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領事規費最新申請收費標準及相關資訊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上表內規費金額係以美元兌泰銖 1 比 34 方式換算，由於部分兌換匯率後之數額不利收費作業，爰擬

以四捨五入法，換算後金額千元以上者以百位數基準取整數，千元以下者以十位數為基準取整數。 

 

※上表規費暫不調整。 

 

 

 

 

 

◎ 護照 PASSPORT 

證件類別 
美元 

(USD) 

泰銖 

(BAHT) 

備     註      

內植晶片護照 45 1,500 一般核、補、換發護照案件 

 

內植晶片護照 

 

31 1,100 

未滿 14 歲者、男子年滿 14 歲之日至

年滿 15歲當年 12月 31日、男子年滿

15 歲之翌年 1 月 1 日起，未免除兵役

義務，尚未服役致護照效期限縮者 

無內植晶片護照 10 340 

因急需使用護照，不及等候內植晶片
護照之核、換發，而獲發 1年效期護
照。 

◎入出國（境）許可證 

ENTRY PERMIT 
台幣(NT) 泰銖(BAHT) 備  註 

單次入出國（境）許可證 600 630  

2 年效期以下多次入出國（境）許可證 1,000 1020  

入國（境）許可證及台灣地區居留證副

本 
1,300 1,350 

 

入境證及台灣地區定居證副本 900 930  

入境證副本 400 420  

入出國（境）日期證明書 100 120  



※上表內規費金額係以美元兌泰銖 1 比 34 方式換算，由於部分兌換匯率後之數額不利收費作業，爰擬

以四捨五入法，換算後金額千元以上者以百位數基準取整數，千元以下者以十位數為基準取整數。 

◎簽證 VISA 
美元 

(USD) 

泰銖 

(BAHT) 

速件處理費(依原訂領件日提前一
個工作天領取之服務) 

Expedited processing（reduce one 

processing working day） fees 

美元(USD) 泰銖(BAHT) 

單次停留簽證 

Single visitor visa 
50 1,700 25 850 

多次停留簽證 

Multiple visitor visa 
100 3,400 50 1,700 

單次居留簽證 

Single resident visa 
66 2,200 33 1,100 

多次居留簽證 

Multiple resident visa 
132 4,500 66 2,200 

一般美籍人士申辦簽

證相對處理費 

Visa reciprocity 

processing fee for US 

passport holders 

160 5400 

速件處理費 Expedited processing fees 

美元(USD) 泰銖(BAHT) 

Single Visitor : 25 850 

Multiple Visitor : 50 1,700 

Single Resident : 33 1,100 

Multiple Resident: 66 2,200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在

臺投資事業之美籍投

資人(不含配偶、未成

年子女)申請居留簽證

或 5 年效期、停留期限

60 天可延期之多次入

境停留簽證相對處理

費 

Investment visa fee for 

US passport holders 

205 7,000 

美元(USD) 泰銖(BAHT) 

Multiple Visitor : 50 1,700 

Single Resident : 33 1,100 

亞太經濟合作商務旅

行卡(ABTC)申請費 

ABTC application fee 

160 5,400   

亞太經濟合作商務旅

行卡(ABTC)換(補)發

費 

ABTC renewal fee 

11 370   



※上表內規費金額係以美元兌泰銖 1 比 34 方式換算，由於部分兌換匯率後之數額不利收費作業，爰擬

以四捨五入法，換算後金額千元以上者以百位數基準取整數，千元以下者以十位數為基準取整數。 

◎文件證明
AUTHENTICATION 

美元

(USD) 

泰銖

(BAHT) 

速件處理費 

Expedited processing fees 

美元

(USD) 

泰銖

(BAHT) 

遺囑公證 

Authentication of testament 
30 1000 15 510 

文書認證或（驗證）、核發各項證明文件  

Authentication of document, issuance of 

certificate 

15 510 7.5 260 

加發影本（每份） 

Additional copy of authentication 

document (per document) 

每件減半收費  

50% of Original 

Authentication Fee  

收費數額另加 50％ 

Extra Charge of 50% 

美元

(USD) 

泰銖

(BAHT) 

美元

(USD) 
泰銖(BAHT) 

遺囑公證加發影本  

Copy document of authentication of 

testament 

15 510 7.5 260 

文書認證或（驗證）、核發各項證明文件

加發影本  

Copy document of authentication and 

certificate 

7.5 260 3.75 130 

查證費  

Fee of verification 

實支實收  

Applicants have to bear actual fees and costs 

閱覽公認證卷內文書（每次） 

Read of documents authenticated and 

archived by the Office (per time) 

6 200 

  

交付閱覽之公認證卷內文書影本(每份)  

Copy of documents authenticated and 

archived by the Office (per document) 

6 200 

  

病榻前、監獄或其他相類場所辦理文件

證明者應加收費用 

Additional fee for applicants who are 

inpatients, prisoners and so forth.  

70 2400 

  

◎電報費 CABLE FEE 
美元

(USD) 

泰銖

(BAHT) 

電報以 1 頁為限，倘超

過 1 頁或附有附件，則

每頁依表列數 

額加收費用。 

單程（每頁） 

One way fare 

(per page) 

由本處發電 

Fax from the Office 
2.5 90 

由領務局發電 

Fax from the BOCA 
1.5 50 

來回（每頁） 

Return fare (per page) 
4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