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 International Student GIC Program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簡介
助推國際學生在原居地就能達到加拿大學生簽證指引 
的要求。



您在加拿大的財務之旅
從這裡開始！
我們了解搬到一個新國家所面臨 
的挑戰。當您在加拿大展開新 
生活時，我們在此已經準備好， 
支援您的眼前和日後的銀行理財 
需求，並期待在橫跨加拿大的超過 
1,085 間分行和 3,000 多台自動 
櫃員機為您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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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旨在幫助符合加拿大政府的 學習直入計劃 (Student Direct 
Stream) 資格的國際學生。

有意到加拿大留學的國際學生，可以通過開設道明學生支票賬戶 (TD Student Chequing 
Account)，並在抵達加拿大之前為其所需的擔保投資證 (Gu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簡稱 GIC) 預付資金，以滿足加拿大政府的學生簽證指引要求。

如果您符合學習直入計劃的資格，包括獲得加拿大專上教育指定學習機構的錄取通知書， 
並且居住在符合學習直入計劃要求的國家，您可以申請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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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抵達加拿大之前，
您可以：  
• 開設一個支票賬戶，以滿足您在加拿大的日常 

銀行理財需求。只有在道明加拿大信託 (TD 
Canada Trust) 分行完成必需步驟後，您才能在
抵達加拿大時使用該賬戶

• 辦理一筆國際電匯，以便把款項存入您的擔保 
投資證和支付您在加拿大的生活費用，以及

• 購買擔保投資證，以滿足學生簽證指引要求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包括一個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一項擔保投資證投資。在您親臨
在加拿大的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完成我們的計劃要求後，您在擔保投資證中的部分資金將
在 12 個月內定期存入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

制定離開本土移居加拿大的計劃需要做很多工作。道明隨時為您的加拿大之旅提供支持。

通過下列地點的免費長途電話與我們聯絡： 
中國：1-855-537-5355  
印度/菲律賓/塞內加爾/巴基斯坦/摩洛哥/越南：1-416-351-0613 
(對方付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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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前
申請流程

開設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 
既簡單又安全！
一旦您在網上提交完整填妥的申請表和相關文件，我們將處理您的申請。 

當我們確定您的申請表和相關文件完整妥當，我們將在 2 至 5 個工作日內 
通過安全電郵向您發送一個迎新包，其中包含您的賬戶詳細資料和道明入學
證明入門網站的鏈接。

收到賬戶詳細資料後，您需要通過道明入學證明入門網站上傳加拿大專上 
教育指定學習機構的錄取通知書，這是必需步驟。 

提交此錄取通知書後，請按照迎新包中的說明為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存入
款項。 

上網到 customercollaboration.TD.com/student 上傳您的 
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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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您需要通過國際電匯將款項匯入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您的道明 
學生支票賬戶只會接受一筆國際電匯匯款，金額最低為 $10,000 加元， 
最高為 $25,000 加元。您應該做好計劃，您的國際電匯需要大約 5 個 
工作日或更長時間才能到達道明；請向您當地的匯款銀行查詢更具體的 
到賬時間。

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必須在開設之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通過國際電匯 
存入資金，才能保持賬戶開立。沒有在開戶之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存入資金
的賬戶將自動關閉。

當道明收到您的國際電匯後，將把 $10,000 加元投資

在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任何超過 $10,000 加元

的款項將保留在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中。 
 
在您根據擔保投資證投資詳情文件的概述而同意購買擔保投資證後，您的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將獲簽發。隨後，您將通過安全電郵收到一份投資
確認文件，概述擔保投資證的詳細資料，包括本金金額（$10,000 加元﹚、 
利率、簽發日期、條款和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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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安全電郵：您需要在收到我們發送的第一封道明安全電郵後，登記使用
安全電郵服務。該電郵訊息只在 14 個日曆天內有效。

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我們將把收到的國際電匯款項 
退回到您的資金來源賬戶：
• 如果我們收到的第一筆一次性國際電匯金額低於 

$10,000 加元或高於 $25,000 加元； 或

• 如果在您抵達加拿大並完成上述計劃要求之前，除了
最初的 $10,000 加元至 $25,000 加元國際電匯外，
還有任何後續或額外的匯款或存款放入您的道明學生
支票賬戶。

一旦道明學生支票賬戶開立和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獲存入資金，您將 
不准對它們進行任何交易，直至您在加拿大的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完成了 
所有計劃要求。

