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宜读者
(Who this is for)
如果你属于下列情况，请阅读本简章：
•• 你是加拿大移民，你的伴侣是你的移民担保
人；
•• 由于你的伴侣虐待你、殴打你或者威胁要伤害
你或损坏你的财产，你为自己以及/或者你的孩
子的人身安全而担心；并且
•• 你想知道怎样做可以保护你自己以及/或者你的
孩子。
在本简章中，伴侣指你的移民担保人，同时他/她
目前或曾经和你是婚姻关系，或者目前或曾经和你以
类似于婚姻关系共同生活，或者和你育有子女。

必须离开加拿大；
•• 可能会失去永久居民身份或者被遣返
离开加拿大。你的伴侣被法庭裁定犯有
严重的刑事罪后，在移民局的聆讯上，
移民局可能会下达遣返令（removal
order）（离境法令）。遣返过程可以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离开你的伴侣
(Leaving your partner)
如果你的伴侣虐待你，即便他/她是你的移民担保人，
你没有必要留在他/她身边。你可以离开他/她并把孩
子带走。你可带走说明你自己和孩子加拿大移民身份
的证件和文件。你还可以带走属于你的东西以及孩子
需要的东西。
•• 如果你是永久居民或者是有条件永久居民
（conditional permanent resident），而且你要
离开伴侣，你不会被遣返或者必须得离开加拿

来自警察的帮助

大。即便你的担保人是你的伴侣，你也可以留

(Help from the police)

在加拿大。

作为一名遭伴侣虐待的移民，你可能会害怕向警察或

•• 如果你不是永久居民或者你正在申请难民，而

者皇家骑警寻求帮助。记住虐待是施虐者的错。遭受

且你要离开伴侣，你要马上寻求法律帮助。参

虐待，错不在你。

见本简章“法律帮助”部分。

根据加拿大法律，人身伤害以及骚扰是犯罪。你

•• 通常来讲，如果你没有永久居民身份而且要

的伴侣威胁你或者伤害你是违法的。如果发生这类情

离开作为你担保人的伴侣，或者你的移民担

况：

保已经被撤销了，你可能可以以人道主义

•• 拨打911或者拨打你的电话簿首页内页上的警方
或者皇家骑警紧急电话。
•• 如果你不讲英语，向911要求翻译人员。
如果你的伴侣伤害了你或者殴打了你，警察可能
会把他/她从你家带走，并且/或者把你和你的孩子带
到安全的地方，例如安全屋（safe house）、临时性
住所（transition house）或者你的朋友或亲戚家。如
果你受伤了，警察还可以带你去医院或者医生那里。
参见简章从«警察或者皇家骑警那里得到帮助»。
如果你的伴侣虐待你，警察也可能会逮捕他/她。
如果你的伴侣受到起诉，并且法院判定他/她人身伤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的理由申
请永久居民身份。你要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CIC）
提交书面申请.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会考虑一些情况，例如，如
果你迫不得已回国会面临多大的困难，你是否能够
凭借自己的工作技能、通过参加培训以及获得家庭
和社区支持而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以及你迫不
得已回国后孩子的最大利益会是否会受到损害。
如果你的申请得到批准，你就可以以永久居民
身份留在加拿大。
如果你的申请被拒绝，你可能最终得参加移民
听证会，听证会将决定你是否必须离开加拿大.

安全地生活 — 结束虐待

(If Your Sponsor Abuses You)

•• 如果是加拿大公民的话，并不是一定要

(Live Safe — End Abuse)

如果你的担保人虐待你

害罪或其他刑事罪名成立，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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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省家庭法
(Family Law in BC)

经济帮助

你的移民文件

(Financial help)

(Your immigration documents)

如果你的担保人是虐待你的伴侣，而且你要离开

你的伴侣可能拿着你的移民文件。如果你不敢向他/

他/她，你可能可以通过法庭或者卑诗省政府得到经

她索要，或者你认为他/她不会把文件给你，你可以

济方面的帮助。参见简章«如何处理家庭财产»。

申请永久居民文件的公证件，或者申请补办一个永

•• 孩子抚养费以及/或者配偶赡养费（child and/
or spousal support） 是法庭在你分居或者离婚

久居民卡。给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打电话或者登录他们的网站了

的情况下下令让你的伴侣给你付的钱。如果你

解情况，他们电话号码是1-888-242-2100

和伴侣是婚姻关系，或者你和他/她以类似婚姻

（免费电话），网址是www.cic.gc.ca。

关系共同生活超过了2年以上（法律定义的伴侣
关系），你还有权分割一半的家庭财产。
•• 收入援助（income assistance）（即福利金）
（welfare）是卑诗省政府提供的钱以及/或者
其他福利，如果你是永久居民、没有钱养活自

倡导者或者移民安顿工作人员可以帮你请警察陪
你去你伴侣家里拿你的文件。警察可能不能让你的伴
侣把文件给你，但是他们可以确保你在那里的安全。

社区帮助

己和你的孩子并且你的担保人拒绝提供经济支

(Community help)

持，你可以获得收入援助。

作为一名遭受担保人虐待的移民，你可能会觉得羞

如果你没有永久居民身份但是需要经济帮助，
在申请福利援助之前，你要和律师、倡导者以及安
顿服务工作人员（也叫移民安顿服务工作人员）谈
一谈。如果你是难民或正在申请难民身份，并且已
经在领取福利金了，你的福利金不会因为你离开虐
待你的伴侣而停发。

