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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留許可申請受理機關

欲以投資者、管理人員及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身份申請在澳居留之人

士，可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透過貿易投資促進局（地址：澳

門友誼大馬路918號世界貿易中心一樓，電話：28712055）提出申

請；獲批准後，這些人士需到出入境事務廳之外國人事務警司處申領

《居留許可/居留許可續期憑單》（下稱《居留憑單》），之後可憑該

《居留憑單》向身份證明局申領《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其他擬在澳居留之人士則可根據第4/2003號法律及第5/2003號行政

法規，按下表所載情況經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轄下之相關單位提

出申請；獲批准後，這些人士將分別獲簽發《居留證明書》或《居留憑

單》，之後可憑該《證明書》或《居留憑單》向身份證明局申領《澳

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申請人類別 受理單位 簽發文件

1.
來自中國內地持《前往港澳通行
證》之人士

居民事務警司處 《居留證明書》2.
澳門永久性居民 / 持《前往港
澳通行證》獲批居留人士在澳門
特區以外地方出生之未成年子女

3. 葡籍人士

4. 其他人士 外國人事務警司處
《居留許可/居留
許可續期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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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居民事務警司處辦理之居留許可申請

2.1	 居留許可申請

1.	 一般審批流程

向居民事務警司處

提交居留許可申請

向獲批准者簽發

居留證明書

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

利害關係人作書面通知

領取居留證明書後的90天內
到身份證明局申領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明局簽發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審批程序

批准 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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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方式及需交文件

A.	 來自中國內地持《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之人士

利害關係人在完成入境手續後將獲發《通知書》，以通知其需於10天

內親身前往居民事務警司處申請澳門「居留許可」，否則每逾期1天

將被依法科處澳門幣200元之罰款，但上限為澳門幣5,000元。辦理

該申請時需遞交：

【注意：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1) 已填妥之法定專用申請表（格式六）見第34頁 ；

【注意： 未滿18歲者需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申請及簽署申請表。】

2) 《前往港澳通行證》影印本2份，並出示本次進入澳門的《入境申報

表》；

3) 由簽發日起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見第4頁 註（2）；

4) 由簽發日起未逾6個月之中國內地全國性《刑事紀錄公證書》影印本

（若屬《通行證》簽發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

5) 與所團聚之居澳親屬的關係證明影印本（如：原結婚證、《結婚公

證書》、《出生公證書》、《出生醫學證明》、《親屬關係公證書》

等）；

【注意：

（1） 若屬夫妻團聚者，利害關係人與居澳配偶需共同書面聲明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

生活見第38頁之聲明書表格；

（2） 上述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27至31頁。】

6) 所團聚之居澳親屬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持證人必須親臨協助辦

理)；

7) 利害關係人在澳居所的住址證明（如：近3個月內之水費、電費或電

話費單據影印本）；

8) 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當局要求遞交之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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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居民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件

上，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

彩色近照一張）。

（2） 若遞交居留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則需遞交此證明書。這類別人士可

憑入境時獲發之《通知書》或辦理「居留許可」申請後獲發之收據，連同其《通

行證》，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為使申請程序較便捷，可先到身份證明局

申請此證明書，並授權該局直接寄予出入境事務廳，然後才往居民事務警司處申

請「居留許可」。

（3） 經身份證明局核查，初步符合澳門永久性居民資格者（《通行證》之持有人相片

下方載有“R”標記），豁免遞交第3）至6）項文件。

（4） 若利害關係人曾申報的身份資料與本次申請資料有差異，需因應情況遞交《出生

公證書》或/及《結婚公證書》或其他可作佐證之文件作確定。

（5）	審批時間：

 一般申請： 5個工作日（服務承諾）

 【注意：自接獲且確認文件齊備無誤後翌工作日起計，並於第六個工作日可領

證。】

 初步符合澳門永久性：	翌工作日下午2時起可領證（服務承諾）

	 居民資格者之申請

 【注意：自接獲且確認文件齊備無誤後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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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澳門永久性居民	/	持《前往港澳通行證》獲批居留人士		 	
在澳門特區以外地方出生之未成年子女

有關申請應由利害關係人之父母、監護人（或兩者之合法代理人）作

出，並需遞交：

【注意：

（1）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2） 若利害關係人未能親往本廳，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代理人須遞交利害關係人相片

一張（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

（3） 除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理之情況外，代理人須遞交：

 a.  經鑑證之委託書；

 b.  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1) 已填妥之法定專用申請表（格式四）見第32頁；若申請亦包括其他未成

年子女，尚需填寫法定專用資料表（格式九）見第35頁；

2) 由擔保人簽署用作承擔利害關係人離境費用之法定專用保證書（格

式五）見第33頁；

【注意： 擔保人必須為通常居住於本澳之永久性居民，或以銀行擔保代替。】

3) 利害關係人之法定可用作本澳進出境之有效護照/旅行證件（僅需身份

資料頁及已使用之內頁）或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並出示本次進入澳

門的《入境申報表》；

4) 利害關係人的出生敘述證明或同等性質之文件影印本；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5) 利害關係人的父或/及母親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前往港澳

通行證》或證明其已具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憑證的影印本（持證人必

須親臨協助辦理）；

6) 當利害關係人的父或母任一方並非澳門居民時，需遞交非澳門居民一

方同意該子女跟隨另一方居澳之書面聲明，並敘述有關原因；

【注意： 上述聲明書必須經權限機關鑑證聲明人的簽名方予以接納，否則聲明人應在接收

居留申請的當局人員面前簽署該聲明書，並出示其證件正本作核對。】

7)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若遞交居留申請

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

【注意： 需憑「居留許可」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另可授

 權該局直接寄予出入境事務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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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近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機關簽發的全國性刑事紀錄證明書影印

