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格REQ 1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國籍

□ 男 □ 女 婚姻狀況

旅行證件類別

編號 簽發日期

簽發實體 有效期至

曾申請編號:  /收件編號 : R

是否透過“網上提交文件系統”交件:  □是 □否 過往是否曾向本局提出申請:  □是 □否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1)

本人聲明本頁內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實，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新申請 (□ 個人 □ 個人和家團成員*)，請按申請類別填寫表格(QT或IR)，並連同本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REQ)一併提交。

□續　期 (□ 個人 □ 個人和家團成員* □ 家團成員*)，請按申請類別填寫表格(QT、IR或BI)

，並連同本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REQ)一併提交。

申請人最近半年吋

半白底正面免冠彩

色近照

4.5cm(長) x 3.5cm(闊)

□ 未婚 □ 已婚 □ 離婚 □ 鰥寡 □ 事實婚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現時居住

地址

□護照

□居民身份證 ，請指出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請指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國家/地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職員專用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會受到刑事處罰。

性別

 注意：此表格合共6版，請以正楷或打印方式填寫申請書，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填寫“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前請詳閱本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如欄目不足夠填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姓名(中文)

(如適用)

姓(外文)

□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後提出家團成員申請(即惠及申請)*，填按申請類別填寫表格(QT、IR或BI)

，並連同本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REQ)一併提交。

*若申請包括家團成員，請指出申請家團成員人數______名，申請人須提交並簽署家團成員表格(AF)。

第一部分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名(外文)

曾用名

(如適用)

出生地

(國家/地區)

行 政 長 官　 閣 下

根據第3/2005號行政法規之規定，申請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

請選擇臨時居留許可的申請大類：

┌    ┐

└    ┘



表格REQ 2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澳門聯絡電話: 外地聯絡電話: (區號:  + )-

澳門聯絡人

姓名(非本人):

與澳門聯絡人

關係:
+853–

 注意：此表格合共6版，請以正楷或打印方式填寫申請書，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填寫“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前請詳閱本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如欄目不足夠填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本人聲明本頁內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實，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1)

第五部分　通訊資料

澳門郵寄地址(填寫資料必須與閣下提交的澳門通訊地址證明一致):

電郵地址:

(此欄僅適用於續期申請填寫)

請選擇以下列方式領取申請結果通知書(單選)︰

□本人申請將有關通知信送往:○ 黑沙環政府綜合大樓/○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收取(信函須於獲通知起三十日內收取。)

□ 郵寄予本人澳門郵寄地址。

+853–

4.2本人是否曾被禁止入境澳門特別行政區: □是 □ 否

4.1本人是否具有刑事紀錄前科:      □是 □ 否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會受到刑事處罰。

申請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 願意接受短訊(SMS)(閣下將透過上述已填寫的本地流動電話號碼接收)

第二部分　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的業務

第三部分　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的理由/原因

第四部分　刑事記錄

此欄由局人員填寫:

行業名稱：

選擇通知信函書寫語言：  □ 中文　□ 葡文

□ 需要英文譯本

此欄由局人員填寫:

澳門聯絡人

電話:

┌    ┐

└    ┘



表格REQ 3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姓名 任職日期

由(年)–至(

年)

目前居住

國家/地區

(如家屬已

去世，請

填上“已

去世”)

將/

已隨 

閣下

來澳

此欄由本局填寫

本人聲明本頁內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實，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 符合

□不符合

(父親)

第六部分　家庭狀況申報

(母親)

□ 
□ 符合

□不符合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1)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會受到刑事處罰。
 注意：此表格合共6版，請以正楷或打印方式填寫申請書，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填寫“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前請詳閱本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如欄目不足夠填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請填報閣下及家庭成員（包括配偶／事實婚配偶、申請人父母、配偶父母、申請人及配偶的子女以及子女之配偶）在過去10年的職業資

料(如屬續期或惠及申請，則填報過去5年的職業資料即可)，如該名成員將/已隨閣下來澳，請於最右欄目填上「✔」號。如欄目不足夠填

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申請人)

不

適

用

□ 符合

□不符合

(配偶／

事實婚配偶)

□ 

職位

□ 
□ 符合

□不符合

任職/就讀的機構及地區

┌    ┐

└    ┘

┌    ┐

└    ┘



表格REQ 4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姓名 任職日期

由(年)–至(

年)

目前居住

國家/地區

(如家屬已

去世，請

填上“已

去世”)

將/

已隨 

閣下

來澳

此欄由本局填寫任職/就讀的機構及地區 職位

(配偶／

事實婚配偶父親)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會受到刑事處罰。
 注意：此表格合共6版，請以正楷或打印方式填寫申請書，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填寫“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前請詳閱本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如欄目不足夠填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請填報閣下及家庭成員（包括配偶／事實婚配偶、申請人父母、配偶父母、申請人及配偶的子女以及子女之配偶）在過去10年的職業資

料(如屬續期或惠及申請，則填報過去5年的職業資料即可)，如該名成員將/已隨閣下來澳，請於最右欄目填上「✔」號。如欄目不足夠填

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 符合

□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子女)/(配偶的子

女)

(配偶／

事實婚配偶母親)

