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旅行证（eTA） 

申请表帮助指南 

这个三部分的指南资料将帮助您正确填写电子旅行证(eTA)申请表。 

- 第一部分：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代表他人申请。

- 第二部分：为所有申请者。正确填写申请表您需要知道什么。包括了给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指

引。 

- 第三部分：提交申请后将有什么反馈。

申请表提交之前，请仔细检查。要确保完整准确。  

填入不正确信息会造成延误，甚至导致 eTA 申请被拒和/或不能登机。 

申请表仅有英语和法语版。您可以阅读以下语言版本的申请表栏位说明，来帮助您进行申请。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Deutsch, English, Español, Français , Ελληνικά, Italiano, 日本語 , 한국어, Magyarul ,العربية 

Nederlands, Polski, Português.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arabic.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simplified-chinese.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traditional-chinese.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german.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english.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spanish.pdf
http://www.cic.gc.ca/francais/pdf/ave/francais.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italian.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japanese.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korean.pdf
http://www.cic.gc.ca/english/pdf/eta/portugu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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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信息 

 

如果您不是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代表他人申请 eTA，请跳到本指南第二部分查看如何为自己填写申请

表。 

第一个问题问您是否是作为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代表其他人申请 eTA。  

代理人是得到了将要到加拿大旅行或申请移民加拿大的人的允许，代表他们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联络的人。代理人可以是有偿或无偿代理，其中也包括父母或监护人代表孩子申请。代表孩子

申请的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您指定代理人，您还需要同意 IRCC与该代理人分享案例文件中的信息。加拿大移民法律中有关于

代理人服务条款的规定。  

在下面栏中，请选择“是”或“否”。 

 

 

 

 

 

 

 

您是代别人申请吗？ 

 
您是代未成年人申请吗？ 

请选择“是”(yes) 或“否”(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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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A)：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信息  

您表示要代表他人申请。请在本节中填写有关您本人的资料。 

 

 

请在以下选项中选一项。 

 

我是： 

家庭成员或朋友 

非政府或宗教组织成员 

加拿大移民顾问监管委员会成员 

加拿大省或地区法律协会 

魁北克公证人商会 

旅行社 

 

您是有偿代表申请人并为他填写申请表吗？ 

姓 

名 

公司或机构名 

邮寄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代理人声明 

选中上面的框子，即声明您的上述联络方式和个人信息真实、完整、无误。选中上面的框子，即表明

您理解和接受您是申请人指定的、代表申请人或担保人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

局进行业务往来的人。 

会员 ID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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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您本人资料后，请选择“下一步”。您会进入表格的下一部分，即填写您代为申请的人的信息。 

第二部分：如何填写电子旅行证(eTA)申请表 

 

如果您为自己申请，您需要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否”。 

如果您是作为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为其他人申请 eTA，您需要回答“是”，并请参阅本指南第一部

分。 

 

点击“下一步”，就进入到表格中需要填写申请人（您自己或您代为申请的人）的详细情况部分。 

您准备用什么旅行证件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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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选项中选择您到加拿大将要使用的旅行证件： 

 

 
 

护照 – 普通 

发给公民用于度假、商务等偶尔旅行的护照。    

护照 – 外交 

发给政府高级官员、外交官和政府代表的护照。 

护照 – 公务  

通常发给非外交类政府官员用于政府公务旅行的护照。  

使用如果护照正面标有“公务”。 

护照 – 公务服务 

通常发给非外交类政府官员用于政府公务旅行的护照。  

使用如果护照正面标有“公务服务”。 

紧急/临时旅行证件 

在无法签发临时护照的紧急情况下发给公民的旅行证件或护照。这类旅行证件经常只是短时间

内有效。 

难民旅行证件 

发给具有被保护人身份的非公民的旅行证件，包括公约难民和需要保护的人。注：持此种证件

的人不能申请 eTA。前往加拿大您可能需要签证或其它旅行证件。 
外国人护照/发给非公民的旅行证件  

发给永久或暂时居住在发照国但没有该国公民身份的非公民的护照或旅行文件。注：持此种证

件的人不能申请 eTA。前往加拿大您可能需要签证或其它旅行证件。  

重新进入美国许可 (I-327) 

美国公民和移民局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发出的旅行证件 ，持此证件者到外国旅行返回美国时，

不需要办签证。 

美国难民旅行证件(I-571)  