本（若遞交居留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9) 利害關係人所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當局簽發的證明文件影印

本，該文件證實緊接於提出居澳申請前其已連續在該地居住至少

2年見本頁 註（4）；

10) 維生能力證明之影印本（如：所團聚之居澳親屬之工作證明、銀行存

款、或已繳交職業稅/營業稅等證明）；

11) 證明利害關係人及其所團聚父親/母親（或父母親）常居本澳之證明

（如：利害關係人之在澳就讀證明、其父母親之在澳工作證明）；

12) 利害關係人在澳居所的住址證明(如：近3個月內之水費、電費或電話

費單據影印本)。

【註： 

（1） 居民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件

上，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

彩色近照一張）。 

（2） 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部門要求遞交其他資料。

（3）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條規定，家團的組成為：

 a.  配偶；

 b.  符合《民法典》第一千四百七十二條所指條件的有事實婚關係之人；

 c.  本人和配偶的一親等直系血親尊親屬；

 d.  本人和配偶的未成年一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及所收養的未成年人；

 e.  在例外情況下，其他經證實由利害關係人扶養的未成年人或血親。

（4） 需交外國居留滿兩年證明之規定主要適用於「原屬中國內地居民，之後移居台灣

地區或外國並取得當地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

 上述人士的兩年居留時間是由正式獲准以居民身份居留當地之日起計算，且以實

際居留當地滿兩年為準。

 該兩年居留證明必須是其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當局簽發的居留證明書或同等

效力的文件，並按其居住國家或地區的數目，可分為2份或多份證明書。（如：台

灣地區居民，可用其最新台灣地區戶籍謄本，及台灣地區之出入境紀錄作為有關

之居留證明。）

（5）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一條之規定，這類未成年子女所獲批給之居留許

可無需於本廳辦理續期，故其可憑本廳發出的《居留證明書》向身份證明局申請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自獲批給之「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已連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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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通常居住滿七年之日起，可向該局申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然而，必

須注意該行政法規第二十四條所規定會引致「居留許可」失效的情況，例如沒有

在本澳通常居住。為通常居住之效力和符合當初獲批「居留許可」之前提，自獲

批給之「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的每一周年裡，利害關係人與其所團聚之父或/及

母須以本澳為生活中心，且應在澳居留不少於183天和每次離澳不能連續超過半

年。否則，利害關係人的「居留許可」將可能被依法宣告失效。】

C.	 葡籍人士	 	 	

可由利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申辦，並需遞交：

【注意：

（1）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2） 若利害關係人未能親往本廳，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代理人須遞交利害關係人相片

一張（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

（3） 除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理之情況外，代理人須遞交：

  a.  經鑑證之委託書；

  b.  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基本文件

1) 已填妥之法定專用申請表（格式四）見第32頁；若申請亦惠及家庭成員見

第6頁 註（3），尚需填寫法定專用資料表（格式九）見第35頁；

2) 利害關係人以名譽承諾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聲明書見第37頁（若屬

年滿18歲者）；

3) 由擔保人簽署用作承擔利害關係人離境費用之法定專用保證書（格式

五）見第33頁；

【注意： 擔保人必須為通常居住於本澳的永久性居民，或以銀行擔保代替。】

4) 利害關係人的有效《葡萄牙護照》（僅需身份資料頁及已使用之內

頁）影印本，並出示本次進入澳門的《入境申報表》；

5) 利害關係人的出生敘述證明或同等性質之文件影印本；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6) 所團聚之居澳親屬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持證人必須親臨協助辦

理)(若屬家庭團聚類的居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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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若遞交居留申請

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且曾經 / 現仍居住於本澳）；

【注意： 需憑「居留許可」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另可授權

該局直接寄予出入境事務廳。】

8) 最近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機關簽發的全國性刑事紀錄證明書影印

本（若遞交居留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

【注意：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9) 維 生 能 力 證 明 之 影 印 本 （ 如 ： 其 或 所 團 聚 之 居 澳 親 屬 之 工 作 證

明、銀行存款、或已繳交之職業稅 / 營業稅等證明）；

10) 利害關係人在澳居所的住址證明(如：近3個月內之水費、電費或電話

費單據影印本)。

【註：

(1) 居民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件

上，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

彩色近照一張）；

(2)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居留許可」的續期取決於

申請個案是否符合第4/2003號法律和上述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前提和要件，特別是

「居留許可」申請人(或「居留許可」申請人與其團聚對象，或「居留許可」申請

人及該許可惠及的家團成員與其團聚對象)是否在澳通常居住，即自所獲批給之「

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的每一周年裡以本澳為生活中心，並在澳居留不少於183

天，且每次離澳連續不超過半年。否則，「居留許可」申請人(或連同該許可惠及

的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可能不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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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按個案類型)

