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理『美國簽証』流程說明 
若您是第一次前往美國，所有年滿 14 歲到 79 歲的申請人，都必需透過資料處理

中心的網站「填寫申請書」並「預約面談」，並依預約時間親自前來美國在台協

會台北辦事處辦理簽證。 
 
辦理『美國簽証』流程說明： 
▓在前往 AIT 之前的準備工作 
一、進入線上申請程序網頁 
  1.填寫 DS-160 表格 
  2.輸入護照號碼與簽證種類，並用英文填寫資料 
  3.表格填寫完成，檢視並列印申請表 
  4.支付 SEVIS I-901 費用 (參加聯邦政府所贊助的交換訪客計劃者除外)  
以信用卡方式繳納美金 180 元，並印下 i901 收據 
二、進入美簽申請新網址 
  1.新建個人檔案 

2.回答個人資料問題 
3.支付美國簽證處理費(MRV)  

美金 160 元，郵局劃撥 
三、登入並預約面試 
備妥相關文件 
  1.面談預約單 
  2.有效護照正本(持照人需在護照上親自簽名) 
  3.兩筆費用收據正本 
  4.申請表格 DS-160 
    5.DS-2019 
  6.各種有利的文件包括：(有需要的話，面談官員會要求看下列文件) 
a.舊護照: 
若舊護照遺失，請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歷年歷次出入境證明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的地址是：台北巿廣州街 15 號，電話：02-2388-9393 
b.銀行存摺(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c.在職證明 
d.學生成績單 
e.所得稅扣繳憑單 
f.小孩的申請可以提供出生證明、學校成績單、全戶戶籍謄本、父母的財力證明

及護照 
g.若是您更改了姓名，請附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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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當日』流程說明 
一、依預約之報到時間至美國在台協會外排隊 
二、將所有電子產品，如手機、MP3、筆記型電腦等關機 
三、進入之後寄放所有電子產品，並押身份證外之證件（名片可） 
四、拿著護照與貼有照片之美簽表格至源訊窗口黏貼條碼 
五、前往指定窗口(10~12)檢查護照及表格並按指紋 
六、前往指定窗口(13~17)面談，並繳交護照及收取快遞預約單(護照被收走且

領到快遞預約單，即代表通過面談) 
 
  1.面談時，面試官會問你一些簡單的問題，例如： 
   到美國的目的？（觀光）有沒有家人同行？要停留多久？以前有沒有去過

美國？（如果你的舊美簽在舊護照上也要帶去，面試官會看）總之就是態度要鎮

定，眼神堅定，一定要穿著整齊、乾淨的服裝，讓面試官明白你只是要去觀光，

並不會滯美不歸。面試官無論是美國人或是華裔都會說流利的中文，所以面試時

講中文就可以了。 
 
  2.在面談的時候： 
   請勿在面談一開始的時候就將所有的文件遞交給面談官員。只要將必要文



件放置在窗口即可。有需要的話，官員會要求進一步的文件。請勿將飛機票視為

有利的文件一併提交。 
七、面談成功，再到快遞窗口填資料，護照送到(約 2~3 天)才付費$160  
八、前往出口領取寄放之物品 
九、美簽辦理完成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134 巷 7 號 
TEL：（02）2162-2400 
※可搭捷運木柵線至大安站，步行約 5 分鐘 
提醒申請人： 
只要在約定的時間到達，即可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准進入辦理。基於安全考量，加

上每天所處理的申請人數眾多，提早到達的申請人將無法預先進入辦理，尚須排

隊，因此務必準時到達。 
 
以下為 DS-160 表格教學 

美簽 DS-160 的申請網址：https://ceac.state.gov/genniv/ 

http://www.trtc.com.t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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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w to Apply for a U.S. Nonimmigrant Visa：如何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 

• 在【Region】的欄位選擇【TAIWAN, TAIPEI】之後，下面的「Select a tooltip 
language」就會自動出現【中文(繁體)（CHINESE-TRADITIONAL）】，它

的作用是往後你只要把滑鼠放在 DS-160 的大部分英文表格上，就會出現

中文輔助解說文字，可以方便還多看不懂英文的大眾。 
• 完成之後，請點選畫面最下面的「Start Application」開始填寫 DS-160 表

格。 

 



