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旅行証（eTA） 

申請表幫助指引 

這個三部分的指引資料將幫助您正確填寫電子旅行証(eTA)申請表。 

- 第一部分：父母/監護人或代理人代表某人申請。 

- 第二部分：為所有申請者。正確填寫申請表您需要知道什麽。包括了給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的指

引。 

- 第三部分：提交申請后將有什麽反饋。 

 

申請表提交之前，請仔細檢查。要確保完整準確。  

填入不正確資訊會造成延誤，甚至導致 eTA 申請被拒和/或不能登機。 

 

eTA 申請表僅有英語和法語版。您可以閱讀以下語言版本的申請表欄位說明，來幫助您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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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人或代理人資訊 

 

如果您不是父母/監護人或代理人代表他人申請 eTA，請跳到本指引第二部分查看如何為自己填寫申請

表。 

第一個問題問您是否是作為父母/監護人或代理人代表其他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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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代表他們與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

(IRCC) 聯絡的人。代理人可以是有償或無償代理，其中也包括父母或監護人代表孩子申請。代表孩子

申請的父母或監護人必須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您指定代理人，您還需要同意 IRCC 與該代理人分享案例文件中的資訊。加拿大移民法律中有關於

代理人服務條款的規定。  

在下面欄中，請選擇“是”或“否”。 

 

 

 

 

 

您是代別人申請嗎？ 

您是代未成年人申請嗎？ 

請選擇“是”(yes) 或“否”(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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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A)：父母/監護人或代理人資訊  

您表示要代表他人申請。請在本節中填寫有關您本人的資料。 

 

 

 

請在以下選項中選一項。 

 

我是： 

家庭成員或朋友 

非政府或宗教組織成員 

加拿大移民顧問監管委員會成員 

加拿大省或地區法律協會 

魁北克公證人商會 

旅行社 

 

您是有償代表申請人並為他填寫申請表嗎？ 

姓 

名 

公司或機構名 

郵寄地址 

傳真號碼 

電話號碼 

电邮地址 

代理人聲明 

選中上面的框子，即聲明您的上述聯絡方式和個人資訊真實、完整、無誤。 

選中上面的框子，即表明您理解和接受您是申請人指定的、代表申請人或擔保人與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

民部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進行業務往來的人。 

會員 ID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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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您本人資料后，請選擇“下一步”。您會進入表格的下一部分，填寫您代爲申請的人的資訊。 

第二部分：如何填寫電子旅行証(eTA)申請表 

 

如果您為自己申請，您需要對第一個問題回答“否”。 

如果您是作爲父母/監護人或代理人為其他人申請 eTA，您需要回答“是”，並請參閲本指南第一部

分。 

 

 

點擊“下一步”，就進入到了表格中需要填寫申請人（您自己或您代爲申請的人）的詳細情況部分。 

您準備用什麽旅行證件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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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選項中選擇您到加拿大將要使用的旅行證件： 

 

 

護照 – 普通 

發給公民用於度假、商務等偶爾旅行的護照。    

護照 – 外交 

發給政府高級官員、外交官和政府代表的護照。 

護照 – 公務  

通常發給非外交類政府官員用於政府公務旅行的護照。  

使用如果護照正面標有“公務”。 

護照 – 公務服務 

通常發給非外交類政府官員用於政府公務旅行的護照。  

使用如果護照正面標有“公務服務”。 

緊急/臨時旅行證件 

在無法簽發臨時護照的緊急情況下發給公民的旅行證件或護照。這類旅行證件經常只是短時間

内有效。 

難民旅行證件 

發給具有被保護人身份的非公民的旅行證件，包括公約難民和需要保護的人。注：持此种證件

的人不能申請 eTA。前往加拿大您可能需要簽證或其它旅行證件。 

外國人護照/發給非公民的旅行證件  

發給永久或暫時居住在發照囯但沒有該囯公民身份的非公民的護照或旅行文件。注：持此种證

件的人不能申請 eTA。前往加拿大您可能需要簽證或其它旅行證件。 

 重新進入美國許可 (I-327) 