美国公民和移民局发给已经获得难民身份或被准予避难的非公民的旅行证件。如果您持有 I-

571，并且您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便符合申请 eTA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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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护照是哪个国家发的？  

请选择发护照国家。选择与您的护照上一致的国家代码。在护照信息页上寻找三个字母的代码，查看

“代码”“发照国家”或“主管机关”栏。 

 

护照上所注明的国藉是什么？  

请按护照个人信息页上的国籍一栏选择国籍。 

  

 

 

 

重要内容： 

如果您是来自需要签证国家的国民，您不可以申请 eTA。美国合法永久居民(US LPR)除外。例外情况包括

美国合法永久居民(US LPR)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巴西国民。 

 

 基于您的回答，您不能申请 eTA。您可能需要签证或其他类型旅行证件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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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持以色列和台湾护照者的重要信息 

只对以色列国民。 

持以色列护照的申请人可以申请 eTA。开始申请之前请回答以下附加问题以确定您是否符合条件。 

  

只对台湾旅行者。 

持台湾外交部颁发护照的申请人符合申请 eTA的条件。 

开始申请之前请回答以下附加问题以确定您是否符合条件。如果您持台湾外交部颁发的护照旅行，请输

入护照上的个人身份号码。 

 

 

此行您将使用以色列公民护照吗？ 

此行您将使用台湾外交部发的上有个人身份号码的护照吗？ 

台湾个人身份号 

台湾个人身份号 (再次输出) 

不可以复制、粘贴到此栏中 

您的护照是哪个国家发的？ 

您的护照是哪个国家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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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A)：给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问题  

下面一节只由美国合法永久居民(US LPRs)填写。回答完这些问题后，您可以点击“下一步”进入表格

的下一部分。 

如果您不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请进入到下一页继续 eTA 的申请。 

 

 

 

您的护照是哪个国家发的？ 

您是具有有效外国人登记卡（绿卡）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吗? 

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外国人登记卡（绿卡）号码 

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外国人登记卡（绿卡）号

（再次输入） 

失效日期 

护照上注明的国籍是什么？ 

选择年 

 

选择月 

 

选择日 

绿卡号或外国人证件、识别和通信系统

（ADIT）签章号 

 

输入您的永久居民卡（绿卡）号或 ADIT 签

章号。这个号码有时以 A开头，但只要输入

数字即可。 

您不可以用过期的绿卡或 ADIT 签章申请

eTA。如果您的绿卡或签章已经过期，您需

要凭签证进入加拿大。如果您持有效 eTA

和过期的绿卡或 ADIT签章，将无法进入加

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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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B)：申请人护照信息  

输入护照信息时要特别注意。 

  

如果您输入了错误的护照号，您可能不能登上飞往加拿大的航班。  

 

 如果您输错了护照号，可能只有到了机场后才会发现。  

 您将不得不重新申请 eTA。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不能在最后登机前得到 eTA。  

 

正确输入护照号码提示：  

 输入位于护照信息页（有照片页） 

o 上方的护照号码 。不要输入护照第一页上的号码或照片页底部的号码。  

 护照号码长度多为 8到 11位字符。如果您将要输入的号码要短很多或长很多，请检查是否使用

了正确的号码。  

 护照号码由字母和数字共同组成。要特别注意字母 O 和数字 0，以及字母 I 和数字 1。  

 不要输入任何特别字符（如连字符）或空格。  

 

持法国护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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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的名字 

如果您护照的观察页上有对名字的手写修改，请按该页输入您的名字。观察页是指授权移民官可以在上面做重要标注

（观察）的页。 

 

撇号 

 如果您的名字包含撇号，在申请表上不要把撇号省掉（例如， D’Orsay, O’Neil）。 

 

名字的顺序 

 请参照如果您用护照的机器识别区（护照上照片和个人信息以下 的部分，有时也称“条形码”）来确定如何填写申

请表上的姓名 顺序。， 

 

如果您名字中的撇号没有出现，请在申请表上把撇号打上去。 

 

护照号 

护照号 (再次输入) 

姓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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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名字的顺序 

 姓 名（包括全部名 护照号 护照签发国 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出生地 护照签发日期 护照失效日期 2 如果护照上您的