2. Getting Started：開始填表 

這個頁面提醒你表格填寫有 20 分鐘的限制，如果同一個頁面超過 20 分鐘未有填

寫的動作，則系統將會自動跳出，如果你沒有事先存檔，前面所填寫的內容可能

將會消失。 

這裡要求你先上傳個人照片，雖然這裡不上傳表格也可以繼續填寫，但在整個

DS-160 表格填寫的最後還是會要求你上傳照片，但個人建議你先在這裡上傳你

的個人大頭照，測試一下你的照片是否符合規定，免得到了最後一刻上傳照片時

出了問題而前功盡棄。建議照片的大小要縮小為 640x640 像素左右，太大會無法

上傳，太小會不清楚。 

照片的下面有三個選項，分別是： 

• Start a New Application：開始一個新的表格填寫。如果你之前都沒有填寫

過 DS-160，那就選這個吧！如果你覺得之前寫得有問題，想要重新填寫

一份，也可以選這個，它會開始一份全新的空白 DS-160 表格。 
• Upload a Previous Application：上傳先前已填寫的表格申請表。如果你之

前已經填寫過 DS-160 表格，無論有否填寫完成，只要你有存檔，就可以

把之前的內容叫出來上傳，雖然還是得從第一頁開始填寫，但系統會自動

把已起前填寫過的內容叫出來，免去你一個一個資料重填的麻煩，但你還

是得檢查一下內容是否正確。 
• Retrieve Application：調取以前的申請表。這是新的功能，它允許你查看

已經填寫完畢的申請表格的確認單，或是修改已經填寫完畢但後來被 AIT
重新開起貨是解除鎖定的申請表，或是提取已經輸入的申請表來重新填

寫。 
我沒有試過是否可以修改已經填寫完畢且拿到確認書的申請表，從說明看

來如果已經填寫完畢後似乎只能看到確認單而無法修改，但我不確定就是

了。 
使用的時候必須要輸入 Application ID 以及安全問題。 



 



3. Application Information：申請資訊 (使用 Retrieve Application 略過此項) 

• 請務必記住這裡所提供的 Application ID，它可以讓你提取已經填寫過的

申請表單。 
• Security Question：安全提問，自己選擇一項問題然後填寫答案，建議以

英文作答，雖然我試過中文也可以被系統接受，但總是英文系統，怕有閃

失。 
下面是安全提問的中英文對照翻譯（僅供參考，以 DS-160 線上表格為準）： 

Security Question Chinese (Taiwan) 

What is the given name of your mother's mother? 
您外祖母的名字是什麼?(這裏只要輸入名字，

不需要輸入姓氏。) 

What is the given name of your father's father? 
您祖父的名字是什麼?(這裏只要輸入名字，不

需要輸入姓氏。) 

What is your maternal grandmother's maiden name? 您外祖母的娘家姓是什麼? 

What name did your family used to call you when you were a child? 小時候家人稱呼您的小名是什麼? 

In what city did you meet your spouse/significant other? 您與配偶/重要伴侶是在哪個城市相遇?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favorite childhood friend? 您童年摯友的姓名是什麼? 

What street did you live on when you were 8 years old? 您八歲時住在哪條街上? 

What is your oldest sibling’s birthday month and year? (e.g., January 1900) 
您的兄弟姊妹中年紀最長者的出生年份與月份

為何?(例如:1900 年一月) 

What is the middle name of your youngest child? 您最小的孩子的中間名字是什麼? 

What is your oldest sibling's middle name? 
您的兄弟姊妹中年紀最長者的中間名字是什

麼? 

What school did you attend when you were 11 years old? 您十一歲時念哪一所學校? 

What was your home phone number when you were a child? 您童年時的家中電話號碼是幾號? 

What is your oldest cousin's first and last name? 
您的堂/表兄弟姊妹中年紀最長者的姓名是什

麼? 

What was the name of your favorite stuffed animal or toy? 您最喜愛的填充絨毛動物或玩具叫什麼名字？ 

In what city or town did your mother and father meet? 您的父母是在哪個城/鎮相遇的? 

What was the last name of your favorite teacher? 
您最喜愛的老師姓什麼?(這裏只要輸入姓氏，

不需要輸入名字。) 



In what city does your nearest sibling live? 
年齡與您最接近的兄弟姊妹現在住在哪一個城

市? 

What is your youngest sibling’s birthday month and year? (e.g., January 1900) 
您兄弟姊妹中年紀最小的出生年份與月份為

何?(例如:1900 年一月) 

In what city or town was your first job? 您的第一份工作地點在哪一個城/鎮? 

