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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愛國「藍校長」揸BNO 出埠】譚詠麟孖Wendy
飛美國探仔 網民寸爆：佢盡快回歸大灣區

心繫祖國的譚詠麟，六月底出席撐警活動後，便由「譚校長」榮升為「藍校長」。口口聲聲
呼籲大家「不要受外來勢力影響」，但阿倫似乎「口裡 說不，身體卻很誠實」。與很多香港
人一樣，原來「藍校長」也是 BNO的粉絲。早前見他與紅顏知己 Wendy出埠過關時，手持
的竟然是這本紅色皮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俗稱 BNO。未知向來深愛祖國的阿倫  今次
又如何解釋呢？

「愛國者」如譚詠麟也

使用BNO。身體很誠

實！譚校長，點解唔

用特區護照？



BNO續領資格

1. 曾經擁有過BNO
2. 或父母於BNO的Included child內填寫了你的名字



BDTC BNO

□ BDTC已在1997年6月30
日之後失效, BDTC持有
人必須於1997年7月1日前
申請轉BNO, 否則只有領
取特區護照資格

□ BNO亦需要在1997年7月
1日前申請, 1997年7月1日
或之後出生均不能夠申請

□ BNO資格終身有效



[政府宣傳片]人民入境事
務處(BNO 護照)(1997年)

1997前，港英政府呼

籲香港市民申請

BNO。當日有申請者

，今天可續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eIoq0oTS14


拎BNO 排隊打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YH5fw6_tmM


BNO權利

1. BNO身份後來由 《香港法案 1985》確立，屬於英國國籍的一種，具
有國籍身份、屬於英聯邦公民，但不擁有英國居留權 。

2. BNO持有人可以免簽證入境英國逗留180天，但須受移民管制，份
屬旅客身份，不能工作、不能定居、不能申領福利。

3. 該180天逗留，並不是每次入境就可以逗留180天、180天後出一
出境再入境又180天，而是每連續365天內連續180天逗留。

4. 使用BNO入境外國旅遊，一旦出事的話，可尋求英國領事館協
助。

5. 18至30歲的BNO持有人、擁有不少於£1890的存款，可以申請
Tier 5 (Youth Mobility Scheme) visa，到英國工作假期兩年。



BNO權利

香港電台：
8名滯秘魯持BNO港人
或可上英國包機
(2020年3月31日）

使用BNO入境外國旅遊，一旦出事

的話，可尋求英國領事館協助！



申請流程

□ 到英國政府女王陛下護照署(Her Majesty’s 
Passport Office, HMPO) 的網站填妥網上

表格並付款

□ 下載及列印副署聲明書並在副署聲明書上

簽署。( 如需要 )
□ 在90日內郵寄所需的文件到護照署

□ 護照將於四星期或六星期內以DHL速遞方

式分開兩份送至你府上

申請續領網址：

https://www.gov.uk/apply-renew-passport

https://www.gov.uk/apply-renew-passport


官方編寫的香港
中文續領指南



“
做網上申請續領前，需要
預備： BNO舊護照、一張
可於網上付款的信用卡/
預付卡 、預先問清楚父母
護照資料



“
立即在以下網址開始申請

https://www.gov.uk/
overseas-passports

https://www.gov.uk/overseas-passports
https://www.gov.uk/overseas-passports


如果居住在英國本土，請
選 " Yes “ 。如果居住在英
國本土以外，請選 " No “ ，
選擇閣下居住的地方 ( 
Hong Kong )。

如果是以下的情況，選Yes ︰
a. 續領護照
b. 遺失或被盜護照
c. 損壞護照
d. 受限制有效期護照

如果是以下的情況，選No ︰
a. 從來都沒有英國護照，但是因出生、歸化、

登記、世系而取得英國籍，因而申請第一本
英國護照。

b. 從來都沒有英國護照，但是你的姓名及資
料包括在父或母或任何人的英國講照內，
因而申請第一本屬於自己的英國護照。

開始網上申請！



如不見了舊BNO，請選擇 
yes。

如不見了舊BNO，需要註銷舊護照後方可繼
續續領新護照。如不確定有否曾經註銷舊護
照，可選擇 no。

已遺失舊護照怎麼辦？

請盡量填寫舊護照資料以便護照署
公務員更有效率處理



1. 填寫後，會有一封電郵寄到你所指定的電郵地址，要
求你兩個工作天打電話 [ +44 (0) 300 222 0000 ] 到護
照署留下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
問完後五個工作天內會有人聯絡你

2. 如果不想打電話到護照署，可以在收到 電郵後回覆
，留下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3. 完成後會有另一封電郵，通知你已經成功註銷舊護
照 ( Cancelled passport )，上面會有註銷號碼 ( REF. 
NO. )