獲得學生簽證並移居加拿大後，您必須預約到訪您選擇的 道明加拿大信託 
分行，進行身份驗證和簽署文件，以啟動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您的道明
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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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魁北克省學習的學生，除了上述文件外， 
還要具備魁北克省接收函 (Quebec 
Acceptance Certificate，簡稱 CAQ)。

如果您有納稅人識別號碼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簡稱 TIN)，但在此 
之前未曾提供給我們，則必須在到訪分行時
提供。如果我們沒有儲存此訊息，您可能會
面臨加拿大稅務局的罰款。

如果您在開設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的  
365 個日曆天內，沒有前往我們的分行完成
這些步驟，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您的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將被關閉，本金和
應計利息將被退回到上述您向我們發送國際
電匯的來源賬戶。 

開設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後，您應在 365 個 
日曆天時間內，抵達加拿大並前往 道明加拿大

信託分行 完成身份驗證流程，啟動您的道明 
學生支票賬戶和您的道明擔保投資證賬戶。

請攜帶：  
您的有效外國護照、 
加拿大專上教育指定 
學習機構的入學證明 
(或學生證）和學生簽證 
(即 IMM 1208）。

抵達加拿大後 
到訪我們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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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投資證 (GIC) 付款時間表：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 (TD International Student GIC) 受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 
申請表 (TD International Student GIC Program Application Form) 規定的計劃條款和細則的
約束。此擔保投資證只能根據以下的擔保投資證付款時間表進行贖回。在您到訪道明加拿大
信託分行，滿足了參加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的所有條件後，您可以從您的擔保投資證
贖回 $2,000 加元和應計利息，並存入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剩餘的 $8,000 加元本金將
分十次等額贖回，在每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從您的擔保投資證贖回 $800 加元並加上應計
利息，存入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

擔保投資證付款時間表 擔保投資證付款額 擔保投資證剩餘本金

到訪道明分行 $2,000 + 利息 $8,000 

第 2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7,200 

第 3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6,400

第 4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5,600

第 5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4,800 

第 6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4,000 

第 7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3,200 

第 8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2,400 

第 9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1,600

第 10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800

第 11 個月的第一個工作日 $800 + 利息 $0

如果您延誤了
如果您未在開設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後的 365 個日曆天內親臨我們任何一間分行以完成上述 
步驟，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您的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都將被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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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在抵達加拿大之前取消參與道明 
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請致電我們下列
的免費長途電話。取消參與計劃將會關閉 
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道明國際學生擔保 
投資證。 

請注意：在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完成上述步驟後，將不 
允許取消參與計劃。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我們將通過國際電匯，
將本金和任何應計利息退還至您向我們發送
上述國際電匯的來源賬戶，您的道明學生 
支票賬戶和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都將被
關閉。

此外，如果我們出於任何原因（包括但不 
限於本文所述的任何情況）必須通過國際 
電匯向您退還資金，道明將就此次國際電匯
退款向您收取不可退還的 $25 加元退款 
手續費。該費用將從退還給您的資金金額中

扣除。其他參與資金中轉的銀行或金融機構
可能會向資金接收方收取額外費用。

在所有此類情況下，您同意您將支付道明 
收取的$25 加元國際電匯退款手續費，並 
同意承擔適用於向您退還資金而可能收取的
所有國際電匯費用 (由任何第三方收取)， 
即使此類費用會導致您收回的金額少於 
您最初為購買擔保投資證而電匯給我們的 
金額。  

如果資金必須從加元兌換成外幣，所採用的
匯率將是交易當日的現行匯率，並且可能與
最初收到電匯時採用的匯率不同。

請注意：道明的 $25 加元退款手續費是以國際電匯退還 
您的資金的服務收費，並且與上述適用情況下您的擔保 
投資證在到期前的任何適用贖回無關（道明對此不收取 
費用）。 

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在下列地點的免費長途電話： 
中國：1-855-537-5355  
印度/菲律賓/塞內加爾/巴基斯坦/摩洛哥/越南：1-416-351-0613 
(對方付費電話）。 

如果您想取消參與 
道明國際學生 
擔保投資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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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申請的 
關鍵步驟

