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技术移民（Skilled Worke）类别移民加拿大

的数字，十分惊人。单在2008年，就有超过十万名

技术移民登陆加拿大，几乎占总移民数字的一半。

技术移民适合拥有相当职业技能的人士。 申

请人的职业分类是根据加拿大政府制订之全国职

业分类名册，从而厘定申请人现行职业会否适合加

国之需求。

技术移民其中一项特点，就是评分制。根据

《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76条，移民部会根据申

请人的以下因素，作出评分：

1）教育程度；

2）工作经验年资；

3）年龄；

4）英语和法语能力；

5）预先工作安排；

6）适应能力。

一名申请人最高可获的分数是100分。

相信大部分人所认识的，就是合格分数，是67

分。他们的理解是，申请人必须取得最少67分，才

能获得移民资格。他们的概念是：申请人如果获

67分或以上（假设其它要求如体验、刑事纪录等都

无问题），申请便一定获批准；相反，申请人如果获

少于67分，申请便一定不获批准。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事实是如此：67分

或以上的申请都有机会被否决；67分以下，亦有机

会申请被接纳。以下真实个案，可作参考。

蔡小姐，38 岁，中学教师，她希望以技术移民

类别申请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她的第一步是尝

试寻找一份加拿大的工作，她希望在“预先工作安

排”方面，获得一些分数。经过多番努力之后，终于

有一所位于多伦多的学院决定聘用她为音乐教师，

并向她提出聘用邀约（Offer），有效期为两年。

蔡小姐跟着便应考有关的英语能力测验（雅思

IELTS）。英文测验的结果是：1）听：没有；2）讲：没

有；3）写：没有；4）读：基本。

移民部审核蔡小姐的申请后，认为她不能胜任

该工作，原因是该工作需要说写英语的能力，而她

雅思测验的成绩显示她完全没有这些能力。移民

部于是在“预先工作安排”这一项，给蔡小姐0分，

最后她的总分是61分，移民部于是否决她的申请。

蔡小姐的移民梦想，是否就此幻灭？

他立即寻找专业移问顾问的意见，移问顾问告

诉他，她有理据向联邦法庭提出司法复核，推翻移

民部的决定。

原来，技术移民申请是否成功的关键，是载于

《移民法》第12条。该条指出，所有经济类移民（包

括技术移民）申请，审查的重点是基于申请人有没

有在加拿大“经济上立足”的能力。因此，关键并不

是所谓的“67分”，而是申请人的潜在能力。

有鉴于“67 分”不是具决定因子，于是，《移民

及难民保护规则》第 76 条载有一项很重要的规

定。第76条规定，无论申请人的分数是否获得最

少的 67 分，移民部都可用“替代性评估”方法

(Substituted Evaluation)，来评定申请人是否有能力

在加拿大“经济上立足”。

在联邦法庭上，蔡小姐的法律代表提出了两个

主要论据。第一，蔡小姐已经获加拿大

一所机构聘用，而且亦获劳工部批文。

第二，她的备用资金总数达 69 万加币。

单是这两点，便足以显示她极有能力在

加拿大“经济上立足”。

不单如此，蔡小姐的法律代表在庭

上呈上了一份极有力的证据，就是加拿

大聘用她的学院院长的一封信。该信的

部份内容是这样的：“她（蔡小姐）的态度

令我感到她的勤恳和勇于接受挑战；她

现正努力地改善她的英语能力，她上私

人英语课堂及会话班。总括来说，她有

能力担任她的职责，她有决心学习加拿

大的语言和习俗，我肯定到时她的英语

会有很大的进步。”

法庭听取了上述的论点后，毫不犹

豫便裁定移民部否决蔡小姐的技术移民申请是

不合理的。于是判她获胜。

是案说明，移民申请，不是表面上看来那么

简单。每一宗个案，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有些个

案，看似机会甚微，其实是有反胜的余地，只是被

忽略了。所以，最好还是向专业移民顾问请教，于

每一细节上，作出仔细的分析及最佳的回应。

另外，不妨考虑与移民顾问模拟与移民官面

试，此举不单预先知道移民官会发问什么问题，移

民顾问亦会跟据你的答案教你如何诚实而技巧地

应对，而对你不利的问题及遇到困难的问题应如何

技巧地应付，从而使你镇定自若，提高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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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生电话 416-590-7465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手机：416-451-4867

