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移民法及有关的行政措施，会应多种环境的转

变而不断更新。例如数个月前，有关技术移民的申请条件

及申请方法，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详情，在先

前的文章已有所提及，在这里不再复述了。

法例的改变，以前有细微的，亦有重大的。细微

的，是指整套法例的其中一条或数条的微少修订。重

大的，就是指整套法例的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整

套的全新法例。

对上一次有关移民法例的重大改变，发生在2002

年。那是，新的移民法诞生，该法例称为《移民及难民

保护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而

被 取 代 的 旧 法 ，称 为《移 民 法》（Immigration Act）。

2002年的新法，沿用至今。

法例的兴替，在执行上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某

些情况，更设有所谓“过渡期”的安排。不过，由于法

律条文通常以艰深的文字和语法写成，以至条文的真

正意思可能被误解，引发不少导至扰民的事故。

以下案例，可见一斑。

贾先生以企业家类别申请移民，他的申请，

是在2002年以前提交的，亦即是说，他提出申请

时，旧法例仍然生效。贾先生有意到魁北克省定

居，于是另外向该省申请提名证书，魁北克省在

2002年3月向贾先生发出证书。

由于当时，新的移民法正在酝酿，贾先生的移

民申请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直至2002年6月，

新的法例，即《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生效后，贾先

生的移民申请才获继续跟进。

到了 2003 年，贾先生终于取得移民签程，他

急不及待，很快便登陆加拿大。由于他是以企业

家类别移民加拿大，他的永久居民身份是有条件

限制的：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限内，履行有关条件

所载的责任，否则，他便会被视作违反条件，被告上移

民法庭。移民法庭如果裁定他违反条件，便会向他发

出驱逐令，那时，他便要离开加拿大，返会原居地。

根据新法例，附加于贾先生永久居民身份的条件，是

这样的：

A.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的首 3 年期间，至少其

中一年符合以下条件：

- 在加拿大经营管理一门合资格的生意，并控制

该生意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股权；

- 积极参与及经营管理在加拿大的该门生意；

- 该生意必须聘用不少于一个加拿大公民或永久

居民。

B. 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首3 年期间，必须向有

关部门证实巳履行申请时所作出的承诺：

- 移民报到后6个月内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在加

拿大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 报到后24个月之内，必须向有关部门提出证据，

证明巳作出努力，履行条件所载的承诺。

贾先生登陆加拿大一年后，即在 2004 年，移民部

却通知贾先生，他违反了移民条件，勒令他出席移民

法 庭 应 讯 。 移 民 部 称 贾 先 生 违 反 了《移 民 法》

（Immigration Act）（即旧法）某些条款。

贾先生虽然极力与移民部交涉，但是案件没有得

到 和 解 ，并 排 在

2007 年在移民法

庭审理。

在法庭上，移

民部委派了一名

专家证人，即移民

部商业移民“区域顾问”作证。这位证人称：

1) 所有被魁北克省选取的企业家移民，如果是在

新法实施前被选取的，均被旧法所约束；

2) 有些被魁北克省选取的企业家移民，在新法实

施后才获发移民签证，或在新法实施后才登陆加拿

大。然而，这类移民，仍是被旧法所约束；

3) 根据新法例第363条有关“过渡期”安排的规定，

以旧法被选取的企业家移民，仍是被旧法所约束。

移民部坚持贾先生是被旧法所约束，并且没有

根据旧法所载的条件，履行相关责任。因此，贾先

生的永久居民身份应被取消。

贾先生的永久移民身份，是否就此画上句号？请

看下回文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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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416-451-4867

电邮：terry.ng@canada-world.com

CWO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移民圈十大奇案（四）

最无辜企业家事件簿——解除移民条件新旧法例混淆，企业家无端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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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553年英国探险家带领三艘海船开向北冰