申請類型 需交文件

I. 家庭團聚

A. 夫妻團聚 婚姻關係證明文件見註＊

B. 與事實婚伴侶團聚 未婚、離婚或事實婚關係證明等文件見註＊

C. 未成年子女與居澳
父母團聚

1. 當父或母任一方並非本澳居民時，需遞交非澳

門居民一方同意該子女跟隨另一方居澳之書面

聲明，並敘述有關原因；

2.  未成年子女之在澳就讀證明 （倘有）。

【注意： 上述聲明書必須經權限機關鑑證聲明人的

簽名方予接納，否則聲明人應在接收居留

申請之當局人員面前簽署該聲明書，並出

示其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作核對。】

D. 成年子女與居澳父
母團聚

1. 該成年子女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見註＊；

2. 若已婚，尚需提交其配偶及子女（倘有）的證

件影印本；

3. 父母書面聲明其家庭成員之狀況（如：子女數

目、其年齡、所持證件類別、居住地、婚姻狀

況及是否澳門居民等等）。

E. 父母與居澳子女
團聚

1. 居澳子女的出生證明見註＊；

2. 父母的婚姻關係證明文件見註＊；

3. 如父或母屬離婚或鰥寡情況，則尚需分別遞交

其婚姻證明或配偶之死亡證明見註＊；

4.  同本表D 3.。

II. 來澳從事專業職務
1. 在澳工作證明；

2. 利害關係人之學歷或具專業技能之證明文件。

III. 曾與澳門的連繫 曾在澳門工作、就讀或生活的證明。

註＊： 上述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27至31頁，但D項第1點中之已婚情況，則無需遞交夫妻雙

方共同聲稱仍維持婚姻關係之聲明書。

【注意： 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當局要求遞交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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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手續

1） 葡籍人士及澳門永久性居民 / 持《前往港澳通行證》獲批居留人士在

本地區以外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在遞交居留許可申請時，其護照或旅遊

證件，以及有關返回或入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日不足30日者，則出入

境事務廳將視乎情況，全部或部分拒絕受理有關申請。

2） 當局接收申請後，會簽發《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若文件未齊，利

害關係人（或透過其合法代理人）應盡快補交收據上列明之尚欠文

件。若已齊備，則須按該《收據》所指定之日期或所載之指示（如：

收到當局的通知信後），親身（或透過其合法代理人）前來居民事務

警司處辦理有關手續或領取《居留證明書》。

3） 若申請獲批准，利害關係人（或透過其合法代理人）需在通知信所載

期限內前來繳費及領取《居留證明書》；若申請不獲批准，當局會將

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利害關係人作書面通知。

4） 獲批給居留許可後，法定應繳費用及繳交期限為：

費用 繳交期限 逾期繳付之後果

中國籍： 免費
其他： 澳門幣100元

按第2）點之通知信
所載期限

（約由該信簽發日起
計180天）

居留許可申請程序消滅

5） 在居留申請待決期間，葡籍人士及澳門永久性居民 / 持《前往港澳通

行證》獲批居留人士在本地區以外地方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可因應本

身需要，在遞交居留申請當天或隨後憑《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向

居民事務警司處申請一次或多次延長逗留許可（透過第40頁的申請表

作出，詳見“居留許可申請人士之「逗留的特別許可」”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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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葡籍人士之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1.	 一般審批流程

居留許可到期前之30天內

向居民事務警司處提交

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向獲批准者簽發

居留證明書

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

申請人作出書面通知

收回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領取居留證明書後的90天內
到身份證明局辦理換發新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明局簽發新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審批程序

批准 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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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方式及需交文件

可由利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前之30日內申

辦，需遞交：

【注意：

（1）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2） 若利害關係人未能親往本廳，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代理人須遞交利害關係人相片

一張（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

（3） 除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理之情況外，代理人須遞交：

 a. 經鑑證之委託書；

 b. 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1) 已填妥之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見第36頁；若申請亦惠及家庭成員見第6頁 註

（3），尚須填寫法定專用資料表（格式九）見第35頁；

2) 利害關係人之《葡萄牙護照》（僅需身份資料頁）及澳門居民身份證

影印本；

3) 所團聚之居澳親屬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持證人必須親臨協助辦

理)(若屬家庭團聚類的居留申請)；

4) 維持婚姻 / 事實婚關係之證明文件（若屬續期申請同時惠及配偶 / 事

實婚伴侶，或當初因與配偶或事實婚伴侶團聚而獲批居留之情況）；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27至29頁「居留許可續期」部份。】

5) 在澳工作證明（若屬因從事專業職務而獲批居留者）；

6)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若遞交居留申請

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者）； 

【注意： 可先憑所持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並授權該局直接寄予

出入境事務廳，然後才帶同該局發予的收據及其餘之所需文件，前往居民事務警

司處辦理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7) 維生能力證明之影印本（如：其或所團聚之居澳親屬之工作證明、銀行

存款、或已繳交之職業稅 / 營業稅等證明）；

8) 近3個月內之最新居所之水費、電費或電話費單據影印本（若利害關

係人已更換居澳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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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居民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件

上，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

彩色近照一張）；

（2） 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當局要求遞交其他資料；

（3）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居留許可」的續期取決於

申請個案是否符合第4/2003號法律和上述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前提和要件，特別是

「居留許可」申請人(或「居留許可」申請人與其團聚對象，或「居留許可」申請

人及該許可惠及的家團成員與其團聚對象)是否在澳通常居住，即自所獲批給之「

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的每一周年裡以本澳為生活中心，並在澳居留不少於183

天，且每次離澳連續不超過半年。否則，「居留許可」申請人(或連同該許可惠及

的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可能不獲批准。

 此外，對已獲批最後一次「居留許可」續期的人士，其必須注意上述行政法規第二

十四條所規定引致「居留許可」失效之情況，例如沒有在澳通常居住和不再符合當

初獲批「居留許可」的前提。因此，其(或其與所團聚對象)於居澳的第五至第七周

年期間仍須遵守上述留澳規定，否則，其「居留許可」有可能會被依法宣告失效。

（4） 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後，利害關係人仍可在180天內，經繳納罰款（每逾期1天