美國公民和移民局向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發出的旅行證件 ，持此證件者到外國旅行返回美國時，

不需要辦簽證。 

美國難民旅行證件(I-571)  

美國公民和移民局發給已經獲得難民身份或被准予避難的非公民的旅行證件。如果您持有 I-

571，並且您是美國合法永久居民，便符合申請 eTA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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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護照是哪個囯家發的？ 

請選擇發護照國家。選擇與您的護照上一致的囯家代碼。在護照資訊頁上尋找三個字母的代碼，查看

“代碼”“發照國家”或“主管機關”欄。 

 

護照上所註明的囯藉是什麽？   

請按護照個人資訊頁上的國籍一欄選擇國籍。 

  

 

重要内容： 

 

如果您是來自需要簽證國家的國民，您不可以申請 eTA。美國合法永久居民(US LPR)除外。 

 

基於您的回答，您不能申請 eTA。您可能需要簽證或其他類型旅行證件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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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持以色列和臺灣護照者的重要資訊  

只對以色列國民。 

持以色列護照的申請人可以申請 eTA。開始申請之前請回答以下附加問題以確定您是否符合條件。 

 

只對臺灣旅行者。 

持臺灣外交部頒發護照的申請人符合申請 eTA 的條件。 

開始申請之前請回答以下附加問題以確定您是否符合條件。 

如果您持臺灣外交部頒發的護照旅行，請輸入護照上的個人身份號碼。 

此行您將使用以色列公民護照嗎？ 

此行您將使用臺灣外交部發的上有個人身份號碼的護照嗎? 

臺灣個人身份號 

臺灣個人身份號 (再次輸出) 

不可以複製、粘貼到此欄中 

您的護照是哪個囯家發的？ 

您的護照是哪個囯家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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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A)：給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的問題  

下面一節只由美國合法永久居民(US LPRs)填寫。回答完這些問題后，您可以點擊“下一步”進入表格

的下一部分。 

如果您不是美國合法永久居民，請進入到下一頁繼續 eTA 的申請。 

 

您的護照是哪個囯家發的？ 

您是具有有效外國人登記卡（綠卡）的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嗎？ 

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外國人登記卡（綠卡）號碼 

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外國人登記卡（綠卡）號碼

（再次輸入） 

失效日期 

護照上註明的國籍是什麽？ 

選擇年 選擇月 選擇日 

不可以複製、粘貼到此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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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B)：申請人護照資訊  

輸入護照資訊時要特別注意。如果您提供了不正確的護照號，雖然不會妨礙您得到 eTA，但是您在機場

出示護照時，可能無法凴此護照登機。 

輸入與護照資訊頁上完全一致的護照號。請包括護照號裏的所有字母和數字。要特別注意字母 o 和數

字 0，字母 l 和數字 1，因爲它們很容易混淆。 

 

 
英語中姓也叫 family name。 

英語中名也叫 given name。 

填寫姓和名，要與護照上的姓和名完全一致。 

修改過的名字 

如果您護照的觀察頁上有對名字的手寫修改，請按該頁輸入您的名字。觀察頁是指授權移民官可以在上面做重要標註（觀察）的

頁。 

上標點 

 

護照號 

護照號 (再次輸入) 

姓 

名 



10 

 如果您的名字包含上標點，在申請表上不要把上標點省掉 （例如，D’Orsay, O’Neil）。 

名字的順序 

請參考護照上的機器識別區（照片和個人資訊下面的部分， 有時也稱條碼）來確定名字的順序，按此順序在申請表上填 

寫。 

如果在護照的這部分中，您的名字被刪去了一部分(變短或修 掉一些)，而上面的部分有您的完整姓名，請按照上面部分

填 寫您的姓名。 在這種情況下，請仍按下面的部分確定您名字 的順序。 

子女關係 

如果您護照個人資訊頁的上面部分或下面部分包含「... 的兒 子」或「... 的女兒」,或「bin」或「bint」以及您父親的名 

字，填寫申請表時請不要填寫這些和父親的名字。 

例如，如果您的護照上有 Ahmad bin Husain bin Muhammad （艾哈邁德，侯賽因之子，默罕默德之孫），請填寫姓侯

賽 因，名艾哈邁德。 

如果您的護照上用「ibn,」 「ben」 或 「ould wuld,」表明子 女關係，並在護照個人資訊頁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有您

