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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土地确认 

我们承认，现在的阿尔伯塔省是许多人的固有领地，也是其祖传领地。

这些人目前受第6号条约、第7号条约和第8号条约的管治。他们是：黑

脚联盟人 - 包括凯纳人、皮库尼人、和西克西恰人 - 克里人、甸尼人、

索尔托人、纳科他·苏人、史东尼·纳科他人、图特那人以及阿尔伯塔

省的梅蒂斯人。阿尔伯塔省内有梅蒂斯人的地区包括梅蒂斯人定居点和

省内梅蒂斯族的六个地区（在历史悠久的西北梅蒂斯人家园内）。我们

感谢众多第一民族族人、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他们世代居住在此，并

深爱着这片土地。 

我们感谢这些在生的、或那些已离我们远去的传统知识守护者们和长

者们。我们承认这一点是为了与那些我们居住在其领土上或正在进入

其领土上的居民和解，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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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支持残障新移民项目旨在改善残障新移民获得支持的机会，主要关注点在于

注册残障储蓄计划 (RDSP)。残障人士获取RDSP计划的支持受到多种阻碍，

包括对该计划缺乏了解、缺少相关信息、无法浏览申请流程、缺乏准确的信

息、以及文化歧视。 

《注册残障储蓄计划+残障税务抵免指南》是一站式资源，侧重于残障新移民可

获得的支持和福利。本指南重点介绍两个联邦计划：注册残障储蓄计划（RDSP）

和残障税务抵免计划 (DTC)。 

本指南适用于哪些人士？ 

本指南的目的是帮助定居从业人士、残障人士辩护律师以及社区成员向新移

民介绍RDSP计划和DTC计划。通过使用本指南，上述人士将能够展示这两项

计划的好处，清晰阐述资格要求的标准，并指导其客户完成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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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税务抵免 (DTC) 是一项不可退还的抵税计划。通过该计划，

残障人士(或其资助家庭成员)可减少每年的所得税纳额，以弥补

“重度残疾或永久残疾人士”的额外开支。 

符合DTC计划要求的受益人也符合许多其他计划的要求，例如

加拿大工人福利金残障补助和注册残障储蓄计划（本指南下文

会有更多关于RDSP的信息）。 

你知道吗？ 

只有40%符合条件的加拿大

人在其所得税申报表上申请

了残障税务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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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残障税务抵免？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canada-workers-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canada-workers-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registered-disability-savings-plan-rdsp.html


加拿大工人福利金 (CWB) 残障人士补助 

儿童残障福利金 (CDB) 

加拿大护理人员税务抵免 (CCC) 

医疗费用扣除 

首次购房者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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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C 可以为我 

做些什么？ 
残障金 

残障金是你在报税时可以申请的抵税额。2021纳税年度的残障金金额

为8,662加元。因联邦政府的不可退还税率为15%，所以你的2021年度

残障金可以减免约1,299加元。 

除RDSP之外（下文有关于RDSP的更多介绍！），DTC还有助于

申请以下计划：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witb-amou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child-disability-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canada-caregiver-amou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s-33099-33199-eligible-medical-expenses-you-claim-on-your-tax-return.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31270-home-buyers-amou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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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日常生活中的

某项活动受到明显

限制，这意味着你

至少有一项日常限

制类别无法执行 

在两个或多个日常

限制类别中有累计

的重大限制 

为执行其中一项日

常限制类别，每周

需进行不止一次的

维持生命治疗 

DTC 

资格要求 

你可能符合的日常限制类别如下： 

行动受限：需要轮椅、骨关节炎、行动不便/行动摇晃、瘫

痪 

消化问题：炎症性肠病、克罗恩病/结肠炎、良性前列腺增

生 (BPH)  

呼吸问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肺气肿、肺结核、

慢性哮喘，睡眠呼吸暂停 

听力障碍：丧失听力，需要助听器 

认知问题：丧失记忆、记忆混乱、阿尔茨海默氏症、痴呆

症、多动症

瞎的
 



居留 

状态 
DTC申请人应当是加拿大居民，并且是所得税税务居民。 

申请人无需是加拿大公民。这意味无论新移民的身份如何，都可以申请DTC。新移民身份包括永久居民、难民

申请者和难民。 

在确定你的居留状态时，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你是否在加拿大保持或建立了重要的居住关系。 

在加拿大的重要居住关系包括： 

在加拿大有住房 

在加拿大有配偶或同居伴侣 

 在加拿大有受扶养人 

社会保险号码（临时性或永久性皆可） 

以下居留状态被视为有资格申请DTC 

新移民的居留状态 

如果你离开另一个国家并在加拿大定居，你在纳税年度成为加拿大居民，并在加拿大

建立了重要的居住关系，那么你可能会被认为是移民 

如果一年中，你在加拿大逗留时间为183天或更长时间，则你可能会被认为

是加拿大的视同居民 

如果你离开了加拿大，则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暂时离开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保留着居住关系，你可能会被认为是加拿大的事