罰款澳門幣20元）後申請續期。續期取決於遞交具理由說明的申請書及已繳納相

應罰款之證明。如未在該期間內申請續期，則居留許可即告失效，且喪失為取得

永久性居民資格而計算的連續時間；但能適當證明是因不可抗力的理由導致未能

申請續期者除外。】

3.	 申請手續

1) 當局接收申請後，會獲簽發《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若文件未齊，

利害關係人（或透過其合法代理人）應盡快補交收據上列明之尚欠文

件；若已齊備，則須按該《收據》所指定之日期或所載之指示（如：

收到當局的通知信後），前來辦理有關手續。 

【注意： 若未能在指定前來日期後之180天或通知信所載前來辦理領證期限（約由該

信簽發日起計180天）內領取《居留證明書》，則可導致申請程序消滅及居

留許可失效。】

2) 若屬批准的情況，利害關係人（或透過其合法代理人）應盡快前來繳

付澳門幣100元之印花稅及領取《居留證明書》。

3) 若屬不批准情況，當局會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利害關係人作書面

通知。

4) 審批時間：約10個工作天

【注意： 未交齊所需文件，資料有誤或需上呈保安司司長決定之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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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獲批居留許可後應注意事項

1.	 《居留證明書》之有效期

《居留證明書》自簽發日起有效期為90天，以便用作向身份證明局申

領《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若未於此期限內前往該局辦理相關

手續，則「居留許可」即告失效，有關人士必須返回居民事務警司處

重辦「居留許可」申請手續。 

2.	 《居留證明書》上所載之居留許可有效期

簽發對象 有效期

1. 持《前往港澳通行證》者 沒有期限 

2.

澳門永久性居民/持《前往港
澳通行證》獲批居留人士在澳
門特區以外地方出生之未成年
子女

沒有期限

3. 葡籍人士見註＊

獲批居留許可者，自居留批示日
起計有效期為1年。
獲批居留許可續期者，自上次
居留許可屆滿日起計有效期為2
年。

註＊： 只有葡籍人士需要在出入境事務廳申辦居留許可之續期。

3.	 如何申領《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 上表所載之第1.及第2.點人士，當獲身份證明局簽發《澳門非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後，無需向出入境事務廳申辦居留許可之續期。待其

自居留批示日起計連續在本澳居住滿7年後，便可向身份證明局申領

《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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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葡籍人士需向出入境事務廳申辦居留許可之續期，及憑每次續期批准

後所獲簽發之《居留證明書》，向澳門身份證明局辦理新的《澳門非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待其已連續7年獲准在澳居留後，便可向該局

申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注意： 當有關的葡籍人士因不以澳門為常居地而不獲澳門身份證明局核實其「澳門永久

性居民身份」時，其居留許可將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引

致失效。若其擬繼續居澳，則必須經有關部門重新申請居留許可。】

4.	 更改住址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 獲批居留許可的人士，如更改住址，應自更改住址之日起三十天

內，通知出入境事務廳；

★ 未作出更改住址通知者，科以澳門幣1,000元之罰款；

★ 屬累犯者，罰款金額增至兩倍；

★ 累犯指自作出上一違法行為之日起一年內再作出相同的違法行為。

5.	 居留許可的逾期續期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 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後，利害關係人仍可在180日內，經繳納第

5/2003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罰款後申請續期；如未在此

期間申請續期，則居留許可即告失效，且喪失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

格而計算的連續時間。但能適當證明是因不可抗力的理由導致未申

請續期者除外。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 居留許可逾期續期，每逾一日科以澳門幣20元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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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居留許可申請

1.	 一般審批流程

三、經外國人事務警司處辦理之居留許可申請

向外國人事務警司處

提交居留許可申請

向獲批准者簽發

居留憑單

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

利害關係人作書面通知

領取居留憑單後的60天內
到身份證明局申領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明局簽發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審批程序

批准 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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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方式及需交文件

可由利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申辦，並需遞交：
【注意：

（1）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2） 若利害關係人未能親往本廳，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代理人須遞交利害關係人相片

一張（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

（3） 除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理之情況外，代理人須遞交：

 a. 經鑑證之委託書；

 b. 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基本文件

1) 已填妥之法定專用申請表（格式四）見第32頁，若申請亦惠及家庭成員見

第6頁 註（3），尚須填寫法定專用申請表（格式九）見第35頁；
【注意： 申請表必須載明申請理由或利害關係人在澳擬從事活動。】

2) 利害關係人以名譽承諾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聲明書見第37頁；
【注意： 遞交居留許可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十八歲。】

3) 由擔保人簽署用作承擔利害關係人離境費用之法定專用保證書（格

式五）見第33頁； 
【注意： 擔保人必須為通常居住於本澳的永久性居民，或以銀行擔保代替。】

4) 利害關係人之法定可用作本澳進出境之有效護照/旅行證件（僅需身份

資料頁及已使用之內頁，和最近一次進入澳門時的《入境申報表》）

或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5) 所團聚之居澳親屬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若屬家庭團聚類的居留

申請）；

6) 利害關係人的出生敘述證明或同等性質的文件影印本；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7) 最近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機關簽發的全國性刑事紀錄證明書

影印本（若遞交居留許可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十六歲）；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30至31頁。】

8)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若遞交居留許可

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十六歲）；
【注意： 需憑「居留許可」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另可授

權該局直接寄予出入境事務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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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害關係人所居住的國家或地區有權限機關簽發的證明文件影印本，

