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册教育储蓄计划指引
註册教育储蓄计划- 为您的子女未来投资

为子女高等教育储蓄的最佳方案就是[开_]设一个注册教育储蓄计划帐户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s Plan，简称 RESP)。

RESP是帮助子女接受专上教育的储蓄户口。对此帐户的供款虽不能像 RRSP 一般的用来减少您的应税收入，
但存入「注册」户口(在加拿大税务局注册)内的款项增长可以延税。

两种基本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个人帐户

单一受益人

任何人均可供款 

任何年龄均可作受益人

开立帐户後，可供款31年

家庭帐户

一个或以上受益人

受益人必须与供款人有血缘或收养关係

受益人在加进帐户时必须少於21岁

供款至受益人年满31岁为止

供款限额

从2007年起，RESP不再有年度供款限额，因此您可以为每一名受益人尽量供款，直至达到$50,000的终生限
额为止。如果供款超过了此限额，超额部份需每个月缴付1%的罚款，直至您将馀额提出为止。

注册教育储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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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家长替子女教育储蓄，政府推出「加拿大教育储蓄津贴」(Canada Education Savings Grant，简称
CESG) –政府会对註册教育储蓄帐户(RESP)每年首$2500元的供款，提供20%补助，每年补助为$500。终生
补助额不超过$7200。换句话说，供款人有15年时间可以获得政府补助的$7200。

研究显示，来自家庭收入在$100,000以上的子女，比来自家庭收入在$25,000以下的, 将来入读大学的机会要高
出两倍。

自2005年一月起，政府扩大CESG补助，鼓励低收入家庭为小孩未来的教育多储蓄一点。为达到此项目的，每年
净收入低於$45,282(2016年标準)的家庭，对RESP供款的首$500，政府将再额外补助20%。对於每年净收入
介於$45,282至$90,563的家庭，首$500供款，政府则额外补助10%。

如果您的供款是$2500，您将会得到的政府补助(CESG)计算如下：

净家庭收入 额外 CESG 基本 CESG 总数

低於 $45,282 首 $500 x 20% = $100 $2,500 x 20% = $500 $600

$45,282 至 $90,563 首 $500 x 10% = $50 $2,500 x 20% = $500 $550

超过 $90,563 首 $500 x 0% = $0 $2,500 x 20% = $500 $500

除上述补助外，政府还有一种「加拿大教育基金」(Canada Learning Bond，简称CLB) 的补助方法。此方法用
以帮助收入不高家庭，为2003年12月31日以後出生的小孩储蓄教育基金。方式为，第一年补助$500，以後每年
补助$100，直至小孩满15岁为止。

魁北克教育储蓄鼓励计划 Quebec Education Savings Incentive(QESI) 只提供给居住在魁省的RESP受益
人。拨款会直接存入可提供QESI的财务机构之RESP帐户内, 最高上限为$250。按照家庭收入,RESP受益人有
可能获得每年多达$50的额外津贴。

Saskatchewan Advantage Grant for Education Savings (SAGES) 於2013年引入沙省。符合资格的供款会
获得SAGES 10% 教育补助金。每一受益人每年获得此补助金额最高为$250，或终身为$4,500。万信投资现正
接受此申请。

British Columbia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avings Grant (BCTESG) 於2015年引入卑诗省。符合资格的受
益人会获得一次性的教育补助金$1200。万信投资将会在2016年秋季接受此申请。

政府津贴

1. 谁有资格申请 CESG？
受益人直至年满17岁该年度的终结为止，拥有社会保险号码(SIN)，都符合申请CESG的资格，并且在RESP帐
户供款时，必须是加拿大居民。

如果小孩的年龄在15岁至17岁之间，会有一些特别规定。如要在15岁後继续得到CESG，在满15岁该年的 
12月31日前，RESP帐户要达到一定的供款。包括:  
1) RESP帐户内至少已有$2,000的供款, 或  
2) 在之前的任何4年里，每年至少有$100的供款。

2. 如何申请CESG？
在填写RESP开户表格时，必须填妥表格中有关申请CESG的部份，并提供受益人的社会保险号码(SIN)。万信
投资会为您递交填好的申请表至联邦政府的人力资源暨社会发展部(HRSDC)。请记住，您如果不提出申请，
政府是不会自动支付补助金额，故填写RESP开户表格时，一定不要忘了填写CESG一栏。

五个有关「加拿大教育储蓄拨款」CESG 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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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如何支付CESG？
万信投资会将您的供款资料直接呈递给政府，政府补助款项会直接汇到您在万信投资开立的RESP帐户。

4. 如何将CESG投资？
万信投资会根据您在开立RESP帐户时的投资指示，将政府拨付的CESG款项进行投资。政府并没有对CESG
的投资加以任何限制。

5.  如果我不曾尽用我应得的CESG补助配额，结果会怎样？
由於对RESP帐户供款已无年额限制，故此您可以在任何一年尽自己所能供款，直到达到终生供款限额的
$50,000为止。请记住，每年只有供满$2500才能获得政府年度最高额$500补助。即使该年您的供款不足
$2500，未用完的供款馀额还可以挪至下一年使用。举例来说，如果您今年RESP帐户的供款只有$1000，於
是您获得的政府补助则有$200($1000x20%)。不过，您还有$1500供款馀额($2500-$1000)。如果您明年
供款$4000，那麽您等於补足了以往尚未完全用完的$1500，再加上该年的$2500供款额也一起用完，您一
共可获得的$800($4000X20%)的政府补助。对於这种补供限额的情形，政府每年可发的最高补助额只限於
$1000(以$5000供款计算)。请注意，如果您连续许多年供款都不足$2500，您很可能会失去部份政府补助。

