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勒比海四小國護照比較表
安提瓜護照特別方案 2018 年 10/31 截止：捐款 10+2.5 萬
美金，可含 4 口(夫妻+18 歲以下子女，或 58 歲以上父母)
別

投資方式/
金額

安提瓜

聖基茨(聖克里斯多福)

多明尼克

房產: 40 萬美金起
捐款: 25 萬美金起

聖露西亞(英國協)
房產: 30 萬美金起

律師費

房產: 2 萬 捐款.5 萬

房產: 20 萬美金起
捐款: 10 萬美金起
一人申請: $10 萬
2018 年 10 月 30 日止
二人申請: $17.5 萬
捐款改為 10+2.5 萬美
夫妻及二個 18-子
金，可含 4 口(夫妻
女:
$20 萬
+18 歲以下子女，或
夫妻及二個
18+:
58 歲以上父母)
$20 萬
超出 18-加$2 萬
18+加$5 萬
房產: 2 萬 捐款:3 萬
房產: 2 萬 捐款: 4 萬

移民代辦費

房產、捐款: 1 萬

房產及捐款: 都是 1 萬

房產及捐款: 都是 1 萬

房產、捐款: 1 萬

3-4 個月

3-4 個月

3-4 個月

3 個月

配偶、18 歲以下子
女、18-30 歲在學子
女、55 歲以上父母

配偶、18 歲以下子

配偶、18 歲以下子

女、18-26 歲在學子

女、18-25 歲在學子

女、58 歲以上父母

女、55 歲以上父母

配偶、18 歲以下子
女、18-25 歲在學子
女、65 歲以上父母

買房產:主申請人: $5 萬

主申請人: $50,000
配偶: $25,000
18 歲以下子女:
$25,000
18-26 歲子女:
$50,000
58 歲以上父母親:
$50,000
捐款免交
主申請人: $7,500

主申請人: $50,000
配偶: $25,000
18 歲以下子女:
$20,000
18-25 歲子女:
$50,000
捐款免交

PA: US$2,000

主申請人 US$7,500

主申請人:US$7,500
配偶: US$5,000
16 歲以上授養人:
每人 US$5,000

房產: 40 萬美金起
捐款: 15 萬美金起
A:一人申請人: $15 萬
B:申請人+最多三位副申請人:
$19.5 萬
C:超過第五人，每人加 2.5

申請時間
可申請家庭
成員
政府申請費

萬

配偶: $2.5 萬 18 歲以下子
女: $2.5 萬 18 歲以上
副申請人: $5 萬

政府盡職調
查費

主申請人: $7,500
16 歲以上副申請人:
$4,000

政府規費
(護照、表格):
免簽國家

配偶: $7,500
0-11 歲小孩: 免費
12-17 歲小孩: $2,000
18-25 歲小孩: $4,000
58 歲以上父母親: $4,000

$600/人

配偶: US$4,000
16 歲以上子女:

捐款: 10 萬美金起
主申請人(PA):10 萬
主申請人+配偶(SP):16.5 萬
主申請人+配偶+2 位受撫養人:19 萬
第 3 位受撫養人:2.5 萬/人
政府債券:
(PA):50 萬; (SP):53.5 萬
(PA)+ (SP)+2 受撫養人:55 萬
第 3 位受撫養人:2.5 萬/人

房產: 2 萬 捐款: 5 萬

SP: US$3,000
16 歲以上授養人:
每人 US$1,000
買政府債券另加付
行政處理費 5 萬

US$4,000

$300/人

US$1,600/人

US$1,500/人

公民証 250
護照 250

表格:250/護照:350

(護照+綠卡)

歐盟、新加坡、韓國、
香港等 156 國

歐盟、加拿大、新加坡、

護照效期

10 年

5年

10 年

居住要求

無

5年內住滿5天(第一本)
10 年(第二本)(18 歲以下免)

無

與台建交

有建交

無

無

5年
5年內住滿5天(第一本)
10 年(第二本)
有建交

與中建交

無

1983 年建交

2004 年建交

無

韓國、香港等 132

國

英國、愛爾蘭、新加坡、韓
國、香港等 121

國

歐盟、新加坡、韓國、英國、
港澳地區等 130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