該文件證實緊接於提出居留許可申請前其已連續在該地居住至少兩年
見第6頁 註（4）；

10) 維生能力證明之影印本（如：其或所團聚之居澳親屬之工作證明、

銀行存款、或已繳交之職業稅/營業稅等證明）；

11) 利害關係人在澳居所之住址證明（如：近3個月內之水費、電費或電

話費等單據影印本）。

【註：

外國人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件上，

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一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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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按個案類型）

申請類型 需交文件

A 夫妻團聚 婚姻關係證明文件見註＊

B 與事實婚伴侶團聚 未婚、離婚或事實婚關係證明等文件見註＊

C
未成年子女與
居澳父母團聚

1. 當父或母任一方並非本澳居民時，需遞交非澳門居民一

方同意該子女跟隨另一方居澳之書面聲明，並敘述有關

原因；

2. 未成年子女之在澳就讀證明 （倘有）。

【注意： 上述聲明書必須經權限機關鑑證聲明人的簽名方予

以接納，否則聲明人應在接收居留申請之人員面前

簽署該聲明書，並出示其證件正本作核對。】

D
成年子女與居澳
父母團聚

1. 該成年子女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見註＊；

2. 若已婚，尚需提交其配偶及子女（倘有）的證件影印

本；

3. 父母書面聲明其家庭成員之狀況（如：子女數目、年

齡、所持證件類別、居住地、婚姻狀況及是否澳門居民

等等）。

【注意：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條第一款第四項

之規定，已成年的子女並不包括在家庭成員內。故

此，一般情況下，保安當局不批准成年人與本地居

民親屬團聚的申請，除非在非常特殊並得到證明的

情況下，基於公共利益及人道理由，才會例外批

准。】

E 父母與居澳子女團聚

1. 居澳子女的出生證明見註＊；

2. 父母的婚姻關係證明文件見註＊；

3. 如父或母屬離婚或鰥寡情況，則尚需分別遞交其離婚證

明或配偶之死亡證明見註＊；

4. 同本表第D 3.。

註＊： 上述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27至31頁，但D項第1點中之已婚情況，則無需遞交夫妻雙

方共同聲稱仍維持婚姻關係之聲明書。

【注意：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當局要求遞交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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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手續

1) 在遞交居留申請時，若利害關係人或其家團成員之護照或旅遊證件，

以及有關返回或入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日不足30日者，出入境事務廳

將視乎情況，全部或部分拒絕受理有關申請；

2) 當局接收申請後，會簽發《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若文件未齊，利

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應盡快補交收據上列明之尚欠文件；若

已齊備，則按該《接收申請收據》之指示（即等候當局通知信）完成

後續程序：

A. 若申請獲批准，利害關係人應在收到當局的通知信後，盡快須繳付

以下第4）項的費用及前來領取《居留憑單》；

【注意：

（1） 若未能在指定前來日後之180日或通知信所載前來辦理期限(約由該信簽發

日起計180日)內領取《居留憑單》，則可導致申請程序消滅及居留許可失

效。

（2）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居留許可」的續期

取決於申請個案是否符合第4/2003號法律和上述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前提和

要件，特別是「居留許可」申請人(或「居留許可」申請人與其團聚對象，

或「居留許可」申請人及該許可惠及的家團成員與其團聚對象)是否在澳通

常居住，即自所獲批給之「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的每一周年裡以本澳為生

活中心，並在澳居留不少於183天，且每次離澳連續不超過半年。否則，「

居留許可」申請人(或連同該許可惠及的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可能不獲批准。】 

B. 若申請不獲批准，當局會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利害關係人作書

面通知。

3) 在居留申請待決期間，利害關係人可以因應本身需要，憑上述《接收

申請收據》見第39頁，向外國人事務警司處申請一次或多次延長逗留許

可(透過第40頁的申請表作出，詳見“居留許可申請人士之「逗留的特

別許可」”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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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獲批給居留許可後，法定應繳費用及繳交期限為：

費用 繳交期限 逾期繳付之後果

居留稅：澳門幣20,000元（註）

自利害關係人簽署
通知書，知悉獲批
居留許可之日起計
20日內（除因不可
抗力理由外，此期
間不可延長）。

- 居留許可失效
- 禁 止 利 害 關 係 人

在2年內再次申請
居留許可

發證費：
（中國籍） 澳門幣100元
（其他）  澳門幣200元

按通知信所載期限
（約由該信簽發日
起計180日）

- 居 留 許 可 申 請 程
序消滅

【註： 

（1） 法律規定以下人士免繳澳門幣20,000元之居留稅：

a. 中國公民；

b. 葡萄牙公民；

c. 澳門居民的家團成員見第6頁 註（3）；

d. 規定免繳此項費用的國際條約所指的人士；

e.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當局的外聘人員，或為獲判給公共工程的企業或公共服

務特許企業提供服務的外聘人員；

f.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動產的買受人或預約買受人，但預約買受人必須自繳納有關費

用的最後期限起一百八十日內證明已履行該本約合同。

（2） 如居留許可惠及第（1）點所指利害關係人的家團成員以外的其他成員，申請人應繳

納的費用增至兩倍；

（3） 在經適當說明理由的例外情況下，第（1）點以外的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可免繳有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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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1.	 一般審批流程

居留許可到期前之30天內

向外國人事務警司處提交

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向獲批准者簽發

居留憑單

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

向利害關係人作出書面通知

收回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領取居留憑單後的60天內
到身份證明局辦理換發新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身份證明局簽發新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審批程序

