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担保一个家庭成员来加拿吗？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为家庭团聚
类成员担保一些亲戚。家庭团聚类包括：
•

你的配偶或合法同居伴侣

•

你能够担保您抚养的子女。这是指
22岁之下未结婚或没有合法同居伴
侣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
能够担保22岁之上的孩子。

你也许还可以担保其他亲属但是视情况而
定的。
了解担保和担保家庭类更多信息，请访问
在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所列出的加拿大公民
和移民部CIC网站。
有些人不允许进入加拿大。他们是“不可
接受的”。你可以在加拿大公民和移民网
站找到更多的信息。
当你担保一个亲戚，具体取决于关系而
定，你要承诺有三至十年在财政上支持他
或她。你必须证明你赚足够钱来支持他或
她。

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CIC)网站:
www.cic.gc.ca

• 担保一个亲戚: www.cic.gc.ca/english/
immigrate/sponsor/index.asp

• 权利和居留规则: www.cic.gc.ca/
english/newcomers/about-pr.asp#pr_can

• 难民过程：: www.cic.gc.ca/english/
refugees/inside/apply-who.asp

• 永久居留: www.cic.gc.ca/english/
immigrate/index.asp

• 移民顾问: www.cic.gc.ca/english/
information/representatives/faq.asp

• 成为加拿大公民:
www.cic.gc.ca/english/citizenship/
become-eligibility.asp#time

• 成为加拿大公民:
www.cic.gc.ca/english/citizenship/
become-eligibility.asp#time

• 关于不可接受的人士:
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
inadmissibility/who.asp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Immigration and
我们是临时居民，但我们的孩子在加拿大
出生的。这是否改变我们的移民身份？

Refugee Board) (IRB): www.irb-cisr.gc.ca

不会的。如果双方父母都是临时居民，
他们的新生孩子是自动成为加拿大公民，
但他们的临时居民身份不会改变。

www.novascotiaimmigration.ca/immigrants/
immigrating-to-ns

新斯科舍省提名计划的信息:

先从LISN的在线法律信息开始 - 您可
以找到 许多法律问题的答案：
www.legalinfo.org

致电我们的法律信息热线获得免费的
资料法律信息 1 800 665-9779 或
455-3135。

需要律师吗？致电我们的律师转介服
务1 800 665-9779 或 455-3135，要求
律师引荐。

新移民需要了解关于

你可以安排和律师30分钟的会议，收
费20元另加统一销售税(HST)。这会议
可以给你重要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是
在警察拘留或刑事法庭，你可以得到
免费的口译服务。
只想听关于特定的法律主题的录音信
息吗？打电话到拨号法律( Dial-a-law)
420-1888。
哈利法克斯难民诊所 (The Halifax Refugee
Clinic) 提供难民的情况准备和其他在新
斯科舍省的难民法律服务：
地址:
1581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
哈利法克斯(Halifax),
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 B3J 2C3。
电话：902 422-6736，
或访问他们的网站
www.halifaxrefugeeclinic.org

请参阅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你能够带什么入加拿大:
www.beaware.gc.ca/english/toce.shtml

这本小册子
对加拿大的新来者
提供一些关于
加拿大的移民制度
以及他们的权利和责任的信息

如果你有法律问题，你应该跟律师谈
论。法律和规则可能会改变。这本小册
子中提到的法律的变化，你应该与律师
或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核对。
这本小册子包含一般的法律信息。它不
提供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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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过移民进程每年欢迎数以万计的
新移民。新来者对丰富加拿大的文化多元
性和文化遗产，改进加拿大的经济福利发
挥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的移民制度是复杂的。对新移民和
想要帮助新移民的人来說，法律和条例可
能难以理解。
根据加拿大宪法，移民是加拿大政府与各
省和地区之间的共同责任。加拿大政府负
责为想要来加拿大的外籍移民设置标准和
选择过程，设置移民类别并決定谁人不能
接纳进入加拿大或谁人准许留在加拿大。
省政府提名计划给各省和地区的移民选择
权利，如果个人能满足特定的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让他们提名永久居留。