实居民 

如果你离开了加拿大并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了永久住所，并且在纳税年度断绝了在加拿

大的居住关系，不再是加拿大居民，你可能被认为是移居他国者 

点击此处了解有关居留要求的更多信息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formation-been-moved/determining-your-residency-status.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formation-been-moved/determining-your-residency-status.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dividuals-leaving-entering-canada-non-residents/newcomers-canada-immigran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dividuals-leaving-entering-canada-non-residents/deemed-residen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dividuals-leaving-entering-canada-non-residents/factual-residents-temporarily-outside-canada.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dividuals-leaving-entering-canada-non-residents/factual-residents-temporarily-outside-canada.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ternational-non-residents/individuals-leaving-entering-canada-non-residents/leaving-canada-emigran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disability/savings/issuers/user-guide/section2.html%23h2.1-h3.9


8 

第1步：申请税务抵免 

需要一位受益人和 

一位能够证明你的缺陷为你所

带来的影响的执业医师 

第2步：在纳税申报单上 

申请税务抵免 

如果你的申请获得批准，则你可以在你
的纳税申报单上申请残障金 

你可以填写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残障税务抵免证明（T2201表

格）申请DTC。该表格由两部分组成： 

A部分（第1页至第2页）是基本资料部分。必须由你本人或法定

代表人填写。 

B部分（第3页至第16页）是一份医疗报告。它必须由合资格的卫

生专业人士填写，并由其签名。 

如何申请 

DTC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forms/t2201.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forms/t2201.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forms/t2201.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forms/t2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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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约 

执业医师作好准备 

你符合 

哪些日常限制类别？ 

如何申请 

DTC （第 2部分） 
可以填写该表格的卫生专业人士包括： 

•医生

•执业护士

•验光师

•言语病理学家

•听力学家

•职业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心理医生

重要提示： 

你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提出申请，

但是如果你在报税的同时提出申请，

那么你的纳税评估可能会有延迟 

你可以提供多少 

有关自己残障情况的细节？ 

你的症状 

多久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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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你的 
抵免申请 
在哪里提交申请： 

在线提交 — 通过“CRA 我的账户”提交电子表格 

邮寄提交 — 将纸质表格邮寄至任一个合适的CRA税务中心 

关于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TC网站的如何申请栏目 

要申请当前纳税年度的抵免，你必须在纳税申报单上输入残障金金额。

任何未使用的残障金都可以转给提供资助的家庭成员。 

你本人申请 

如果你本人是残障人士，请在第31600行输入残障金金额 

配偶或同居伴侣申请 

如果你是残障人士的配偶或同居伴侣，请在第32600行输入残障金金

额 

受抚养人申请 

如果你是残障人士的资助家庭成员（配偶或同居伴侣除外），请在第

31800行输入残障金金额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segments/tax-credits-deductions-persons-disabilities/disability-tax-credit/how-apply-dtc.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31600-disability-amount-self.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31800-disability-amount-transferred-a-dependan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32600-amounts-transferred-your-spouse-common-law-partn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about-your-tax-return/tax-return/completing-a-tax-return/deductions-credits-expenses/line-32600-amounts-transferred-your-spouse-common-law-part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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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P计划帮助残障人士为未

来提供经济保障！ 

注册残障储蓄计划(RDSP)是为加拿大残障人士提供的退休储蓄计划。

在受益人59岁那年的12月31日之前，你可以在其RDSP账户中存入最

多 200,000加元。 

当拥有RDSP账户后，每个残障人士可能有资格获得高达90,000加元

的政府补助金和债券，以协助其进行长期储蓄。 

什么是注册残障储蓄计划？ 



补助资金可以

花在任何你想

花的地方 

年度供款额度没有限制

（终身供款 

上限为200,000加元） 

RDSP  
的好处 

获得高达 

90,000加元的

补助金和债券 

RDSP可避税 

不影响其他的联

邦或省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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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复利收益 



受益人和持有人可以是同一人。 

RDSP的受益人是未来会收到补助的残障人士。持有人是指 

开设和管理RDSP账户的人。 

RDSP 是如

何运作的？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少于100,392加元，那么每在RDSP

账户中存入1加元，联邦政府将匹配最高3加元的补助

金。 

对于低收入家庭（低于32,797加元），联邦政府 

将提供长达20年、每年 1000加元补助。 

对于收入在32,797加元和50,197加元之间的家庭，其仍然

可以获得部分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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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年龄在60岁以下 

你的社会保险号码可以

是临时的，也可以是永

久性的。两者都适用于

申请DTC和RDSP！ 

对于未成年人：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设立

账户，并可在受益人成年之后，选择继续

作为账户唯一持有人或共同持有人 

对于成年人：持有人和受益人可以是

同一人，但是根据合同履行能力的情

况而定，也可以是其他人 

RDSP 资格要求 

符合DTC资格要求 

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险号码 

(SIN) 