父 親的名字，填寫申請表時，請不要填寫這些和您父親的名 字。 

例 如 ， 如果您的護照上有 Husain Ould Ahmad Ould Muhammad，請填寫姓艾哈邁德，名侯賽因。 

連接號 

如果您的名字中含有連接號，填寫申請表時要保留連接號 （例如，Mary-Anne, Smith-Hansen）。 

護照上只有一個名字 

如果您只有一個名字或如果您的名字只在護照的一行上出 現，請把整個名字填在姓這一欄並點選名字下面的選項： “點

選此處，我確認申請人護照上沒有名字（只有姓）。” 

使用母親、父親或祖先的名 

如果您護照的機器識別區内（照片和個人資訊下面的部分， 有時也稱條碼）的名字包含母親名、父親名、祖父名或男性 

祖先名，請在申請表上填寫這個名。 

配偶關係 

如果您護照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顯示“épouse de”, “epse” or “ep.” （“...的配偶”、“...的妻子”或“...的丈夫”），在申 請

表的姓一欄和名一欄都不要填寫這些或配偶的名字。 例如，如果您的護照上姓的一欄是 Smith EP. Paul Sajan，名 的一

欄是 John William，請將姓填為 Smith，名填為 John William。 

職銜、字首、學位、榮譽勳章 

如果您的護照顯示有職務、字首、字尾、專業或學術資格、 勳章、榮譽、獎項或繼承身份，除非這些內容被包括在護照 

的機器識別區中（護照上照片和個人資訊以下的部分，有時 也稱「條碼」），否則請不要在申請表中填這些。 

非羅馬字母表的字 

填寫 eTA 申請表時，只允許羅馬字母拼寫（即，Aa, Bb, Cc 等）和法語的音調（例如，é, è, ë, ü）。 您的國

籍國負責將您的名字音譯成護照用的羅馬字母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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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供您的出生日期、性別、出生國家或地區和城市。 

 

 

請提供您的出生日期、性別、出生國家或地區和城市。 

 

 

 

 

 

a.) 出生日期 

選擇出生日期，要與護照上一致。  

b.) 性別 

從下拉菜單選擇性別（男、女、不

明），要與護照上一致。 

c.) 出生國家/地區 

從下拉菜單選擇國家名，要與護照

的“出生地”欄一致。 

d.) 出生城市 

填入護照的“出生地”欄註明的城市/

鎮/村莊名。如果您的護照沒有城

市/鎮/村莊，輸入您出生的城市/鎮

/村莊名。 

 

出生日期 

性別 

出生國家/地區 

出生城市 

選擇年 選擇月 選擇日 

護照簽發日期 

護照失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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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C)：申請人個人資訊   

本節要求您填寫其他國籍情況、婚姻狀況和以前您是否申請過進入加拿大或在加拿大逗留等個人資訊。 

  

 

客戶獨特標記(UCI)/此前的加拿大簽證、eTA 或許可號 

 

如果您曾遞交來加拿大的正式申請（例如，學生簽證、工作 

簽證），就會有一個加拿大公民移民部核發的 UCI。 

 

請在加拿大公民移民部給您的信上或在發給您的移民文件 

（例如，學生簽證、工作簽證、短期居留簽證）上找這個號 碼。 

 

如果您不知道自己的 UCI: 

 

• 在欄内填寫 "NA" （不適用），或 

• 請填入您的移民文件（學生簽 證、工作簽證、短期簽證）號碼。 

 
 

 

 

