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旅遊簽證 

香港簽證身份書（DI）或其他護照持有人辦理須知： 

1) 有效 6 個月以上的香港簽證身份書（DI）或護照 正、副本 

2) 香港簽證身份書（DI）最少要有兩張空白頁 

3) 6 個月內拍攝的白底彩色近照一張 (35 MM x 45 MM) 

4) 經濟證明（必須提供：最近 3 個月的存款證明，每月要有等值港幣兩萬元以上） 

（如提供存摺簿，請同時提供 正、副本）/ （如提供銀行結餘，需在 14 天內發出的文件方可） 

若經濟證明由家人提供，則要同時提供與家人的關係證明 正、副本（如：結婚證書或出世紙…等） 

5) 填寫申請表及在授權書上簽名

 

香港簽證身份書（DI）學生持有人辦理須知： 

1) 有效 6 個月以上的簽證身份書 正、副本 

2) 香港簽證身份書（DI）最少要有兩張空白頁 

3) 學生證 副本 

4) 經濟證明(必須提供：最近 3 個月的香港銀行存款證明，每月要有等值港幣兩萬元以上) 

         (若學生沒有此證明, 可用父母或兄弟姐妹的香港經濟證明, 但同時要提供申請人與家人的 

關係證明文件 正、副本)  

（父母或兄弟姐妹身份證 副本及申請人的出生紙或能證明與父母及兄弟姐妹關係的文件） 

6)  6 個月內拍攝的白底彩色近照一張 (35 MM x 45 MM) 

7)  填寫申請表及在授權書上簽名

 

簽證身份書人士, 首次也可申辦半年兩次簽證 

 

簽證需時： 個工作天

  ** 簽證有效期三個月, 入境停留時間 30 天 ** 

 

簽證收費： （單次旅遊簽證, 停留少於 30 天） 

          單次簽證有效期, 一般為三個月或簽證部批出的期限 

（半年兩次旅遊簽證） 

（一年多次旅遊簽證）

（申請多次不要用商務，否則很難批） 

**

申請人如過去兩次以上訪問韓國或以下OECD國家的人 (濟州免簽入境及團體旅遊除外)

- 22個OECD國家 :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法國, 德國, 希臘, 冰島, 愛爾蘭, 意大利, 盧森堡,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芬蘭

而且護照及香港簽證有效期超過一年,便可以即時申辦 一年多次。

個工作天8-9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 身份證 ( 副本 )

+ 身份證 ( 副本 )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身份證 ( 副本 )

HK$800

HK$1,100
HK$1,200



 
 

韓國旅遊簽證 

居港中國護照持有人須知： 

1) 有效 6 個月以上及有最少兩張空白頁的中國護照 正、副本 

2) 香港身份證 副本 

3) 中國護照內的香港簽證 副本 或 

通行證 (舊款) 正、副本 (如持有須提供，作驗證之用) 或 

通行卡 副本 及 香港簽證 正、副本 (作驗證之用) 

4) 6 個月內拍攝的白底彩色近照一張 (35 MM x 45 MM) 

5) 學生證 副本（學生需提供） 

6) 經濟證明 (正本)（必須提供：最近 3 個月的存款證明，每月要有等值港幣 兩萬元以上） 

  如申請人提供的存款資料屬於家人 (若申請人沒有經濟此證明, 可用父母 或 兄弟姐妹的香港經濟

證明, 但同時要提供父母 或 兄弟姐妹 與申請人關係證明文件 (如: 家庭主婦需提供結婚證書 或 

子女需提供出世紙 或 能證明與戶口持有人的關係的文件) 正、副本

8) 填寫申請表及在授權書上簽名

 

居港其他國家護照持有人須知： 

1) 有效 6 個月以上及有最少兩張空白頁的護照 正、副本 

2) 香港身份證 副本 

3) 護照內的香港簽證 副本  

4) 6 個月內拍攝的白底彩色近照一張 (35 MM x 45 MM) 

5) 學生證 副本（學生需提供） 

6) 經濟證明 (正本)（必須提供：最近 3 個月的存款證明，每月要有等值港幣 兩萬元以上） 

7) 如申請人提供的存款資料屬於家人 (若申請人沒有經濟此證明, 可用父母 或 兄弟姐妹的香港經濟

證明, 但同時要提供父母 或 兄弟姐妹 與申請人關係證明文件 (如: 家庭主婦需提供結婚證書 或 

子女需提供出世紙 或 能證明與戶口持有人的關係的文件) 正、副本 

8) 填寫申請表及在授權書上簽名

 

簽證需時：

  ** 簽證有效期三個月, 入境停留時間 15天 ** 

 

簽證收費： （單次旅遊簽證, 停留少於 30 天） 

          單次簽證有效期, 一般為三個月或簽證部批出的期限 

HK$1,100（一年多次旅遊簽證） 

（半年兩次旅遊簽證） 

個工作天  個工作天8-9

（申請多次不要用商務，否則很難批） 

**

申請人如過去兩次以上訪問韓國或以下OECD國家的人 (濟州免簽入境及團體旅遊除外)

- 22個OECD國家 :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法國, 德國, 希臘, 冰島, 愛爾蘭, 意大利, 盧森堡,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芬蘭

7)

>>>>>其他國家護照持有人簽證費請致電查詢<<<<<

HK$800

HK$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