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就听说加拿大法律十分健
全，是非常典型的法制国家。在
中国一般认为，只要我不犯罪，生
活基本不会与“法律”沾边。极少
与“法律”打交道的新移民，初到
加拿大可能会不适应。因为，在
加拿大，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学会
与“法律”融洽相处。那么，当务
之急，我们就先熟悉一下在生活
中常出现的“法律”事宜，为初到
加国的新移民生活提供方便。

怎样与正在值勤的警察打交道
新移民在遇到被警察查问、拘捕，或被

搜查的时候，往往因不会讲英文而使警察

产生误会，采取过火行动。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保持镇定、礼貌、合作，对话数量简单，

实话实说。如果英文不好，应立即说明。

对警员普通的称呼可以用OFFICER，即警

官先生。

要知道，在这情况下的第一句话、第一

个反应，是关很关键的。因为警察要立即

判断你的危险性和暴力反抗的可能性。可

以理解，如果突然被警察拘捕或搜查，自然

会急于表白自己的无辜，甚至质问警察有

何凭据。不过，有时会适得其反。最有效

的办法是立刻让警察判定你的身份。应该

说“警官先生，我的名字是……，我住在

……，我 的 身 份 证 在 ……。”（OFFICER

MY NAME IS ……I LIVE AT …… MY

ID CARD IS IN……）。切不可着急在自己

身上或车里找你的证件，因为警察有可能

误认你是在寻找武器。你应该清楚地告诉

他，你的证件在哪里，例如：我的证件在我

皮包里，让警察自己去拿。或者等待他的

指示。

如果警察有充分理由怀疑此人已犯或

将犯刑事重罪，或发现此人正进行刑事罪

案，或警察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该地区内已

经发出有效的逮捕令要拘捕此人，便无须

逮捕令也可进行逮捕。所以，如果有警察

要逮捕你，你应该在清楚表明自己的身份

后，要求出示他的警章，出示逮捕令或说明

逮捕的理由。即使你不满意他的理由，你

也应该合作，不可以拒捕，但可以要求尽快

容许你找律师，以得到适当的法律保障。

除了及时地表明自己的真实姓名、地

址和出示身份证明之外，你有权保持沉

默。不是装聋作哑或对警察的问话置之不

理，而是当警方问及一些和罪证可能有关

的事，你可以坚持要等待你的律师在场时

才作答，或等待你的律师协助之后，才决定

是否作答。

虽说加拿大警察部队的素质相当好，

成员文化程度最少是中学毕业，还有不少

是大学毕业的，都接受过警察学校的严格

训练。在一般大城市任职的，近些年来还

增加了一些种族关系课的训练。但因目前

严重的罪案增加了，警队的人力和资源却

没法相应地增加，所以，在拘捕疑犯之类的

特殊环境之下，对语言和文化背景都有障

碍的移民事主，如果警员缺乏经验，或不够

镇定，很容易会有过火或处理不善的情况

发生。

遵守法律和用法律保护自己
抵达加拿大后，首先你应该非常清楚

作为永久居民的权利及义务。加拿大是个

法制社会，法律法规融汇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除了加拿大国家制定的人人需要

遵守的法律法规之外，在各个省和地区，各

个城市还有自己的地方法规（Bylaw）。一

方面自己要弄清并遵守各种法规，另一方

面应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有时由于无

知，一不小心即被罚款甚至送上法庭。中

国人有句话？“不知不为过”，但加拿大人的

逻辑是，你有责任了解法规，如果由于你不

知道而触犯了法律，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当然，现在的中国也在一步步健全法制，但

