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O 移民法律权威系列之移民圈十大奇案（五)

最发人深省事件簿（下篇)

永久居民犯罪判监兼被令离境
加拿大永久居民都可能因为不同的原

须持有有效护照及签证）。有一点很重要，

因，被取消永久居民身份，及下令离开加拿
大。被命令离开加拿大的人士，通常都会

就 是 有 关 人 士 如 在 离 开 令（Departure
Order）生效 30 天后仍没离开加拿大，离开

接获有关的离境令（Removal Order)。由于

令（Departure Order）便会自动成为驱逐令

离境令（Removal Order)的名目不同，以至
一些收到离境令的人士大惑不解，甚至不

（Deportation Order）。关于驱逐令的规定，
请看下文。

知所措。
原来，离境令（Removal Order)是因应
事件的严重性而分为三种，每种命令，有不
同的含义及法律效力。

第 225 条 规 定 ，凡 因 为 排 除 令
（Exclusion Order）而离开加拿大的人士，最
少一年内不能再进入加拿大，除非事前获
移民部的书面批准。

根 据《 移 民 及 难 民 保 护 规 则 》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第 226 条 规 定 ，凡 因 为 驱 逐 令
（Deportation Order）而离开加拿大的人士，

Regulations）第 223 条 ：离 境 令（Removal

将永久不能再进入加拿大，除非事前获移

Order）分为以下三种：
1．离开令（Departure Order）；

民部的书面批准。
至于接获离境令（Removal Order）的人

2．排除令（Exclusion Order）；

士，
一般是有权提出上诉的（某些严重事故例

3．驱逐令（Deportation Order）。
《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 224 条规定，

外）。以下个案，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李女士是中国公民，1988 年来到加拿

凡于离开令（Departure Order）生效后 30 天

大，申请难民身份，几经波折，到了 2000 年，

内离开加拿大的人士，日后是可以再进入

终于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她先后结过两
次婚，不过两次都以离婚收场，先后育有三

加拿大而无须要获得移民部的批准（但仍

名小孩，三名小孩都是在加拿大出生。
在 2001 年，李女士和当时的丈夫被卷

李女士犯了一次法，一方面要受到监
禁；另一方面，亦要面临递解出境，可说是

法庭；
6.每 6 个月亲自向边境服务署报到，报

入一宗暴力事故，结果，两人被控多项罪

双重受罚。

到时携同有关个人情况(如就业，居所，婚

名，包括意图谋杀、严重伤人、非法持有枪
械等。

她于是聘用法律代表，向移民上诉法
庭，提出上诉。上诉的主要论据有三点。

姻，
教育等)的报告；
7.不与有犯罪纪录的人或从事犯罪活

到了 2005 年，经过审讯之后，法庭裁定

第一，李女士的有关刑事控罪，只是初犯，

动的人士来往；
8.不拥有或藏有攻击性武器；

李女士严重伤人罪名成立，判入狱 9 个月。
李女士服刑之后，此事是否就告一段落？

并且她没有其它控罪；第二，李女士事后感
到忏悔，亦已改过自新，再次危害公众的机

答案是：否！由于李女士是永久居民，移民

会微乎其微 ；第三，她亦积极地寻找正当

部亦按常规，向移民法庭申请向李女士发
出离境令，理由是李女士犯严重刑事罪行

的工作，
重新融入小区。
上诉法庭接纳上诉论据，将离境令有

被判有罪。

条件暂缓执行两年。如果李女士在这两年

原来，
《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第 36 条有
这样的规定：永久居民如在加拿大因犯刑

间，遵守条件，离境令便会被取消。暂缓执
行条件主要是：

事罪行而被定罪，而该罪行可被判入狱 10

1.住所如有更改，必须以书面通知加拿

年或以上，或该永久居民因此而被判入狱
超过 6 个月，该永久居民便不能进入加拿

大边境服务署及法庭；
2.提供护照或旅游证件副本予移民部；

大，
或继续在加拿大居留。
2006 年 10 月，移民法庭裁定，李女士
因犯了严重刑事罪行，取消她的永久居民
身份，并向她发出离境令。

3.不再干犯刑事罪；
4.如被控刑事罪，立即以书面通知移民
部；
5.如被定罪，立即以书面通知移民部及

9.遵守假释条件及任何法庭命令；
10.不吸食或贩卖毒品；
11.奉公守法及保持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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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38-0220，
电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请 登 陆 http://www.inorstar.com 浏
览吴先生往期文章）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
香港律师
M.A, CCIC, FCMI