愧、害怕和孤单。在加拿大，家庭虐待不是你个人的

要申请收入援助，打电话给社会发展厅（the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电话号码是
1-866-866-0800 （免费电话），告诉他们你离开
虐待你的伴侣。如果有可能，在申请时带上你的永
久居民身份文件或卡。
在申请的时候，如果你的伴侣威胁或者虐待了
你，你要告诉发展厅，这很重要。如果你担心自己
的安全，你不需要问你的伴侣或者写信向他/她索
要信息。

家事。无论你是否要继续和伴侣一起生活，你和你的
孩子都可以得到帮助。无论你居住在卑诗省哪个社
区，都有支持服务和受过培训的人士帮助你。
•• 紧急庇护所（emergency shelters）或安全屋
（safe houses）是你和孩子可以马上去的安全
住所。临时性住所（transition houses），也
叫第二阶段住所，是你和孩子在离开虐待伴侣
之后可以住的地方。你可以打电话给卑诗省受
害人服务热线（VictimLink BC），了解离你
最近的安全屋或临时性住所在哪里，热线号码
是1-800-563-0808（每天24小时服务，免费电
话）。
•• 倡导者、移民安顿服务工作人员以及受害人服

发展厅不会向你的伴侣了解移民担保方面的信
息，或者问你的伴侣是否仍然愿意为你提供经济
支持。他们也不会试着替你要赡养费或抚养费，除
非你想要他们这样做。

务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法律信息和精神支持。

如果你没有任何身份文件或者社会保险号
（Social Insurance Number，SIN），你仍然可以
申请困难援助（hardship assistance）。这是应
急的钱，用来买食品、租房子和支付医疗费。但是，
你必须要证明你是永久居民。你还必须表明你正
在尽最大努力来获得社会保险号和/或其他身份文
件。

站www.victimlinkbc.ca，或者给卑诗省受害人

要联系他们，登录网站www.povnet.org，[点
击“Find an Advocate”（“联系倡导者”）]，•
www.welcomebc.ca/WBC-Map.aspx，以及网

服务热线打电话（号码见上文）。
•• 社区服务机构提供支持、辅导以及信息。有些
机构有专门为新移民提供的服务、为残障人士
提供的服务、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士提供
的服务。你可以查看你当地的电话簿了解他们
的联系电话，或者在网上查看卑诗省受害人

服务机构名册（Directory of Victim Services

更多信息

in BC），网站地址是www.pssg.gov.bc.ca/

(More information)

victimservices/directory/index.htm。

法律帮助
(Legal help)
在告诉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你的移民担保破裂之前，
向移民律师咨询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你是担保人而你
的伴侣虐待你，你要马上寻求法律帮助。
•• 律师可以帮你申请法庭令，让你的伴侣不要和
你联系，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禁止他/她联系孩
子。见简章«保护令»。
•• 律师还可以帮助你申请配偶赡养费、儿童抚养
费以及抚养令。见简章«抚养孩子»和«如何处理

家庭财产» (What to Do About Money)。

法律服务协会（法律援助）
(Legal Services Society, legal aid)
604-408-2172（大温哥华地区）•
1-866-577-2525（卑诗省其他地区，免费电话）

•• 要了解免费服务，例如家庭法热线（Family
LawLINE）、法庭的家庭法当值律师（family
duty counsel）所提供的法律意见服务、为低

收入人士提供的律师服务以及法律援助信息，
请登录网站www.legalaid.bc.ca。
•• 了解免费法律信息，登陆网站•
www.familylaw.lss.bc.ca。

律师推介服务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604-687-3221（大温地区）•
1-800-663-1919（卑诗省其他地区，免费电话）

•• 推荐你一位律师的姓名，该律师为你提供法律
咨询，（前30分钟的）费用是25元再加税。之
后你可以聘请这位律师或者向律师推介服务另
外要一位律师的姓名。见律师时要带上所有证
明你和你的孩子在加拿大身份的文件。

•• «移民担保破裂»（Sponsorship Breakdown）•
（刊物）www.legalaid.bc.ca/publications
[点击 “Immigrants & refugees”（“移民和难
民”）]部分出版物只有英文版本。
•• «虐待是有悖文明的恶行»（Abuse Is Wrong）•
（加拿大司法厅刊物）•
www.justice.gc.ca/eng/pi/fv-vf/pub/abus/
aiw-mei/index.html

•• 卑诗省受害人服务热线（VictimLink BC）•
（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帮助和信息的保密电
话服务）1-800-563-0808 (每天24小时服务，
免费电话)
•• 卑诗省政府网站关于支持服务的信息•
www.domesticviolencebc.ca

笔记
(Notes)

本简章旨在从总体上解释相关法律，并不能为你的个案提供法律意见。卑诗省法律服务协•
会（Legal Services Society）出版了关于本主题的一系列简章，本简章是其中之一。其他的•
简章如下（部分简章有其他语言版本）:
• 什么是虐待？
		 (What Is Abuse?)

• 保护令

• 遭受伴侣虐待的女性

• 抚养孩子

		 (Women Abused by Their Partners)

		 (Parenting)

• 遭受伴侣虐待的男性

• 如何处理家庭财产

		 (Men Abused by Their Partners)

		 (What to Do About Money)

• 安全计划

• 刑事法庭程序

		 (Safety Planning)

		 (The Criminal Court Process)

		 (Protection Orders)

• 从警察或者皇家骑警那里得到帮助
		 (Getting Help from the Police or RCMP)
在网上免费订购：请登录www.crownpub.bc.ca [在Quick Links to Publications（出版物快速链接）
下面点击Legal Services Society（法律服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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