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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及旅行證的簽證待遇

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及旅行證持有人前往下列國家和地區，可獲免簽證或落地簽

證待遇（按地區排列）： 

亞 洲

國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土耳其 30天 ---

文萊 14天 ---

日本 90天 ---

以色列 3個月 ---

尼泊爾 --- e） ---

印尼 28天 ---

老撾 30天 e） ---

東帝汶 --- c） ---

亞美尼亞 90天（未生效） 90天（未生效）

韓國 90天 ---

約旦 --- c） ---

馬來西亞 30天 14天

馬爾代夫 30天 c） 30天 c）

泰國 30天 * ---

菲律賓 14天 ---

新加坡 30天 ---

黎巴嫩 3個月 ---

蒙古 90天 * ---

柬埔寨  30天 c） ---

阿曼  30天 c） ---

歐 洲

國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丹麥   90天 a） ---

比利時   90天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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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立陶宛 90天 * ---

冰島    90天 a） ---

西班牙    90天 a） ---

匈牙利 90天 * ---

列支敦士登 90天 * ---

希臘    90天 a） ---

克羅地亞 90天 ---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90天 ---

波蘭 90天 * ---

芬蘭    90天 a） ---

法國    90天 a） ---

法羅群島  3個月 ---

安道爾 90天 ---

阿爾巴尼亞 90天 ---

直布羅陀 --- ---

拉脫維亞 90天 * ---

俄羅斯 30天 * ---

英國  6個月 ---

保加利亞 90天 * ---

愛爾蘭 90天 ---

挪威    90天 a） ---

捷克 90天 ---

荷蘭    90天 a） ---

斯洛文尼亞 90天 ---

斯洛伐克 90天 * ---

奧地利    90天 a） ---

意大利    90天 a） g） ---

塞浦路斯 3個月 ---

塞爾維亞 90天 * ---

愛沙尼亞 90天 * ---

聖馬力諾 20天 ---

瑞士 90天 * ---

歐 洲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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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瑞典   90天 a） ---

葡萄牙   90天 a） ---

德國   90天 a） ---

摩納哥   90天 a） ---

摩爾多瓦 90天 ---

盧森堡   90天 a） ---

羅馬尼亞 90天 ---

馬耳他 90天 ---

馬其頓 90天 ---

黑山 90天 ---

美 洲

國 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巴西 90天 ---

圭亞那   30天 j） ---

多米尼克 90天 * 90天 *

多米尼加    30天 c） ---

阿魯巴 3個月 ---

瓜德魯普    3個月 b） ---

法屬圭亞那    3個月 b） ---

法屬聖馬丁 3個月 ---

法屬聖巴泰勒米島 3個月 ---

英屬維爾京群島 6個月 ---

格陵蘭 3個月 ---

格林納達 90天 * 90天 *

馬提尼克    3個月 b） ---

庫拉索 3個月 ---

烏拉圭 90天 90天

荷蘭加勒比 90天 ---

荷蘭聖馬丁 3個月 ---

歐 洲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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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洲 （ 續 ）

國 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智利 30天 ---

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    3個月 b） ---

墨西哥 90天 * ---

安圭拉 3個月 ---

聖文森和格林納丁斯 1個月 ---

蒙特塞拉特 6個月 ---

非 洲

國 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毛里求斯 90天 ---

毛里塔尼亞     1 個月 i） ---

布隆迪    30 天 f） ---

肯尼亞     3個月 c） ---

南非     30天 k) ---

科摩羅    45 天 c） ---

馬達加斯加    90天 c） ---

烏干達 --- c） ---

埃及 90天 ---

留尼旺    3個月 b） ---

佛得角 90天 90天

馬里 90天 * 90天 *

馬約特島     3個月 b） ----

納米比亞 30天 * 30天 *

坦桑尼亞 90天 ---

塞舌爾 30天 30天

聖赫勒拿   4至 9天 ---

莫桑比克    30天 c） ---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30天 d） ---

摩洛哥    90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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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洋 洲

國 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巴布亞新畿內亞 60天 h) ---

帕勞 30天 c） ---

基里巴斯 30天 30天

法屬波利尼西亞 3個月 b） ---

斐濟 4個月 ---

湯加 31天 c） ---

新西蘭 3個月 ---

新喀里多尼亞 3個月 ---

薩摩亞 30天 * 30天 *

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群島 3個月 b） ---

密克羅尼西亞 30天 ---

紐埃 30天 ---

瓦努亞圖 30天 ---

印 度 洋

國 家
特區護照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特區旅行證免簽證

最長的逗留時間

法屬南半球和南極領地 3個月 b） ---

註：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相關國家或地區互免簽證協定

a） 根據刊登於 2001 年 3 月 21 日《歐盟官方公報》的 2001 年 3 月 15 日歐盟理事會第 539/2001 

號規章，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可免簽證進入上述歐洲國家。請留意：該免簽證待遇只適

用於歐洲本土國家。

b）  由 2002年 1月 1日起，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可免簽證進入法國海外省（瓜德魯普、馬提尼克、

法屬圭亞那、留尼旺）、馬約特島、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法屬波利尼西亞、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

群島、以及法屬南半球和南極領地。

c）  落地簽證。

d)   航空公司需於航機起飛前的24小時內安排申請簽證，如要申請落地簽證，可直接聯絡有關航空公司。

e)   落地簽證，需附近照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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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需持有回程或續程機票於布琼布拉國際機場辦理落地簽證。

g) 意大利出入境條例適用於梵蒂岡，因此入境梵蒂岡毋須簽證。

h) 需於莫爾茲比港及拉包爾港辦理落地簽證手續。

i) 需於努瓦克肖特國際機場辦理落地簽證手續。

j) 旅遊人士附合以下條件可取得落地簽證 : 

          -     保證人或邀請者的邀請信，及 ;

          -     保證人、邀請者或酒店的聯絡資料，及 ;

          -     照片 2張，及 ;

          -     可支持其 30 天旅程費用的財政證明。 

k) 南非內政部於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未成年人入出境管理規定，要求所有來自免簽國家及地區的 18 周歲

以下未成年人入 (出 )境南非，均須出具標注有父母詳細信息的英文出生證明及未同行父母出具的同

意函。(詳見內文 )    

注意事項： 

1. 有些國家要求入境旅遊人士的護照或旅行證的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

2. 下列國家對特區旅行證不發出簽證：

 南非（非洲）

 摩洛哥（非洲）

 

至於其他國家，特區護照或旅行證持有人在進入前一般需辦理簽證，詳情請向有關領事館查詢。

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及旅行證待遇最新的情況，請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身份證明局網頁：

http://www.dsi.gov.mo 。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身份證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