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生可以申请到住房贷款（Mortgage）吗？这个

问题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多数

留学生去银行咨询后得到的答案是：可以，但需要付

35%首付款。一些贷款经纪人的回答通常也是这样，而

且要加上一句：不好申请，利率比较高。我们留学生做

业主真的这么难吗？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回答

是：有，但办法的确不多。

留学生与加拿大永久居民的区别在于：没有永久

居民身份，因此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加拿大时间

短，信用分数不足。但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有些学生

毕业后找到了稳定工作，但正在申请身份，而且在加拿

大居住了一定长的时间，累计了良好的信用记录。这

类“准居民”贷款要比在校生更容易申请住房贷款。已

经毕业的留学生申请住房贷款，并非只有35%首付这一

条路。

为什么银行无论什么情况，回答总是要求35%首付

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加拿大的居民，无论是否有

永久居民身份，35%首付的情况下，都可以申请到贷款，

所以银行这么回答永远不会错。二、留学生，包括“准

留学生”，通常被认为是稳定性最差的一类居民，银行

不愿意多费口舌解释，并帮助留学生探讨其他解决方

案。那么第一种留学生住房贷款的解决方案就非常清

楚了，首付35%以上。首付低于35%是不是一定得不到

住房贷款呢？不是。让我来看一下加拿大政府关于新

移民和临时居民为加拿大银行制定的审批底线。

CMHC（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是加拿大国营住房贷款保险

公司，其保险承办标准被业内认为是商业银行住房贷

款的审批参照原则。对于新到加拿大而且没有永久居

民身份的人士，CMHC承做住房贷款保险的标准为：非

永久居民（包括已经毕业的留学生）从银行贷款只能买

1单元房产（如，Duplex house是不可以的），最低首付比

例为10%。首付款不接受非直系亲属的赠与（GIFT）。

只能做第一按揭。房产为居者自用，而非出租。其实，

政府的标准很简单，各银行根据这一原则制定的审批

标准就各有不同了。无论银行的标准如何，留学生如

果希望在加拿大的银行申请住房贷款，就不能与上述

最低标准抵触，否则根本找不到变通的解决方案。根

据CMHC的标准，我们总结一下留学生贷款不可能实

现的目标：

1.低于10%首付款；

2.首付来源是非直系亲属的赠与，或贷款机构提供

的现金奖励（Cash Back）；

3.银行是房屋产权的第二受益人，而不是第一受益

人；

4.购买的不是第一套房产，或以出租为目的，而不

是自住；

5.房产为复式住宅，而不是一单元住房。

如果留学生申请住房贷款没有触及上述“五条红

线”，那么低于35%高于10%首付款的情况下，申请住房

贷款都是有可能的。

有些细心的朋友，当银行回答说要求 35%首付之

后，不满足这个答案，并追问20%首付怎么办？答案很

简单：买保险。通常情况下，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其

实，已经毕业留学生申请住房贷款的第二个途径就是

买保险。放弃买保险的选择，去找所谓的贷款专家是

不明智的。“No job, No Credit, No problem”的广告词，

在加拿大是违反广告法的，而有些华人经纪把这句话

翻译成中文，堂皇之地登在报纸上，去钻中文不是官方

语言的空子，这本身就违反职业道德，留学生朋友不可

轻信。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曾介绍过住房贷款保险

（Mortgage Default Insurance），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华

人一听说要求买保险，就像是听到被银行拒绝一样，根

本不再去考虑了。CMHC在保险费率方面对永久居民

和非永久居民一视同仁，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让我

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买保险的可能性。

以20%首付为例，房屋价值30万，贷款偿还期为25

年，贷款期为5年，对应的CMHC现行保费费率为1%，

保费=300，000× 80%×1% =2400加元，贷款期为60个

月（5 年），每月交纳保险费 40 加元。需要说明的有三

点：一、保费是CMHC收银行的，银行是这个保险的受

益人，一旦借款人违约，银行会向CMHC索赔，但银行

会将保费转嫁到借款人身上，因此，银行不会另收费，

而CMHC的保费费率是公开的，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保险成本；二、银行会将保费作为贷

