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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簽証須知韓國簽証須知韓國簽証須知韓國簽証須知    

 
韓國領事館地址：香港金鐘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5 樓 

電話：2528-3666  傳真：2529-9385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7:30  簽證申請：09:00-12:00 （11:30 前到達） 

 ﹡﹡﹡﹡    以下所列文件乃基本要求以下所列文件乃基本要求以下所列文件乃基本要求以下所列文件乃基本要求，，，，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如有需要，，，，韓國領事館將要求額外証明文件韓國領事館將要求額外証明文件韓國領事館將要求額外証明文件韓國領事館將要求額外証明文件。。。。    証件類別 是否須辦簽証 簽証表格 近照 香港身份証 工作天 簽証及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BNO 不須 --- --- --- --- --- 90 天 

HKSAR 不須 --- --- --- --- --- 90 天 

HKDI 須(本社可代辦) 1 1 副本 5 天 HKD$610 30 天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 --- --- --- --- 30 天 澳門特區旅遊証 須(本社可代辦) 1 1 副本 5 天 HKD$610 15 天 葡國護照 不須 --- --- --- --- --- 30 天 中國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副本 5 天 HKD$610 7 天 ﹡ 以上護照有效日期必須有六個月或以上 ﹡ 一般申請需時 5 個工作天(不包括入証及出証日)，如遇特殊情況，可能需要較長審批時間 
＊＊＊＊＊＊＊＊    為免領為免領為免領為免領事館需要較長審批時間事館需要較長審批時間事館需要較長審批時間事館需要較長審批時間，，，，如非緊急建議客人盡早辦妥簽証如非緊急建議客人盡早辦妥簽証如非緊急建議客人盡早辦妥簽証如非緊急建議客人盡早辦妥簽証。＊＊。＊＊。＊＊。＊＊    ﹡ 上列收費已包括辦理簽証之費用及本公司代辦有關申請所徵收之手續費 ﹡ 南韓領事館對申辦簽証之菲律賓護照持有人並不收取費用，本公司只徵收代辦有關申請之手續費 ﹡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如客人自辦簽証，必須致電領事館確認有關資料，一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 如簽証被拒絕簽發者，一切費用不獲退回。 

＊＊＊＊＊＊＊＊＊＊＊＊    家庭傭工只接受以人道理由申請簽証家庭傭工只接受以人道理由申請簽証家庭傭工只接受以人道理由申請簽証家庭傭工只接受以人道理由申請簽証，，，，旅行社不可代辦旅遊簽証旅行社不可代辦旅遊簽証旅行社不可代辦旅遊簽証旅行社不可代辦旅遊簽証。。。。     
＊ 代辦簽証，必須提交以下文件：  1) 南韓簽証申請表 1 張 (連相片 1 張，規格：3.5cmX4.5cm) 2) 護照正副本 護照須預留『兩版全新空白內頁』，以供黏貼簽證標籤及入境紀錄蓋印用。 3) 香港身份証副本 或 香港居留簽証副本 4) 旅行社收據正副本 5) 經濟証明正副本 (最近三個月銀行存款結存，平均金額不少於港幣$20,000)  

附加文件： 《僱主》公司商業登記証副本(須提供股份証明冊)、經濟証明正副本、公司咭片 《僱員》公司放假信、經濟証明正副本  《主婦及退休人士》結婚証書正副本、經濟証明正副本、配偶之身份証副本、配偶之護照正副本 《公務員》放假信及職員証正副本、經濟証明正副本 《學生》學生手冊、出世紙正副本、父或母經濟証明正副本  備註： ＊ 領事館有機會會收取申請者的經濟証明正本，而不退還。 ＊ 持中國護照人仕持有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或日本之有效簽証，途經韓國境前往五個國家， 可獲免簽証過境停留 30 天，入境時必須持有上述目的地之機票。 ＊ 美國 CI 人仕如持有前往美國之機票，途經韓國過境美國，可獲免簽証過境停留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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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團專用韓國團專用韓國團專用韓國團專用))))    
 

以下國家之普通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証入境韓國，但護照必需有六個月或以上有效期。 

 

與[韓國達成免簽証]及[免簽證協定締約]之國家、地區： 

澳洲 意大利 新加玻 奧地利 

日本 英國 美國 法國 

加拿大 台灣 馬來西亞 泰國 

丹麥 愛爾蘭 荷蘭 芬蘭 

墨西哥 葡萄牙 比利時 西班牙 

德國 挪威 瑞士 瑞典 

紐西蘭 哥倫比亞 哥斯達黎加 列支敦士登 

盧森堡 突尼西亞 多明尼加 委內瑞拉 

巴西 汶萊 阿根廷 厄瓜多爾 

巴拉圭 摩納哥 斯絡維尼亞 梵蒂岡 

斐濟 關島 巴林 埃及 

安地卡-巴布達 巴哈馬 巴貝多 秘魯 

保加利亞 智利 捷克 多米尼克 

薩爾瓦多 愛沙尼亞 希臘 格瑞那達 

瓜地馬拉 海地 匈牙利 冰島 

以色列 牙買加 拉脫維亞 賴索托 

賴比瑞亞 列支敦斯登 立陶宛 馬爾他 

摩洛哥 尼加拉瓜 波蘭 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 聖露西亞 聖文森 蘇利南 

巴拿馬 俄羅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烏拉圭 

委內瑞拉 卡達 沙烏地 阿拉伯 

科威特 阿曼 葉門 宏都拉斯 

蓋亞那 安道爾 聖馬利諾共和國 賽普勒斯 

阿爾巴尼亞 克羅埃西亞 塞爾維亞 蒙特內哥羅 

諾魯 帛琉 吉里巴斯 馬紹爾群島 

索羅門群島 新喀里多尼亞 薩摩亞 吐瓦魯 

東加 南非共和國 模里西斯 塞席爾 

史瓦濟蘭 埃及 千里達-托巴哥 土耳其 

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聯邦 

 

＊以上資料只參考，如有更改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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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濟州濟州濟州島((((韓國韓國韓國韓國))))簽証須知簽証須知簽証須知簽証須知    
 
 

大部份國家均可免簽証入境濟州島(包括中國、菲律賓、印尼護照)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 來回程均乘坐【由香港直航由香港直航由香港直航由香港直航】】】】的濟州島航班，中途不可以於首爾 或 韓國其他地方轉機。 

2. 只限以旅遊入境。 

3. 護照有效日期必須有六個月 或 以上。 

 

詳情可參考：http://hkg.mofat.go.kr/english/as/hkg/visa/issuance/index.jsp 

 

HKDI 持有人，必須申請韓國簽証才能入境濟州島 

 

以下國家之護照持有人【必須申請韓國簽証才能入境濟州島】： 

阿富汗 古巴 加納 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亞 馬其頓 尼日利亞 

蘇丹 敘利亞 巴勒斯坦  

 

 

﹡ 上述資料只限濟州島，如前往韓國其他地區，請需閱『韓國簽証須知』 

﹡ 上述資料只供參考，一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