洋深处，人类对北极的探险就从未停止过。在历经了地

理扩张、争夺航道、猎鲸热潮、科学探险之后，北极探险

旅行悄然兴起。随着各种户外装备的完善，去北极不再

是探险家和科学家的专利，独特的地理风光、奇异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目光。

相比较去南极需要经过数次转机、上船的周折，去

北极旅行显得更方便一些。从加拿大出发，可以很容易

地深入北极圈，直接前往北冰洋岸边的冰雪小镇。

行程：多伦多—图克托亚图克—巴芬岛—北极点
图克托亚图克（Tuktoyaktuk）

在大本营多伦多做好出行的准备后，就可以出发

了。之所以选择图克托亚图克（Tuktoyaktuk），是因为

这是爱斯基摩人的聚居点，除了感受当地的极寒气候，

拜访北极人是我们到这的第一要务。

甚至连到图克托亚图克附近的城市——伊努维克

(Inuvik)旅行的游客，大部分也都会要求旅行社带他们

到图克托亚图克玩一天。图克托亚图克不仅是爱斯基

摩人的聚居点，也以盛产冰核丘（Pingos）著名。

冬天时，这里的气候非常严寒，因此大海都结成冰。

冰如此的厚，形成自然道路，图克托亚图克的居民都会开

车到伊努维克买杂货。至于夏天，他们的唯一交通工具

就只有飞机，因此当地居民基本上都被“困”在岛上。

拜访在这儿居住的北极人。你会惊叹原来北极人

的家和我们相差不远，他们也有洗衣机、冰箱、电视机，

十足摩登。

另外，他们还会请你吃鲸鱼肉，谈这里的男人如何

在冬天时射杀北极熊、北美驯鹿，夏天的时候他们猎杀

鲸鱼等等。你还有机会穿北极人叫Parka的民族服装。

虽然这个一天行程不便宜，大概要450加元，不过你能

体验真正北极人的生活，又能将脚浸在北冰洋中，真的

是值得。

巴芬岛（Baffin Island）

一望无际的雪原，坚冰覆盖着曲折蜿蜒的海岸线，

其间北极熊出没，还有祖祖辈辈坚守在这里的爱斯基摩

人，这里就是巴芬岛（Baffin Island），仍位于人类文明禁

区内的它，是大自然创作并保留的最原始的荒原，鬼斧

神工的地貌、神奇的天文现象、奇特的生物群落都在召

唤着你……

从图克托亚图克出来，我们来到更北方的巴芬岛。

巴芬岛虽然人烟稀少，没有公路和铁路等交通，但

已经是北极圈中居住人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北极探险队

的基地所在。在地理上，巴芬岛的东方有巴芬湾、大卫

斯海峡；可通到丹麦的格陵岛；南方则有福克斯湾、布西

亚湾，可通往加拿大本土。

1615年，探险家威廉·巴芬是第一个成功环绕巴芬

岛航行的人，此岛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目前巴芬岛上最

大的城市是伊魁特（Iqualuit），它也是加拿大努勒维特

省的首都，于1999年4月1日从西北地方独立出来的。

主要居民是因纽特人（Inuit）。

从最北端的伯德(Bordeur)半岛出发穿越巴芬岛，

第一阶段是滑雪前行。拖着重达200磅的雪橇，穿行于

怪石嶙峋的峡谷，你马上就会发现，地形的复杂性远远

大于地图给你的提示。寒冷的天气加上艰难的路途，体

能消耗极大，每天要补充至少5500卡路里的热量，才能

保持体温和体力，而食物以奶酪和人造黄油为主。

巴芬岛有三分之二位于北极圈内，午夜的阳光照

