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mande de visa Schengen

此表免費

Ce fOrmulaire est gratuit

申根釜iI申清表

PHOTO

.姓氏 /Nom(s)[nOm(s)deね milt](X)

Z‖ハ/Vι
PARTIE nespnrzee a
L'ADMINISTRAT10N

d'introduction de la

ro de la demande de

lpres:
Ambassade/Consulat
Centre d'application
commun
Prestataire de services
Intermddiaire
commerc.ial
Frontidre
Nom:
Autres

Document de voyage
Moyens de subsistance
Invitation
Moycn de transport
Assurance maladie en
voyagc
Autres:

I a2 oMultiples

出生吋姓氏 (原姓氏 )

2Hハ /Va

/NOm(s)dC ndssancc[■ Om(s)dc familに antё tteur(s)](xテ

名字 /Prenom(s)(X)

HハA/Wι″
出生日期 (日 ‐月‐年 )/Datc dc
naissancc oOur¨ mOis_annec)

a3-θ9-1987

出生地 /Licu dc ndssancc

鋼 A″ Й 開 岬

出生国家 /Pays dc ndssancc

Й 1/Vハ

現国籍 /Nationditc actucllc

銘 切 を

`こ原 国籍 (出 生吋的国籍 )/
Nationalit`a la naissancc,si

diドercntc

性別/scxc

□ 男 /Mascu111

図女/F6mmh

1婚姻状況 /Ёtat matHmOni測

1単身/c`HbatJrc

己婚 /Mari6(e)

分居 /sёpar6(c)

高昇 /DivOrco(c)

喪偶 /vcuf(Vcuve)

其他 /Autrc(VCulllcz prё ciser)

Q未蒔 規 購 妊 、名字、地址 (若
NO■1,pr6nonl,adrcssc(Si di豊 じrcntc dc ccnc du dcmandcur)ct nationalitё

 dc l'autoritё  parcntalc/du tutcur 16gal

1掬
●的今民身分ilE号碍 (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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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面mdご に前 鴫 臨 s硫 血

2.旅行iI件美型 /Typc dc dふcumcnt dc vOyagc

□ 普通押照 /PasscpO■ Odndrc

□ 外交押照 /PasscpO■ diplomalquc

□ 公努抄照 /Passcpo■ dc scrvicc

□ 官方抄照/PasscpO■ Omdd
□ 特別押照 /Passepon spёdd
因其

蚊独 I貸

`清

注
盟)ャン瞥曽Ψm,.安 yOFgC(a predscr)

3.旅行iI件編号 /Numё ro du

documcnt dc vOy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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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釜友 日期 /Datc dc

d61ivrancc

堕 釧け

15失数 日期 /Datc

d'cx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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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項所嗅信息必須与旅行II件上的資料相符。
(x) Les donn6es des cases l d 3 doivent conespondre aux donn€es figurant su, re docunent de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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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居住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籍 /R6sidcncc dans un pays autrc quc cclui dc la na■ ondito actucllc

□ 否/Non

因 是 ,居留滓可或者同等敷力       編号      失数 日期
Oui Autorisation dc seJour Ou Cquivalcnt   N。 .        Datc d'cx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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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作単位名称、地址和屯活。学生清填写学校地址 /Nom,adrcssc ct numero dc tё にpholc dc

IW路 l肪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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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lf / cut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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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庁 /Rasons mё tllcdcs

□ 体育 /spo■s

□ 机場道境 /Transh aOrOpo■ udrc

□ 其他 (清注明 )/Autrc(a pr6ciscr)

目的地国家 /Ёtat(s)mcmbrc(S)dC dCSination

`Ⅳ
17ZE2ιttJVD

第一次入境的国家 /Ёtat membre dc la premtrc cntr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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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rf; / Deux entrdes

