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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 Flywire 飞汇进行缴费 
 

通过 Flywire 飞汇进行缴费非常安全、快捷、简单。无论您身处何地，都可用当地货币进行支付。Flywire 还提

供 24 小时中文客服团队，实时回应您的查询。 

 

请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 并进入付款通知书 (invoice)执行 Flywire 飞汇缴费，您所缴纳的费用

会直接关联到我们列治文公立教育局国际教育部的 True North 学生号码 (True North Student ID)，方便我们

查看已缴费的学生并在系统中进行财务对账。 

 

通过 Flywire 飞汇缴费 

 

1. 付款通知书的提醒消息将通过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 发送给递交申请的留学机构或家长 

 

2. 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点击 INVOICES>VIEW INVOICES 查看付款通知书   

 

3. 选择   进入 Flywire，查看待支付的金额、汇率及支付方式 

 

-或- 

选择  把付款通知书链接复制粘贴给他人通过 True North 前往 Flywire 飞汇进行支付 

 

4. 输入付款人的个人信息和具体支付信息 

 

5. 根据选择的支付渠道和指引进行支付 

 

温馨提示：万一留学机构或家长忘记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的登录密码，请按平台上的指示进行密码重设 (reset 

password)。重设密码的电邮会即时发送到您在网申平台上创建账户时预留的邮箱。 

 
 

 

英语视频 如果您在中国不能观看英语视频，请尝试这 3 个普通话视频: 

• 请点击这里查看 Flywire 飞汇的介绍视频 

• 请点击这里查看如何进行国际汇款的视频  

• 请点击这里联系 Flywire 飞汇的客服 

• 如何又快又好完成线上缴费，小飞带你解锁缴费新姿势 

• 飞汇｜付款操作指南-国内银行间转账 

• 飞汇｜付款操作指南-支付宝 

https://pay.flywire.com/how-it-works
https://pay.flywire.com/how-it-works
https://help.flywire.com/hc/en-u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a4y1j7Q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f4y1j7v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X4y1F7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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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lywire 飞汇的常见问题解答 

 

1. 为什么通过 Flywire 进行缴费？ 

 

我们相信 Flywire 为我们的合作留学机构、父母和学生提供更高效率的国际支付服务： 

✓ 以当地货币进行支付 

✓ 最优惠的兑换汇率 

✓ 避免隐性收费 

✓ 便捷的在线付款跟踪 

✓ 24 小时中文客服团队，可通过电邮 support@flywire.com、电话 400-006-7175 和微信在线客服（关注

“飞汇 Flywire“）实时回应您的查询 

 

2. 我没在 Flywire 平台上找到列治文公立教育局国际教育部 Richmo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IE) 

Program。我该怎么做呢？ 

 

请家长先通过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选择   点击 INVOICES>VIEW INVOICES 查看

并进行支付。  

 

请用留学机构为学生家长递交申请创建账户时预留的邮箱，来登录在我们网申平台查看、转发付款通知书并进行

支付。 

 

您所缴纳的费用会直接关联到我们列治文公立教育局国际教育部的 True North 学生编号，方便我们查看已缴费的

学生并在系统中进行财务对账。 

 

3. 什么是 Flywire 支付请求？ 

 

每次您通过 Flywire 进行缴费时，都需要相应的付款请求 payment request。请家长先通过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

台 True North 创建付款请求。 

 

请注意每次缴费都需要相应的付款请求。这是因为 Flywire 需要通过我们网申平台提供的信息来找到您有待支付

的金额并把您缴交的费用转给我们列治文公立教育局国际教育部。 

 

4. 如果我想用海外银行电汇进行缴费，那该怎么在 Flywire 上操作呢？ 

请家长先通过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 点击 INVOICES>VIEW INVOICES>下的 ，系统

会连接到 Flywire 来进行支付。Flywire 随后提供相应银行付款指示。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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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把相关的银行付款指示提供给您的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或者亲自前往银行柜台），以便您的银行能够根据

Flywire 提供的指示把您的缴费转给 Flywire。 

 

5. 我已经成功支付给 Flywire 了，请问列治文教育局什么时候会收到我的缴费呢？ 

 

跨境转账通常需要大约 2-3 个工作日（不包括周末和假日）才能汇入境外账户。一旦我们确认收到您的缴费而且

您交回给我们的预录取材料正确无误，我们会尽快把收据和正式录取通知书通过我们的网申平台发放给您。 

 

6. 这些支付状态代表什么？ 

 

待定 Pending：您已发起付款，但还没到账给 Flywire 

 

已收 Received：Flywire 已到账，正在转给列治文教育局。我们会在 Flywire Dashboard 上学生的支付状态更新。 

 

到账 Delivered：列治文教育局已到账。您可以通过到账的确认电邮查收并下载收据。 

 