批准 不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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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方式及需交文件

可由利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前之30日內申

辦，並需遞交：

【注意：

（1） 凡遞交影印本之文件，均須出示其正本作核對；

（2） 若利害關係人未能親往本廳，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代理人須遞交利害關係人相片

一張（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或彩色近照）；

（3） 除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理之情況外，代理人須遞交：

 a.  經鑑證之委託書；

 b.  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1) 已填妥之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見第36頁；若申請亦惠及家庭成員見第6頁 註

（3），尚須填寫法定專用資料表（格式九）見第35頁；

2) 利害關係人之《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影印本；

3) 利害關係人用作申請「居留許可」（或「居留許可續期」）之有效護

照/旅遊證件（僅需身份資料頁）或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4) 所團聚之居澳親屬之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若屬因家庭團聚而獲批

居留者）；

5) 維持婚姻/事實婚關係之證明文件（若屬續期申請同時惠及配偶/事實

婚伴侶，或當初因與配偶或事實婚伴侶團聚而獲批居留之情況）；

【注意： 該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詳見第27至29頁之「居留許可續期」部份。】

6)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90日之澳門《刑事紀錄證明書》（若遞交居留許可

續期申請當日利害關係人已年滿16歲）； 

【注意： 可先憑所持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向身份證明局申請此證明書，並授權該局直接寄予

出入境事務廳，然後才帶同該局發予的收據及其餘之所需文件，前往外國人事務

警司處辦理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7) 維生能力證明之影印本（如：其或所團聚之居澳親屬之工作證明、銀行

存款、或已繳交之職業稅/營業稅等證明）；

8) 近3個月內最新居所之水費、電費或電話費等單據影印本（若利害關

係人已更換居澳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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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在特殊情況下尚需應當局要求遞交其他資料。

（2） 外國人事務警司處人員會為利害關係人拍攝電子相。在獲本局簽發之居留證明文

件上，利害關係人可選用該電子相或自行提供之相片（一吋半白底正面免冠黑白

或彩色近照一張）。

（3）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居留許可」的續期取決於

申請個案是否符合第4/2003號法律和上述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前提和要件，特別是

「居留許可」申請人(或「居留許可」申請人與其團聚對象，或「居留許可」申請

人及該許可惠及的家團成員與其團聚對象)是否在澳通常居住，即自所獲批給之

「居留許可」生效日起計的每一周年裡以本澳為生活中心，並在澳居留不少於183

天，且每次離澳連續不超過半年。否則，「居留許可」申請人(或連同該許可惠及

的家團成員)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可能不獲批准。

 此外，對已獲批最後一次「居留許可」續期的人士，其必須注意上述行政法規第二

十四條所規定引致「居留許可」失效之情況，例如沒有在澳通常居住和不再符合當

初獲批「居留許可」的前提。因此，其(或其與所團聚對象)於居澳的第五至第七周

年期間仍須遵守上述留澳規定，否則，其「居留許可」有可能會被依法宣告失效。

（4） 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後，利害關係人仍可在180天內，經繳納罰款（每逾期1天罰

款澳門幣20元）後申請續期。續期取決於遞交具理由說明的申請書及已繳納相應

罰款之證明。如未在該期間內申請續期，則居留許可即告失效，且喪失為取得永

久性居民資格而計算的連續時間；但能適當證明是因不可抗力的理由導致未能申

請續期者除外。】

3.	 申請手續

1) 當局接收有關申請後，會簽發《接收申請收據》見第39頁。若文件未

齊，利害關係人（或其合法代理人）應盡快補交收據上列明之尚欠文

件；若已齊備，則須按該《接收申請收據》指定之日期或所載之指示

（即收到當局的通知信後）前來辦理後續程序：

A. 若屬批准的情況，利害關係人應盡快前來繳付費用（中國籍人士：

澳門幣100元，其他國籍人士：澳門幣200元）及領取《居留憑

單》。

【注意： 若未能在指定前來日後之180日或通知信所載前來辦理期限（約由該信簽發

日起計180日）內領取《居留憑單》，則可導致申請程序消滅及居留許可失

效。】

B. 若屬不批准的情況，當局會將批示內容及上訴渠道向利害關係人作

書面通知。

2) 審批時間：約18個工作日

【注意： 未交齊所需文件，資料有誤或需上呈保安司司長決定之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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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獲批居留許可後應注意事項

1.	 居留許可生效日

情況 居留許可生效日

1.  須繳納澳門幣20,000元居留稅之
個案

繳付之日或作出免繳決定之日

2.  法定豁免上述居留稅之個案
當局作出批給居留許可之批示日期

（但批示內另有註明者除外）

2.	 《居留憑單》之有效期

1) 《居留憑單》自簽發日起有效期為60日，以便用作向身份證明局申領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若未於該期限內前往該局辦理相關手

續，則《居留憑單》即告失效。當利害關係人向出入境事務廳申請補

發《居留憑單》時，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

項之規定，有關之補發費用為澳門幣200元，但對《居留憑單》之遺

失、損毀、被竊或逾期失效能作出合理解釋者，則有關的費用為澳門

幣50元。

2) 《居留憑單》上所載之居留許可有效期

 居留申請獲批准後，利害關係人獲批給之居留許可有效期由居留許可

生效日起計原則上為1年，並必須在該期限屆滿前之30日內向出入境

事務廳外國人事務警司處申請續期，每次續期獲批准後之居留許可有

效期為2年。 

出入境事務廳  25

例： 一般情況下，若利害關係人於2005年1月1日獲批准居留澳門後，並

順利每2年獲批准續期，其居留許可有效期之狀況應如下表：

批示日 有效期

2005年1月1日 (首次批准) 2005年12月31日

續期獲批准之批示日* 2007年12月31日

續期獲批准之批示日* 2009年12月31日

續期獲批准之批示日* 2011年12月31日

*  續期獲批准之批示日取決於利害關係人提出居留許可續期申請之日期

及有關審批所需之時間決定。



3.	 如何申領《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利害關係人需向出入境事務廳申辦居留許可之續期，及憑每次續期批