D *)f. xfi / Entrdes multiples

申清入境次数 /Nombrc d'cntrё cs demandё cs 5停留或者if剣道境的期限 /Duree du sttour Ou du

transit prё vu

注明天数 /1ndiquerlc nombrc dcjours

6  ,ハγ
`

.最近三年内的申根釜i1/visas schcngcn d61ivr`s au cours dcs trOis dcmiё rcs alnё cs

図 元 /Non

□ 有 ,有数期 :八                到
Oui.Date(s)dC Validit`du                  au

7以往申根釜江申清要求的指奴iE景 /Emprcintcs digndcs proc6dcmmcnt aux ins d'unc dcmandc dc宙
sa

Schcngcn

図 元 /Non   □ 有 ,日 期 (若知道 )/o面 .Dttc,ddに cst cOnnuc

.荻准述入最終 目的地国家的入境寺可 (若有 )/Autonsttbn d'cntrec dans t pays dc dcsina10n indc,lc
cas 6ch6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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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曇立―●‐ ―́T===TTT~=~~~~― ――――――――――   l欧盟、欧洲経済区或者瑞士公民的家層 (配偶、子女或有崩券美系的K輩 )不必回答帯有 *林妃的問題。欧盟、欧洲経済区或者瑞士公民的家属必須提交IIE

明其未属美系的文件丼填写 No 34和 N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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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f剣到込申根国家的日期 /Datc d'arnv`じ

dans I'espace Sche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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剣高汗申根国家的日期 /Datc dc dё part pr6vuc dc

1'cspacc Schc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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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借真号■ /T`lё phonc ct

32.遂清公司/机梅的名称和地址 /Nom ct adrcssc dc
1'organisatiOn/entrcprisc hotc

麟 βVιR`2Tγ ″F ZИたJ.硼

M川ユSTだハ

“

二71レ■初
`2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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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公司/机梅的屯活和借真号偶 /

t'dliphone et tdlccopieur de
' entreprise/organ isation

TEι:す打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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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凧 掏咲系人峨 名、颯 、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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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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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停留期同旅行和生活的経費 /Lcs i」 s dc vOyagc ct dc sub」 stancc durant vOtrc sttOur sont inalcё
s

支付方式 /MOyens dc subttstancc

□ 現金 /Argcnt liquidc

因信用十/cartc de crё dh

□ 旅行支票 /chёques dc vOyagc

□ 住宿預付 /H6bcrgcmcnt"pay6

□交通預付/TmnspO■ pr6pυ6

□ 其他 (清注明 )/Autrcs(a pr6ciscr)

E H EE'ff / par vous-nr€me

」現J域lfT;1乳∬]:::∬:4。u32

□ 其他 (清注明 )/autrcs(a prё dser)

支付方式/MOycns dc subJstancc

□ 現金 /Argcnt i"面 de

□ 提供住宿 /Hёbcrgcmcnt fOurni

□ 資助所有停留期間的径費 /Tous ics i轟 s sOnt

inanc6s pcndant ic sttOur

□交通預付/TranspO■ prёpay6

□其他(清注明)/Auttcs o pr`dscr)

□ 由担保人支付 (選清人、公司、机梅 )/par un

在欧盟、欧洲径済区或者瑞士与体

者瑞士公民的家属回答。/Donnecs pcrsOnncllcs du mcmbrc dcぬ
ねmilに qui cst rcssOHissant dc l'unlon

e1lronρ ennρ  月.1'口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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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ratiOn sui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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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umcnt dc vOyagc Ou dc la ca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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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欧洲経済区或者瑞士公民的家層 (配偶、子女或有腑赤美系的K華 )不必回答帯有 ネ林i己的同題。欧盟、欧洲経済区或者瑞≡云民的家属必須提交IIE明其未属夫系的文件丼填写 No 34和 N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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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欧盟、欧洲径済区或者瑞士公民的来属美系 /Licn dc parentd avec un ressortissant de I,Union
europdenne, de I'EEE ou de la Confdddration suisse

□ 配偶/cOlliOint  □ 子女 /Enfant

□ 直系来属 /Asccndant a chargc

oll'+*. / Petirfils ou petite-fille

申清地点和日期 /Licu ct d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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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翼驚矯奄撚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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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己荻悉 ,如果釜ilE被拒絶
, 釜ilE費用不予退逐。

Je s面 shゎmё guc lcs drols dc visa ne sont pas rembourscs si lc visa cst rcfusd.

