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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寻找 
法律帮助！

务必找一位好律师（法律代

表）来帮助您提出难民申

请。如果您付不起律师费，请申请法律援助。无

论您在本省的哪个地方，都可立刻致电安大略省

法律援助计划（Legal Aid Ontario，英文缩写为

LAO）或造访该机构（见第9页）！

立即开始准备！

开始收集文件和证据来证明

您所说的是真实的，而且您

确实需要加拿大的保护。尽

快将您的所有文件翻译成英语或法语。如果您有

资格获得法律援助，LAO将为您聆讯所必需的重

要文件支付翻译费，但有额度限制。

重要的头几步：

本指南中的缩略语

BOC：难民申请理由表（Basis of Claim）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t i zensh 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DCO：指定原籍国（Designated Country of Origin）

DFN：指定外国人（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s）

IRB-RAD：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上诉处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Refugee Appeal Division）

IRB-RPD：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LAO：安大略省法律援助计划（Legal Aid Ontario）

NDP：国家文献库（National Documentation 
Package）

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如果您逃离您的国家的理由符合加拿大难民法要求，加拿大政

府将为您提供难民保护。

这份指南将帮助您理解：

• 如何开始难民申请

• 难民保护的法律定义

• 聆讯准备的最后期限

• 您应向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IRB）提供哪种类型的证据

• 如何为您的聆讯做准备

• 哪里可找到重要的聆讯准备资源

• 聆讯会上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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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保护概述

您可能在原籍国有过可怕的经历或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也

许，由于回国很危险或难以找到工作，您害怕回到自己的祖

国。但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您可以自动获得难民保护的资格。

要获得难民保护，您必需证明您符合“公约难民”（Convention 
Refugee）或“需要受保护的人士”（Person in Need of 
Protection）的定义。在这份指南的稍后部分，您将更多地了

解到这些术语的法律定义。您还必需证明，您所说的是事实。

这一点您可以通过收集证据、呈明并详述您的遭遇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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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IRB-RPD）将决定您是

否有资格获得难民保护。

您要求（“申请”）加拿大难民保护，即意味着您“提出了

难民申请”。要成功通过难民申请，您必须证明您是“公

约难民”或是“需要受保护的人士”。这些术语的法律定义可在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例》（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第96和97节中找到（请参阅本指南第20至

21页）。

!

将会有一个难民聆讯来决定您提出的保护请

求。您的难民聆讯可能会在您难民申请开始

后的1至2个月后举行。在难民聆讯会上，

一位被称为聆讯审判委员的IRB-RPD决策者

将会对您的口头证词、证人证词、难民申请

理由表（BOC）及所提交的任何其他证据

加以考虑，从而决定您是否有资格获得难民

保护。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 IRB可能会

告诉您，您的申请将得到“快速”审

理。如果是这样，您则不会经历常规聆讯程

序。有关快速审理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41页。

在聆讯中会被考虑的文件包括：

• 您的难民申请理由表（BOC）

•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C）要求填写的所

有申请表

• 任何您提交作为证据的文件

• 来自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C）及加拿大

边境服务局（CBSA）的文件

• IRB-RPD的国家文献库（即NDP，见第18
页）中的文件

• 在获得加拿大签证之前您签署的签证申请 

（若您曾申请加拿大签证）

• 您的护照（如有）及其中显示您国际旅行

记录的出入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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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拿大难民保护系统您需要知道的三件重要事情：

加 拿 大 的 难
民 保 护 系 统

审理速度快，时间
要求紧。

使用本手册可帮助您了解难

民保护系统并如期完成需要

的手续。

难 民 申 请 进
程 涉 及 到

三 个 不 同 的 政 府 
机构。

在您的难民申请进程中每个

机构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并有

各自不同的联系方式。如果

您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有变，

您必须分别联系这三个部

门，更新信息。*

 IRB-RPD: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难民保护部

  CIC: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

  CBSA: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如 果 您 来 自
指 定 原 籍 国

（DCO），则有
特别的规定和更短
的时间期限来处理
您的申请。

您应该马上知道您的国家是

否在加拿大政府的指定原

籍国名单中，这很重要。

请访问 www.cic.gc.ca （搜

索“dco”）查看当前的国家

名单。

您也可以向CIC或CBSA官

员询问，您的国家是否在指

定原籍国名单中。

查看第40页关于指定原籍国

的定义。

2 31

地址和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2–43页。

http://www.c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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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期限以及重要日期

您难民保护申请所需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您在何处提出难民申

请，以及您是否来自指定原籍国。

在下面的两页中，有两个不同的时间期限，请仔细查看，选择

适用于您的时间期限。在空白框中，写下您的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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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第10天