当您的子女準备升上大专/大学，便是时候要从RESP帐户提取金钱。您的子女需提供入学證明及填写一份替您
开设RESP帐户的财务机构所提供的提款表格。

您可以选择以下的两种方法提款。一种是「教育资助付款」(Education Assistance Payment“EAP”), 另一种是「
大学教育资本提款」(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apital Redemption“PSE”)。

EAP PSE 总数

这是什麽？ 从本金增长提取；从政府补 
助增长

提取；从政府补助提取

从本金提取 $600

本金金额 首 $500 x 10% = $50 $2,500 x 20% = $500 $550

应税? 对, 学生需要申报EAP作为当年
入息

免税 $500

提款有限制？ 对, 请看以下图表 没有限制

其他限制 只限用作读书用途 只限用作读书用途

教育资助付款(EAP)－提款限制

全职学生 课程至少长达叁週,

每週至少长达10小时
开始後连续13週 最多$5,000

连续13週之後 没有限制

兼职学生 课程至少长达叁週,

每週至少长达10小时

每学期(13週) 最多$2,500

自 RESP 帐户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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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子的内容，(包括事实、观点、意见、建议、产品或證券的描述或参考)不应用作或诠释为投
资建议、或作为出售要约、或徵求购买要约、或用作所提及团 体之举荐、建议、或赞助。我们已
尽力使这本指引中的资料尽可能精确及完整，但我们不为任何依赖本指引的行为负责。由於每
一名客户的情况不同，本文不应被视为法律或税务忠告。请与您自己的法律及税务顾问谘询。

(以上内文一切以英文原文为準，中文译本只供参考)

十多年前，家长为小孩开立RESP帐户之前，必须小心考量得失。那时候，如果小孩长大後不读大学，供款人虽可
拿回所有的供款，但投资增长的部份必须被没收。

1998年，政府为了鼓励父母或祖父母多为小孩未来教育储蓄，而不必担心小孩若不上大学会失去所有的投资，推
出了以下几种弹性办法：

1. 可以稍等
您的小孩或会改变对升学的想法。RESP帐户的有效期为36年。

2. 选择新的受益人
您可选择新的受益人接受RESP帐户中的收入。如果您开立的是「个人计划帐户」，供款者可以选择任何人为
新的受益人。不过如果新的受益人不是原受益人的兄弟姐妹，而且年未满21岁，那麽政府补助部份须全数退
还。如果您开立的是「家庭计划帐户」，新受益人必须与原供款人有血缘或收养关係。在此一情形下，可以由所
有受益人分享基本的CESG，但未用完的额外CESG部份仍须缴还政府。

3. 转至註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
您可以将RESP帐户中的入息部份原封不动转移入您个人或配偶RRSP帐户中，延後付税。您这样做时，您个人
或配偶的RRSP必须还有供款的空间。每位供款人可将最高$50,000的RESP入息部份转入RRSP。如果您及
配偶均曾是RESP家庭帐户的联名供款人，那麽每人可转入RRSP帐户的最高限额均为$50,000。

4. 提取供款
您可以将供款全部提出，不须申报所得税，但供款所得的补助须全数归还给政府。

5. 提取投资增长部份
除了可以将供款全部提出, 不须申报所得税(办法4)以外, 您亦可以提取帐户中累计的收人(Accumulated 
Income Payment，简称AIP)，此收入亦包括政府补助投资所得入息(补助款项则必须缴还政府)。条件是，如
果现在及过去的受益人都年满21岁，且都没有上大学，此一帐户开立至少已有十年。剩下的AIP必须申报所得
税，税率按照您个人所得税率计算。此外，您还须就此部份的收入付20%的罚款。

6. 滚存至RDSP
如受益人不幸残障，自2014年起，新法例准许你为受益人把累积入息转移至合资格的註册残障储蓄计划 
(Registered Disability Savings Plan)。此举可以延税，以及豁免20%罚款。

 
如果受益人不上大专/大学怎麽办？

1.  及早开始供款并采取自动供款方式。您可引用事先授权的方式，要求开立RESP帐户的金融机构定期自动从您
支票帐户中扣款转入RESP帐户中并予投资。转入RESP帐户的款项可以因投资而享受複式增长。

2.  请教财务顾问找寻最佳计划。您可以选择开立个人或家庭RESP帐户。任何小孩均可以成为个人帐户的受益
人，但日後自RESP提款以支付大学或学院学费时，家庭帐户有较大的弹性。

3.  充份利用政府补助。尽可能每年都能供款至少$2500，便获得联邦政府$500的最高补助额。如果某年您的供款
不足$2500，勿忘了下一年将之补足。每年补供限额获自政府的最高补助可达$1,000。

4.  不要提取RESP帐户中的供款。如果您在小孩未上大学或学院前提取RESP帐户中的供款，政府将会要求您按
比例退还政府的CESG，同时政府也可能停止补助两年。RESP帐户中的钱是为了小孩未来的教育，应留在那
里增长生息。

5.  应有後备计划，以防小孩不上大学或学院。请参阅“如果受益人不上大专/大学怎麽办？”的部份。每人可根据
个别的情况而选择适当的办法。

五项 RESP 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