耀着冰川，周围的山峰海拔约1900米，山顶的冰雪终年

不化。傍晚7点，大脑早已下达了“睡觉”的命令，天色

却依然明亮。午夜12点，太阳依旧明晃晃地挂在山

巅。早上8点，太阳已转了半个圈，依然是阳光普照。

下午4点，太阳又回到了对面山上，在你的头顶上划了

一个完整的圈。

北极点（North Pole）

北极点，即是指地球自转轴与固体地球表面的交

点。你若站在极点之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理常

识，便不再管用。你的前后左右，都是朝着南方。你只需

原地转一圈，便可自豪地宣称自己已经“环球一周”。

不过，在极点之上，尽管有就地环球之行的潇洒，也

会遇见难分时间的麻烦。众所周知，人类把地球按照经

度线分成了不同的时区，每15°为一个时区，全球共24

个时区，每个时区相差1小时。而对于极点来说，地球

所有经线都收拢到了一点，无所谓时差的划分，也就失

去了时间的标准。若在极点进行一场乒乓球比赛，那只

小小的球，便一会儿从今天飞到了昨天，一会儿又从昨

天飞回今天。要从地形上指出北极点的准确位置，是一

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北极点上是一些相互碰撞、相

互碾压的大堆块冰，这些块冰又朝顺时针方向，时停时

进地在北冰洋上打圈圈。因此，用以辨别北极点的冰

层，可在一星期内漂离老远。只有用仪器，才能精密地

确定北极点的准确位置。

与南极大陆的礁石土地不同，在北极厚厚的冰面

下面，其实是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入北极，走得越远，那

是对自己能力更深一层的挑战。当然，走累了，也可以

租一辆狗拉雪橇。这是在北极地区最常用的交通方式，

如同许多经典电影里，狗拉雪橇朝着北极点飞驰。那

里，有美丽的极光在等候。

最佳探险时间：
北极冬季可长达8-10个月，夏季是去北极探险的

黄金季节。

交通：
飞机能在一天之内将你带到北极点。巴内（Barneo）

原是极地科考的一个临时海上着陆点，距离北极点仅100

公里，可以先飞到Barneo，之后再乘直升机抵达北极点。

这样的探险虽说轻松了点，但俯瞰浩瀚的北冰洋和高耸

的冰山，却是旧时代的探险家们无缘享受的乐趣。

注意事项：
在北极，罗盘指针指的北并不是地理上的北极，必

须考虑磁偏角的影响。GPS只能提供定位，最便捷的方

法是依靠太阳。冰裂缝是阻止北极行走的最大障碍，判

别前方有无冰裂缝要注意观察，大的冰裂缝是海水蒸发

的地方，远看冒黑烟，冰裂缝越开阔黑烟越浓。除此之

外，只有依靠卫星才能辨识。在北极地区，冻伤一般是

避免不了的，防治措施相当重要。要了解冻伤的程度，

防治冻伤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运动，保持全身热量的

循环供应。 （编辑：王优）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跨越极寒：从加拿大到北极

户外探险、野外生存，正越来越成为深受

现代人爱好的休闲运动项目。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人类也是从自然界走出来的，但是现