姓名的顺序不清楚，您可以参考机器识别区（护 照上照片和个人信息以下的部分，有时也称“条形码”）。 在这部分

的第一行，您最可能会看到一个字母、一个尖括号 “<”、国籍的字母缩写、您的姓、两个尖括号“<< 

子女关系 

如果您护照个人信息页的上面部分或下面部分包含“...的儿子” 或“...的女儿”，或“bin”或“bint”以及您父亲

的名字，填写 申请表时请不要填写这些字符和父亲的名字。例如，如果您的护照上有 Ahmad bin Husain bin Muhammad

（艾 哈迈德，侯赛因之子，默罕默德之孙），请填写姓侯赛因，名艾 哈迈德。 

如果您的护照上用“ibn,” “ben” 或 “ould wuld,”表明子女关系，并 在护照个人信息页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有

您父亲的名字，填写 申请表时，请不要填写这些字符和您父亲的名子名字。例如，如果您的护照上有 Husain Ould 

Ahmad Ould Muhammad，请填写 姓艾哈迈德，名侯赛因。 

 

分号连字符 

如果您的名字中含有分号连字符，填写申请表时请保留（例如， Mary-Anne, Smith-Hansen）。  

只有一个姓名栏的护照 

如果您的姓名只有是一个，或如果您的姓名在护照上只有一行， 3 请将整个名字填在姓的这一行，并在名这一行下方勾

选相应的方 框内打勾，确认护照上没有名。 

使用父亲名、母亲名或祖先名 

父系名是从父亲、祖父或更高辈分的男性祖先的名字得来的名。 母系名是从母亲、祖母或更高辈分的女性祖先的名字得

来的名。 如果在护照的机器识别区（护照上照片和个人信息以下的部分， 有时也称“条形码”）中您的名字含有父亲

名、母亲名、祖父或 更高辈分的男性祖先的名字，如果您的名字在护照的机器识别区 （护照上照片和个人信息以下的

部分，有时也称“条形码”）可 以显示出来，请在这些均填写在申请表上填写这个含父名或母名 的名字。 

配偶关系 

如果您的护照个人信息页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中包含“épouse de”, “epse” 或 “ep.” (“…的配偶”， “…的

妻子” 或 “…的丈夫”)，在申 请表上填写姓名时请不要将包括这些以及您配偶的姓名填写在姓 或名内和跟在其后面

的名字。  

例如，如果您的护照上姓的一栏是 Smith EP. Paul Sajan，名的一 栏是 John William，请将姓填为 Smith，名填为 

John William。 

职衔、前缀、学位、荣誉配章 

如果您的护照显示有职务、前缀、后缀、专业或学术资格、配 章、荣誉、奖项或继承身份，请不要在申请表中填这些，

除非这 些内容被包括在护照的机器识别区中（护照上照片和个人信息以 下的部分，有时也称“条形码”）。 

非拉丁字母字符 

填写 eTA 申请表时，只允许输入拉丁字体/字母，如（即，Aa, Bb, Cc 等）和表示法语发音的字符音调（例如，é, è, 

ë, ü）。 您的国籍国负责将您护照上的名字使用拉丁字体/字母显示。 如果您护照上的姓名是音译的，请在申请表上填

这个音译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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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您的出生日期、性别、出生国家或地区和城市。 

 

  

请选择护照签发日期和失效日期。这些信息可以在护照的照片页（也称为个人资料页）找到。 

 

 

 

 

a.) 出生日期 

选择出生日期，要与护照上一致。  

b.) 性别 

从下拉菜单选择性别（男、女、不

明），要与护照上一致。 

c.) 出生国家/地区 

从下拉菜单选择国家名，要与护照

的“出生地”栏一致。 

d.) 出生城市 

填入护照的“出生地”栏注明的城

市/镇/村庄名。如果您的护照没有

城市/镇/村庄，请输入您出生的城

市/镇/村庄名。 

 

出生日期 

性别 

出生国家/地区 

 

出生城市 

选择年 

 

选择月 选择日 

护照签发日期 

护照失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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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C)：申请人个人信息  

本节要求您填写其他国籍情况、婚姻状况和以前您是否申请过进入加拿大或在加拿大逗留等个人信息。 

  

 

客户独特标记(UCI)/此前的加拿大签证、eTA 或许可号 

 

如果您以前曾递交来赴加拿大的正式申请（例如，学习签证许可或工作许可，

就会有一个客户专有号码(UCI)。 

 

请在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给您的信上或在签发给您的移民文件（例如，学

习签证许可、工作许可或临时居民访问签证）上找这个号。 

 

如果您不知道自己的 UCI: 

 

