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a application form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aribbean

荷兰王国加勒比地区签证申请表

NB Read the explanatory note and guidelines through before filling in the form.

注意：在填表前请仔细阅读填表说明。

APPLICANT’S DETAILS 申请人信息

1. Surname(s) (as stated in travel document)姓 FOR OFFICIAL USE ONLY

Visa application number:

Submitted on:

Processed by:

Supporting documents 
Standard:
 Valid travel document
 Financial means
 Means of transport
 Health insurance/(medical) travel 

insurance

Optional (depending on purpose of travel):
 Invitation
 Guarantee/guarantor’s declaration
 VTA / landing permit / 
      letter of notification / MVV-BES
 Other:

Referral (yes/no):
 no, independent decision
 yes, referred to:
      (fill in: country  and authority)

Visa:
 Granted
 Territorially Limited Visa due to:
        entry for specific purpose of travel
        public order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Refused
      Code for ground of refusal:
      Code for explanation:

Number of entries:
 Multiple
 Single (for specific purpose of travel)

Period of stay for each visit: .……..days
(maximum of 30 consecutive days’ stay in each country)

Valid from ………………………….…………

To  ………….……………….……………………

2. Given names (as stated in travel document) 名

3. Other surnames(s) (e.g.  maiden name etc.)其他姓

4.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Year-month-day)
          （年-月-日)

5.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

6.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国家

7. ID number
 身份证号码

Identificatien
ummer

8. Current nationality  目前国籍 9. Other nationality/nationalities
        其它国籍

10. Sex 性别

             male  男

             female 女

11. Marital status 婚姻状况

  Single 未婚   Married 已婚    
 Divorced 离婚

  Cohabiting 同居   Widowed/widower 丧偶

 Other: 其它

12. Father’s name (if you are a minor)
           父亲姓名（未成年人填写）

13. Mother’s name (if you are a minor)
     母亲姓名（未成年人填写）

14. Type of travel document  Travel document (1951 Convention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种类                                旅行文件（1951 条约之旅行文

件）   

 National passport  Maritime passport/seaman’s book
                 普通护照                海员护照/海员证  

 Diplomatic passport  Other travel document (please describe):其它（请注明）

                  外交护照

 Official passport 因公护照     
         Alien’s passport   外国人护照              ……………………………………………………

……………………..
15. Travel document number
           旅行证件号码

16.  Issued by
   签发机关

17. Issued on
     签发日期

18. Valid to
      有效期至

19. If you are currently living in a country other than your country of origin, has this country
           issued you with a re-entry permit? 如果您目前不居住在您的国籍所在国，该国是否为 

     您签发了再入境许可？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               No 没有

           Yes (provide copy of document)   Number of document: 

                有，请提供相关文件，许可证号码：

                Issued on (date):     签发日期：                                   Valid to:     有效期至：  
19a. What is your current permanent address? 您目前的常住地址是什么？

            Street and number:街道名称及号码

            Place and postcode:城市名称及邮编

            Country:国家名称

        Tele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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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hat is your current profession?您目前的职业是什么？

21. Please supply your employer’s contact details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For students: please supply the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you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学生请提供学校/研究所的名称，地址，电话。

请提供您工作单位的信息（名称，地址，

电话）

QUESTIONS ABOUT YOUR INTENDED JOURNEY AND PURPOSE(S) OF TRAVEL 
您的旅行及旅行目的的相关信息

22. What is your main destination ?你的主要目的地

 Aruba 阿鲁巴  Bonaire 博内尔

 Curaçao 库拉索  Sint Eustatius 圣尤斯特歇斯

 Sint Maarten 圣马丁  Saba 萨巴

NB for the purposes of questions 22, 24 and 30 Bonaire, 
Sint Eustatius and Saba are seen as  1 country (BES) when 
calculating the period of uninterrupted stay in 1 country.
注意：有关 22，24 及 30 项问题，在计算在每个国家的

停留期限时，博内尔，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视为一个国

家（BES）。

23. Number of  entries and period of validity of the visa 
     入境次数及签证有效期限

STANDARD 普通签证

 Multiple-entry, valid for 6 months 多次出入境，有效期6个月

OTHER 其它签证

 Single-entry (for a specific purpose of travel), valid for 90 days
       一次入境(因特殊旅行目的)，有效期 90 天