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还不象西方人那样

强。中国人到了西方，需要改变自己的一

些社会意识，才能使自己如鱼得水。有些

人出国以后，在概念上仍旧认为自己是外

人，甚至在当地人面前认为自己不如人。

如果出国后有“二等公民”的心态，我们劝

你不要出国。无论到了哪里，都应该堂堂

正正地做人。在这里我们奉劝各位尽可能

地熟悉当地的制度，也要清楚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

加拿大法律规定，任何形式的种族歧

视（Racial Discrimination）都是非法的。所

谓“歧视”指任何形式的区别待遇。任何

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如果对你有歧视行

为，你都可以诉诸法律。除了种族歧视以

外，性别歧视也是不允许的。

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加拿

大的皇家骑警及地方警察都负责保护社会

治安。你的人身安全或基本权益受到非法

侵害时，随时可以求得警察的帮助。在整

个北美，任何一部电话，只要拨打“911”，哪

怕没有说话，警察也会赶来。在警察不完

全了解情况时，很可能警车、救护车等一齐

来，声势浩大，所以不要轻易拨？“911”。在

城市地区，接到报警后几分钟内警察就

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一般投币才能使用，

但打“911”无需投币。有些偏僻角落如地

下通道、地铁、僻静角落，设有专门的报警

开关。故意拨打“911”电话或使用警报来

扰乱治安会导致罚款甚至刑事处罚。

聘用律师必备
聘用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有：信

用、才能、理解，最后才是价钱。

你聘用的律师必须是你所完全信赖的

人。你才会放心地把所有资料和背景，包

括你的私隐和盘托出。律师对你委托辨理

的事的全部背景，认识愈多愈深才能够考

虑得周到，办理妥善。通过亲友或同事的

介绍，找他们曾经聘用过而认为可靠的律

师，是比较好的办法。

法律是讲究推理，重视依据。有时差

之毫厘，会误千里。因此找律师，必定要找

能力强的。律师的才能主要是他的分析

力，他在会见客户的时候，要能够有效地发

问、聆听和观察，从而迅速地掌握对案件的

基本认识。然后把专业知识应用于客户的

个别情况和需要上。若案件还涉及另一方

面的事主，如谈判合约的另一方，或是诉讼

的对手，律师在掌握了你的情况和观点以

后，还要探测对方的情况和观点，才能够全

面地分析案件，向你提供客观的、现实的、

合理的的意见，维护你的利益。

律师要能够理解客户，为客户提供正

确的法律意见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及时和

有效地保障客户的利益，并且随时向客户

报告进展。有时，律师需要向你泼冷水，清

醒一下你的头脑。他未必会完全附和你的

看法，他的意见未必会讨你好。但是，决定

权在你的手中。律师提供出细心考虑过的

专业意见，由你去取舍。只要不涉及犯法

或违反操守道德的事，律师都会按照客户

的决定去做。不过，若他认为你的决定是

不明智的，他会要求你在他的意见书上签

名证明你不接受他的意见，以免日后招致

损失之时反悔，把责任推在律师身上。凡

事都有清楚的记录是一个好律师的标志。

有关律师的收费
除了一般比较简单的法律手续，例如

买卖住宅或注册公司之类，可以预先定价

之外，其余案件，一般都是按照时间收费。

律师按照自己的经验和市场的规律去定他

每小时的收费，由数十元一小时到数百元

一小时不等。若案件牵涉很广大的利益关

系，而律师的经验和能力可以对案件的结

果有重大影响的话，最好的律师自然会要

求最高的报酬。 某些诉讼案件，如果索偿

的金额高，又有胜诉的把握，而被告是有固

财产，在败诉后难逃负债，律师会同意为索

偿者先进行诉讼，待胜诉和收到赔偿后，再

取赔偿金的百分比作为报酬。这类收费用

在律师接受案件之时便和客户订立的收费

合约。例如因交通意外受伤索偿的案件，

因为有保险公司作索偿的对象，所以常按

赔偿的百分比收费。在订立这些收费合约

之时，应该弄清，是否全部费用，包括法庭

的收费和其他要付出的费用，都由律师先

付出，这对律师来说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会

收到报酬，外加还要掏腰包支付你的其他

诉讼费用，经济负担比较重，不是每一个律

师都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

有效地与律师沟通
与律师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不但关

系到案件成功与否，也会帮助减低你的律

师费用，提高法律服务的效率。如果你做

好准备工作，把案件的资料整理好，按照时

间先后编排有序地写清楚，有关的文件先

影印一份以备存档。如果你自己预先做好

这些工作，可以节省律师很多时间，也可节

省你的费用。

会见律师时谈及的问题，特别是需要

你事后澄清的资料或需要你提供的文件，

应该清楚地立刻记下，以免日后忘记了或

有错漏。

事情的真相，要毫无保留地告诉律

师。不要将自以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对

律师隐瞒。以不准确的资料为基础，定下

的策略必定会有严重的漏洞；再者，精明的

律师迟早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对自己律师

的隐瞒会破坏自己和律师之间的信任。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未到预定的时间

不要随意打电话去询问律师，以免浪费大

家的时间。若有资料要提供，或有问题想

提出，又等不及下一次约见的时候提出的，

应先写下来传真给律师，使其有所准备，再

电话联络时，才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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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个高福利国家，除了联邦