是否有不同类别的移民身份？
是的，这里有不同类别的例子：
永久居民，是已申请并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的人。一旦你拥有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
公民和移民部将提供永久居民身份的文
件，即永久居民卡。每五年你可以申请居
民卡续期。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只要
你是永久居民，你有权进入并且留在加拿
大。如果你离开加拿大，你应该随身携带
您的永久居民卡。当你用不同方式进入加
拿大，如飞机，船舶，火车或公共汽车，
或其他方式，有效的永久居民卡证明你是
永久居民身份。永久居民必须遵守的“移
民和难民保护法”中所描述的居住责任。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在这本小册子的末
尾的链接有关居留权利和规则。

临时居民，是获准临时期间进入加拿大，
临时期间结束时需要离开加拿大的人。国
际学生，游客和探亲访客，临时性外国工
人是临时居民身份的例子。永久居民和临
时居民不是加拿大公民。
临时居民的权利和特权比永久居民少。超
出了你的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您没有留在
加拿大的权利，除非你成为永久居民或公
民。
难民和需要保护的人，是在加拿大境內或
境外恐惧返回到他们的祖国，在那里会遇
到危险或遭受迫害的人。加拿大维持人道
主义传统和国际义务，每年为数千人提供
庇护。公约难民或受保护的人可以得到永
久居民身份，并得到永久居民卡。
在加拿大由移民部门和难民委员会决定个
人是公约难民或需要庇护的人。申请难民
的人不是临时居民。

我申请移民加拿大之前，我需要律师或移
民顾问吗？
不需要，申请移民加拿大之前你不需要律
师或移民顾问。所有你需要的申请表格和
资料信息，可以从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门
(CIC)免费取得。并且有一个指南，帮助
你填写申请表格。
任何人士如收取费用或以提供意见或代表
阁下的申请而收取费用，必须於加拿大的
监管机构之一注册。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在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所列出的CIC网站。

我是一个永久居民。我有什么权利？
永久居民有许多权利和加拿大人与生俱来
的权利一样，包括的权利是：
•

获得许多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

•

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

•

不能因为你的种族，民族或人种，
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年
龄，或心理或身体残疾而歧视你

•

实践你的宗教信仰，并有自己的信
仰和意见

只要你符合条件，你有权利申请加拿大公
民身份。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成年人在
申请之前四年必须在加拿大住满至少三年
(1,095天）。未满18岁的儿童不需要满足
这个要求。
成为永久居民之前，在四年期间内，你能
够计算在加拿大的时间。使用公民计算器
找出您是否在加拿大住有足够的时间可以
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加拿大公民和移民
部(CIC)的网站和计算器链接，以及申请
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其他信息请参阅在这本
小册子的末尾。
有一些权利是永久居民没有的。例如，你
不能：
•

投票或运行政治部门

•

做陪审员

•

参加加拿大军队

•

做某种需要高度的安全检查工作

•

如果有严重刑事罪行被定罪，并已
告知要离开这个国家，不能留在加
拿大。

如果我是一个永久居民，我可以前往其他
国家吗？
是可以的，但你在出行前需要有正确的文
件。有些国家可能需要你申请访问者或者
非移民签证。你要查询你打算旅行的国家
是否需要签证。你最好在预计旅行日期前
提前申请。
如果你是一个免签证国家的公民，你可能
不需要签证，但你必须持有你国家的有效
护照。
你必须出示有效的永久居民身份证或其他
材料证明你是永久居民才可以重新进入加
拿大。这条件适用于所有旅行的家庭成
员，包括儿童。如果你是永久居民，必须
拥有你自己国家的护照以及你仍然需要满
足该国的签证要求，而不是加拿大的。你
不能使用加拿大公民身份旅行。

我已经被接纳成为新斯科舍省提名计划的
一部分。我的移民身份是什么？
你已经完成了两步过程中的第一步，才有
资格成为永久居民。一旦你被提名，你必
须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申请永久居民。
只有联邦政府有权力给予永久居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