• 在栏内填写 "NA" （不适用），或 

• 请填写您的移民文件（学习许可、工 作许可或临时居民访问签证）号

码 
 

 

 
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 

 

我是： 

 

已婚 

已婚是指两个人已经举行了仪式，并在法

律意义上两人已经结合 在一起。这个婚

姻必须得到结婚所在国法律和加拿大法律

的承 认。 

法定分居 

分居是指两个人仍有婚姻关系但不住在一

起，并且他们不希望再 

生活在一起。他们可能在等待离婚，也可

能还没有或仍未决定离 

婚。 

取消无效婚姻  

宣布婚姻无效的声明。 

丧偶  

丧偶是指一个人的配偶死亡，这个人没有

再婚或进入同居普通法 伴侣关系。 

普通法伴侣 

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以存续性夫妻关系生活

至少一年。这个词既 指两性关系也指同

性关系。 

从未结婚/单身 

从未结婚也没有从未有同居普通法伴侣关

系。 

其它国籍 
您是哪些国家/地区的公民 

护照签发日期 

护照签发日期 (再次输入) 

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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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D)：职业信息  

本节要求您填写您的职业等情况。请在翻译的选项列单中选择您的职业。如果没有完全相同的职业，请

选择最接近的。  

 

职业* 

艺术、文化、娱乐和运动职业 

金融与管理职业  

教育、法律、社区和政府服务职业 

医疗卫生职业 

家庭主妇 

管理职业 

制造及水电气相关职业 

军事/武装部队 

自然和应用科学及相关职业 

自然资源、农业和相关生产性职业 

退休 

销售和服务职业 

学生 

技术工种、运输、设备操作及相关职业 

失业  

 

 
a.) 职业 

请参考下面的列单，选择最能体现您目前就业情况

的选项。 

b.) 工作名称 

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的工作的选项。请提供公司、雇

主、学校或机构的名称。 

c.) 公司、雇主、学校或机构 名称 

填写您的雇佣单位的名称。 如果您是学生，请填学

校名称。 

d.)国家/地区 

从下拉菜单选择雇主所在国家。如果您是学生，请

选择学校所在国家。 

e.) 城市/镇 

请输入雇主所在城市/镇的名称。如果您是学生，请

输入学校所在城市。 

f.) 开始时间 

请选择您开始为该雇主工作的年份或开始在该校上

学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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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E)：联络信息  

本节要求您输入联络信息。电邮地址一定要是有效地址，因为要用它与您联络有关申请的事宜。为小孩

申请的父母可以填入自己的电邮地址。 

第二部分(F)：家庭住址  

本节要求您填写居住情况。请填入家庭常住地址。不要填写暂时居住地址。不要填写邮箱 – 您的申请

会因此被拒签。 

a.) 公寓/单位号 (如有的话)  

输入公寓、单位或房间号。 

b.)街号或宅院名  

输入街号或宅院名。 本栏内不要输入公寓、单位或房间号，这些应填在

“公寓/单位号”一栏。 

c.)街名 

输入街名及其标准称谓（如“街”、“路”、“巷”、“大街”等）。例

如，“枫树街”是可以的，但缩写（如 Ave.）不可以。 

d.) 街名第 2行 (如果有的话) 

输入额外街道信息（如有必要）。 

e.)城市/镇 

输入您居住的城市或镇的名称。 

f.) 国家/地区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g. )省/州 (如适用 ) 

选择您所在的省或州。 

h.) 邮政编码 

输入您的邮政编码。 

i. 输入区/地区 (如适用) 

输入您所在的区或地区。 

 

选择与您联系的语言 

电邮地址 

电邮地址(再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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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G)：旅行信息  

如果您知道出发日期，对于问题“您知道何时前往加拿大吗？”请回答“是”，填入您计划出发的年、

月、日。如果您已经有了确认的航班细节，请将起飞时间一并填入。如果您不知道何时前往加拿大，请

选择“否”。 

 

第二部分(H)：有关背景的问题  

 
本节问询您以往的旅行和移民历史。如果您对以下任何一个问题回答“是”，请提供尽量多的信息以有

助于 eTA办理过程。 

您知道何时前往加拿大吗？ 

您计划什么时间前往加拿大？ 

选择小时 选择分 选择时区 

选择年 选择月 选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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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您的签证或许可申请是否曾被拒签，是否曾被拒绝进入或被勒令离开加拿大或任何其它国家或