適用予捌有多介条目釜ilE的情況 (参兄
                               肇 J在成員国領土Lヽ'二

“

■■あ占■L′―′ュ ー遊行的其他旅行結束。
Applicablc en cas de demande de宙 sa a cntr`cs muliples(VOir case no 24):Jc suis inお

rmё dc la nёccs,16 dC disposcr d'unc assuranccmd面c…跡
“"面

c"wmm「e面∝呵高まtt品 高」碁:轟ぶ:温詰砲鼎I雷:電:s Etats mcm肝 は
我知道丼同意以下条款 :本釜iI申 清表中需要llA集所需的数据資料以及我的照片 ,若需要 ,込会提取我的指奴。与我有美的填写在此笙iI申 清表的任何介人資料 ,以及我的指奴和相片 ,将被提交給成長国的相夫机掏 ,以便在必要的吋候常理我的笙iI申 清。
若倣出釜iI撤 硝、釜ilE疲 止以及釜iI延期的決定 ,常理笙ilE申 清的資料将会被提交丼存倍在笙iI信息系銃 ,最 大期限力五年。在此期同 ,笙 iI机美、掌管境外和成長国釜iI的 相夫部「]、 入境事努赴相夫部「]、 庇抄核査成員国境内居目的連守情況、核査没有履行或者元需履行条件人員、庇,申 清常査和硝定速―申査的枚利 1可 以サ同此盤通信息系銃。在某些情況下 ,逮些資料也可以対如下机掏汗放 ,成員国指定当局和欧洲刑警姐奴在預防和打歯恐怖犯罪和其他的F重刑事犯罪的栓測 ,以及在逮些方面的調査。該成員国対資料数据処理的管轄具有収威性 :駄邦移民か公室ODM。
我己荻悉 ,我有枚荻得姪任何国家修改或変更后i己 景在釜iI信息系統有美我的企人資料 ,以及洵同有夫我的企人資料予以更正的枚利 ,若ウ桐不正硝或者被祝力非法而剛除。

如我明硝要求 ,対我的釜iI申 情逆行常理的使飯愴位通知我以何神方式可以行使核査有夫我的企人資料丼依据有美国家法律規定更改或消除借俣数据包括提供給我ネト救方法的枚利。景属国家監督机掏的威員国 (駄邦数据保抄和数据透明度,Feldeggweg l,3003 Bern)可 以提交企人数据資料保抄的要求。我在此声明 ,就我所知 ,我提供的―切資料都是正硝和完整的。我知道 ,任何虚俄隊述都将早致拒絶笙iIE或 己友笙iI的疲止 ,也 可以根据対我的申情逃行常理的申根国家的法律規定避行刑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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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地点和日期 /Lた u ct datc

OrI ANdL,NUI,,N

ut- 0?- 20tv

名 (未成年人由其法定監押人代釜 )/signaurc(pour ics mincurs,縫 naturc
I'autoritd parentale/du tuteur ld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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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笙江申清表"附表

Page comp16mentaire au formulaire de demande de visa

ネト救方式

申清人可在収到拒釜通知之日起30日 内向朕邦移民亦公室提出昇決 (咲邦外国公民法第6条
2Ыs款 :AuG,RS 142 20)。 昇波必須采用瑞士官方悟言撰写 ,姿笙名和林注日期后 ,以信
函形式提交拒釜的代理机掏或朕邦移民亦公室 (地址 :CH‐3003 Bern‐ Wabern)。 収到預先,E

付的手象費150瑞士法郎 (秩邦行政程序法第63条 i VwvG,SR 172 021)后 ,朕邦移民亦公
室将友布可反駁的指令。手象費必須根据代理机梅或咲邦移民亦公室的悦明逆行預先)[付。

Voies de droit

i∬:鑑雷:lζ鵠:朧ξ::i朧:ふ
ЮDM∞耐にune d6dЫ On de Юtts de宙田
(art 6,par 2bis de la loifё d6rale suries

柵 彙瘍 、芋鱗蠅螺鵬糀糀1乱
:守鑑ξ

羅珊 脚 淵 爺櫛 曽
饒 糀 ξ智1躙甜

『
“

竜』洋21黒鳴麗188MTpё
rttVemenlaЮ

用予汗出正式裁決的瑞士地址
Adresse de notincatiOn en Suisse diune d6cision forme‖

e

姓氏 /Nom:

名字 /PにnOm(s):

街道 ,「]牌号 /Rue,no:

由「端 ,城市 ノNPA,Lieu:

将企人信息韓交予第二方

根据対実際情況的了解 ,我同意通通我本人将笠II申 清表中的信息 ,特別是旅沸保陰 的相美
信息韓交予第二方。遠里的第三方指笙iIE持有人不具有向其僕付費用文努的一方。“第三方"逐

包括其他清如咲邦、州、地区的有美当局、公共法制机掏和私人亦事赴。

les tiers

調需翼肥11梶lκ階装llぎ

C°mmunales

釜3/Sl"■u畝 ″後 z‖価 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