What was the name of your first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您第一任男友或女友的姓名是什麼? 

•  

 



4. Personal Information 1：個人資訊 1 

• Surnames：姓（英文填寫，與護照同）。 
• Given Names：名字（英文填寫，與護照同，去除【-】），可以用空格來取

代【-】，或是直接去除。如果護照沒有「Given Names」則填寫「FNU」

於欄位中。 
• Full Name in Native Alphabet：中文姓名（中文填寫） 
• Have you ever used other names：你的證件上是否曾經使用過其他的名字，

如宗教名字、藝名、別名...等，如果有的話，必須填寫，有多少個名字就

填多少個。一般都選 NO。 
• Do you have a telecode that represents your name：是否使用電碼來代表你的

名字，電碼通常由 4 個阿拉伯數字組合而成，一般使用於非羅馬字母的國

家。有的話就必須填寫。一般都選 NO。 
• Sex：Male(男性)、Female(女性)  
• Marital Status：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Chinese (Taiwan) 

Married 已婚 

Common Law Marriage 
普通法婚姻(有時稱做事實婚姻，可能無法律上的儀式，合約，或

登記。) 

Civil Union/Domestic Partnership 合法註冊(民事結合) / 同居伴侶關係 

Single 單身(從未結婚) 

Widowed 喪偶 

Divorced 離婚 

Legally Separated 合法分居 

Other 其他 

• Date and Place of Birth：出生日期及地點 
o Date of Birth：出生日期 
o City of Birth：出生地 
o State/Province of Birth：出生地的省份（請以台灣的省別劃分，台

灣澎湖出生的就是台灣省填 TAIWAN、金門或馬祖地區就是福建

省填寫 FUJIAN，後面看到的 State/Proviance 都可以比照辦理。） 
o Place of Birth：出生國家。 

• 如果這一整頁都完成了，建議可以先點選【Save】先行存檔，以防填表超

過 20 分鐘被強迫跳出來，或網路塞車當機。當你確定完成這一頁的表格



填寫之後按最下方的【Next: Personal 2】往下一頁。

 



5. Personal Information 2：個人資訊 

• Nationality：國籍 
• Do you hold or have you held any nationality other than the one indicated 

above on nationality?：你是否擁有其他國家的國籍？如果有的話，就必須

填寫。通常回答 NO。 
•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填寫台灣的身份證號碼。 
• U.S. Social Security Number：美國的社會安全號碼，有的話請填寫，沒有

的話請勾選「Does Not Apply」。 
• U.S. Taxpayer ID Number：美國統一編號，有的話請填寫，沒有的話請勾

選「Does Not Apply」。 

 



6. Address and Phone Information：地址及聯絡電話資訊 

• 住家的地址英譯可以參考：郵局中文地址英譯 
• Mailing Address：如果欲寄送美簽及護照的地址不同於住家地址時，需勾選

【No】，然後填寫寄送地址。在台灣是由快遞送達，所以還要另外填一張快

遞托運單，這裡會需要填寫中文地址，所以一般只要選【Yes】同住家地址就

可以了。 
• Phone：「Primary Phone Number（主要電話號碼）可以填寫住家或是手機電話

號碼，如果有問題的時候可以聯絡到你，這是一定要填的，其他的電話如果

沒有，就勾選【Does Not Apply】。在台灣由快遞送達，快遞委託單上填寫清

楚就可以了。 
• Email Address：電子郵件信箱地址。如果沒有也可以勾選「Does Not Apply」。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f_searchzone/index.jsp?ID=190103�


 

 



7.Passport Information：護照資訊 

•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Type：你所持有的護照/旅行證件類別。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Type Chinese (Taiwan) 

Regular 普通 

Official 公務 

Diplomatic 外交 

Other 其他 

•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Number：你所持有的護照/旅行證件號碼。 
• Passport Book Number：台灣護照勾選「Does Not Apply」 
• Where was the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Issued：你所持有的護照/旅行證件

由何處發出。台灣護照填： 
o City：TAIPEI 
o State/Province：TAIWAN 
o Country：TAIWAN 

• Issuance Date：護照的發照日期 
• Expiration Date：號召的有效截止日期（申請美簽面談時的護照的有效期

限最少需要六個月以上） 



• Have you ever lost a passport or hand one stolen：你的護照是否遺失或被

偷？如果是的話需要解釋何處、何時遺失或被偷的。 

 