請在以下選項中選擇一項： 

已婚 

已婚是指兩個人已經完成登記，法律上兩人已

經結合在一 起。 這個婚姻必須得到結婚所在

國法律和加拿大法律的承 認。 

法定分居 

分居是指兩个人仍有婚姻關係但不住在一起，

並且不希望再 生活在一起。他們可能在等待離

婚，也可能還沒有决定離婚。 

離異 

離異是指法院已經判離婚，婚姻已經結束。當

事雙方已經沒 

有婚姻關係。 

無效的婚姻 

宣佈婚姻無效的聲明。 

喪偶 

喪偶是指一個人的配偶死亡，這個人沒有再婚

或進入同居伴 侶關係。 

同居伴侶 

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以夫妻關係生活至少一

年。 這個詞指兩 性關係也指同性關係。 

從未結婚/單身 

從未結婚，也沒有同居伴侶關係。 

其它國籍 

您是哪些國家/地區的公民 

婚姻狀況 

以前您是否申請過進入加拿大或在加拿大逗留？ 

客戶獨特標記(UCI)/此前的加拿大簽證、eTA 或許可號(再次输入) 

客戶獨特標記(UCI)/此前的加拿大簽證、eTA 或許可號（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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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D)：職業資訊 

本節要求您填寫您的職業等情況。請在翻譯的選項列單中選擇您的職業。如果沒有完全相同的職業，請

選擇最接近的。  

職業* 

 

藝術、文化、娛樂和運動職業 

金融與管理職業  

教育、法律、社區和政府服務職業 

醫療衛生職業 

家庭主婦 

管理職業 

製造和水電氣相關職業 

軍事/武裝部隊 

自然和應用科學及相關職業 

自然資源、農業和相關生産性職業 

退休 

銷售和服務職業 

學生 

技術工種、運輸、設備操作及相關職業 

失業 

 

a.) 職業 

請參考下面的列單，選擇最能體現您目前就業情況的選項。 

b.) 工作名稱 

請選擇最能描述您的工作的選項。請提供公司、雇主、學校或

機構的名稱。 

c) 雇主或學校名稱  

填寫您的雇主單位名稱。如果您是學生，請填學校名稱。 

d.) 國家/地區 

從下拉菜單選擇雇主所在國家。如果您是學生，請選擇學校所

在國家。 

e.) 城市/鎮 

請輸入雇主所在城市/鎮的名稱。如果您是學生，請輸入學校

所在城市。 

f.) 開始時間 

請選擇您開始為該雇主工作的年份或開始在該校上學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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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E)：聯絡資訊  

本節要求您輸入聯絡資訊。電郵地址一定要是有效地址，因爲要用它與您聯絡有關申請的事宜。 

為小孩申請的父母可以填入自己的電郵地址。 

第二部分(F)：家庭住址  

本節要求您填寫居住情況。請填入家庭常住地址。不要填寫暫時居住地址。不要填寫郵箱 – 您的申請

會因此被拒簽。 

 

a.) 公寓/單位號 (如有的話)  

輸入公寓、單位或房間號。 

b.) 街道號或宅院名  

輸入街道號或宅院名。 本欄内不要輸入公寓、單位或房間號，這些

應填在“公寓/單位號”一欄。 

c.) 街名 

輸入街名及其標準稱謂（如“街”、“路”、“巷”、“大街”等）。例

如，“楓樹街”是可以的，但縮寫（如 Ave.）不可以。 

d.) 街名第 2行 (如果有的話) 

輸入額外街道資訊（如有必要）。 

e.) 城市/鎮 

輸入您居住的城市或鎮的名稱。 

f.) 國家/地區 

選擇您所在的國家或地區。 

g.) 省/州 (如適用 ) 

選擇您所在的省或州。 

h.) 郵政編碼 

輸入您的郵政編碼。 

i.) 輸入區/地區 (如適用) 

輸入您所在的區或地區。 

 

選擇與您聯係的語言 

電郵地址 

電郵地址 (再次输入) 

 

 

加拿大政府遵 奉 《官方語言法》

（ Official Languages Act ），努

力保證我們的資訊及服務以法語和

英語兩種語言 提供。 

 

 請選擇您與加拿大公民移民部溝

通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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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G)：旅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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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背景的問題  

