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中國國籍海外申請付款表格 

Fee Payment Form for Chinese Nationality Overseas Applications 
 

1.  申請類別  Type of application 

申請 加入中國國籍 

 退出中國國籍 

 恢復中國國籍 

Application for Naturalization as a Chinese national 

 Renunci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Restor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2.  申請書資料  Particulars of application 

姓名(中文) 

Name in Chinese:   

姓名(英文) 

Name in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香港身份證號碼 

HK permanent identity card no./HK identity card no.:   

護照種類及號碼 

Type and no. of passport:   
 

3.  費用  Fees 

a. 所需繳付申請費用為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 (或美元 _____________)。 

申請人可選用雙掛號或特快專遞方式請特區入境事務處寄回證書。費用按地區分佈及實際郵費收取。 

注意：費用須於遞交申請時用匯票繳付(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的人士，必須在申請時繳交首次費用，餘款須於收到初步批准通知信

後繳交)。銀行匯票應以香港特別行政區貨幣或美元開出，收款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該銀行匯票應指明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銀行付款。 

The fee for application is HK$ _______________ (or US$ _______________). 

Applicant may choose 'double registered airmail ' or 'express despatch service' for the delivery of the Certificate and the delivery charge will 

b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zoning of the territories. 

Note:  The fee is payable by bank draft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for naturalization as a Chinese national application, an initial fee is 

payable when the application is made and the balance is payable on demand upon receiving the initial approval letter).  The bank draft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HKSAR currency or US dollar. 

b. 遞送方式： 

Delivery means: 

 雙掛號 

 Double registered airmail 

 特快遞送 

 Express despatch service 

 收費區域： 

Fee zone: 
 Asia-pacific 

亞洲太平洋區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北美洲及歐洲 

 其他地區  

Other destinations 

c. 總費用 

Total payment 

 

(1) 申請費用 

 Application fee $                    

(2) 遞送證書/信件費用 

 Delivery charge $                    

 總金額 

 Total amount $                   

 

4.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a. 請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貨幣或美元付款 : 

Payment should be made in HKSAR currency or US dollar : 

指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銀行付款的匯票 

a bank draft drawn on a bank in HKSAR 

 

 b. 香港諮詢人付款 

Referee in Hong Kong 

諮詢人姓名 

Name of referee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Please ti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ID929 



收費區 

Fee Zone 

可用的遞送方式 

Available Delivery Means 

雙掛號空郵 

Double Registered 

Airmail 

特快遞送 

Express Despatch 

Service 

亞洲太平洋區 Asia-Pacific 

阿富汗 Afghanistan  

澳大利亞 Australia  

孟加拉 Bangladesh  

文萊 Brunei Darussalam  

柬埔寨 Cambodia  

斐濟 Fiji  

印度 India  

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日本 Japan  

基里巴斯 Kiribati  

朝鮮 Korea (North)  

韓國 Korea (South)  

老撾 Laos  

馬來西亞 Malaysia  

馬爾代夫 Maldives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蒙古 Mongolia  

緬甸 Myanmar  

尼泊爾 Nepal  

新西蘭 New Zealand  

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菲律賓 Philippines  

新加坡 Singapore  

斯里蘭卡 Sri Lanka  

泰國 Thailand  

瓦努阿圖 Vanuatu  

越南 Vietnam  

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北美洲及歐洲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亞爾巴尼亞 Albania  

奧地利 Austria  

比利時 Belgium  

保加利亞 Bulgaria  

加拿大 Canada  

克羅地亞 Croatia  

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  

丹麥 Denmark  

芬蘭 Finland  

法國 France  

德國 Germany  

英國及北愛爾蘭 Great Britain & N. Ireland  

希臘 Greece  

匈牙利 Hungary  

冰島 Iceland  

愛爾蘭共和國 Irish Republic  

意大利 Italy  

拉脫維亞 Latvia  

列士敦士登 Liechtenstein  

立陶宛 Lithuania  

盧森堡 Luxembourg  

馬其頓 Macedonia  

馬耳他 Malta  

墨西哥 Mexico  

荷蘭 Netherlands  

挪威 Norway  

波蘭 Poland  



收費區 

Fee Zone 

可用的遞送方式 

Available Delivery Means 

雙掛號空郵 

Double Registered 

Airmail 

特快遞送 

Express Despatch 

Service 

葡萄牙 Portugal  

羅馬尼亞 Romania  

俄羅斯 Russia  

斯洛伐克 Slovak Republic  

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西班牙 Spain  

瑞典 Sweden  

瑞士 Switzerland  

烏克蘭 Ukraine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其他地方 Rest of the world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安哥拉 Angola  

安提瓜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阿根廷 Argentina  

亞美尼亞 Armenia  

阿塞拜疆 Azerbaijian  

巴林 Bahrain  

巴巴多斯 Barbados  

白俄羅斯 Belarus  

貝寧 Benin  

玻利維亞 Bolivia  

博茨瓦納 Botswana  

巴西 Brazil  

布隆迪 Burundi  

喀麥隆 Cameroon  

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Islands  

乍得 Chad  

智利 Chile  

哥倫比亞 Colombia  

科摩羅 Comoros  

剛果 Congo  

科特迪瓦 Cote d’Ivoire  

古巴 Cuba  

塞浦路斯 Cyprus  

吉布提 Djibouti  

厄瓜多爾 Ecuador  

埃及 Egypt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  

厄立特里亞 Eritrea  

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加蓬 Gabon   

格魯吉亞 Georgia  

加納 Ghana  

幾內亞 Guinea  

圭亞那 Guyana  

伊朗 Iran  

伊拉克 Iraq  

以色列 Israel  

牙買加 Jamaica  

約旦 Jordan  

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肯尼亞 Kenya  

科威特 Kuwait  

吉爾吉斯坦 Kyrgyzstan  

黎巴嫩 Lebanon  

萊索托 Lesotho  

利比里亞 Liberia  

利比亞 Libya  



收費區 

Fee Zone 

可用的遞送方式 

Available Delivery Means 

雙掛號空郵 

Double Registered 

Airmail 

特快遞送 

Express Despatch 

Service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馬里 Mali  

毛里塔尼亞 Mauritania  

毛里求斯 Mauritius  

摩爾多瓦 Moldva  

摩洛哥 Morocco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納米比亞 Namibia  

尼日爾 Niger  

尼日利亞 Nigeria  

阿曼 Oman, Sultanate of  

秘魯 Peru  

卡塔爾 Qatar  

盧旺達 Rwanda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Sao Tome and Principe  

沙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塞舌爾 Seychelles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蘇丹 Sudan  

蘇里南 Suriname  

敘利亞 Syrian Arab Republic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坦桑尼亞 Tanzania  

多哥 Togo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Trinidad & Tobago  

突尼斯 Tunisia  

土耳其 Turkey  

土庫曼斯坦 Turkmenistan  

烏干達 Uganda  

阿拉伯酋長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烏拉圭 Uruguay  

烏茲別克斯坦 Uzbekistan  

委內瑞拉 Venezuela  

也門 Yemen  

扎伊爾 Zaire  

贊比亞 Zambia  

津巴布韋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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