 Multiple-entry, valid for: 多次出入境，有效期：
1 year /  1 to 2 years / 2 to 3 years / longer than 3 years
1 年/1 至 2 年/2 至 3 年/3 年以上
(cross out the categories that do not apply )
（请划掉不适用的年限）

24. Period of stay (per visit per country)
          停留期限（在每个国家每次停留的时间）
         (maximum uninterrupted stay in any one country is 30 days)
   （在一个国家连续停留最多不能超过30天）

Visa required for: …….… days  each stay 
          申请每次停留…………….天的签证

NB You will need to be able to show you have sufficient means for 
the period of your stay in a country/countries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aribbean 

注意:您需要提供证明您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您在荷兰王国加勒

比国家旅行的材料

25. Date of arrival in the Caribbean parts of the Kingdom
     抵达荷兰王国加勒比地区的日期

26. Date of departure from the Caribbean parts of the Kingdom
离开荷兰王国加勒比地区的日期

27. Country or island of first  entry or transit 
           第一入境国/过境国

28. Mean(s) of transport 交通工具

 Aeroplane 飞机

 Ship 轮船

29. Purpose of travel 旅行目的  Culture/Music 文化交流/音乐   Sport 体育

 Tourism 旅游  Official 官方访问    Religious 宗教

 Business 商务  Medical reason 医疗原因   Timeshare / own property 分时度假别墅/私有财产

 Family visit 探亲                                     Work   工作                                         Study/education/work placement

            Relocation   再安置                                    Humanitarian   人道主义                       学习/教育/工作安置

30.  Are you planning to visit other parts of the Caribbean in addition to your main destination? If so, please indicate below.
恁是否计划前往您的主要目的国以外的加勒比地区旅行？如果是，请注明。

Period (fill in: from/to and length of the stay) Purpose of travel (choose one of the categories from question 29)

                                                       时间（填写从/至 以及停留天数）                        旅行目的（请选择问题 29栏的种类）

 Aruba from:………………to:……………………days:..………. ………………………………………………………………………………………

阿鲁巴                                         从…………………..至…………………….天数………….   

 Curaçao from:………………to:……………………days:..………. ………………………………………………………………………………………

库拉索                                         从…………………..至…………………….天数………….   

 Sint Maarten from:………………to:……………………days:..………. ………………………………………………………………………………………

圣马丁                                         从…………………..至…………………….天数………….                                   

 Bonaire from:………………to:……………………days:..………. ………………………………………………………………………………………

博内尔                                         从…………………..至…………………….天数………….   

 Sint Eustatius from:………………to:……………………days:..………. ………………………………………………………………………………………

圣尤斯特歇斯                           从…………………..至…………………….天数………….   

 Saba from:………………to:……………………days:..………. ………………………………………………………………………………………

萨巴                                             从…………………..至…………………….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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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eriod of stay in the Caribbean (including period of stay under question 24) in days:………… (each calendar year)

在加勒比地区停留的总天数：（包括 24栏的停留）……………………………….. （每一个日历年）

NB The maximum total period may not exceed 90 days in any one calendar year.

注意：每年停留最多不能超过 90 天。

31. Have you previously visited one or more of the parts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aribbean ? If so, please specify below.
您以前是否访问过这个/这些荷兰王国的加勒比国家？ 如果是，请注明。

Period: Purpose of travel (choose one of the categories from question 29)

                                                          时间                                                                                     旅行

目的（请按 29栏里的种类填写）

 Aruba 阿鲁巴 ……………………………………………………………………. ………………………………………………………………………………………

 Curaçao 库拉索 ……………………………………………………………………. ………………………………………………………………………………………

 Sint Maarten圣马丁 ……………………………………………………………………. ………………………………………………………………………………………

 Bonaire 博内尔 ……………………………………………………………………. ………………………………………………………………………………………

 Sint Eustatius 圣尤斯特歇斯 ……………………………………………………………………. ………………………………………………………………………………………

 Saba萨巴 ……………………………………………………………………. ………………………………………………………………………………………
32.     Have you been issued with visas b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last 3 years? If so, for which period are/were they valid?