已遺失舊護照怎麼辦？



仍持有舊護照則可繼續申請

填寫舊護照發出日期及選擇發出機構 。Authority如
非UKPA, UKPS, IPS or HMPO選右邊 OTHER( 例如 
Passport Office Hong Kong / HKG選Other)

如你的舊護照已經損毀
，填寫舊護照損毀原因

填寫歸化證明號碼 ( 如有 )



如持有英國護照以外尚未註銷的其他
國家護照需要正本或彩色副本呈上。
包括特區護照。

系統會自動分辨申請類別

Renewal 申請續領護照
這個選項代表你  （必須三個條件完全符合） :

1. 現在已經擁有一本紅色封面英國護照（英國海外續領者，
護照簽發年份必須為 2004年或以後，如你的紅色封面英
國護照為2003年或之前簽發，必須以首次申請英國護照
方式申請。除非你的英國護照嘅簽發部門為 UKPA/ UKPS/ 
IPS/ HMPO而該護照的簽發年份為 1994年或以後，如你的
紅色封面英國護照為 1993年或之前簽發，亦都必須以首
次申請英國護照方式申請）

2. 你的護照沒有損毀
3. 你的名字、資料和英國國籍狀態沒有改變

First British passport 首次申請護照
這個選項代表 :

1. 你從來沒有英國護照，  或；
2. 你從來沒有英國護照，但你的名字和資料包括在父或母

或任何人的英國護照內，或；
3. 你現擁有一本舊版藍色封面的英國護照
4.  (僅限英國以外地方 ) 你現擁有一本於1993年或之前簽發

並由UKPA/ UKPS/ IPS/ HMPO紅色封面的英國護照，或你
現擁有一本於2003年或之前簽發並由非UKPA/ UKPS/ IPS/ 
HMPO簽發的紅色封面英國護照。

仍持有舊護照則可繼續申請

疫情關係很可能有DELAY!



開始續領程序

可以Continue
需要填寫父母及祖父母資料，請預備



開始續領程序

需要拍證件相，可以根據要求自拍，亦
可以在照相鋪要求取檔案，再上載

上載後系統會檢查是否合格
（以上照片明顯不合格）



何謂合格照
片？

唔笑

無陰影空白背景

企在中間

無頭飾

無遮擋眼睛



開始續領程序

填寫個人資料，留意first name是名字
，last name是姓氏



開始續領程序

填寫父母資料，
包括名字及結婚
日期，如不清楚，
請解釋原因（如年
代久遠等等）

填寫父母有否英國護照等



開始續領程序

填寫祖父母資料
（男家及女家都要）

填寫個人資料



大概HKD$1030
● 34頁成人(有效期為十年)護照：105.86

英鎊(86鎊護照費+19.86鎊海外運費)

● 50頁成人(有效期為十年)護照：115.86
英鎊(96鎊護照費+19.86鎊海外運費)

＄



下載、列印及副署聲明書

□ 付款後你可能需要下載一份PDF格式的文

件。內含一張副署聲明書及幾頁關於相片

規格和檢查清單的指引

□ 如果你家裏沒有打印機，可以先將該PDF
檔案儲存，然後將檔案以任何方式帶到有

打印機之電腦上再列印

□ 如果你的申請須要有副署人副署，英國外

申請人仕請用右下角(Paper Form)作副署



副署

副署者與申請人關係
認識年期
（需要2年以上）

副署人僱主名稱及工作地址

副署人職業

副署人簽署

副署人護照號碼
（最好BNO或UK 
PASSPORT）



副署

注意：
你的申請不會僅因遞
交申請前欠缺副署的
聲明書而被拒絕。



副署

合資格的副署人必須為：
1. 認識你不少於兩年
2. 專業人士(現職或已退休)
3. 指定國籍

以下人士絕不可以擔任為護照申請的副署人
1. 申請人的親屬(不論是否有血緣關係)
2. 你的伴侶或與申請人居住於同一地址的人

士
3. 於護照署工作的人士
4. 醫生，除非該人士真正認識你(如好朋友)以

及能容易地從你的照片中認出你本人的樣
貌。



護照署所接受的專業人士列表

● 會計師
● 航空公司飛機師
● 於有限公司工作的見習律師
● 受認可公司的保險代理
● 銀行職員
● 大律師
● 有限公司主席／董事
● 足病診療師
● 監誓員
● 區議會/立法會議員
● 公務員
● 牙醫
● 有專業資格的工程師
● 金融服務中介人 (如股票經紀或保險經紀 )
● 消防員
● 喪禮承辦人
● 受認可公司的全職保險代理
● 記者
● 太平紳士
● 合資格旅遊代理
● 估價師或拍賣師 (協會成員或資深成員 )
● 準尉或上士