准後所獲簽發之《居留憑單》，向身份證明局辦理換發新的《澳門非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待其已連續7年獲批准在澳居留後，便可向該

局申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注意： 若利害關係人因不以澳門為常居地而不獲身份證明局核實其「澳門永久性居民身

份」時，其居留許可將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引致失效。

若其擬繼續居澳，則必須經有關單位重新申請居留許可。】

4.	 更改住址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 獲批居留許可的人士，如更改住址，應自更改住址之日起三十天

內，通知出入境事務廳；

★ 未作出更改住址通知者，科以澳門幣1,000元之罰款；

★ 屬累犯者，罰款金額增至兩倍； 

★ 累犯指自作出上一違法行為之日起一年內再作出相同的違法行為。

5.	 居留許可的逾期續期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 在居留許可有效期屆滿後，利害關係人仍可在180日內，經繳納第

5/2003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罰款後申請續期；如未在此

期間申請續期，則居留許可即告失效，且喪失為取得永久性居民資

格而計算的連續時間。但能適當證明是因不可抗力的理由導致未申

請續期者除外。

根據第5/2003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 居留許可逾期續期，每逾一日科以澳門幣20元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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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留許可申請所需證明文件之接納標準

4.1	 證明婚姻	/	事實婚關係之文件

	 （未婚	/	已婚	/	離婚證明及聲明書）

情況
申請
類別

結婚地點 規定

結

婚

居留
許可

1. 澳門特區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3個月之本澳最新婚姻紀錄證明 + 利害

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

及共同生活）

2. 中國內地

A. 《單程證》居留個案：原結婚證書或結婚公證書 + 利

害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

關係及共同生活）

B. 其他：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之結婚公證書 + 利害

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

係及共同生活）

3. 香港特區
原結婚證書或香港登記官辦事處存檔的結婚證書之真實副

本（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 + 利害關係人及配偶之聲

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4. 台灣地區
原結婚證書 +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之台灣地區戶籍謄

本（載有該結婚紀錄） + 利害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

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5. 菲律賓
由菲國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之

婚姻紀錄證明（需經「外交認證」） + 利害關係人及配偶

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6. 其他

A. 當地的婚姻紀錄制度與本澳相同（如安哥拉、佛得

角…等）：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之當局發出之最新婚姻紀錄證

明（需經「外交認證」） + 利害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

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B. 其他情況：

 原結婚證書（需經「外交認證」，且由使領館的認證

日起計未逾6個月） + 利害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

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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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申請
類別

結婚地點 規定

結

婚

居留
許可
續期

1. 澳門特區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3個月之本澳最新婚姻紀錄證明 + 利害

關係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

及共同生活）

2. 菲律賓

A.  由菲國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

月之婚姻紀錄證明（需經「外交認證」） + 利害關係

人及配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

共同生活）

B. 若不能出示第A.項證明，經申請後可酌情批准改為→

利害關係人、配偶及2名證人之聲明書（指兩人仍維持

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3. 其他

A. 當地的婚姻記錄制度與本澳相同（如安哥拉、佛得

角…等）：

i.　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之當局發出之最新婚姻記

錄證明（需經「外交認證」） + 利害關係人及配

偶之聲明書見第38頁（指兩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

同生活） 

ii.　若不能出示第A.i. 項證明，經申請後可酌情批准改

為→利害關係人、配偶及2名證人之聲明書（指兩

人仍維持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B.  當地的婚姻記錄制度與本澳不相同：

 利害關係人、配偶及2名證人之聲明書（指兩人仍維持

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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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申請
類別

結婚地點 規定

事
實
婚
︵
按
民
法
典
第
1
4
7
2
條
規
定
︶

居留
許可

/

A. 利害關係人、其事實婚伴侶以及兩名證人之聲明書

（指利害關係人與其伴侶自願在類似夫妻狀況下共同

生活至少兩年）

B. 若雙方都未曾締結過婚姻，則尚需遞交由其原居地有

權限當局簽發之未逾6個月（或由澳門簽發者為3個

月）之《未婚證明》（若由中國內地、澳門特區、香

港特區及台灣地區以外地方簽發者，需經「外交認

證」）

C. 若任一方曾締結婚姻，則尚需遞交其已解除婚姻關係

之證明文件，具體為：

i. 由澳門特區簽發：載有有關婚姻解除記錄之婚姻紀

錄證明（由簽發日起計未逾3個月）

ii. 由香港特區簽發：離婚證明（須蓋有香港權限機關

未逾6個月的確認章）

iii. 由台灣地區簽發：原離婚證明 + 載有該離婚紀錄

之台灣地區戶籍謄本（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

iv. 由中國內地簽發：離婚公證書（由簽發日起計未逾

6個月）

v. 由其他地方簽發：有關文件須經「外交認證」，且

由使領館的認證日起計未逾6個月

D. 若任何一方為鰥寡者，則尚需遞交其原配偶之死亡證

明（詳見死亡證明之規定）

居留
許可
續期

/
利害關係人、其事實婚伴侶以及兩名證人之聲明書（指利

害關係人仍與其伴侶自願在類似夫妻狀況下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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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生	/	領養	/	死亡證明或刑事紀錄證明等文