款本金分摊到整个贷款期，而不是一次收取，借款人每

月在月供中分期缴纳保费；三、如果借款人申请的贷款

偿还期不是25年，那么偿还期每增加5年，费率会增加

0.2%，根据上面这个例子，贷款偿还期为30年时，保费

费率就是1.2%；35年的偿还期，费率为1.4%。

留学生在加拿大生活其实很辛苦，既要完成学业，

又要自理所有个人事务。如果贷款经纪提出需要缴纳

一定手续费才会帮留学生贷款时，大家需要计算一下，

手续费和保费哪个更划算。如果留学生买了保险，银

行有保险公司做后盾，就不会将留学生视为高风险人

群，利率也不会比其他人高很多。

CMHC是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其经营目的就是帮

助加拿大人早日成为业主，因此，保费费率并不高，有

点福利性质，与汽车保险相比，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加

拿大的华人朋友在中国的时候根本没听说过政府还做

这种好事，也不知道有住房贷款保险这类保险，到了加

拿大之后又道听途说，没有去CMHC的网站上好好了

解，所以很少有人投保住房贷款保险。希望留学生朋

友有时间多深入了解加拿大银行的政策，能来留学，语

言就不应该是问题，而不是像有些老移民那样道听途

说，以讹传讹，多学习，多了解，无论今后如何选择，都

没有坏处。“人间正道是沧桑”选择买保险比选择求人

帮助做包装更踏实，更经济。

还需要提醒留学生朋友的一件事就是从中国汇首

付款的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洗钱是银行业务中的

Killer。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认为你的款项来路不明，即

使再有利可图的业务也会被拒之门外。如果不想在加

拿大惹麻烦，最好远离地下钱庄和大额现金交易。贷

款申请时，银行一定要你出具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来证

明你的首付来自自己的银行账户，如果你的买房首付

款是来自中国父母的银行账户，而汇入日期在这3个月

内，银行还要求出具中国汇款的手续。为了减少麻烦，

大家最好在买房前4个月通过国内的银行将款项汇入

自己的账户，实在来不及，也要让国内汇款人保存好银

行汇款手续。 （编辑：董睿）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详解加拿大留学生住房贷款方案

有不少从内地移民加拿大的朋友，虽然成为永久居

民多年，但是仍然没有计划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究其

原因，大都是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关，他们都担心，

一旦成为加拿大公民后，回国便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些

更认为“永久居民”与“公民”没有多大分别（有关双重国

籍问题，请上网登陆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往期

文章）。

那么，“公民”和“永久居民”是否真的没有多大分别

吗？答案是：有分别，而且分别相当大。

首先，加拿大公民拥有的一些重要权利，是永久居

民没有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加拿大护照。永久居民

如在过去的四年内在加拿大居住满三年，便可申请入

籍，成为加拿大公民。成为公民后，就可申请加拿大护

照。有了加拿大护照，就可以免签证自由进出多个国

家，包括美国。现时申请美国旅游签证，非常困难，过程

又费时费事。另外，只有加拿大公民，才有在联邦、省及

其它议会选举的投票权，拥有某些种类的物业权及其它

经济权等。难怪每年有超过十五万人，申请入籍成为加

拿大公民了！

此外，一般来说，只有公民，才真正拥有无条件进入

加拿大或停留加拿大的权利。至于永久居民，虽然表面

上，永久居民亦有进入加拿大或停留加拿大的权利，但

是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受到某些条件限制的。例如，根

据《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第28条规定，永久居民必须遵

守有关“居留义务”的各项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在

五年内，在加拿大居住至少两年（即730天），否则，永久

居民的身份便会丧失（有关枫叶卡及居留义务问题，请

上网登陆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往期文章）。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永久居民如果犯了严重