(State the country, the date of issue and the date until which the visa is/was valid.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on a separate sheet if 
necessary.)
近三年是否在其它国家获得过签证？如果是，这个/些签证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

（请注明签发国家，签发日，以及签证的有效期。如需要，可在另外的纸上写明。）

33. Have you previously worked  in one or more parts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aribbean?
         您是否曾经在荷兰王国的加勒比地区工作过？

No

 Yes, in paid employment (please give details of most recent  position)
Employer:
是。受聘工作。（请注明最新的信息）

雇主名称：

Employed from : 何时开始工作:

To : 工作期限至：

 Yes, other (please describe)
是。其它原因。（请写明工作原因）

Employed from : 何时开始工作：

To :              工作期限至：

34. Who is paying your travel costs and living costs during your stay? 谁将支付您的旅行及生活费用？

 I am我自己
 The people I am staying with/hosts (state who and how)我将去访问的人/担保人（写明担保人姓名，及支付方式）

 Host company or organisation (state who and how and provide documentation to back this up)邀请公司/机构（写明公司名称，支付方

式以并提供相关资料）

 Other: 其它

35. What are your means of support during your stay?您以什么方式支付？

 Cash现金                                     Accommodation: 住宿
 Travellers’ cheques 旅行支票  Other:其它

 Credit card(s)信用卡  (Medical)travel insurance and/or health insurance. Valid  to…………………………………………
                                                                                                        旅行（医疗）保险和/或健康保险, 有效期至 ................

36. Spouse’s / registered partner’s surname(s) 
     配偶姓/登记的伙伴姓

37. Spouse’s surname at birth
   配偶出生时姓

38. Given name(s) of spouse
     配偶名

39. Date of birth of spouse
       配偶出生日期

40. Place of birth of spouse
        配偶出生地

41. Children (a separate application must be submitted for each passport holder)孩子信息。（每个护照持有人必须单独提交申请）

Surname 姓 Given name 名 Date of birth 生日
1)  ………………………………………………………………………………. ………………………………………………………………………… ……………………………
2) ………………………………………………………………………………. ………………………………………………………………………… ……………………………
3) ………………………………………………………………………………. ………………………………………………………………………… ……………………………
Please add a separate sheet if more than 3 children are travelling with you
如果超过三个孩子与您同行，请用另外的纸写明。

42. Name of host / host business in main destination 主要目的地的邀请公司/担保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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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t applicable,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of your hotel or temporary address at your destination.
           如没有，请写明您入住的酒店信息，或写明临时地址。

Name :姓名                          Telephone and fax :电话/传真

Full address :详细地址                         Email address : Email 地址：

43. If applicable, personal details of the Caribbean resident acting as guarantor 如果适用，请写明在加勒比地区居住的担保人的信息

Surname(s)姓 Given name 名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Email address:
Email 地址

Date of birth 生日 Nationality 国籍 Passport number 护照号码

Family connection (or other connection, please explain):
亲属关系/（或其它关系，请注明）

Declaration: 声明：
-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explanatory note and the guidelines for completing the form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have completed the form fully, correctly and truthfully;
- 我已经仔细阅读了填表说明，并依据该说明完整，正确，真实地填写了该签证申请表。

- I understand that the visa is a condition for entry to the Caribbean countries but does not give absolute right to entry. At each border 
control I will need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I satisfy all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travel in the country in question. If at 
the border control I do not satisfy all the conditions I will be refused entry;

- 我明白拥有签证只是进入加勒比的条件之一，它并不自动给予入境的权利。在每个边检处我都需要提供相关资料以证明我的旅

行目的。如果我没有达到边检处的要求，我将被拒绝入境。

- I will only use the visa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this application correctly and lawfully. I will therefore not overstay i.e. exceed the 
permitted period of stay (for each visit). Misuse of the visa may mean my removal from the country and that I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Caribbean in the future. 

