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邊境禁區許可證申請表格  

工作／業務需要 (於填寫本表格前請先閱讀附頁申請須知) 

本人代表本公司／團體向警務處申請下列的職員及/或車輛進出邊境禁區的許可證﹕-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寫「剔」() 號)   

 沙頭角區 (STK) [ 中英街 (CYS)  沙頭角邊境管制站 (STK BCP)] 

 打鼓嶺區 (TKL) [ 文錦渡邊境管制站 (MKT BCP)  羅湖管制站 (LW CP)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 (HYW BCP)] 

 落馬洲區 (LMC) [ 落馬洲邊境管制站 (LMC BCP)  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LMC SL CP)] 

 深圳灣口岸 (SBP) 

日期 

每日由 

申請理由 

以下是本公司/ 機構的人員資料﹕ (如有需要，請另加附頁一填寫) 

(年)  (月)  (日)  至 

至 (時)  (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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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只適用於 

商業機構/ 團體 

公司/團體 

名稱(英文)  

(中文) 

舊證編號(如適用) 

1)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公司職位 

舊證編號(如適用) 

2)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公司職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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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公司或獲授權使用的車輛，因為需要進行於本表格所申報的工作而需要申請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本人已核對有關文件真確無誤﹕-
(如有需要，請另加附頁二填寫) 

本人證明上述人員及車輛進入禁區是基於所述的申請原因。 
本人證明上述資料及呈附的證件或文件副本均屬真確無誤。 
本人同意警方就本人呈附資料的準確性而進行調查。 
本人證明已取得上述申請人之同意代辦禁區許可證。 
本人明白當本人或職員不再需要進入邊境禁區時，須交回邊境禁區許可證及/或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給警方註
銷。 
本人明白警務處處長有權撤銷或收回已簽發之邊境禁區許可證及/或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本人明白倘若蓄意提供虛假或非真實的資料，本人可能會以刑事罪行被起訴。 
本人明白倘若上述人員及車輛進入禁區進行任何非申請時獲准的活動，可能會以刑事罪行被起訴。 
(本申請書必須由一名公司授權的 經理級或同等級或以上 的人員填寫。)

負責人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職位(經理或同級) 

聯絡人姓名

負責人簽署

日期 
(年/月/日) 

傳真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公司/團體名稱 印鑑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1) 車牌號碼

車輛種類

登記車主 

 私家車     輕型貨車  電單車   私家小巴  公共小巴   的士 

☐ 私家巴士  公共巴士  傷殘者車輛   政府車輛  專利公共巴士 

 中型貨車   重型貨車  掛接式車輛   特別用途車輛   機動三輪車   其他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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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  

S/N:__)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公司職位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舊證編號(如適用)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  ) 

S/N:__)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公司職位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舊證編號(如適用)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  ) 

S/N:__)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公司職位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舊證編號(如適用)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  ) 

S/N:__)  
英文姓名 
(請以正楷 

填寫)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公司職位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舊證編號(如適用)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  ) 



 

 Pol 444A-2C (Rev. 2021) 

附頁二  

S/N: __)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車牌號碼 

車輛種類 

登記車主 

 私家車      輕型貨車   電單車   私家小巴   公共小巴   的士  

☐ 私家巴士   公共巴士   傷殘者車輛   政府車輛    專利公共巴士   

 中型貨車   重型貨車   掛接式車輛   特別用途車輛   機動三輪車   其他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S/N: __)  

需要進出禁區範圍:  STK        CYS     STK BCP      TKL        MKT BCP     LW CP    
         HYW BCP  LMC     LMC BCP    LMC SL CP  SBP      ALL  

    車牌號碼 

車輛種類 

登記車主 

 私家車      輕型貨車   電單車   私家小巴   公共小巴   的士  

☐ 私家巴士   公共巴士   傷殘者車輛   政府車輛    專利公共巴士   

 中型貨車   重型貨車   掛接式車輛   特別用途車輛   機動三輪車   其他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司機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舊證編號(如適用) 

公司職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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