本人聲明本頁內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實，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1)

□ 符合

□不符合

(子女)/(配偶的子

女)

□ 

┌    ┐

└    ┘

┌    ┐

└    ┘



表格REQ 5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以下為利害關係人簽名部分
 注意:如利害關係人未滿16歲，須由聲明人父或母方(即提出是次臨時居留許可申請人)、依法行使親權或監護權者按身份證明文件簽名式樣簽署

(5) 本人明白即使申請文件齊備，權限當局仍有絶對權力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

(7) 本人知悉，如在申請待決期間請求申請惠及家庭成員，將導致審理申請時間延長。

 注意：此表格合共6版，請以正楷或打印方式填寫申請書，並在適當方格內填上「✔」號。

(填寫“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前請詳閱本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指引”，如欄目不足夠填寫，申請人可用相同格式補充頁續寫。)

第七部分　申請人/利害關係人的聲明， 同意及授權書
(1) 本人承諾自提交申請之日起直至臨時居留許可存續期間，遵守第3/2005號行政法規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
(2) 本人在此聲明在遞交臨時居留許可申請前已詳閱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以下簡稱“貴局”)的“申請臨時居留許可指引”，在申

請表格內所填報的內容及所提交的一切文件(包括文件所載之內容)均屬真實，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知悉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同時本人明白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屬刑事犯罪。

(3) 本人已就有否刑事紀錄作實況聲明，如與事實不符者，本人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9) 本人知悉根據3/2005號行政法規第12條規定，如程序因可歸責於利害關係人的理由而停止進行逾六個月，有權限作出決定的機

關可宣告程序消滅。

(8) 本人知悉根據3/2005號行政法規第11條規定，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存在作虛假聲明、偽造文件，又或利害關係人在程序中作出其

他不當情事的情況，則不會就有關程序作出決定，直至證明不存在不當情事或不當情事已被補正，且不妨礙承擔其他法律後果。

(12) 本人知悉根據4/2003號法律第9條第3款規定“利害關係人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否則可導致居留許可失效。

(13) 本人知悉用作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的文件，一經提交概不退回。

(6) 本人明白即使透過“貴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網上評估系統得出結果為“閣下初步具備基本條件”，但具體獲批與否，視乎提

交正式申請時的文件及實際情況而定，“貴局”對評估的結果具有一切的解釋權。權限當局仍有絶對權力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

(11) 本人知悉根據3/2005號法規第19條及20條規定，在臨時居留許可獲批准後，應在臨時居留許可屆滿前九十日的首六十日內，向

“貴局”提出續期申請，否則可導致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2)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3)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4)

日期：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1)

(14) 本人承諾，當本人或家團成員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後，立即向“貴局”提交該證之副本以作存檔，否則將影響不利日

後向“貴局”提出的任何申請。

(10) 本人明白於申請期間或申請獲批准後，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否則將導致臨時居留許可

被取消或失效。

倘出現法律狀況消滅或變更，將於法律狀況消滅/變更之日起計三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貴局”，否則臨時居留許可會被取

消。

法律狀況消滅/變更包括:身份狀況的消滅/變更，例如離婚、事實婚狀況變更或法律擬制血親等情況；而申請依據的變更，例如

1)管理人員或具特別資格的專業技術人員類別的工作合同存續、職位/任職公司的變更；2)重大投資或重大投資計劃類別的投資

狀況變更；3)不動產類別的業權狀況變更、增加按揭金額、五十萬澳門元定期存款變更或設於本澳不低於 51%商業企業的公司

資本的投資狀況變更等情況。

(15) 本人承諾，儘管本人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倘被惠及家團成員未屆滿7年臨時居留許可，本人仍需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

批准時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法律狀況，否則將導致被惠及家團成員臨時居留許可被取消或失效。

(4) 因審理臨時居留許可申請/跟進存續狀況所需，本人授權及同意“貴局”向任何實體索取本人/利害關係人的資料及/或向任何實

體提供本人/利害關係人的資料。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偽造文件或作出虛假聲明會受到刑事處罰。

┌    ┐

└    ┘

┌    ┐

└    ┘

┌    ┐

└    ┘

┌    ┐

└    ┘

┌    ┐

└    ┘



表格REQ 6  生效日期:2021/09/13

REQ

檔案編號

(由職員填寫)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書

(1) a. 申請人以□管理人員□具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為依據提出(□新申請□續期申請□惠及申請)，已同時提交□“QT”表格。

b. 申請人以□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計劃為依據提出(□新申請□續期申請□惠及申請)，已同時提交□“IR”表格。

c. 申請人以□購買不動產為依據提出(□續期申請□惠及申請)，已同時提交□“BI”表格。

(2) 是否惠及家團成員(□是、□否)，若惠及家團成員，已同時提交□“AF”表格共___份。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5)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6)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共5頁)。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根據(對照號2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7)

本人與申請人之關係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利害關係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僅供內部參考:對照號8)

本人根據(對照號1申請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員專用

本人根據(對照號6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根據(對照號7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根據(對照號3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根據(對照號4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根據(對照號5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本人根據(對照號8利害關係人)所出示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出的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之正本作對照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簽名。

澳門，於20     年     月     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職員(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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