谁可以开

设RDSP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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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设 

RDSP账户 
准备好你的社会保险号码 

你的残障税务抵免申请已获批准 

提交你的所得税申报表 

选择一家符合条件的银行（请参阅第20页） 

选择你的持有人 

开设你的RDSP账户 

受益人必须是加拿大的税务居

民。但是，持有人不需要是加

拿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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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残障储蓄补助金 

如果你向RDSP账户供款，你就有资格获得加拿大残障储蓄补助金。 

补助金是政府存入RDSP账户的资金，其金额与你向RDSP账户供款

的金额相匹配，每年最高 3,500加元，补助金终身总额不超过  

70,000加元。 

你可以一直领取该补助金到49岁，包括你49岁那年。

CDSG的金额取决于你向RDSP

账户供款的金额。高收入家庭

获得的补助金较少 



加拿大 
残障储蓄债券 

加拿大残障储蓄债券是政府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加拿大残障

人士存入RDSP账户的资金。 

如要申请该债券，你需要在参与的金融机构中开设一个

RDSP账户。你无需向RDSP账户供款就可以领取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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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是32,797加

元或低于该金额，那么你每年最

多可获得1,000加元的补助，终

身补助总额最高为20,000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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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RDSP 
账户中提取资金 
你RDSP账户中的供款的收益是免税的，只有在将其提取出来时，

才需要纳税。一般来说，可以在任何年龄提取供款。但是，必须在

受益人60岁那年的12月31日之前提取。 

补助金和债券必须在RDSP账户中保留至少10年。如果在60岁之前

提取供款，那么你必须退还在你提款前10年内政府发放至你RDSP

账户的部分或全部补助金和债券。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的RDSP栏目 

如果要在受益人未年满60岁时考虑提

取RDSP账户的资金，请向财务顾问

咨询，商讨最佳做法。 

RDSP是一项长期投资计划。它不是应急

基金，也不是紧急储蓄账户。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disability/sav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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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 RDSP 账户中提取

资金（第 2 部分 ） 

RDSP账户的资金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取 

残障补助终身提取(LDAP) 方案是按年提取的。一旦开

始提取，只要RDSP账户中仍有钱，则提取将持续终身。

LDAP有年度最高限额，该限额由法定公式计算得出，

其计算基于该计划的价值和受益人的预期寿命。 

可以在受益人年满60岁之前提取LDAP，但受益人年

满60岁时一定要开始提取LDAP。 

残障补助提取 (DAP)方案是指一次性提取

RDSP账户的资金，并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取。 

加拿大允许各家银行有自己的提取规则

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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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B Securities Inc. 

Bank of Montreal 

Bank of Nova Scotia 

Central 1 Credit Union 

Central 1 Trust Company 

Concentra Bank 

Credential Asset Management Inc. 

Credential Qtrade Securities Inc. 

CIBC 
Desjardins 
Investors Group Trust Co. Ltd. 

Fonds d'investissements FMOQ inc. 

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 

RBC Royal Bank 

TD Waterhouse Canada Inc. 

Natcan Trust Company  

Leede Jones Gable Inc. 

金融 

机构 
加拿大的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可开设RDSP账户。加拿大税

务局（CRA）推荐你在以下机构中开设账户（部分机构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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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资源 
阿尔伯塔省卫生厅：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y2a/Page16533.aspx 

残障联盟 BC + OCASI 

https://disabilityallianceb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DTC-and- RDSP-

Guide-for-Newcomers.pdf 

加拿大政府（残障税务抵免）：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 

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segments/tax-credits-deductions-persons- 

disabilities/disability-tax-credit.html 

加拿大政府（注册残障储蓄计划）：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 

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registered-disability-savings-plan-

rdsp.html 

融入阿尔伯塔省： 

https://inclusionalberta.org/dtc-rdsp/ 

计划学院： 

https://www.rdsp.com 

RDSP计算器： 

https://www.rdsp.com/calculator/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y2a/Page16533.aspx
https://disabilityallianceb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DTC-and-%20RDSP-Guide-for-Newcomers.pdf
https://disabilityallianceb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5/DTC-and-%20RDSP-Guide-for-Newcomers.pdf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segments/tax-credits-deductions-persons-%20disabilities/disability-tax-cred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segments/tax-credits-deductions-persons-%20disabilities/disability-tax-cred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segments/tax-credits-deductions-persons-%20disabilities/disability-tax-cred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registered-disability-savings-plan-rdsp.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registered-disability-savings-plan-rdsp.html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20agency/services/tax/individuals/topics/registered-disability-savings-plan-rdsp.html
https://inclusionalberta.org/dtc-rdsp/
https://www.rdsp.com/
https://www.rdsp.com/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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