的刑事罪行，其永久居民的身份亦都会被取消的。以下

个案，便是一个另人发人深省的例子。

李女士是中国公民，1988年来到加拿大，申请难民

身份，几经波折，到了2000年，终于成为加拿大永久居

民。她先后结过两次婚，不过两次都以离婚收场，先后

育有三名小孩，三名小孩都是在加拿大出生。在2001

年，李女士和当时的丈夫被卷入一宗暴力事件，结果，两

人被控多项罪名，包括意图谋杀、严重伤人、非法持有枪

械等。到了2005年，经过审讯之后，法庭裁定李女士严

重伤人罪名成立，判入狱9个月。李女士服刑之后，此

事是否就告一段落？答案是：否！

由于李女士是永久居民，移民部亦按常规，向移民

法庭申请向李女士发出驱逐令，理由是李女士干犯严重

刑事罪行被判有罪。

原来，《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第36条有这样的规定：

永久居民如在加拿大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定罪，而该罪

行可被判入狱10年或以上，或该永久居民因此而被判

入狱超过6个月，该永久居民便不能进入加拿大，或继

续在加拿大居留。

2006年10月，移民法庭裁定，李女士因犯了严重刑

事罪行，取消她的永久居民身份，并向她发出驱逐令。

李女士犯了一次法，一方面要受到监禁，另一方面，

亦要面临递解出境，可说是双重受罚。那么，她有没有

其她途径，解决困局呢？请看下回文载。

（本期设有奖问答游戏，答中者将获$180现金优惠，

可用于支付咨询或其它服务费。今期问题：永久居民达

多少岁数，才可赞助加庭成员移民？答案：A.18岁；B.22

岁；C.25 岁。请将答案电邮至 terry.ng@canada-world.

com）

（此文由CWO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港律

师吴耀荣先生提供，吴先生电话 416-590-7465，手机：

416-838-0220，电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请登陆http://www.inorstar.com 浏览吴先生往期

文章，吴耀荣先生保留游戏规则最后解释权）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位于加拿大安大

略省京士顿市（Kingston），于 1841 年建校，是安大略

省第二古老的大学。 皇后大学的前身是根据维多利

亚 女 王 的 皇 家 宪 章 建 立 的 皇 后 学 院（Queen’s

College），原为教会赞助学校，1912 年变为非教会学

校。京士顿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原为加拿大

首都），附近的千岛湖也是加拿大著名景点。

皇后大学拥有一流的设施装备，从实验室到体育

馆，从图书馆到学生活动中心，所有的设施都很先

进。 皇后大学教学质量很高，在学术方面，皇后大学

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有人把它称作“加拿大的普

林斯顿”，其生物、医学、商业、工程、法学、艺术及理科

都闻名于世。皇后大学是加拿大最注重教学的学校,

学校规模不大，但拥有加拿大一流的商学院和医学

院, 没有工学院但有应用科学学院。理工科中的工程

物理专业为加拿大第一, 该专业在北美也仅次于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和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而排名第三。

皇后大学的MBA最近几年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她的商学院（Queen’s School of Business）虽然在《金融

时报》的MBA百大排行榜排名75名，但曾被美国《商

业周刊》评为欧洲和加拿大排行榜上的最佳学校，甚

至高于瑞士的洛桑管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皇后商

学院的专长是帮助科技人才在管理学能力上更上一

层楼，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入学前都已经取得其他硕

士学位。根据商学院系主任的策略，皇后大学商学院

的目标是：“尤其致力于吸引在通讯、生物技术上有造诣

者，为已是科学的领导者补充商业技巧。”加拿大的许多

知名人士都是该校校友，由于校友的慷慨资助，加上该

校因杰出科研工作而吸引到许多资助，学校于1994年在

英国设立了“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规模庞大，包括了

前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还可以为该校学生及世界各大

学的学生提供以欧洲研究为中心的各项课程。

皇后大学学校下设 16 个学院和科系，提供高质

量的大学本科、研究生课程。 皇后大学的工程学院

设在应用科学学院内。 理工科中的工程物理专业为

加拿大第一, 该专业在北美也仅次于 Princeton 和

Cornell而排名第三。她的人文艺术、教育学、生物、

法律等都是非常有名。

皇后大学的平均录取分数，一直高居全国首位，

是全加拿大“最难进的大学”。皇后大学在学术上一

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与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和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一起并称