暂停 On hold：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您的支付被暂停 

 

验证中 Verifying：我们已收到您的缴费，但正在验证发起付款的详细信息 

 

已取消 Cancelled：由于支付失败或过期，您发起的付款已被取消 

 

7. 我已经通过 Flywire 付款了，什么时候到账？ 

 

具体到账时间取决于您的支付方式。 

 

国际银行转账 

跨境转账通常需要大约 2-3 个工作日（不包括周末和假日）才能汇入境外账户。 

 

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方式（如银联或支付宝） 

Flywire 通常在您支付成功的几分钟后到账。如果使用支付宝，您需要按照要求上传付款相关文件，以体现付款的

真实性与合理性。您可能会看到您的付款状态为“付款验证” “Payment verification”，这意味着您的付款正在通过

我们的验证过程。如果支付已完成或不需要验证时，您的付款将显示为“已收到付款” “Payment received”。 

 

然后列治文教育局将收到 Flywire 的通知正在转账中。一旦我们确认收到您的缴费而且您交回给我们的预录取材

料正确无误，我们会尽快把收据和正式录取通知书通过我们的网申平台发放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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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可以找其他人代付吗？ 

 

可以的。请留学机构或家长通过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点击 INVOICES>VIEW INVOICES 的

，把付款通知书链接复制粘贴给他人通过 True North 前往 Flywire 进行支付。 

 

9. 谁是付款人？需要付款人提供哪些银行信息？ 

 

付款人是汇款账户开户人。如果您的家人、朋友或他人为您代付。发起支付人的姓名必须与银行账户或银行卡的

姓名相符。 

 

如果 Flywire 上的付款人姓名与银行账户开户人姓名不相符会导致支付延迟。 

 

10. 为什么 Flywire 需要付款人详细到街道的地址？ 

 

为了确定资金来源，Flywire 要求付款人提供在汇款银行账户预留的地址。这是为了合规，并不是为了邮寄账单。 

 

11. 为什么我的支付被取消了？ 

 

如果您的支付被取消，很可能是因为您的 Flywire 付款已经到期，而且您的付款请求 payment request 已过期。

如果您尚未完成付款并且您的付款请求已过期，您需要重新发起付款。 

 

请注意，每笔付款都有由 3 个字母和 9 个数字组成的、相应的独一无二的付款号码。您可能已经创建了多个付款

请求，因此建议您查看您的 Flywire 帐户或发送给付款人的 Flywire 电邮，以确认您没有任何其他正在处理的付

款。 

 

如果您确认相关支付已被取消且您已成功转账，请将付款凭证（银行收据、SWIFT MT103 或已扣款的截图）发送

至 support@flywire.com，请 Flywire 客服帮您解决。 

 

12. 在中国大陆如何使用银行转账和支付宝进行支付？ 

 

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家长和学生点击下面的链接查看普通话的介绍视频。家长和学生也请关注 Flywire 的微信公众

号“飞汇 Flywire”，有常见问题的解答。 

 

另外请家长和学生先通过登录我们的加密网申平台 True North 或者留学机构转给您的链接来进行缴费，不要直接

通过 Flywire 平台进行缴费，这样才能直接关联到我们列治文公立教育局国际教育部的 True North 学生信息。 

• 如何又快又好完成线上缴费，小飞带你解锁缴费新姿势 

• 飞汇｜付款操作指南-国内银行间转账 

• 飞汇｜付款操作指南-支付宝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help.flywire.com/hc/en-us/articles/360013041453
https://help.flywire.com/hc/en-us/articles/360012919014
https://mytruenorth.ca/appindex.php?db=richmon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a4y1j7Qn/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f4y1j7v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X4y1F7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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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治文教育局是否接受其他的缴费方式？ 

 

可以，但是 Flywire 是我们首选的缴费方式。如果您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如电汇、汇票或加拿大当地的银行存款直

接付款，请联系我们 study@sd38.bc.ca 咨询。 

 

14. 如果我采取上述第 13 个问题中的其他缴费方式，我之后需要做什么？ 

 

请把已缴费的凭证（如银行电汇收据或银行存款单 deposit slip）通过电邮发给我们 study@sd38.bc.ca。请记得

在已缴费的凭证背面写上学生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如果您递交的是汇票，请您前往位于 7811 Granville Avenue, Richmond 列治文教育局办公楼递交。请记得在汇票

原件的背面写上学生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我们查验是否收到缴费可能有所延迟，敬请谅解。 

 

15. 万一我不得不取消我的留学计划，列治文教育局如何进行退费？ 

 

我们是采取原路返回的方式，根据您之前的缴费方式来向原汇款人进行退费。 

 

例如家长采用 Flywire 通过国际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缴费，我们还是通过 Flywire 的国际银行转账向家长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