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各类福利以外，各个省居民还
可以享受本省的福利政策。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
划（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lan，OHIP）就是其
中之一。它是一项免费向安大略省的居民提供最基
本的和紧急健康医疗服务的保险计划。据安省移民
服务中心（Ontario Council of Agencies Serving
Immigrants）介绍，新移民者事先了解安大略省的
健康医疗体系很重要。加拿大政府（Government
of Canada）及其各个省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支付
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险的费用。

申请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
大多数新移民在安大略省的居住时间满三个月之前无法取

得OHIP 卡。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将在您提出申请后

三个月之内将卡邮寄给您。一到达安大略省就立即申请健康卡

（Health Card）非常重要，这样您可尽早地享受保险的利益。申请

时，您必须前往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的某个办公室办

理。请给安大略省卫生及长期护理部（Ontario 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打电话，查询离您最近的办公室地

址。他们的电话号码为1-800-268-1153，这是一部在安大略省

的任何地区拨大都免费的电话，如果您是在多伦多，则请拨打

416-327-4327。

当您去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的办公室时，您需要

填写一份申请表。另外，您还必须提供证明您的移民身份和您

在安大略省居住的文件原件。如果您有15 周岁半或更大的孩

子，他们则必须与您一起前往该办公室。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

划（OHIP）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为他们拍摄办卡用的照片。安

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HIP）接受您的申请后，他们将把您的健

康卡（Health Card）邮寄给您。立即从一家私立公司办理健康保

险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样您可在3 个月的等待时间里享受健康

医疗服务。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请拨打1-800-268-8099 与加

拿大人寿与健康保险协会（CLHIO）联系、查询，这是一部在安大

略省的任何地区都可以免费拨打的电话。

私立健康保险公司
Settlement.Org 上载有提供个人健康保险计划的私立保险公

司一览表。但它可能没有把提供此类保险计划的全部公司都列

出。该网站不对任何个别的公司提供支持。因此，您最好与多

家公司联系，以为自己寻找最佳的保险计划。

您通常希望投保的险种会是“临时医疗保险”（Visitors to

Canada）。请向保险公司查询他们是否提供加拿大新移民险

种。您必须在到达安大略省后的5 天之内购买此项保险，否则保

险公司有可能不向您提供这一险种。

多伦多安省健康卡申请地点
（OHIP Application Offices in Toronto）
Etobicoke:（at Islington subway）

3300 Bloor Street West, Unit 142

M8X 2W8

Monday, Tuesday, Friday

8:30 am - 5:30 pm

Wednesday, Thursday

8:30 am - 7:00 pm

Saturday

8:30 am - 12 noon by appointment

Call（905）896-6056 for appointment

North York:（first light south of Finch）

4400 Dufferin Street, Unit 4A

M3H 6A6

Monday, Tuesday, Friday

8:30 am - 5:30 pm

Wednesday, Thursday

8:30 am - 7:00 pm

Saturday

8:30 am - 12 noon by appointment

Call（905）896-6056 for appointment

Scarborough:（at Warden）

2063 Lawrence Avenue East

M1R 2Z4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Friday

8:30 am - 5:30 pm

Thursday

8:30 am - 7:00 pm

Saturday

8:30 am - 12 noon by appointment

Call（905）896-6056 for appointment

Toronto:（south of Eglinton）

2195 Yonge Street

M5W 1G9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Friday

8:30 am - 5:30 pm

Wednesday

8:30 am - 7:00 pm

Saturday

8:30 am - 12 noon by appointment

Call（905）896-6056 for appointment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200 Elizabeth Street, 1st Floor, Eaton 1