8. Travel Inforamtion：旅遊資訊 

• Purpose of Trip to the U.S.：訪美目的。一般我們通常都選【TEMP. 
BUSINESS PLEASURE VISIT (B)】短期商務觀光(B 簽證)，其他目的可以

點選這裡有詳細說明，如果清單內的種類都不能符合您的需求，則可以選

擇【OTHER (N)】，會再出現「Specify」提供更多的選擇。 
• Specify：其實當你選擇了其中的一項之後，就會在出現這個選項讓你選

擇，也是參考上述的說明。 
• Have you made specific travel plans：你是否有特定的旅行計畫？如果是男

性的話，表格會會多出這一項，如果你還沒有定好你的旅行計畫，可以勾

選「NO」，這樣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煩。如果你已經定好了自己的旅行計畫，

就可以勾選「Yes」，但必須要填寫詳細的到達美國日期、航班、城市，還

有何時想離開美國，也要填寫停留美國的地址。基本上如果你沒有太多的

有利文件來證明自己不會在美國跳機，建議你勾選「Yes」。 
o 有利文件可以是財力證明（最好有不動產、固定收入）、去回程機

票、在職證明…等。 
• Intended Date of Arrival：預計何時前往美國。 
• Intended Length of Stay in U.S.：預計在美國停留多久。這裡如果你在美國

的停留時間小於 24 小時，可以不必再填寫在美國的停留地址，只要是一

天以上的都需要填寫。 
第一個空格填數字，第二個選項可以選擇 Days(天)、Weeks(週)、
Months(月)、Years(年)。  

• Person/Entity paying for Your Trip：支付您此行費用的個人或機構名稱。如

果選擇「OTHER COMPANY/ORGANIZATION」就要再填寫付款單位的

http://findlifevalue.blogspot.com/2011/07/purpose-of-trip-to-us.html�


名稱、電話、與你的關係、還有單位的地址資訊等。

 



9. Travel Companions Information：旅行同伴資訊 

• Are there other persons traveling with you? ：是否有人與你同行？如果有家

人同行或是跟旅行團，就要選【Yes】。家人通常指的是配偶、小孩、父母

親。兄弟、阿姨、叔叔好像都不算耶！ 
• 根據 DS-160 的輔助說明，如果你將陪同持有工作簽證、學生證或未婚夫

(妻)簽證的配偶或父母赴美，才可以選擇為非主要填表人。 
• Are you traveling as part of a group or organization?：是否跟團？如果前一項

選【No】，就不會有這一條。如果有跟團(旅行團、參訪團…)就要選【Yes】，
還要填寫跟團的名稱或單位。 

 



10. Previous U.S. Travel Information：之前的美簽紀錄 

• 如果你從沒申請核准過美簽也沒到過美國，那這一頁就全部選【No】就

結束了。 
• 如果你曾申請過美簽或到過美國，那就要一條一條慢慢填了。 

 



11. 【Family Information Relatives】：家人訊息 

• 這裡要請你先準備好你父親及母親的英文姓名及出生日期。 
• 如果有親戚（包括未婚妻/夫、配偶、小孩、兄弟姊妹）在美國居住，就

要填寫他們的美國資料。 

 



12.Family Inforamtion: Spouse：配偶的資料 

• 這裡要準備配偶的英文姓名及出生日期。還要其國籍與出生地的資料。 
 



13.【Present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現在工作訊息 

• 這裡很囉唆！得準備一下目前工作/學校/訓練所的單位英文名稱，英文地

址，還要稍微描述一下工作的內容。 
• 如果你目前沒有職業或一直從事家庭管理，哪你應該選擇【HOMAKER

（家管，這樣就不用再填寫目前職業的想戲內容了）】；也可以填【NOT 
EMPLOYED（無職業）】但需要解釋。  下面是一些職業的中英對照。 

Occupation Chinese (Taiwan) 

Agriculture 農業 

Artist/Performer 藝術家/演出家 

Business 商業 

Communications 傳播通信 

Computer Science 電腦科學 

Culinary/Food Services 烹飪/食品服務 

Education 教育 

Engineering 工程 

Government 政府 

Homemaker 家庭主婦 

Legal Profession 法律行業 

Medical/Health 醫療/健康 

Military 軍事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 

Not Employed 無工作(待業) 

Physical Sciences 物理科學 

Religious Vocation 宗教職業 

Research 研究 

Retired 退休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Student 學生 



Other 其他 



14. Prvious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前任工作資料 (女性同胞此

頁不會出現(差別待遇)，除非你填成了男性)  