- 我将正确合法地使用依据该申请而签发的签证。因此，我不会逾期停留，比如超过每一次的停留期限。我明白错误地使用签证

将导致我被驱逐出境而且以后再也不能入境荷兰王国加勒比地区。

Place and date 地点及日期 Signature (for minors: the signature of the person with parental 
responsibility/guardian)
签名（未成年人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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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事项

注意：在填写申请表前请仔细阅读该说明及指南。

荷兰王国

荷兰王国包括四个国家：荷兰，阿鲁巴，库拉索，以及圣马丁。按照地理位置，荷兰王国分为两部

分：在欧洲大陆的荷兰，和荷兰加勒比地区。申根签证规则仅适用于在欧洲的荷兰王国。

荷兰王国在加勒比地区由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以及三个荷属共和体博内尔，圣尤斯特歇斯和

萨巴群岛（简称 BES或 B.E.S.）组成。 

该申请表以及该说明中提及的“国家”，“荷属加勒比地区”以及“加勒比”是指阿鲁巴，库拉索，

圣马丁和 BES。 “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使团”均指荷兰王国在第三国的官方使团。（详

见www.minbuza.nl ）

该申请表可用于申请前往上述加勒比国家的短期停留（不超过 90天）签证。该加勒比签证仅用于前

往上述加勒比国家，不能前往欧洲大陆的荷兰。

如果您需要在阿鲁巴，库拉索，和圣马丁停留超过 90天，（比如因移民，或工作之原因），您在该

加勒比国家的邀请人需要在当地为您提交申请。如果您需要在 BES 停留超过 90 天，您需要申请赴

BES的临时居留签证，申请表格可在大使馆领取。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向大使馆亲自提交该申请。

签发签证的目的

按照现行国际惯例，制订赴加勒比国家的签证规则以及发放签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受欢迎的外国

人入境该加勒比国家而造成负面影响，比如非法移民，对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造成威

胁，或贩卖人口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能为加勒比国家带来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旅行者快捷有

效地进入这些加勒比国家。

加勒比签证

This form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Page: 5

http://www.minbuza.nl/


原则上，按照现行国际惯例，所有外国人均需申请赴加勒比签证。但因国籍，国际协议或豁免等原

因的特殊目标团体可免签。具体信息可向您所居住的荷兰驻该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下称外交使团）

咨询。

停留期限 该加勒比签证适用于短期停留，即一年只能在上述所有加勒比国家停留总共不超过 90天，

 在任意一个加勒比国家连续停留不超过30天。

该签证适用于哪些国家？ 该加勒比签证是代表您将前往的加勒比国家的权力机构签发的，适用于所

有上述加勒比国家。但是遇下列情形将例外，由于领土限制（如签证上标明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

或是您被认为对其中一个或多个加勒比国家的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有威胁或有潜在威胁；