M5G 2C4

Monday thru Friday

8:30 am - 5:00 pm

Wednesday

8:30 am - 7:00 pm

Saturday

8:30 am - 12 noon by appointment

Call（905）896-6056 for appointment

（编辑：万晓芸）

上文提到，17岁的香港学生温立谦向加拿大驻香

港使馆申请学生签证时，移民官员翻查他的档案，发现

他8年前曾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于是作进一步审核。

由于温立谦在过去五年，在加拿大居留少于730 天，移

民官员裁定他违反了移民法第28条有关“居留义务”的

规定。 然而，移民官员亦随即根据有关条例，衡量其

中是否有人道及同情因素，结论是有的，于是移民官员

运用酌情权，不但保留他永久居民的身份，而且还建议

他在进入加拿大后申请枫叶卡。最后移民官员向他发

出了旅行证件（Travel Document），让他入境。

温 立 谦 在 2005 年 9 月 以 旅 行 证 件（Travel

Document）来到加拿大，随即申请枫叶卡。还未取得

枫叶卡，他又决定返回香港渡圣诞及新年假。他打算

回港后，再次依样画葫芦，向领使馆申请旅游证件。

温立谦回到香港后，立即向领使馆提出有关申

请。可是，这次移民官却认为他没有人道和同情因

素，将他拒诸门外。温立谦大感惊讶，不知所措。几

经转截，才接触到加拿大专业移民法律顾问。顾问告

诉温立谦，他是有权上诉的。

根据移民法第63条，温立谦有权就移民官的决定，

向移民及难民局上诉组提出上诉。温立谦于是聘请加

拿大专业移民法律顾问，提出有关上诉。顾问通知他，

由于他在过去一年内曾身处加拿大，在这种情况下，移

民 部 是 必 须 向 温 立 谦 发 出 旅 行 证 件（Travel

Document），好让他能进入加拿大，出席聆讯。（如果温立

谦在过去一年内从没有身处加拿大，就会另作别论。）

温立谦再次拿着旅行证件（Travel Document），进

入加拿大。（旅行证件并不等同枫叶卡，温立谦仍须就

永久居留身份是否丧失，进行法律程序）。

案件排在2008年2月进行聆讯。在此期间，温立

谦如常上学和参加各类活动，因为在法律上，他仍被

“当作”是永久居民。

在聆讯中，加拿大的移民法律顾问提出

一个疑问，就是：移民官第一次和第二次的

决定，都是对同一个人，同一个情况而作出，

但是，为甚么结果是互相矛盾呢？

温立谦的法律代表的论点言之成理。

可是，移民及难民局却认为，移民官第一次

和第二次所审查的有关年期是不同的。第

一次的有关年期是由 2005 年 8 月份倒数 5

年，而第二次的有关年期是由2005年12月份

倒数 5 年，两个年期有“超过 4 个月”的分

别。因此，移民官第二次的决定，不一定要

与第一次的决定相同，移民及难民局裁定，

移民官的做法是合法（valid in law）的。

至于移民及难民局这样的推论是否合

理，就见仁见智了。

话虽如此，聆讯还未结束的，因为移民及

难民局下一步就是要独立衡量温立谦的案情，是否有足

够的人道和同情因子，令他可以维持永久居民的身份。

温立谦的法律代表提出了大量论点和有关证据，

去支持当事人有足够的人道和同情因子，包括：1）他

有决心长久地在加拿大居住和扎根；2）他在加拿大

上学从不间断；3）他在小区活动上非常活跃；4）他开

设银行户口及有报税；5）他得到在加拿大的亲属及

小区支持；6）他在加拿大时的行为良好。

最后，移民及难民局裁定案情有足够的人道和同

情因素，判温立谦上诉得胜，维持他永久居民的身份。

温立谦其后亦如愿以尝：获发一张正式的“枫叶卡”。

本案说明，移民法律不但繁复，而且还存在不少

灰色地带。有些问题，看似容易解决，但实际上陷阱

重重，有问题的话，最好还是请教专家顾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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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416-590-7465；

手机：416-451-4867；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