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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漁農自然護理署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五樓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Cheung Sha Wan Government Offices 
303 Cheung Sha Wan Road 

5th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入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表  

〔適用於從內地輸入非食用哺乳類動物〕 
 (香港法例第421章狂犬病條例) 

* 本人/公司現申請許可證，以便將以下動物進口香港。*本人/公司 謹此承諾，必須完全遵照許可證上的規條，以及其他一切有關法例。同時

以下提供的一切資料，均正確無訛。倘若發現以下提交的資料與動物入口有關文件或資料有所不同，必定盡快通知貴署。*本人/公司明白提交

不正確資料，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請用正楷填寫，填妥後將表格送回九龍長沙灣道303號5樓10 號櫃位漁農自然護理署簽證及認證組。 

詳細資料可瀏覽本署網頁http://www.afcd.gov.hk.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150 7063查詢 

 

1.  申請人姓名：* 先生 / 太太 / 女士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及簽發國家/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公司名稱：〔祗適用於商業貨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在香港無法聯絡，請提供代理人的號碼)  

6.  出口港及國家/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入境口岸： * 機場/ 邊境/ 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輸入香港方法： *空運/海運/陸運       航機編號(如已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估計抵港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如屬轉口，請列明：  在____________________以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境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運送方法)                                                   (  國家/地方) 

11. 許可證的發送方式（如獲發證）：（註：許可證不會以傳真或掛號郵遞發送） 
＃□  (a)由本人或本人的授權人到漁農自然護理署領取  

 ＃□  (b)郵寄至上面第4段所述的地址（請附寫有回郵地址的信封） 

12. 輸入目的：      ＃□作為寵物           ＃□供售賣用             ＃□繁殖       ＃□其他〔請列明〕： ___________________ 

13. 進口哺乳類動物的詳情 

哺乳類動物種類〔請
附俗名〕 

 

學名〔屬 / 種〕〔倘為貓狗，請列明品種〕
 

數量 
 

年齡 
 

 
性別 

 

顏色、特徵及辨認標
記 
 年 月  

 

      

14.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意 事 項 本欄供本署職員填寫 

1. 申請許 可 證費用免 費。 

2. 獲發的許可證通常有效期為六個月，並僅供一次付運。 

3. 遞交此申請表不應被理解為必然獲發許可證。 

4. 在未獲發許可證前，不應安排運送事宜。 

 

Application Ref. No. 

Date of received: 

Checked by: 

*刪去不適用者; #請在適當空格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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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你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與申請本署的入口許可證的有關事宜。 

 個人資料的提供純屬自願性質。若你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本署可能無法辦理你的申請。 

 本署可能將部分資料披露予獲授權人士。 

 除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所訂明的豁免外，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 

 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應以書面形式向漁農自然護理署進出口科簽證及認證組提出，地址為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
合署五樓。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relating to the application for Import Permit in this department.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is volunta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his department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This Department may disclose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to authorized parties. 

 Subject to exemption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a right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Request for personal data access and correc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o Permit and Certification Section, Import and Export Division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t 5th Floor, Cheung Sha Wan Government Offices, 303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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