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能帮你做什么？

如果你来见你的学生顾问是为了
以下事宜:

•

延期学生签证、办理入境签证及毕业后的工作签证
按照下面的列表准备好材料，带着材料星期

• 最新的学校成
绩单

• 加拿大的工签
• 资金证明
• 护照或

• 延期学生签证
以下需要的所有文件要分别制成电子版，
以便在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上上传。

• 护照的
电子版

• 护照尺寸
的照片

要清晰显示护照号码、签发日期和
到期日、姓名、生日、你最近入境
时在加拿大海关盖的章、以及所有
盖章和写字的页。
照片的大小应为 60KB – 240 KB

• 财产证明

例如：你在银行的存款证明

• TRU 的

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拿信

录取信
• 缴费方式

$8.56 加元)

但是,如果他们暂时在国外,他们符合申请毕业工作签证的资格

你的有效的学生签证

要求，那么他们应通过加拿大海外签证办事处或签证申请中

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要清晰显示护照号码、签发日期
和到期日、姓名、生日、你最近
入境时在加拿大海关盖的章、以
及所有盖章写字的页。

旅行证

• 护照尺寸的照

照片的尺寸要在 60KB- 240 KB
之间

片

行网上申请。

*毕业生如果不居住在加拿大不能在网上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或学签

五来参加 ISA 做的有关讲座。 (地点是 IB 2004, 时
间是 3 pm – 4:30 pm). 我们会带着你一步一步进

去 TRU 的收款处购买. (每份

• 下个学期的注

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IB3035)开。

课证明

• 申请费的

*第 R186(w)段允许已完成其学业并在等毕业工作签证时的
国际学生可以工作，只要他们曾在指定高校作为全日制学生
就读高校的学术、职业或专业培训项目，他们在读期间校外
打工没有超过允许的工作时间。

•
•

申请毕业后的工作签证

申请社会保险号码 （SIN）：
o

如果你想在加拿大工作、或享受其社会福利及政府

以下需要的所有文件要分别制成电子版，

的一些服务项目，你就必须有社会保险号码 (SIN).

以便在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上上传。

如果你想申请社会保险号码去校外打工，你的学生

• 毕业成绩单或正式的
毕业通知

去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签证上必须有以下条件之一：
o 允许正常学期内每周在校外工作 20 小时，

(IB3035)购买成绩单。
如果用护照，你要提交

用信用卡付费 （费用是 $150.00 加

或旅行证的扫描件

有你的生日、国籍等那
页，还有所有盖过章、

元）
办理入境签证
• 申请费的付款方式

如果你的学生签证上有以上的字样，你可以带着护
照和学生签证去 Service Canada 申请社会保险号

页。

码 （ SIN ） ， 地 点 是 520 Seymour Street,

提交申请时用信用卡交

Kamloops

只要人在加拿大境内，留学生就不需要更新入境签

加元为工作签证费，

证。入境签证只是为了进入加拿大时才用。如果你

$100.00 为开放式工签

在加拿大境内时想办理新的入境签证，就需要准备

的持证特权费。
• 可上传数码护照照片

或在放假期间全日工作
o 可以在校外打工

贴有签证及写了字的

$255.00 加 ( $155.00

以便在加拿大移民局的官网上上传。

以下材料。

学生也可通过该渠道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付款方式

• 一份清晰的有效护照

以下需要的所有文件要分别制成电子版，

那些符合在加拿大入境海关(POE))申请毕业工作签证的国际

信用卡付款 ($100.00 加元)

(拿信前必须先交下个学期的学费。)

•

心(VAC)递送毕业工作签证申请。

尺寸： 60kb-240kb

o

如果你的学签上没有以上的条件，你就要申
请修改学签的条件，然后再去申请社会保险
号码 （SIN）。这项申请是免费的：如果需
要进一步的帮助，可以来找你的学生顾问。

o 如果你的学签上印有这样的话： “本签证

o 如何申请： 见你的 ISA

不允许其持有者在加拿大的校外打工”，

o 如何付费： MSP 的费用会从你的学费账

但是你的专业有了变化，你必须申请修改

户里扣除。

学生签证并缴纳相应的费用：如果需要进

o 我的卡丢了：告诉你的 ISA. 他/她 会帮你

一步的帮助，可以来见你的学生顾问。

订一张新卡。

o 我的 MSP 卡失效了： MSP 卡的有效期和
•

需要给你的家人发邀请函，让他们来看你或参加毕

你的学签的有效期是一样的。要向我们提

业典礼：

供新学签。

o 去 www.mytruworld.ca 网站，找

o 我可不可以暂停我的公费医疗卡：

到”Letter of Invitation”链接。提交申

可以，但必须是在你要离开加拿大满 6 个

请后 2 -3 天就能收到通知你来取信的邮件。

月的情况下才可以把公费医疗卡暂停。你
要提供你的旅行计划，我们才可以帮你办

•

需要去看病：
你可以到学校的校医室预约时间。请注意，

o

不可以约当天的时间。
如果学校的校医室关门了，而你又必须当天

o

看医生，你可以去以下的诊所 （请用
Google 找出以下诊所的地址）


Summit Medical Clinic
(接受 Guard.me 卡和 MSP 卡)



NorKam Health Centre
(接受 Guard.me 卡和 MSP 卡 )



Kamloops Urgent Care Clinic（该诊

理公费医疗卡暂停事宜（例如：你要提交
订好的机票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o 我的 BC 省公费医疗卡在其它省也可以用
吗

钱，然后向 Guard.Me 提交申请报销)
•

MSP (仅 适用于加入 TRU World 集体投保的学生):
公费医疗卡

其它事宜?
你可以给下面任何一位 ISA 发邮件或者约时间面谈。
我们很高兴能帮你解决问题。
ISA
Marianna
Abutalipova
Teresa Wei

Email
mabutalipova@tru.ca

Amit Goel

agoel@tru.ca

Rika Kimura

rkimura@tru.ca

Reuben
Onyango
Paul Zeng

ronyango@tru.ca

Kamaljeet
Kaur
Eric Kim

kkaur@tru.ca

twei@tru.ca

pzeng@tru.ca

ekim@tru.ca

？

Office phone
250-8527672
250-3715875
250-3776249
250-3715832
250-8527234
250-3715792
250-8526288
250-3715788

可以，但是每个省的医生收费标准是不一
样的。例如：在 BC 省的诊所看医生可能
要 $30.00 加元.

在其它省份可能比这里

多、跟这里一样、也可能比这里少。如果

祝你学习
顺利！

比这里多，BC 省的公费医疗只会付给医
生 $30.00 加元, 其余的钱你要自付。去医
院看病也是同样的办法。

所接受 MSP 卡，但是不接受 Guard.Me
卡。 如果使用 Guard.Me 卡，你要先交

•

o MSP 是不是包括所有的医疗服务项目？ 不
是。例如整容、牙齿保健、例行的视力检
查、配眼镜、助听器、处方药、看骨科医
生、按摩治疗、理疗等项目就不包括在公
费医疗里。完整的列单可以从网站
http://www.gov.bc.ca 上查到 （在搜索窗口
输入“Services not covered by MSP”）。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 Team
TRU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