• 如果你之前有多家公司的工作經驗，那你最好準備一下你以前的所有名

片，因為需要用到這些公司的英文名稱，英文地址，最難搞得是還要知道

之前公司的直屬長官的英文姓名，順便去找一下之前公司的到職、離職日

期吧！ 
• Have you attended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ther than elementary 

school?：男性的填表人，會要求你加填這項，女性不用，這裡還要你填寫

小學之外的所有就讀過的學校英文資料，但我這次漏看了，直接填寫

【No】，而移民官員也沒有質問我，也許是我的運氣好吧。 
• 如果之前的資料不只一筆，就按【Add Another】來增加。 

 



15. Additional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額外的工作資訊（只有男生才

需要填。） 

• 其中的軍隊的資料比較麻煩，最好事先準備一下。 
o 海軍：Navy  
o 陸軍：Army  
o 空軍：Air Force  
o 陸軍上校：Colonel  
o 陸軍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o 陸軍少校：Major Quartermaster Corps  
o 陸軍上尉：Captain  
o 陸軍中尉：First Lieutenant  
o 陸軍少尉：Second Lieutenant  
o 陸軍上士：Staff Sergeant Signal Corps  
o 陸軍中士：First Lieutenant  
o 陸軍下士：Sergeant Quartermaster Corps  
o 陸軍上等兵：Private First Class (PFC)  
o 海軍上校：Captain  
o 海軍中校：Commander  
o 海軍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o 海軍上尉：Lieutenant  
o 海軍中尉：Lieutenant Junior Grade  
o 海軍少尉：Ensign  
o 海軍上士：Perry Officer 1st Class  
o 海軍中士：Perry Officer 2nd Class  
o 海軍下士：Perry Officer 3rd Class  
o 海軍上等兵：Seaman  
o 其他的找找 Yahoo 奇摩的知識家＋吧！ 

• 其他的項目也要小心填寫，誠實為上。 



• 這裡還有很多的問題，要逐條細看填寫。   

 



16.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Medical and Health： 用藥及健康資訊 

• 原則上全部都選【No】啦，但建議要誠實以對。 

 



17.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Criminal Information：犯罪資訊 

• 原則上全部都選【No】，如果你答了【Yes】，應該就很難拿到美簽了，但

建議還是誠實以對。 

 



18.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Security Information：保全資訊 

• 原則上全部都選【No】，但要誠實以對。 

 



19.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Immigration Law Violation Information：移民法規資訊 

• 還是選【No】，但要誠實以對。 

 



20.Security and Background: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其他資訊 

• 原則上全部都選【No】，但要誠實以對。 

 



21. Upload Photo： 上傳照片 

• 如果你之前沒有上傳過照片，這時候就一定要上傳，否則系統將無法繼

續。請按【Upload Your Photo】繼續。上傳完畢沒有問題了就會出現第二

畫面。 
• 如果你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傳過照片了，系統就會直接跳到下一步驟，

確認照片。 

 



22. Confirm Photo：確認照片 

• 這裡要你在確認一下上傳照片是否正確，如果確認無誤就按【Next: Using 
This Photo】。 

 



23. Review: 申請表檢查 

• Personal, Address, Phone, and Passport Information  

 

• Travel  
• Family  
• Work/Education/Training  
•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 Location  
• 在這個階段，會讓你檢查你所填表的內容是否正確，這時候你都還可以列

印(print)，修改(modify)。



24. Sign and Submit：簽核遞送 

• Preparer of Application  
o Did anyone assist you in filling out htis application? 是否有人幫你填

表？如果回答是的話，就要填寫幫你填表人的姓名、公司名稱及相

關地址…等資料。 
• E-Signature  

o Enter your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Number：輸入你的護照或旅遊

文件號碼 
o Enter the code as shown：輸入右邊出現的安全認證號碼。 
o 當你確定沒問題之後才按下【Sign and Submit Application】按鈕，

就可以拿到確認單，之後可能就無法再修改申請表了，所以務必再

確認。 

 

這樣 DS-160 表格大概就大功告成了，後面就是印出 Confirmation（確認單）並拿

到確認號碼(Confirmation Number)，再去申請預約面談的日期就可以了。 

資料來源 

http://findlifevalue.blogspot.tw/2011/07/usa-ds-160-vis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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