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必需有六個月以上有效期的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 (正本及副本) 

2)      填寫申請表一份 可用‧英文‧中文（簡體字）‧中文（繁體字） 

3)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 (副本) (簽名一定要與護照上簽名完全一樣才可) 

4)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白底證件相一張 (3.5 厘米 x 4.5 厘米、正面、無帽、無背景) 

5)      香港公司在職證明信或放假信 (正本) 

6)      由公共機關發出之一年內的收入證明(即稅單)，或 申請人之最近 3 個月的個人銀行存摺、銀行戶

口月結單，  ( 副本) 

7)      航班或郵輪之預約確認書 (如有請提供) 

 

庭主婦申辦日本旅遊簽證須知: 

1)      必需有六個月以上有效期的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 (正本及副本) 

2)      填寫申請表一份 可用‧英文‧中文（簡體字）‧中文（繁體字） 

3)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 (副本) (簽名一定要與護照上簽名完全一樣才可) 

4)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白底證件相一張 (3.5 厘米 x 4.5 厘米、正面、無帽、無背景) 

5)      在職之直係家屬的香港公司在職證明信 (正本) 

6)      在職之直係家屬由公共機關發出之一年內的收入證明(即稅單)，或  

申請人或在職之直係家屬之最近 3 個月的個人銀行存摺、銀行戶口月結單，
 

7) 申請人與該直係家屬之關係證明，如：結婚證書 或 出生證…等等 (副本) 

8)      航班或郵輪之預約確認書 (如有請提供) 

 

簽證時間: 

簽證費用  HK$1300

 ~ 表格請單面列印

  ~ 表格請單面列印

<整套>銀行月結單+ 月結單截數日至申請日前的<交易記錄>

 

 ( 副本) <整套>銀行月結單+ 月結單截數日至申請日前的<交易記錄>

公司負責人簽署及蓋公司章

公司負責人簽署及蓋公司章

單次簽證有效期: 三個月，每次入境可停留 15天  

以下是持有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及澳門旅行(MACAU TRAVEL PERMIT)申請日本簽證須知

沒有工作或家

以下是持有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及澳門旅行(MACAU TRAVEL PERMIT)申請日本簽證須知以下是持有香港簽證身份書(HKDI)及澳門旅行(MACAU TRAVEL PERMIT)申請日本簽證須知

在職人士申辦日本旅遊簽證須知

多次簽證費用: HK$2,300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如非申請人自己之公司信及月結單, 而是用直係家屬的, 需提供該直係家屬之:
 護照有相頁+護照簽名頁+香港身份證(副本)**

約5-9個工作天



 

 

持有中國護照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的人士申辦日本旅遊簽證須知: 

1) 必需有兩張空白頁及六個月以上有效期的中國護照 (正本及副本) 

2) 填寫申請表一份(簽名一定要與護照上的簽名 100%相同，表格有錯不能更改，要從新填寫) 

3) 香港或澳門身份證 (副本) 

4) 有效期香港或澳門簽證 (副本) 

5) 有效的 逗留 ”D” 簽證 (副本) (如申請人持有, 必須提供) 

6)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白底證件相 1 張 (35 毫米 x 45 毫米、正面、無帽) 

7) 過往如曾到訪日本﹑美國或神根等國，請出示相關之記錄 (如:舊護照…等) 

8) 香港公司放假信 (正本) (在職人士必需提供, 內容要與樣本相同) 

(對於作為扶養的人士如: 父母﹑配偶或孩子的時候，則須要扶養人之在職證明信及親屬關

係證明文件 (如:結婚證明書或出生證明書) (副本)  

9) 申請人要用 A4 白色紙簡單書寫給簽證部解釋為何要申請多次證 (多次簽證需要提交) 

10) 由公共機關發出之一年間的收入證明(即稅單)，或申請人及扶養人之最近 3 個月的個人銀

行存摺 或 銀行儲蓄戶口的整套月結單 (副本)(單次簽證需提交) 

由公共機關發出之一年間的收入證明(即稅單)，及申請人及扶養人之最近 6 個月的個人銀

行存摺 或 銀行儲蓄戶口的整套月結單 (副本)(多次簽證需提交) 

11) 航班或郵輪之預約確認書 (如持有，請提供) 

12) 當地行程表 (如持有，請提供) 

 

**注意：若申請人的銀行月結單上的住址與現有住址不符（即剛搬遷，請同時附上住址證明

副本**） 

 

簽證需時: 

單次簽證費用: HK$1,300 

單次簽證有效期: 三個月，每次入境可停留 15天  

多次簽證費用: HK$2,300  

 

 ~ 表格請單面列印

 

 ( 副本) <整套>銀行月結單+ 月結單截數日至申請日前的<交易記錄>

公司負責人簽署及蓋公司章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簽證部會是乎申請人提交的資料而批出一，三年或五年多次簽證，如條件不乎，則只批單次簽證 )

 **如非申請人自己之公司信及月結單, 而是用直係家屬的, 需提供該直係家屬之:
 護照有相頁+護照簽名頁+香港身份證(副本)**

約5-9個工作天

http://www.hk.emb-japan.go.jp/chi/docs/company_letter.pdf
http://www.hk.emb-japan.go.jp/chi/docs/company_letter.pdf
http://www.hk.emb-japan.go.jp/chi/docs/company_letter.pdf


 

 

外籍傭工申辦日本簽證所需資料: 

 

1) 有效期 6 個月或以上的護照 (正﹑副本) 

2) 香港身份證 (副本) 

3) 香港工作簽證 (副本) 

4) 彩色白底 6 個月內拍攝近照 (3.5 厘米 X 4.5 厘米) 

5) 僱傭合約 (副本) 

6) 僱主護照 (副本) 

7) 僱主 香港身份證 (副本) 

8) 僱主保證信 (正本)  

9) 填寫申請表一份 (填寫表格時絕不能有錯誤或更改, 有錯要從新填寫) 

(簽名一定要跟護照上的完全相同) 

10) 如僱主赴日是需要簽證的人士，僱主日本簽證 (正﹑副本) 

11) 如僱主未能同行，而是僱主同住家屬與傭工同行。

12) 同住家屬與僱主之關係證明 (副本) 

13) 申請人之來回機票 (E-ticket) (副本) 

14) 僱主 (或同住家屬) 之來回機票 (E-ticket) (副本) 

 

 

***注意：若申請人合約內的香港住址與現有住址不符（即剛搬遷，請同時附上住址證明副本*** 

 

簽證有效期 : 三個月 

簽證需時 : 

簽證費用 

及護照簽名頁

:菲律賓: HKD1200

(簽名一定要對合約上的完全相同)

~ 表格請單面列印

單次簽證有效期: 三個月，每次入境可停留 15天  

其他可代辦日本簽證之國家如下:

印度護照
越南護照
尼泊爾護照
斯里蘭卡護照
馬來西亞護照
南非護照
巴西護照

歡迎致電查詢所需資料.

同行家屬之護照+簽名頁 及香港/澳門身份證(副本)

HKD1300
約5-9個工作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