或由于某些特殊旅行目的的缘由（如用于长期签证的入境目的）。

主要目的地/旅行目的 在申请表上您需要填写您的主要目的地（国）以及主要旅行目的。您还需要

填写您的其它目的地和/或其它旅行目的。原则上，我们将按照您在申请表上填写的目的地及旅行目

的受理签证。但是我们将最终决定您将前往国家的哪个旅行目的是最重要的。该举措是为了保护您

的利益。

举例说明：您计划去阿鲁巴度假，然后赴库拉索探亲。两次行程共停留 14天。您希望先去阿鲁巴，

因此您在主要目的地栏填写了“阿鲁巴”，并在主要旅行目的栏填写了“旅游”，然后在其它目的

地填写了“库拉索”，在其它旅行目的栏填写了“探亲”。因为探亲目的，您需要提交一些额外的

材料，比如担保信，或是担保声明。

如果大使馆不检查这些材料，在库拉索边防检查时您没有这些材料，也不能马上提交担保信或是担

保声明，您将有可能因不能提交说明旅行目的地文件而被拒绝入境。如果您的旅行计划经大使馆核

查，将避免这些麻烦。

注意：在任何时候您均需自己负责正确使用该签证，并自己负责准备能说明您的旅行目的的文件备

查。

签证有效期

普通签证

按规定将签发六个月多次往返签证。也就是说在签证的六个月有效期内您可以多次出入上述加勒比

国家。（见签证纸上的 valid from …to…’）

This form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Page: 6



注意：您不能在上述任何加勒比国家连续停留六个月。

非普通签证

• 长期签证，比如移民或是工作，您需要在所前往的加勒比国家提交申请。如果申请被批准，

您将获得 VTA（阿鲁巴临时入境许可），或是赴库拉索告知书，或是赴圣马丁的落地许可，

或是赴BES的临时居留许可（MVV）。 我们将签发给您 90天，一次入境签证使您能够入境该

国。也就是说您在签证的 90天有效期内只能入境一次。入境后，您需要持您的 VTA，或赴库

拉索告知书，或赴圣马丁的落地许可，或是赴BES的临时居留许可，尽快在当地政府申请居

留许可证。

• 以前被签发过加勒比签证并正确使用的申请人，有可能会获得有效期为一年，两年或多年

（最多不超过四年）的多次往返签证。这些申请人必须具备经常前往上述加勒比国家的条件，

比如在加勒比拥有自己的财产，或是需要经常前往进行商务活动。 原则上，第一次申请签证

的人不能够获得上述一年多次往返签证。对于多次往返的签证申请，大使馆有可能会将该申

请转发给加勒比当地机构审批，因此您将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以获得签证结果。

签证延期或修改/ 延长停留时间

• 延长或修改签证。一旦您入境任一国家，您就不能够延期或修改您的签证。虽然签证是按照

您在入境前申请签证时所提交的相关文件审批合格签发的，但是您将入境国的职权机构有权

利取消或作废您的签证，或是缩短您的签证时间。比如在签证被错误地使用的时候。

• 延长停留时间。原则上一旦入境目的国，您就不能够延长停留时间，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可

以有例外。您需要向当地职权机构，一般来说是外国人事务部门（DIMAS或 NTOs）或警察局

申请。一旦申请被批准，您只能在该国停留。在您下一次申请签证时，需要提交该延期许可

书作为您当时延长停留时间的证明。在阿鲁巴拥有分时享用度假别墅或其它财产的外国人可

以在入境后延长停留时间，但一年内不能停留超过 180天。

规定及要求

您必须遵守加勒比国家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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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完全满足签证签发的条件和要求。 您必须遵照签证的有效期，在每一个国家连续停留不

能超过30天，一年内在加勒比国家的总共停留天数不超过 90天。所有的边检站都会检查上述事

项。

您护照上所贴的签证会注明签证有效期以及每一次的停留时间。您有义务及责任正确使用该签证。

违反该规定有可能导致不只是刑事诉讼，而且被驱逐出境，并被标注在加勒比国家黑名单上。您

将永远不能够再入境荷属加勒比国家。

怎么受理签证申请？

您递交填写完整并签名的申请表，供我们评估您的申请是否符合要求。除了基本文件外，您还需

要提交与您旅行目的相关的文件。比如探亲目的，在阿鲁巴分时享用别墅度假目的，或申请多次

往返目的。

原则上大使馆会代表您所前往国家政府决定是否签发签证。在特殊情况下，大使馆不能够或不被

允许做决定的时候，会将您的申请转发给加勒比当地职权机构，这意味着您的签证受理时间将被

延长。

属下述情况时，您的申请将被转发到当地职权机构：

• 当您在加勒比国家黑名单上时；（比如以前逾期停留过）

• 当您在国际（如联合国）黑名单上时；

• 当您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卫生有潜在威胁时；

• 当您没有所要求提供的许可，或是您所递交的文件有可能是伪造的；

• 当您申请多次出入境签证时。

进入荷属加勒比地区

如果您希望前往荷属加勒比地区，您需要持有有效的加勒比签证。拥有该签证只是入境条件之一，

它并不保证您能顺利入境。每个边防检查站将在您入境时核查您是否符合入境条件。与您旅行目

的相关的文件资料将被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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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时您没有达到入境标准，您将被拒绝入境。如果被拒绝入境，您不能够要求任何赔偿。

签证费/签证申请费用

在申请签证时您需要支付签证受理费。付费后，我们将受理您的签证申请并决定是否发放签证，

这牵扯到人员，电脑，通讯以及安保等等，费用按实际支出支付。该收费制度是按照 Consular 

Fees Act (Wet op de Consulaire tarieven)制订的。

因此，支付费用并不意味着您能获得签证。它只是受理您的签证申请的程序之一。该费用用于支

付我们为您的申请所付出的工作，而不是仅用于支付签证。

签证申请结果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您将收到书面信，并注明拒签原因。我们将告知您是否可以采取法律手段