通达2008年度报税专题系列之一
怎么报好2008年度的税

在加拿大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通达

生意中心专门收集了与报税有关的知识，

助您顺利完成报税。

每年 1—4 月，是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的

申报期。这段时期内，加拿大各大电视台

都会播放宣传依法纳税的公益广告，提醒

人们按时申报纳税。同时，税务部门也通

过各种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报税服务。

全面的信息服务
每年2月底之前，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纳

税人均会收到税务局寄来的报税表单，其

中包括申报表、填表说明和税率表等。填

表说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详细说明本年度

的税收政策有什么新变化，申报表的每一

项应该如何填写，可以申请哪些扣除、哪些

抵免，不按期申报会受到什么处罚，在什么

情况下可以避免处罚，以及纳税人有问题

时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帮助等。而且这些

报税文件及其他涉税出版物还备有盲文、

大字体印刷、电子文档和录音等形式，供不

同情况的纳税人使用。

报税的主要途径
纳税人的申报方式有多种。除邮寄申

报外，税务局还提供多种电子申报方式供

纳税人选择。其中包括网上申报、电话申

报和代理申报等。网上申报是纳税人可以

使用由税务局授权的软件或互联网应用程

序，通过互联网填写申报表。电话申报是

纳税人可以通过电话填写申报表。代理申

报是纳税人可选择一家注册税务代理机构

代为进行电子申报，这种代理机构一次可

以通过互联网上传1—60个客户的申报资

料。

另外，税务局还提供多种形式的咨询

服务。其中，包括800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24小时的电脑自动服务、工作时间的人工