地区？ 

选择“是”如果您的签证或许可申请曾被拒签，曾被拒绝进入或被勒令离开加拿大或任何其它国家或地

区。如果您选择了“是”，对于每一次签证、许可或入境被拒，请提供拒绝国家的名称以及拒绝的理

由。 

问题 2：您是否在任何国家或地区有过犯罪，因犯罪被捕、被指控或被判刑？ 

选择“是”如果您曾在任何国家或地区有过犯罪，因犯罪被捕、被指控或被判刑。如果您选择了

“是”，对于每次被捕、被指控或被判刑，请提供发生的地点（城市，国家）、时间（月/年）、犯罪

性质和判决结果。 

问题 3：在过去的两年中，您是否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或您曾与肺结核患者有紧密接触？ 

选择“是”如果在过去的两年中您被诊断患有肺结核或与肺结核患者有紧密接触。如果您选择了

“是”，屏幕会弹出附加问题。 

问题 3 a)：您是作为医护人员与肺结核患者接触的吗？ 

选择“是”如果您与肺结核患者接触是作为医护人员。如果选择了“是”，屏幕会弹出另一个问题。 

问题 3 b)：您是否曾被诊断患有肺结核？ 

选择“是”如果您曾被诊断患有肺结核。  

问题 4：您是否有以下状况中的一种？ 

如果您有以下状况中的一种 – 未经治疗的梅毒、未经治疗的毒品或酒精成瘾、未经治疗的心理健康问

题（精神病），请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适用项。如果您没有这些状况就不要选择任何项。 

 

 

 

 

 

 

 



18 

 

 

 

第二部分(I)：同意与声明  

 

在下面的“申请人签字”框内，请拼写您的全名作为电子签字。如果您是为他人申请，请在框内填入该

人的全名。 

我同意 

申请人声明 

我已经阅读并理解上述声明。我声明我在本申请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完整、无误。 

我理解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是违反《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127 节的违法行为，可能导致不准入境加

拿大或从加拿大被递解出境。我同意通过输入我的名字和点击签字键，我便以电子方式在我的申请上

签了字。 

 

 

申请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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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您的姓名或您代为申请的人的姓名后，点击“Proceed to Payment” 键。您会被要求交 7加元申

请费。 

 

第三部分：申请表提交之后会有何反馈 

 

交完申请费几分钟内，您应该从 IRCC收到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多数情况下，申请人还将在 eTA申

请提交后不久得到一份确认批准的邮件。 

然而，有些申请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处理。如果您的申请发生此种情况，您会很快收到 IRCC 的确认收到

邮件和另外一份告诉您接下来做什么的邮件。 

 
来自 IRCC的收款确认邮件 

如果您收到該邮件确认，您可以使用 eTA进展查询工具 跟踪申请的进展情况。使用该工具您需要： 

 

o V开头的申请号码，此号码在电子邮件的上端； 

o 您的护照信息。 

 

 

 

 

https://onlineservices-servicesenligne.cic.gc.ca/eta/applicationQuery?lang=en&_ga=1.166093110.964241749.145521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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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获得批准后，您将收到以下形式的电子邮件. 

 

 

 

检查您的护照号  

确认 eTA批准邮件中包含的护照号与您的实际护照号

一致。如果不一致，您应该重新申请。 

 

如果您输入了错误的护照号，您可能不能登上飞往加拿大的航班。  

 如果您输错了护照号，可能只有到了机场后才会发现。  

 您将不得不重新申请 eTA。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不能在最后登机前得到 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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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您每次只可為一人申請 eTA 並支付費用。例如，如果您是三口之家，則需要填寫和提交三份表

格。 

2. 要记得查看您在 eTA申请表上留的电邮地址的垃圾邮件夹。有些垃圾邮件过滤器会滤掉来自

IRCC的自动邮件。经常查看垃圾邮件夹，因为邮件有时会被从收件箱转到垃圾邮件夹。 

3. 您可以把收到的确认邮件用作参考，但旅行时并不需要它。eTA 以电子方式与护照或旅行证件

相联，有效期为五年或到护照失效日期。  

4. 如果您的 eTA获批准但您在申请时输入了错的护照信息（如护照号码），您将无法登机。为避

免耽误旅行，一定要输入正确的护照号码。  

5. 填表時，您填入的資訊將無法即時保存，並且您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填寫完成。請閱讀填表說

明，確保已準備好所有材料，再開始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