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旅行社簽證明細
台北市忠孝東路務段508號5樓之1 電話：02-23466600 傳真：02-2759-6483
簽證種類 效期 工作天數
準備文件
護照 10年
6 1.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兩張(六個月內，頭頂至下巴3.2~3.6公分間)
5 2. 身分證正本 (14歲以下沒有身分證可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代替)
年滿14歲之女性及當 4 3. 37歲以下且已退伍請附上退伍令正本，除身分證役別欄有備註者
過兵之男性護照效期 3 4. 舊護照正本(未過期請一定要提供，已過期請提供影本)
為10年
24小時件 5. 未滿18歲須出示父親或是母親(監護人) 身分證正本，若父母離異請出具
護照 5年
6 父母雙方身分證正本或是戶籍謄本證明監護人身分
未滿14歲之女性，未 54 6.7. 若改名必須出具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原名會列別名
遺失請出具報案證明正本，工作天會多一天**建議PP不滿六個月就要重辦
當過兵之男性，效期
3
8.
首次辦理必須先至戶政事務所做「人別確認」，旅行社才能辦理
為五年。役男出國要
申報
24小時件 9. 國軍/現役軍人請提供軍人證正本，護照效期為十年。
護照 加別名 5 1. 護照正本 2. 身分證影本 3. 別名證明文件 e.g. 第二本護照
加頁(最多1次)
2 1. 護照正本
出入國紀錄(移民署) 2 護照正本 或是 身分證正本
7 1.護照正本
(14歲以下沒有身分證可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代替)
台胞證 新辦5年 74 2.3. 身分證影本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六個月內，頭頂至下巴3.2~3.6公分間)
遺失/毀損 4 4. 舊台胞證影本***請特別注意中國不接受自然人憑證的戶籍謄本
大陸國籍沒有註銷或除戶無法辦理 5. 未滿16歲申請人須提供監護人身分證影本
申請人在中國境內不能把文件寄回台灣辦證
6. 若改名必須出具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新疆外國出生者也要提供。
外國出生者不能辦理台胞證急件
7. 遺失請出具報案證明正本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一旦辦出不可撤件更改急件
*
*
*

觀光30天內免簽證

馬來西亞

1. 護照影本-效期六個月以上 2. 出國日期
個月電
出生地為台灣或是大陸者方可辦理，可兩次進出香港
香港 子港簽 1~2 一次最多停留天數為30天。
*持有效之台胞證可進出香港不需辦理香港簽證
8 1.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兩張(一年內)
5 2. 護照影本
1個月單次
4 3. 正確入越南日期
越南
3 **3個月多次只有85天，不是整整90天效期，請特別注意
1個月多次
8 **持外國護照者須提供護照正本，費用另問
3個月單次
8 **趕件必須要先確認後再送件。
3個月多次
8 **簽證押的日期可延後入境，不可提前入境**效期到期前要離境
3個月單次
4 1. 兩吋白底色照片1張(六個月內，頭頂到下巴3.2~3.6公分間)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比例1:1 (14歲以下提供戶謄或戶口名簿影本.不收自然人憑證版)
前費用為
泰國 泰國可以落地簽，
天效期 3. 護照正本 效期六個月以上 空白頁兩張以上 簽名欄必須簽名
前為 泰銖 後 泰銖 4. 家中聯絡電話、手機號碼、職業及泰國飯店名稱 **另有商務簽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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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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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8/31 2000

印尼
個人探親/商務交
大陸人 流/會議/專業來台
士來台 參訪/自由行/團體
觀光

觀光30天內免簽證
相關文件請內洽 簽證部

天意旅行社簽證明細
台北市忠孝東路務段508號5樓之1 電話：02-23466600 傳真：02-2759-6483
簽證種類 效期 工作天數
準備文件
1.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1張(六個月內，同護照格式)
3個月單次
2. 身分證影本(14歲以下提供戶謄或戶口名簿影本.不收自然人憑證版)
菲律賓
3 3. 護照正本 **15歲以下不可以單獨辦理若需辦理需家長同意書且公證
1個月多次
電子簽證僅需要 1. 護照影本 2. 填寫表格
1. 5 x 5白底彩色照片1張 (六個月內) –辦理美簽照片格式
2. 護照正本(簽名欄需本人簽名、效期6個月以上、空白頁數2頁)
(比例1:1)
觀光 1年 4 3.4. 身分證正反面清楚影本
入出境時間
或
訂位紀錄
多次
5. 名片兩張及基本資料(註明住家地址、電話)及填寫表格 (如附件)
6. 退休、無業人員、家管,請附上財力證明(存摺影本，金額需10萬元以上，
日期需押7日內) **印度任何簽證都沒有急件
白底彩色照片1張 (六個月內) –辦理美簽照片格式
護照正本(簽名欄需本人簽名、效期6個月以上、空白頁數2頁)
身分證正反面清楚影本
入出境時間 或 訂位紀錄
印度
商務 1年 4 名片正本兩張 及 填寫基本資料表格 (如附件)
印度公司邀請函(需有當地公司名稱、地址、電話、邀請人簽名) 或 台灣
多次
公司保證信函(需用公司信紙，並請填寫一年內可能入出境的日期，邀請單
位相關資料並蓋公司大小章及負責人簽名)-固定格式(建議用公司保信,邀請
函時常被退件)
8.填寫表格 (如附件) **印度任何簽證都沒有急件
1. 5 x 5
2.
3.
4.
5.
7.

電子 單次
特殊條件
可辦雙次
，最長效
期為四個
月雙次

護照影本掃描檔 pdf格式，檔案大小最小10kb，最大不可超過300kb
白底彩色照片掃描檔，5x5大小，jpeg格式，檔案大小最小10kb，最大不
4 可超過
1mb
3. 印度填寫表格 **印度任何簽證都沒有急件
一定要提前4天~1個月的時間辦理。1年只能辦理四次
1. 兩吋白底彩色照片2張 (六個月內，頭頂~下巴3.2~3.6公分間)
觀光 三個月單次
7~10天 2. 護照正本 效期六個月以上 空白頁兩張以上
3. 名片一張
緬甸
商務必須另外附公司保證信函正本、邀請函影本
**觀光 最長可停留28天
商務 三個月單次
商務70天 有電子簽證 文件跟實體簽證一樣 4個工作日 要填表格，若因探
7~10天 親等其他需要赴緬，仍須循既有方式辦理紙本簽證
電子簽證 3 1. 護照影本
2年多次
2. 填寫表格
美國
1. 5X5照片1張
實體簽證 約2週 2. 護照正本 效期六個月以上 空白頁兩張以上
3. 填寫表格 及 身分證影本
電子簽
1. 護照影本
加拿大 證 5年 4 2. 填寫表格
多次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