安居服务

未成行的婚礼与刑事洗底

约克区列治文山中央图书馆 (Richmond Hill Central Library)

及。我想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刑事洗底与我们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一位绅士携家人在加美边境办理出入境手续，准备去
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家人都办好了手续，他本人却被美国

未成行的婚礼与刑事洗底，这两件事原本风马牛不相

移民加拿大对许多朋友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既令人兴奋，又让人
忐忑不安。离乡背井，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将会是

利讲座”，帮助老年朋友了解安省工作计划、安省伤残福利金、高龄保障计
划、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及安省药物资助计划。讲座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渠

一个巨大的挑战。适应新的语言和文化生活需要时间，也需要帮助和支持。
约克区列治文山公共图书馆的移民安居顾问在图书馆办公，帮助新移
民适应加拿大的生活，帮助新移民家庭和社区及新移民安置机构建立联

道，
让老年朋友相互认识、互通信息、彼此支持。
许多有孩子的移民家庭非常关注安省的学校和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克
服语言障碍，充分发挥学习的潜力，取得优秀的成绩。列治文山中央图书馆

系。同时，移民安居顾问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紧密合作，为各个年龄段的服
务对象提供多元文化的服务。
许多移民朋友因无加拿大工作经验或无从搜寻工作就业信息，而找不

将在新学期来临之际，举办中文的“安省教育体制介绍”讲座，帮助家长更好
地了解和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为孩子的将来未雨绸缪。
移民生活有泪水也有欢笑，移民的路上并不孤独，关键在于沟通和互

到工作。列治文山中央图书馆每月一次的“图书馆工作就业信息资源”讲
座，将介绍帮助移民寻找工作的书刊杂志，演示如何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检索
企业名录、招聘网站、就业信息，并提供一份检索工作就业信息资源的目录

动。移民朋友不要只是消极地去等待帮助，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社区中心、
公共图书馆寻求帮助和支持，积极地融入社区生活。
希望更多地了解图书馆安居服务的朋友，可以联系：
Cynthia Liu

表。
针对老年朋友不适应新环境，有些人不清楚移民应有的权利，列治文山
公共图书馆的 Richmond Green 分馆，将在 6 月 6 日举办中文的“加国老人福

电话：647-271-9772
电邮：cliu@ccsyr.org
（本文由约克区天主教社区服务中心提供）

专业刑事洗底 ACCEL PARDON
www.accelpardon.com

过去的刑事犯罪记录影响了您的就业、升学、
移民、旅游......？刑事洗底可以给您的生活带
来转机。

您的秘密我们用心呵护，
您的心愿我们帮您实现！

联系方式：王继平 （Jacqueline）
Tel: 416.546.8878 (中、英文)
4002 Sheppard Ave. East (东城商业中心顶层)
其他法律服务：小额法庭追债、行政仲裁法庭
维权、简易刑事案件代理、宣誓及证明文件、
代写法律文书。

边境官员告知因为有案底所以不能办理入境手续。先生和
家人为之愕然。他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什么时候留下过案
底。后来经过法律程序拿到的一纸刑事犯罪记录让他恍然
大悟。原来 30 年前，他和几个同龄朋友聚会庆祝 18 岁生
日。之后他坐在汽车的主驾驶位上醉意微微。一位警察走
了过来。他因此受到指控。后来被判刑。但他没有想到，
这件发生在 30 年前的一件事竟使他参加女儿的婚礼未能
成行。每当想起自己清白的家族史，他感到羞愧、痛苦不
堪。后来他的刑事洗底申请被批准，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
头终于被搬走了。
这件事告诉大家，不论经过多长时间，一个人的刑事犯
罪记录是不能自动消失的。需要经过法律程序申请刑事洗
底。如果要入境美国，
还需要申请美国刑案赦免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