加拿大的“常青藤盟校”。

加拿大皇后大学校训：Sapientia et Doctrina

Stabilitas（拉丁文：知识与智慧使你处乱不惊）

皇后大学网站：http://www.queensu.ca

（编辑：董睿）

帮你了解多伦多大学的三级授课制度
下面，一个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为大家讲述多伦

多大学的三级授课制度，让你对多伦多大学更多一些

了解。

很多人以为，在加拿大的教育体制之下，孩子们

之所以能吸收得更多，是在于其小班教育的特点。然

而，我在多伦多大学上课是一年级有机化学500人的

课堂，二年级分子生物学1000人的课堂，上课的地点

是旧戏院，教授在台上讲课，学生在观众席听讲。

1000人对一个教授，用三个大屏幕360度地投影讲稿

和材料，教授戴着麦克风讲课。如此场面，想必在国

内最大的大学、最大的院系、最大的课堂也从未有过

的。

很多人听到如此一番叙述也想必会惊讶，以小班

教育著称的外国学府，怎么会出现如此失衡的师生比

例呢？学生能学到东西吗？这也是我第一天满怀希

望走进多伦多大学的 Convocation Hall（可以容纳

2000 人的多大旧戏院）准备上我第一节课时候的感

觉。但是，当你对整个教学系统有一定了解的时候，

你必定不会对这种大课堂的质量有所怀疑，而且还会

对这种如此精细的教育布局感到赞叹。

这里的课程大多分成 3 部分，Lecture（正课）、

Tutorial（辅导课）和Practical（实验课），如果是人文学

科，Practical会被Seminar（讨论会）所代替。Lecture一

般由教授讲授，他们都是有自己实验室或者研究领域

的学者，他们是引领着大学走在学术最前端的人，这

些学者在讲授最基本的课程知识的时候，常常会穿插

着他们的或是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正因为这些成

果是跟课堂理论相联系，所以，学生不会觉得那些高

端理论离自己很远。

辅导课一般是由该课程院系的研究生讲授，这正

是人们口中常常提到的TA(助教)。在辅导课上，助教

会强调大课堂里提到的重点，或是大课堂没有提到的

细化的方面。由于助教都是高素质的硕士生或博士

生，他们的不同观点使我们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加

深对材料的理解。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在每个星期

的辅导课上都可能会有小测，而这些测验成绩都要算

入总成绩，从而驱动学生每周都要消化当周学习的内

容。

要是理科学生，实验课是必不可少的课程组成部

分。在实验课上，学生一般分为16人一组，由一个助

教带领，完成实验。在准备实验的时候，我们常常需

要到该领域的官方网站寻找一些技术的相关应用，或

者搜索资料库寻找最佳方案。

如此三级制度下的授课教育，环环相扣又相互支

持和补充。因此，学生肩上有的不仅是压力，而且，还

被激发了求知欲望和理解力。 （编辑：董睿）

之移民圈十大奇案（五）
最发人深省事件簿

永久居民犯罪双重受罚

青少年 创意思维美术训练营
让孩子们创意在人生的起跑线

咨询电话：

647-866-1666

训练营宗旨：不仅教会学生怎么看，

怎么画，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怎么想。  

北约克：24 PAWNEE AVE （VICTORIA PARK  &  FINCH）

欢迎9岁以上的青少年报名参加（5月31日前报名

的学生，赠送训练期间的全部学习用品和材料）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加拿大“常青藤盟校”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