上诉，比如通过司法程序递交上诉信。如果有这个可能，信里将告知您上诉的机构名称，地址及

时限要求等等。

签证材料/申请签证所需提交的文件

大使馆或领事馆可以提供前往目的地所需签证资料及文件，您也可以在使馆网站上查询。相关使

馆信息可查询网址: www.minbuz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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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该说明将提供有关填表的注意事项及填写模式。

注意：在填写申请表前请仔细阅读该说明及指南。

如果在阅读完该说明后您仍然对填写表格有疑问，请联系大使馆/领事馆，或在递交签证申请时咨询

大使馆/领事馆工作人员。填写错误或填写不完整的申请表不予接受，而且材料不齐全的申请也不受

理。

问题 7 身份证号码

请填写您的身份证号码。您可以在您的护照，驾照，出生证或其它文件上找到身份证号码。您的身

份证号码与您的护照号码不同，护照号码请填写在问题 15 栏。

问题 8 和 9 国籍

请填写您目前的国籍，必须与您所递交的旅行证件上显示的国籍一致。如果您以前有其它的国籍，

或您拥有多重国籍，请在问题 9 填写。

问题 12 和 13 父母姓名

如果按照贵国法律您是未成年人，请填写您的父母亲的姓名或是您的法定监护人的姓名。

问题 22 和 30 主要目的地以及其它目的地

请在问题 22 填写您的主要目的地。主要目的地是指您的主要旅行目的所进行的地方，或是您将要呆

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This form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Page: 10



注意：如果您有不止一个旅行目的，（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您需要决定哪个旅行目的申请需要提

供最多的额外材料。（如担保信，所有权证书，大学入学通知书等等）

也就是说，这将作为您的主要旅行目的以及主要目的地。除了“旅游”或有时候“商务”目的以外，

这些特殊的或额外的材料适用于所有目的的申请。

大使馆将决定您的主要旅行目的以及主要目的地。这将保护您的利益，避免因不能提交说明旅行目

的的文件而被拒绝入境。 问题30 请填写您的其它目的地（国）以及其它旅行目的。

举例：您打算前往库拉萨探亲，然后赴阿鲁巴旅游。您将用 2天时间探亲，2周时间旅游。按规则，

旅游应该作为您的主要目的，阿鲁巴应该作为您的主要目的地。但是，申请探亲签证需要提供更多

的额外材料，因此您的主要目的应该填探亲，主意目的地应该是库拉索。您应该在问题30 填写附阿

鲁巴旅游。

问题 23 和 25 停留期限

请填写您希望使用该签证的时限。普通签证的有效期是6个月，但是您不能够在加勒比连续停留6个

月。请在问题 24栏填写您打算停留的时间。（包括每一次入境的时间）

问题 24 每次入境停留时间

请填写您打算停留的时间，（包括每一次入境的时间）。每一次入境时在边检处您均需出示证明您

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签证纸上所注明的时间旅行的材料。例如，您的签证纸上注明停留时间为30天，

您就需要具备支付30天的旅行的能力，即使您只是去两三天。

在加勒比国家可以非连续停留超过30天。您自己要负责确信自己按时离境。 逾期停留将被记录在

黑名单上。

注意：博内尔，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群岛视为一个国家。

问题 29 旅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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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填写旅行目的。如果您只去一个国家，但有多个旅行目的，请在 29栏填写您的主要目的，在30

栏填写其它目的（填写跟22栏一样的国家/岛屿）。本说明解释了如何判定主要旅行目的。如果您

仍然有疑问，请联系大使馆。

问题32 其它国家签发的签证

您在此栏的回答将有助于使馆判定您是否需要提交签证材料。比如，如果您拥有有效的申根签证，

美国或加拿大的多次入境签证，您将有可能不用提交签证材料。

问题36至 41 家庭情况

如果您与家人同行，您需要填写您的配偶/同居伙伴以及孩子的信息。如果您的孩子有单独的护照，

他们需要单独填表申请。

问题 42 至 43 您在加勒比的邀请人/邀请单位或担保人的信息

在 42栏填写您在该国的邀请单位的信息。如果有疑问，请联系大使馆。其它情况，也在 42栏填写任

何地址或酒店信息。 如果您的旅行需要一个担保人或担保信，请在 43栏填写担保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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