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日期签发机关                                                     

护照号码                               

国籍(或公民身份)           

外交 公务 普通 其它护照类别:

身份证号码

 赴 日 签 证 申 请 表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男 女性别: 单身 已婚 丧偶离婚

曾有的或另有的国籍(或公民身份)   

签发日期签发地点

此空白处仅供官方使用

婚姻状况:

（照片粘贴处）  

约4.5厘米×4.5厘米 

或2英寸×2英寸

姓(请按护照填写)(英文) (中文)

名(请按护照填写)(英文) (中文)

曾用名(如有)(英文) (中文)

地址

电话名称

赴日目的

上次赴日日期及停留时间

预定在日逗留期间

入境口岸 船舶或航空公司名称

电话 手机

目前的职位

地址

地址

电话酒店名称或友人姓名

家庭地址（如有多处居住地，请全都写上)

申请人在日拟入住的酒店名称或友人姓名及住址

工作单位名称及地址

预定在日逗留日期 ～

（省)                      (市) （日）/（月）/（年）

 （日）/（月）/（年）

 （日）/（月）/（年）

电邮

Administrator
附注
使馆采用新系统，所有表格在填写完毕之后，点击右上角印刷会生成一个新的二维码。此二维码有唯一性，使用微信扫描此二维码，可以查看表格的大体信息，若出现（null）则不可以使用。使馆会将表格录入系统。请务必仔细正确的填写表格。申请表信息错误，将直接导致签证信息错误，需要再重新付费重新提交材料办理。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空白处不要做任何改动，这里是贴受理番号的地方。

Administrator
附注
关于照片，请严格按照45mm*45mm的尺寸提供，过大过小或者为长方形都会导致提交失败。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Marked”

Administrator
附注
如果有曾用名，请参照户口本如实填写（大写）。没有的话就空着.姓跟名之间要有空格.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日月年填写，中间不要用空格和符号。直接填写数字，填写到下一栏的时候自动生成斜线. 如直接输入01011970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护照如实填写，非北京出生的精确到市.直辖市的话  写不写区都行  比如是上海浦东区的 写上海或者上海浦东区都行

Administrator
附注
点击右侧下拉菜单按钮，进行国籍选择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身份证如实填写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护照如实填写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护照如实填写，全大写.任何地方都不能有空格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护照首页如实填写。不用写省和市如：陕西签发，直接写陕西，不用写陕西省或陕西省西安市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护照如实填写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不要变动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日月年填写，中间不要用空格和符号。直接填写数字，填写到下一栏的时候自动生成斜线.如直接输入01012015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机票单如实填写只改动日期，格式不要改动，如2016年1月1日~2016年1月5日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机票单如实填写如：国航/东航/全日空航空/日本航空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不要改动,保留“同附表” 这几个字，使馆给的固定模板.“附表” 是我司为您翻译做的材料，此处不要改动。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出境记录如实填写。例：2015/10/1-2015/10/7   7天若没有，填：无

Administrator
附注
如实填写，现住址，不必与房产证或身份证户口本一致证，注意需要和工作地址在地理上有合理性。比如：工作单位是在北京，但是居住地写的是武汉，这就不合理，是不可以的。

Administrator
附注
严格按照在职证明和营业执照填写，一字不差。总公司在外领区的需写明是在该公司当地的分公司、办事处等。电话要留当地办公室电话。地址须是北京领区的地址。职位请和在职证明上写的一致。如果在职证明上是英文的职位，请自行翻译成中文进行填写。

Administrator
附注
根据实际情况如实点一下，选好了点X如性别男，就点男旁边的空

Administrator
附注
观光旅游签证，都点普通即可。

Administrator
附注
无固话可不填，空着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不要改动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请如实填写 没有的话就空着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不填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Unmarked”

Administrator
附注
此处不填

Administrator
附注
写在日停留天数，如2016/01/01-2016/01/05写例：5天

Administrator
附注
·无业或自由职业工作单位名称、电话、地址，写：无；职位写：无业/自由职业/家庭主妇/儿童/退休·学生工作单位名称写：学校的名称/电话/地址；职位写：学生.

Administrator
附注
根据机票写，写入境日本的机场城市名称如：东京/札幌/名古屋/大阪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Rejected”

Administrator
附注
“Administrator”设置的“None”

YUANHUI
Sticky Note
必须填写座机号码，且有人接听。格式：区号-座机号



(英文)                                                                             

(英文)

电话                    

出生日期

与申请人的关系                                                                     

职业和职务

国籍(或公民身份)及签证种类

性别:男 女
 （日）/（月）/（年）

在日担保人(请填写担保人的详细内容)(担保人的姓名英文请按护照填写)

*配偶所从事的职业（如果申请人是未成年人，请填写父母的职业）

出生日期

与申请人的关系                                                                     

地址                                                                               

姓名                                                     电话                    

在日邀请人(如保证人和邀请人是同一个人，请写"同上") 

国籍(或公民身份)及签证种类

  
性别:

职业和职务

男 女

*备注/其他需特殊声明的事项（如有）

* 可不填写

申请日期 申请人签名

● 在任何国家曾被判处一年或一年以上徒刑？** 是 否

● 在任何国家曾因非法滞留或违反该国法律法规而被驱逐出境？ 是 否

是否:

● 因违反任何国家关于取缔毒品、大麻、鸦片、兴奋剂或精神药物的法律法规被
判刑？** 是 否

● 从事卖淫活动或曾为卖淫中介、拉客，或曾为卖淫或其他与卖淫有直接联系的
活动提供场所？ 是 否

● 有过贩卖人口的经历或教唆或协助他人从事贩卖人口的活动？ 是 否
**若您曾被判刑，即使该刑罚为缓期执行，请选择“是”。

若以上问题的回答中有“是”的，请说明具体情况。

● 在任何国家曾被判决有罪？ 是 否

签证申请中提交的任何个人信息以及追加材料所涉及的个人信息（以下简称“保留的个人信息”）将依照行政机关保护
个人信息法（第58号法案，2003，以下简称“该法”），被恰当的处理。保留的个人信息仅会被用做处理签证申请的目
的以及该法中第八条款所认定的必要目的范围之内。

本人特此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且无误。本人了解入境身份及在日停留期限将在入境日本时由日本入国管理局决定。
本人知悉，签证并非授予持有者进入日本的权利，如果签证持有者在到达港口时被发现属于不允许入境的情况，亦无权
进入日本。  
本人特此同意：我（通过指定的且有签证代办权的旅行社）向日本使馆/总领馆提交个人材料。以及当需要支付签证费
时，（委托代办机构）向日本使馆/总领馆支付签证费。

 （日）/（月）/（年）

姓名

地址

 （日）/（月）/（年）

Administrator
附注
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配偶职业：职员/无业/自由职业/家庭主妇未婚、离异以及丧偶的情况写：无未成年（18岁以下）填写父母的职业，如：父亲职员，母亲职员这个地方一定要写东西，不能空。

Administrator
附注
从此处往下开始，都不要改动,保留 【同附表】【同上】这几个字，使馆给的固定模板. 关于在日担保人，在日邀请人这些东西客人都不用管.都是使馆给的固定模板。“附表” 是我司为您翻译做的材料，此处不要改动。

Administrator
附注
按照日月年格式填写，中间不要输入任何符号。直接填写数字，填写到下一栏的时候自动生成斜线.输入格式：05122015

Administrator
附注
表格填写完毕，仔细核对之后，打印出来，此处必须手写。未成年人，不会写字的，可由父母代签。例：孩子姓名+家长姓名（代签）


护照类别:
 赴 日 签 证 申 请 表
性别:
此空白处仅供官方使用
婚姻状况:
（照片粘贴处） 
约4.5厘米×4.5厘米 
或2英寸×2英寸
家庭地址（如有多处居住地，请全都写上)
申请人在日拟入住的酒店名称或友人姓名及住址
工作单位名称及地址
（省)                      (市)
 （日）/（月）/（年）
 （日）/（月）/（年）
 （日）/（月）/（年）
性别:
 （日）/（月）/（年）
在日担保人(请填写担保人的详细内容)(担保人的姓名英文请按护照填写)
在日邀请人(如保证人和邀请人是同一个人，请写"同上") 
 
性别:
* 可不填写
申请人签名
● 在任何国家曾被判处一年或一年以上徒刑？**
● 在任何国家曾因非法滞留或违反该国法律法规而被驱逐出境？
是否:
● 因违反任何国家关于取缔毒品、大麻、鸦片、兴奋剂或精神药物的法律法规被判刑？**
● 从事卖淫活动或曾为卖淫中介、拉客，或曾为卖淫或其他与卖淫有直接联系的活动提供场所？
● 有过贩卖人口的经历或教唆或协助他人从事贩卖人口的活动？
**若您曾被判刑，即使该刑罚为缓期执行，请选择“是”。
若以上问题的回答中有“是”的，请说明具体情况。
● 在任何国家曾被判决有罪？
签证申请中提交的任何个人信息以及追加材料所涉及的个人信息（以下简称“保留的个人信息”）将依照行政机关保护个人信息法（第58号法案，2003，以下简称“该法”），被恰当的处理。保留的个人信息仅会被用做处理签证申请的目的以及该法中第八条款所认定的必要目的范围之内。
本人特此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且无误。本人了解入境身份及在日停留期限将在入境日本时由日本入国管理局决定。本人知悉，签证并非授予持有者进入日本的权利，如果签证持有者在到达港口时被发现属于不允许入境的情况，亦无权进入日本。 
本人特此同意：我（通过指定的且有签证代办权的旅行社）向日本使馆/总领馆提交个人材料。以及当需要支付签证费时，（委托代办机构）向日本使馆/总领馆支付签证费。
 （日）/（月）/（年）
 （日）/（月）/（年）
1
M
1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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