1 索取申請表： 

您可以完成此 鏈接 以索取申請表，參加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這是開設 
道明學生支票賬戶所必需的，該賬戶將接收您的資金，用於購買您通過加拿大政府
的學習直入計劃申請學生簽證所需的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

2 提交您的申請表：

收到您的請求後，我們將通過電郵向您發送道明電子簽名 (TD eSignature) 入門 
網站的鏈接。請您查看申請表和相關文件，然後填寫並以電子方式簽署所需文
件。一旦您在網上提交了完整妥當的申請表和相關文件，我們將處理您的申請，
並會在 2 至 5 個工作日內通過安全電郵向您發送一個迎新包，其中包含您的賬戶
詳細資料和道明入學證明入門網站的鏈接。

道明電子簽名： 
道明電子簽名使我們能夠將所需的計劃文件發送給您以供查看，並讓您通過安全的
入門網站，以電子方式簽署該些文件。輸入您在手機上收到的一次性密碼，您將 
通過道明電子簽名的認證。您可以方便輕鬆地查看文件，以及加上簽名。您可以 
輕鬆檢索您已簽署的文件，並且您的資料將受到保護。

系統要求：

• 電郵地址和手機 

• 互聯網瀏覽器 – Internet Explorer (9, 10, 11)、Edge、Chrome、Firefox、Safari 

• 具備短訊功能，能接收短訊的活躍流動設備 (請注意，電訊供應商可能會收取 
適用的標準短訊和數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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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安全電郵服務 
您將通過道明安全電郵服務收到您的賬戶詳情和國際電匯說明。 

按照電郵中的說明使用道明安全電郵服務。

• 使用您在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申請表上提供的相同電郵地址登記。

• 此服務可確保道明與您之間的所有通訊（包括您的個人資料）均受到保護。

學生入學證明 
收到賬戶詳細資料後，您需要通過道明入學證明入門網站，上傳加拿大專上教育 
指定學習機構的錄取通知書。

上網到 customercollaboration.TD.com/student 上傳您的錄取 
通知書。

3 開設賬戶： 

當我們的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團隊收到並驗證您填妥的申請表和所需 
文件，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便成功開設。然後我們將通過道明安全電郵平台向您
發送一封確認電郵，其中包含有關如何電匯資金以購買擔保投資證的詳細說明。 

注意：您需要在收到我們發送的第一封道明安全電郵後，登記使用安全電郵服務。此訊息只在 14 個日曆天
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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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資金：

從您當地的金融機構向您在加拿大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發送國際電匯，金額最低為
$10,000 加元，最高為 $25,000 加元。

購買擔保投資證：

當道明收到您的國際電匯後，將把 $10,000 加元投資在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
任何超過 $10,000 加元的款項將保留在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中。在您根據擔保
投資證投資詳情文件的概述而同意購買擔保投資證後，您的道明國際學生擔保 
投資證將獲簽發。隨後，您將通過安全電郵收到一份投資確認文件，概述擔保 
投資證的詳細資料，包括本金金額 ($10,000 加元)、利率、簽發日期、條款和 
到期日。  

然後，您可以使用您的投資確認書以及其他所需文件，根據加拿大政府的學習直入
計劃申請您的加拿大學生簽證。

注意：在簽發投資確認書之前，我們需要一份您已簽署的擔保投資證投資詳情表格。

注意：如果在加拿大的非工作日收到同意，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將在下一個工作日簽發。

抵達後啟動賬戶和擔保投資證及款項支付：

抵達加拿大後，預約到訪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以完成必須的身份驗證，啟動您的支
票賬戶和擔保投資證，並簽署所需文件。

在到訪分行時，您需要攜帶護照、專上教育指定學習機構的入學證明（或學生證）
和加拿大政府的學生簽證。前往魁北克省學習的學生，除了上述文件外，還要具備
魁北克省接收函 (CAQ) 。如果您有納稅人識別號碼 (TIN) ，但在此之前未曾提供給
我們，則必須在到訪分行時提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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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入學證明 
啟動您的賬戶後，您需要通過道明入學證明入門網站，上傳就讀加拿大專上教育 
指定學習機構的入學證明。