服务，在申报期内，人工服务延长到晚间及

周末。工作时间内，纳税人还可以到纳税

服务部门和税务中心的服务大厅获得面对

面咨询服务。加拿大全国共有57个纳税服

务部门，9个税务中心。此外，纳税人还可

以通过传真获得咨询服务。税务部门还通

过特殊的手段为聋哑人提供咨询服务。

电话报税（Tele file）及网上报税（Net

file）具有方便、快捷的优点，不过，报税人需

要有税务局给的使用代码（Access Code），

在您报了第一次税，税局开始有了您的报

税记录之后，税局就会在每年的1月将此代

码寄达您家中。使用电话或网络报税，除

税务局特别要求外，一般不需附交任何凭

单或收据之类的支持文件。税务局通常约

在 两 周 之 后 寄 发 评 税 通 知（Notice of

Assessment）及退税。

通达生意中心要提醒大家的是，纳税

人有责任保留财务及税务数据六年，以备

税务局随时审查。

税表的领取方式
用于报税的个人税表T1General通常都

可以在邮局拿得到。如果曾使用邮寄方式

报税的纳税人，每年报税时期，税务局都会

根据纳税人提供的地址将税表寄出。另外，

部分公立图书馆内也提供当年的税表，在各

税务局的办公室及税务局的网站上都提供

各类税表。如果使用网上报税和使用软件

报税时，则不需要税表。

若申报人的地址改变，则应该尽快通

知加拿大税务局，以免错失税务局的退税

款及其它通知。

报税截止日期
加国税务局规定，报税截止日为每年的

4月30日午夜，如果纳税人及配偶在上一个

税务年度有自雇收入，报税截止日将为6月

15日午夜。需要注意的是，若需补缴税款，

必须在4月30日报税截止日前付寄，以防止

推迟报税而引起的罚款和利息。税表的邮

寄以邮戳为准。

不交或迟交报税表的后果是严重的，

将面临罚款并需要交纳利息。计算办法如

下：

超过截止日期一天，会罚欠税款的5%，

每迟一个月加罚 1%，但最多不超过 12 个

月，也就是最多17%。但若在过去三年中迟

报 并 补 罚 款 者 ，或 已 被 政 府 正 式 要 求

（Formal Demand）申报者会重罚，先罚10%，

每迟报一个月加罚 2%，最多 20 个月，所以

可罚到50%的罚款。除了罚款外，还要交纳

利息，利息以每季税务局公布的法定利率

（Prescribed Interest Rate）为准。

税款抵减额（Tax Credits）
在 税 务 专 业 上 ，税 款 抵 减 额（Tax

Credits）与所得扣除额（Deductions）是两个

重要的概念，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直

接抵减税款，后者是造成所得的减少。

可以申报的税款抵减额包括：基本个

人免税额、高龄免税额、配偶免税额、合格

扶养人免税额、CPP 供款、EI 保费、本身的

学费和教育费、医疗费用、慈善费用等。

所得扣除额（Deductions）
将各种来源的收入加总而得到的综合

所得，可以扣除一些税法所容许的个人性

支出，才达到应课税所得，这些可以减税的

个人支出在税法上称之为“所得扣除额

（Deductions）”。

可以申报的所得扣除额包括：RRSP、

工会年费及专业职业协会会费、残障支持

费、托儿费、搬家费、赡养费支出、其它受雇

费用等。

工 会 年 费 及 专 业 职 业 协 会 会 费

（Annual Union, Professional or like dues）可

以申报扣除额。与薪资有关在年度内缴纳

的费用，例如：付给工会或公务员协会的年

度会员费、根据各省的法规付给专业职业

协会的年费、为维持各省法规要求的职业

公员资格而缴付的专业年费及专业保险保

费都可以申报作为抵税额。但是年度会员

费 并 不 包 括 入 会 费 、特 征 费（Special

Assessments）或者其它并不为维持组织的日

常营运的费用。

托儿费（Child Care Expenses）也可申报

扣除额。李金萍指出，当夫妻双方必须请

人代为照顾孩子才能去工作、经营生意、

“全时间”（Full Time），或“部分时间”（Part

Time）就读学校、接受职业训练或进行研究

补助的研究时，才可以扣减托儿费。

按照税务局规定，填报托儿费所得扣

除额者通常是夫妻中所得较低的一方。托

儿费可以包括在家庭中或托儿所的托儿

费，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及各种活动

营（Camps）的费用。

搬家费（Moving Expenses）的扣减额也

有一定规定，李金萍解释，适用于为了经

商、就业或就读大专院校在加拿大境内的

搬迁。新家距新的工作场所或学校要经旧

家近40公里以上时，许多与搬家有关的费

用都可以在新的工作场所赚得的薪资或自

雇中扣除。如果是全职学生，只有在有奖

学金或研究补助时才能扣减。当年度未扣

尽的余数可以在下一年或以后的年度中扣

减。

除了雇主代付的部分之外，搬家费用包括：

合理的旅费，包括纳税人本人及家属

旅行时所花的食宿费。

行李托运费，包括储仓费。

在旧家及新家附近的旅馆费、膳食费，

最多可报销15天。

旧家租约的毁约费用。
出售旧家的销售成本，包括房地产经

纪人的中介费。在出售旧家的情况下，购

置新家的律师费及房地产转移税（Transfer

Tax）。

不过，由国外移民到加拿大的搬家费

是不可以扣减的。因为搬家费通常只适用

于加拿大境内的搬家，由外国搬到加拿大，

或由加拿大搬到外国的情况一般是不适用

的。

2008年个人所得税税率
加拿大实行二级税收制度，即联邦税

收体系和省税收体系，指联邦和省政府对

在纳税年度居住在本国本省或从本国本省

取得收入的个人应纳税所得进行课税。它

是一种累进税率制，不同收入段适用不同

的税率，一般来说，每年联邦政府和省政府

会对收入段和税率作小幅度调整。

据 加 国 税 务 局（Canada Revenue

Agency）公布的信息，2008年度个人所得税

税率表如下：

联邦政府：

应纳税收入 适用税率

$0to$38,832 15%

$38,832 to $77,664 22%

$77,664 to $126,264 26%

Over $126,264 29%

个人免税额是$9，600，无收入来源的配

偶免税额亦是$9，600，免税额适用于各档收

入阶层，但计税时采用最低一档税率。

未完待续

（ 本 文 由 通 达 财 富 网 www.

TondaMoney.com提供）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大新闻：
英文听讲写全不懂61分技术移民赢官司

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2007—2008年间，有24,846

人成功获得刑事洗底。在最近的5年中，有86, 000人

得到刑事洗底。自1970年以来，获刑事洗底的人数为

350,000 。这项数字仅针对获得刑事犯罪记录的人群，

不包括那些曾被指控，但案件被撤销，申请销毁照相和

指纹或被逮捕记录的情形。其中，接近97% 的刑事洗

底仍然有效，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获得刑事洗底的人都

珍视这一人生机会，未再犯有新罪，从此过上了正常的

生活。这无疑对社会安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看，对于那些犯有刑事犯罪

记录的人来说，获得刑事洗底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从此，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喜爱的专业和学校去读

书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可以任意从事一项

梦寐以求的工作，为自己的家庭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过去的犯罪记录不再成

为申请移民和成为加拿大公民的障碍；他们有资格争

取自己的子女监护权、收养子女，享受天伦之乐；有的

人申请刑事洗底仅仅是想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片安

宁，摆脱过去压在心里的沉重包袱。因此，刑事洗底可

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似乎是想通过刑事洗底制度

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即摆脱过去，更好地管理自己，

自食其力，做一个守法、负责任的公民，才会有更多的

机会供你选择，这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

刑
事
洗
底
的
公
益
效
果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香港律师,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

M.A, FCMI,CC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