡達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63 利比亞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64 埃及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65 東帝汶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66 烏克蘭 
歐盟 Covid-19 康復電子證明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67 菲律賓 疫苗接種證明 

68 馬來西亞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69 盧森堡 歐盟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70 阿根廷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71 約旦 疫苗接種證明 

72 汶萊 
疫苗接種電子證明 

疫苗接種證明 

源：越南外交部官網

https://lanhsuvietnam.gov.vn/Lists/BaiViet/B%C3%A0i%20vi%E1%BA%BFt/DispForm.aspx?List=dc7c7d75-6a32-4215-afeb-47d4bee70eee&ID=1078


 

 

 

 

 

 

 

 

 

 

 

 

 

 

 

 

 

 

 

 

 

 

 

 

 

 

 

 

 

Deloitte（“德勤”）泛指德勤有限公司（簡稱“DTTL”），以及其一家或多家全球成員所網絡與其關聯機構（統稱

為“德勤機構" ）。德勤有限公司（又稱為“德勤全球”）及每一家成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且

相互的間不因第三方而承擔任何責任。DTTL 以及各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僅對其自身單獨行為承擔責任。德勤

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請參閱 www.deloitte.com/about 了解更多。 

德勤亞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擔保有限公司）是 DTTL 的會員所。德勤亞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員及其關聯機構

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在亞太地區超过過 100座城市提供專業服務，包括奧克蘭、曼谷、北京、

河內、香港、雅加達、吉隆坡、馬尼拉、墨爾本、大阪、首爾、上海、新加坡、雪梨、台北及東京。 

關於德勤越南 

在越南，由德勤越南會計師事務所與其子公司及關聯機構提供有關服務。 

本通訊中的內容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德勤有限公司（“DTTL”）及其全球成員所或 其關聯機構（統稱為

“德勤機構”）不因本通訊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在作成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有可能影響企業

財務或企業本身的行動前，請先諮詢專業顧問。 

對於本通信中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明示或暗示），而對信賴本通訊而造成損

失的任何人，DTTL 及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員工與代理的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DTTL 及每一

家成員所與其關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 

© 2021 德勤越南稅務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