上網到 customercollaboration.TD.com/student 或發送短訊 
STUDENT 至 758614 以上傳您的入學證明。

可接受的入學證明可以包括以下之一：

• 學校發出的當前學期的學費發票或賬戶結單

• 詳細的時間表（當前或即將開始的學期）

• 註冊辦公室出具的確認入學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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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步驟後，道明將把第一筆的 $2,000 加元外加任何應計利息從您的擔保投資證投資
賬戶，支付到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剩餘的 $8,000 加元本金將分十次等額每月分期支付
至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並加上應計利息。

http://customercollaboration.TD.com/student


常見問題
申請

問：我可以開設聯名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嗎？ 

答：不能。在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計劃下，支票賬戶只能以學習直入計劃的學生簽證
申請人的名義開立。 

問：已經超過 24 小時但我還沒有收到對我最初提交的申請表的回覆，我如何跟進我的 
申請？ 

答：首先，請檢查您的垃圾郵件文件夾，確保電郵沒有被標記為垃圾郵件。道明的電郵將 
來自  TD.eSignNoReplyAccount@td.com。

如果您仍未收到電郵，請撥打我們下列地點的免費長途電話：

中國：1-855-537-5355  
印度/菲律賓/塞內加爾/巴基斯坦/摩洛哥/越南：1-416-351-0613 
(對方付費電話）。

問：我沒有通過道明電子簽名收到我的申請表。我可以重新申請嗎？

答：首先，請檢查您的垃圾郵件文件夾，確保電郵沒有被標記為垃圾郵件。

其次，請確保您提供給道明的電郵地址是有效的電郵地址，並且是您當前用於所有通訊的 
電郵地址。如果您提供了錯誤的電郵地址，請通過此 鏈接 重新提交申請表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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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TD.eSignNoReplyAccount%40td.com?subject=
https://www.forms.td.com/app/student-gic/#/student-gic/student-gic-form


問：我沒有收到用於登入道明電子簽名的 
短訊。如何重新生成短訊？

答：點擊電郵中的「Go to Documents 」
後，您應該會收到一條只在 5 分鐘內有效的
短訊。如果您沒有收到短訊，請點擊道明 
電子簽名登入頁面上的「Click Here」按鈕，
重新生成短訊。 

問：最多可以嘗試輸入一次性密碼 (OTP) 多少次？ 

答：您的申請表和相關文件存取權限將在 3 次使用錯誤的短訊密碼後被鎖定。您無需通知
我們。一旦您的存取權限被鎖定，我們將收到一條自動訊息。當我們從道明電子簽名系統 
收到您的存取權限已被鎖定的通知，我們就會將其解鎖，您將收到通知。

請等待 24 至 48 小時以解鎖您的存取權限。  

問：為什麼我需要在道明加拿大信託個人稅務居民自我證明表格 (TD Canada Trust Tax 
Residency Self-Certification – Individual) 上，提供我的納稅人識別號碼 (TIN)？

答：加拿大稅務局要求我們收集有關您的稅務居民身份資料，以遵守加拿大所得稅法。 
如果您有納稅人識別號碼 (TIN)，則必須在提交申請表時或在 30 天內提供。如果我們沒有 
儲存此訊息，您可能會面臨加拿大稅務局的罰款。

如果您的稅務居民身份資料有任何改變，請在出現變化的 30 天內致電上列的免費長途電話
號碼通知我們。如果我們需要更多資料，我們會再行聯絡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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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道明擔保投資證 

問：我投資在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的 $10,000 加元是否會獲得利息？  

答：是的，您將收到如您的擔保投資證投資確認文件所示的投資利息。擔保投資證的當前
利率可以在我們的 擔保投資證利率頁面 上找到。

電匯說明

問：學生以外的其他人可以匯款嗎？ 

答：可以。學生可以從他們當地的銀行賬戶（或從他們當地的家人/朋友的賬戶）匯出資金。

推遲抵達加拿大並/或轉校 

問：我已經推遲入學或更改了我的教育機構。我仍然可以使用同一張擔保投資證來申請 
我的學生簽證嗎？

答：如果您能夠在道明學生支票賬戶開設之日起 365 個日曆天內，在道明加拿大信託分行 
完成身份驗證流程，您可以使用同一張道明國際學生擔保投資證，為延後入學申請學生簽證。
如果在開設支票賬戶之日起 365 個日曆天內未能滿足我們的計劃要求，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和
擔保投資證賬戶都將被關閉，資金將退還至其來源賬戶。

您的道明學生支票賬戶必須在開設之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通過國際電匯存入資金，才能 
保持賬戶開立。沒有在開戶之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存入資金的賬戶將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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