代人远离野外环境已经太久，越来越依赖人

工环境生存。在进入自然环境中进行探险活

动时，如何能在此环境中安全生存的问题就

显现出来。行囊中的应急小宝贝：报纸、高锰

酸钾、保温毯。

☞报纸
保暖：运动就会出汗，尤其是在大运动量

的户外运动后。出汗时，被风一吹，会带走身

体的热量，不仅增加寒冷程度，粘在身体上的

湿衣服还让人行动不便。将报纸前后贴身铺

平，保温效果很可观。报纸致密性强，挡风效

果很不错，相当于多穿了一件保暖内衣。出

汗后，报纸会吸附汗液，而不至于使衣服沾

湿。轻轻地将已经潮湿的报纸取出，在空气

中抖干，再次使用就可以了。

点火：据报道，在报纸上倒一小勺高锰酸

钾，再滴上几滴汽车防冻液，把报纸揉成一

团，30秒内就会着火。

驱虫：野外有各种飞虫走兽出没，尤其是

扎营休息时蚊虫干扰，令人烦躁。点上一张

略潮湿的报纸，产生的烟可以驱走蚊蝇甚至

爬行动物；燃烧的火焰，还可驱走走兽。

夹板：行进中摔伤是常见的损伤，在现场

无法断定是扭伤还是脱臼，甚至骨折的情况

下，急救原则是都当成骨折来处理。那就是

让受伤部位制动（固定不动），避免移动造成

伤处再次损伤。制动就要使用夹板，在户外

获得夹板的机会很多，比方说树枝、树干。但

是，最安全、最便捷的夹板就是报纸。报纸柔

软不伤皮肤，省去使用树干做夹板需要大量

衬垫的麻烦。

纠正呼吸性硷中毒：高山空气稀薄，人会

利用加快呼吸来改善缺氧状况，但是过度呼

吸会呼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造成呼吸性硷中

毒，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如果将报纸卷成漏

斗状，在漏斗顶端留出直径1厘米的小孔，用

漏斗的底部包住口鼻，一部分呼出的二氧化

碳又被吸入呼吸道，用此方法预防和纠正呼

吸性硷中毒。

☞高锰酸钾
生火：根据高锰酸钾与有机物接触、摩

擦、碰撞，会产生热量并放出氧会引起燃烧的

原理，用一份砂糖两份高锰酸钾混合后，在干

木片中间研磨，如果天气干燥，木片很快就能

燃烧，时间短、效果好。

净化水：高锰酸钾是自来水厂净化水用

的常规添加剂。在野外取水时，1升水中加三

四粒高锰酸钾，30分钟后即可饮用。

消炎：高锰酸钾为强氧化剂，遇有机物即

放出新生态氧，有杀灭细菌作用。其杀菌力

极强，临床上常用浓度为1：2000—1：5000的

溶液冲洗皮肤创伤、溃疡、鹅口疮、脓肿等。

溶液漱口用于去除口臭及口腔消毒。应注意

的是，溶液的浓度要掌握准确，过高的浓度会

造成局部腐蚀溃烂。在配置溶液时要考虑时

间，高锰酸钾放出氧的速度慢，浸泡时间一定

要达到5分钟才能杀死细菌。配制溶液要用

凉开水，用热水会失效。

洗胃：在野外误服植物中毒时，要尽快洗

胃，减少毒性物质吸收，简单的方法就是用1：

1000—1：4000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洗胃。检

验此浓度的简易方法是直视溶液呈淡紫色或

浅红色即可。误服极高浓度的高锰酸钾液会

造成中毒，所以要注意安全使用。

做标记：雪地迷路时，可将高锰酸钾颗粒

撒在雪地上，产生的紫色可以给救援者引

路。不过，颜色通常只能保存两小时左右。

TIPS：高锰酸钾是强腐蚀剂，使用时，不

要直接用手接触，以免烧坏皮肤。只有配成

合理浓度时，才可直接接触。

☞保温毯
国际通用的保温毯实际上是锡箔纸做成

的，一般长2米宽1.8米。折叠起来也就是烟

盒大小，比一盒香烟还轻。

保温：保温毯顾名思义就是保温，寒冷

时，将其裹在身上或易受冻的部位，可以反射

人体散发出来的热量，达到保温的效果。

急救：体温下降会加剧受伤者的伤情，包

裹保温毯对伤患者是一种保护。另外，当看

到伤患者身上包裹了保温毯，提示此人已经

受伤并且经过了初级急救，医务人员会优先

对其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反光：野外遇难时，将保温毯裹在身上，

利用其反光作用帮助救援人员寻找目标。

当担架：保温毯韧性好、轻便、柔软、可塑

性强，可以用来当担架。我们曾经让200斤重

的人平躺在展开的保温毯上，六个人同时拎

起保温毯的四个角和毯边的中间，竟然不破

损！当然，这种担架只是短距离使用的临时

措施。使用时注意同步操作，否则会轻易撕

破，摔伤伤病员。

（编辑：王优）

户外急救篇：行囊中的应急小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