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特區護照持有人前往 68 個「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簽證待遇 

 

 
大洲 國家名稱 

入境簽證 

待遇類別 

（註一） 

可逗留天數 
申請條件/ 

注意事項 

1 
亞洲 

文萊 （Brunei Darussalam） （i） 14 天 - 

2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i） 30 天 - 

3 以色列 （Israel） （i） 3 個月 - 

4 約旦 （Jordan） （i） 14 天 - 

5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i） 14 天 - 

6 大韓民國 （Korea （Republic of）） （i） 90 天 - 

7 馬來西亞 （Malaysia） （i） 1 個月 - 

8 馬爾代夫 （Maldives） （i） 
免簽證逗留期限於

抵達時由當局決定 
- 

9 蒙古 （Mongolia） （i） 14 天 - 

10 菲律賓 （Philippines） （i） 14 天 - 

11 新加坡 （Singapore） （i） 30 天 - 

12 泰國 （Thailand） （i） 30 天 - 

13 土耳其 （Turkey） （i） 3 個月 - 

14 也門（共和國） （Yemen （Republic of）） （i） 30 天 - 

15 巴林 （Bahrain） （ii） 14 天 註二 

16 東帝汶 （East Timor） （ii） 14 天 註二 

17 科威特 （Kuwait） （ii） 3 個月 註二 

18 老撾 （Laos） （ii） 30 天 註二 

19 黎巴嫩 （Lebanon） （ii） 3 個月 註二 

20 尼泊爾 （Nepal） （ii）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二 

21 阿曼 （Oman） （ii） 14 天 註二 

22 卡塔爾 （Qatar） （ii） 1 個月 註二 

23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ii） 30 天 註二 

24 亞美尼亞 （Armenia） （iii） 最多 120 天 註三 

25 柬埔寨 （Cambodia） （iii） 最少 30 天 註三 

26 印度（India） （iii） 最多 90 天 註三 

27 伊朗 （Iran） （iii）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三 

28 緬甸 （Myanmar） （iii） 28 天 註三 

29 斯里蘭卡 （Sri Lanka） （iii） 30 天 註三 

30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iii） 45 天 註三 



 
大洲 國家名稱 

入境簽證 

待遇類別 

（註一） 

可逗留天數 
申請條件/ 

注意事項 

31 阿富汗 （Afghanistan） （iv） 30 天 註四 

32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33 孟加拉 （Bangladesh）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34 不丹 （Bhutan）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35 格魯吉亞 （Georgia）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36 伊拉克 （Iraq） （iv） 10 天 註四 

37 吉爾吉斯坦 （Kyrgyzstan） （iv） 1 個月 註四 

38 巴基斯坦 （Pakistan）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39 巴勒斯坦 （Palestine）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40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41 敘利亞 （Syria） （iv） 15 天 註四 

42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43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44 越南（Vietnam） （iv） 由簽發機關決定 註四 

45 非洲 埃及 （Egypt） （i） 90 天 - 

46 南非 （South Africa） （i） 30 天 - 

47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ii） 3 個月 註二 

48 歐洲 

 

 

 

 

 

 

 

 

 

 

 

阿爾巴尼亞 （Albania） （i） 14 天 - 

49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Bosnia and Herzegovina） 
（i） 

90 天 
- 

50 保加利亞 （Bulgaria） （i） 90 天 - 

51 克羅地亞 （Croatia） （i） 90 天 - 

52 捷克 （Czech Republic） （i） 90 天 註五 

53 愛沙尼亞 （Estonia） （i） 90 天 註五 

54 匈牙利 （Hungary） （i） 90 天 註五 

55 拉脫維亞 （Latvia） （i） 90 天 註五 

56 立陶宛 （Lithuania） （i） 90 天 註五 

57 馬其頓 （Macedonia） （i） 90 天 - 

58 摩爾多瓦（Moldova （Republic of）） （i） 90 天 - 

59 
黑山（共和國） 

（Montenegro （Republic of）） 
（i） 

90 天 
- 

60 波蘭 （Poland） （i） 90 天 註五 

61 羅馬尼亞 （Romania） （i） 90 天 - 

62 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i） 14 天 - 

63 
塞爾維亞 （共和國）  

（Serbia （Republic of）） 
（i） 

14 天 
- 



 
大洲 國家名稱 

入境簽證 

待遇類別 

（註一） 

可逗留天數 
申請條件/ 

注意事項 

64 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 （i） 
90 天 

註五 

65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i） 90 天 註五 

66 烏克蘭 （Ukraine） （i） 
14 天 

- 

67 白俄羅斯 （Belarus） （iv） 90 天 註四及註六 

 68 大洋洲 新西蘭 （New Zealand） （i） 3 個月 - 

 

附註： 

註一： （i） ：免簽證入境 

（ii） ：落地簽證（簽證將於入境時簽發） 

（iii） ：網上電子簽證（須經官方電子渠道申請簽證） 

（iv） ：正式簽證（須向相關使領館書面申請簽證） 

 

註二： 簽證將於入境當地機場或海陸口岸時簽發。旅遊前應先向相關大使館或領事館查詢

有關詳情。 

 

註三： 有關申請電子簽證的相關要求及細則，請參閱該國家官方電子簽證網站內的資訊。 

 

註四： 可向該國家的駐香港領事館或官方認可機構或駐最近國家的大使館或領事館查詢相

關申請手續及資訊。 

 

註五： 前往神根地區，在任何 180 天的期間內，最長可逗留 90 天。有關神根地區逗留期限

的資料，請參閱歐盟委員會的網站。 

 

註六： 特區政府與白俄羅斯政府就雙方的互免簽證安排已達成共識，讓持有效香港特區護

照和有效白俄羅斯國民護照訪客可享相互免簽證入境待遇，每次逗留不超過 14 天，

而有關措施將盡快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