詳情請參閱此網頁
：https://www.gov.uk/countersigning-passport-applications

● 法律秘書及個人助理機構會
員及資深會員

● 本地政府官員
● 於有限公司任職經理／人事

主任
● 專業機構的會員、準會員及資

深會員
● 國會議員
● 商船高級船員
● 受認可的宗教牧師 (包括基督

教科學)
● 註冊或登記護士
● 軍隊軍官
● 視光師
● 律師助理(受律師助理協會認

證或合資格的律師助理及準
會員)

● 受勳人士
● 藥劑師
● 專業攝影師
● 警察
● 郵差
● 受認可組織的主席／秘書
● 救世軍軍官
● 社工
● 事務律師
● 測量員
● 老師／講師
● 職工會幹事

https://www.gov.uk/countersigning-passport-applications


如未能找到上述合資格副署人該怎辦？

如果你在香港通常居住不少於兩年，你應該最少認識
一位合資格的副署人。

如若你身邊沒有一位認識你兩年以上、指定國籍的專
業人士為你的申請副署，你可以嘗試尋找認識你兩年
以上、指定國籍的有正職人士副署你的申請。過往的
經驗即使副署人的護照已過期或並非列表中的專業
人士甚至是並非指定國籍的護照持有人，護照署未有
拒絕這些人擔任副署人。

但留意此乃折衷方法，我們無法保證不符合職業人士
的副署人不會被護照署拒絕他副署你的申請。



聯絡民主黨副署BNO續領申請

如果聯絡民主黨副署BNO續領申請，我們將分
流各區辦事處適合的人員處理。

辦事處副署人員將在副署表格的「與申請人關
係」上，將填寫「CLIENT」。



需要提交的文件

□ 聲明書

□ 舊BNO正本

□ 身份證底面彩色影印本

□ 所有非英國護照（如特區護照）正本或全本

彩印

□ 一年內的一張住址證明

□ 其他對申請有幫助的文件：他的出世紙、父

母出世紙、父母結婚證書

（如遺失，可在生死登記處補領）

有關申請方法及費用可以瀏覽以下網址：
出世紙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birth-death/Application_for_Search_of_Birth_Records_and_Ce
rtified_Copy_of_Birth_Entry.html#firstTab
結婚證書：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marriage/Searching_Marriage_Records_and_Certified_Copy_of_
Marriage_Entry.html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birth-death/Application_for_Search_of_Birth_Records_and_Certified_Copy_of_Birth_Entry.html#firstTab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birth-death/Application_for_Search_of_Birth_Records_and_Certified_Copy_of_Birth_Entry.html#firstTab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marriage/Searching_Marriage_Records_and_Certified_Copy_of_Marriage_Entry.html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marriage/Searching_Marriage_Records_and_Certified_Copy_of_Marriage_Entry.html


寄去英國

可以使用香港郵政的空郵掛號信
件或速遞公司將文件寄至英國護
照署，郵遞費用豐儉由人，由
HKD$50至HKD$250不等。而
地址已列印在你的聲明書上!



一般等待時間

4至6個星期 就能取新護照，可於系統內
查詢進度。新護照會以DHL送上住址
，DHL會發送信息給你。

如果護照署要求你提交更多文件，需於6
星期內提交，否則申請作廢。



我不知道或忘記了是否擁有 BN(O) 身份，有辧法查詢嗎？

正常來說，你只能夠直接向HMPO遞交護照申請並繳付相關付用， HMPO才會對你的英國國籍作出審查。請留

意如果最終HMPO發現你是沒有任何英國國籍身份，所繳交的申請費用不會退還。但其實有一部分人可用以下

方法來確認自己的  BN(O) 身份。

如果你於1997年7月（或同年12月）前屬以下人士的話請留意：

● 未滿11歲並且未持有11歲－17歲人士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

● 你肯定自己曾經持有一張沒有相片的 11歲以下人士兒童身份證

若你當年的年齡確定未滿十一歲，請留意：首次登記

身份證簽發日期一欄（以括號包住）。  如果該日期為

以下情況，你是曾經擁有十一歲以下兒童身份證。

你亦有很大機會擁有  BN(O) 身份：

● 06-97或之前

● 09-97或之前（97年1月1日至97年6月30日出

生者）



網上流傳的方法2

□ SAR (Subject access request)
□ 上護照署Webchat查詢

□ 去信及個人資料查詢資格



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或電郵
民主黨

電話：23977033
電郵：iac@dphk.org

國際事務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mmittee

B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