本節問詢您以往的旅行和移民歷史。如果您對以下任何一個問題回答“是”，請提供盡量多的資訊以有

助於 eTA 辦理過程。 

您知道何時前往加拿大嗎？ 

您計劃什麽時間前往加拿大？ 

選擇年 選擇月 
選擇日 

選擇小時 選擇分 選擇時區 

請輸入您飛加拿大航班的起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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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您的簽證、學習許可或工作許可申請是否曾被拒簽，是否曾被拒絕進入或被勒令離開加拿大或

任何其它國家？ 

對於每次簽證、許可或入境被拒，請提供拒絕的國家以及該囯提供的拒絕理由。 

問題 2：您是否曾在任何國家/地區有過犯罪，因犯罪被捕、被指控或被判刑？  

對於每次被捕、被指控或被判刑，請提供地點 (城市，國家)、時間 (月/年)、犯罪性質和判決結果。   

問題 3：您或您的家庭成員是否 曾經與肺結核患者有密切 接觸？ 

如果您或您的家庭成員曾經與肺結核患者有過密切接觸，選 擇「是」。 

請說明是何種關係（如適用），以及您或您的家庭成員與肺 結核患者有密切接觸的日期。  

請提供盡可能詳細的情況以有助於申請的審理。 如果沒有填 寫足夠詳細的情況會造成審理延誤。 

問題 4：您是否有健康狀況（指正在為之接受定期和持續醫治的狀況）？ 

如果您因精神或身體狀況在接受定期和持續的治療，請選擇“是”。 

問題 5：有關您的加拿大之旅， 您是否有其它情況需要説 明 

如果您的加拿大之旅存在特殊情況，包括需要緊急 成行，請在這一欄填寫。 

如果您旅行是為參加會議或國際認可的運動會等特別活動，請包括有關該活動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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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I)：同意與聲明 

 在下面的“申請人簽字”框内，請拼寫您的全名作爲電子簽字。如果您是為他人申請，請在框内填入

該人的全名。 

申請人聲明 

 

我已經閲讀並理解上述聲明。 

 

我聲明我在本申請中提供的資訊真實、完整、無誤。我理解提供虛假或誤導資訊是違反《移民和難民保護法》

第 127節的違法行爲，可能導致不准入境加拿大或從加拿大被遞解出境。 

我同意通過輸入我的名字和點擊簽字鍵，我便以電子方式在我的申請上簽了字。 

 

 

我同意 

申請人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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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您的姓名或您代爲申請的人的姓名后，點擊“Proceed to Payment” 鍵。您會被要求交 7 加元申

請費。 

第三部分：申請表提交之後會有何反饋 

 

交完申請費幾分鈡内，您應該從 IRCC 收到確認收到的郵件。多數情況下，申請人還將在 eTA 申請提交

后不久收到一份確認批准的郵件。然而，有些申請可能需要幾天時間處理。如果您的申請發生此种情

況，您會很快收到 IRCC 的確認收到郵件和另外一份告訴您接下來做什麽的郵件。 

 

IRCC 發出的確認收到郵件 

如果您收到郵件確認，您可以使用 eTA 進展查詢工具 跟蹤申請的進展情況。使用該工具您需要： 

o V 開頭的申請號碼，此號碼在電子郵件的上端； 

o 您的護照資訊。 

 

 

 

 

 

 

 

 

https://onlineservices-servicesenligne.cic.gc.ca/eta/applicationQuery?lang=en&_ga=1.166093110.964241749.145521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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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獲得批准后，您將收到以下形式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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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0-660-02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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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得查看您在 eTA 申請表上留的電郵地址的垃圾郵件夾。有些垃圾郵件過濾器會濾掉來自

IRCC 的自動郵件。經常查看垃圾郵件夾，因爲郵件有時會被從收件箱轉到垃圾郵件夾。 

3. 您可以把確認郵件用作參考，但旅行時並不需要它。eTA 以電子方式與護照或旅行證件相聯，

有效期為五年或到護照失效日期。  

4. 如果您的 eTA 獲批准但您在申請時輸入了錯的護照資訊（如護照號碼），您將無法登機。為避

免耽誤旅行，一定要輸入正確的護照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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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