件

文件類別
出生/領養/
死亡地點

規定

出生/領養/
死亡證明

【表中“*”所指的出生證

明必須由簽發或認證日起

計未逾6個月之規定，主要

是針對於需透過該證明佐

證親屬關係或當事人曾申

報的身份資料與本次申請

資料存有差異之情況】

1. 澳門特區
由澳門民事登記局簽發之出生紀錄證明/領養證

明/死亡證明（由簽發日起計未逾3個月）

2.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權限機關簽發之出生*/領養/死亡公證

書（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 

3. 香港特區
香港權限機關簽發之出生紀錄證明*/領養證明/

死亡證明（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

4. 台灣地區
原出生/領養/死亡證明 + 載有該出生*/領養/死

亡紀錄之台灣地區戶籍謄本（由簽發日起計未逾

6個月） 

5. 其他
當地國家權限機關簽發之出生*/領養/死亡證明

（需經「外交認證」，且由使領館的認證日起計

未逾 6 個月） 

最近居住地之
刑事紀錄證明

【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

1.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權限機關簽發之《未受刑事處分公證

書》或《犯罪紀錄公證書》

2. 香港特區 香港警察總部簽發之《無犯罪紀錄證明》

3. 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警察機關簽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4. 其他
當地國家權限機關簽發之全國性刑事紀錄證明

（需經「外交認證」）

【註：

（1） 表4.1中用以證明存在（維持）婚姻或事實婚關係之聲明書均需經本地或其他國家/地區有權

限機關鑑證聲明人之簽名，否則利害關係人、其配偶（或事實婚伴侶）或該兩名證人需親身

在接收有關申請之當局人員面前簽署有關聲明書作實，並出示各人之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作核

對。

（2） 受理單位會提供表4.1所述聲明書之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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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理單位只收取上述證明文件之影印本，但需與正本核對。

（4） 上述外地證明文件（不包括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及台灣地區簽發者）需按國際慣例辦理「外

交認證」<或「領事認證」>手續，以確保其真確性的規定，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a. 有關證明文件已辦理了《海牙公約》<Convention de La Haye> 所訂之附加意見證書 

<APOSTILLE>（該證書須由簽發日起計未逾6個月方被接納，詳閱1961年10月5日於海

牙簽署的《關於取消外國公文認證要求的公約》網址：http://www.hcch.net）；

b. 有關證明文件的簽發國與澳門訂有互免認證協議（如：按澳門特區分別與葡萄牙及東帝

汶所簽訂的法律及司法協助協定，由該兩國之法院或其他有權限公共當局作成或證明之

文件及譯本，如蓋有官方印章，則無須認證）。

（5） 現時菲律賓當局簽發之民事紀錄證明文件之「外交認證」程序為：

a. 有關證明文件由發證部門之權限機關作出確認；

b. 菲國外交部之領事事務處官員簽發《認證證明》（Authentication Certificate），以證明

該文件確由該國具權限當局依法簽發；

c. 由菲國駐澳門領事館或中國駐菲國使領館發出有關確認上述菲國外交部官員簽名之真確

及合法性的證明。

（6） 有關外地文件由簽發或認證簽署日起計未逾6個月方被接納之規定，是根據澳門第5/98/M號

法令第28條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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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類表格及收據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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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許可申請表（格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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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書（格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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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居留許可申請表（格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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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家庭成員（格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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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



出入境事務廳  37

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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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夫妻	/	事實婚關係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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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申請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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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逗留申請表



六、服務基本資料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 09：00 ~ 17：45 (截籌時間為下午五時正)

星期五  09：00 ~ 17：30 (同上)

星期六、日及澳門政府假期休息

查詢方法

地址： 澳門氹仔北安碼頭一巷出入境事務廳大樓

電話： (853) 2872 5488

傳真： (853) 8897 0300

網址： www.fsm.gov.mo/psp/

電郵： sminfo@fs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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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電話

緊急求助熱線

罪案舉報熱線

打擊販賣人口舉報熱線

投訴熱線

總機電話	
(為澳門人在海外遇上證件問題服務專線)

出入境事務查詢電話

交通問題查詢電話

失物查詢電話

網上系統

“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申請之預審及初審進度查詢系統	
（僅適用於非專業僱員）	

http://www.fsm.gov.mo/psp/tnr/enq.asp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領證日期查詢系統
 http://www.fsm.gov.mo/psp/tnr2/enq.asp 
“外地僱員之逗留許可”續期申請進度查詢系統	

（僅適用於非專業僱員）	
http://www.fsm.gov.mo/psp/tnr3/enq.asp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存檔影像查詢系統

 https://www.fsm.gov.mo/PSP/ImageQuery/Default.aspx 
外地學生之“逗留的特別許可”申請進度查詢系統

 http://www.fsm.gov.mo/PSP/stdquery/ 
“聘用許可”失效情況查詢系統	(按第21/2009號法律第12條)

 http://www.fsm.gov.mo/psp/tnr4/enq.asp
	網上查詢、投訴、建議或表揚系統

 https://www.fsm.gov.mo/css/css.aspx?Cod=CPSP

999 / 110 / 112
(853) 2857 7577
(853) 2888 9911

(853) 2878 7373

(853) 2857 3333

(853) 2872 5488
(853) 2837 4214 / (853) 8598 6376

(853) 8597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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