第15天

聆讯前 
第10天

第45天 
（大约）

第60天 
（大约）

• 完成您的资格面试。

• 收到您的难民申请理由表(BOC)。

• 收到您的难民聆讯日期。

向CBSA和IRB-RPD提交您联系信息的最后期限。联系信息包
括：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如有）和电邮地址（如有）。

您的难民聆讯（如果您不是来自指定原籍国）

我是在某个机场、海港或陆路过境时申请的

如 果 您 是 在

加 拿 大 境 内

（ 而 非 某 个

入境口岸），并在

做出难民申请之前

遭到拘留，您必须

在被捕的大约一天

内填妥所有表格。

这将使您难以找到

律师协助您填妥表

格。CBSA将为您提

供这些表格，并为

您提供口译服务。

! 不要错过提交BOC表的最后期限或聆讯时间！

如果您错过了，您必须去申请地的IRB-RPD参加“特别聆讯”，“特别聆讯”时，您的申请可能会被

宣布放弃。如果您的申请被宣布放弃，您可能会被遣送回您的国家，并且将来您也不可能再在加拿大

提出难民申请。偶尔，申请人可以说服RPD重开申请，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请注意：《出庭通知

书》（Notice  to Appear for a Hearing）中列出了“特别聆讯”的日期，上面也列有您难民聆讯的日期。

不要混淆这两个日期。）

 

我BOC表的最后期限：

向IRB-RPD提交您BOC表的最后期限

 

我文件的最后期限：

向IRB-RPD提交您证人名单和所有文件的最后期限 

 

聆讯日期：

您的难民聆讯（如果您来自指定原籍国） 

 

聆讯日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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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

果您还没有

开始您的难

民 申 请 ， 请 立 刻

与 律 师 或 安 大 略

省 法 律 援 助 计 划

（LAO）联系！

律师能帮助您：

• 准备您的资格面

试

• 填写表格 

• 开始为您的难民

聆讯做准备

前往CIC之前：

•  从网站 www.cic.gc.ca 下载申请表（搜索“make refugee claim”）。

•  您将需要填写5至7份表格，具体份数取决于您是否有律师以及您有几位

家庭成员。您必须为每位家庭成员填写BOC表和CIC申请表。

•  如果您在多伦多，请访问在怡陶碧谷（Etobicoke）的CIC办公室（星期

一至星期五，最好在上午10点之前），以提交您的所有表格，并获得资

格面试的日期。

 多伦多怡陶碧谷（Etobicoke）CIC办公室： 
5343 Dundas Street West, 3rd Floor, Toronto, ON  M9B 6K5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4:00

 要查找CIC在安大略省接受难民申请的所有办公室名单，请访问： www.
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offices/help.asp

我已在（或将在）加拿大境内的CIC办公室申请。*

• 完成您的资格面试。（在资格面试之前，您要向CIC提交您的
BOC表和CIC申请表。）

• 如果您被认为有资格进行申请，您将得到您的难民聆讯日期。

向IRB-RPD提交您的证人名单和所有文件的最后期限

第30天 
（大约）

第60天 
（大约）

当天

聆讯前 
第10天

 

我文件的最后期限：

 

聆讯日期：

您的难民聆讯（如果您来自指定原籍国）

 

聆讯日期：

您的难民聆讯（如果您不是来自指定原籍国）

或

如果您提交BOC表的最后期限是在星期六、星期
天或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例如，如
果5月7日（星期六）是您聆讯前的第10天，您呈
交文件的最后期限则为5月9日（星期一）。

如果CBSA不能在聆讯日之前完成您的安全检查
（Front End Security Screening），您的聆讯可
能会延迟。

http://www.cic.gc.ca
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offices/help.asp
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offices/hel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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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法律顾问

请律师是一个明智的想法。难民的界定是很复杂的，而且收集

相应的证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律师可以为您讲解“公约难民”或“需要受保护的人士”的法律含

义，以及哪部分定义适用于您。他们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经历

中哪部分是相关的并且是重要的，可以把它们填写在您的BOC
表中。他们可以告诉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来支持您的个案。律

师也可以在您的聆讯会上代表您。

在您提出难民申请之前请尝试请一位律师。如果您已经提出难

民申请，但没有代理律师，请务必尽力找一位。确保聆讯那天

您的律师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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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找到律师，而且也没有为聆

讯做好准备。我可以推迟我的聆讯日

期吗？

IRB-RPD预期您在预订的日期已为聆讯做好了准

备。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使您需要更改您的聆讯日

期，您可以向IRB-RPD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延期。

如果在聆讯日期之前您没有得到答复，您则必须

出席聆讯，否则，您的申请将被视为放弃（请参

阅第40页)。如果您在得到聆讯日期之后找到了一

位律师，请确保该律师在您聆讯的那天有空。

请记住，这份难民保护申请的核心人物是

您。如果您错过了最后期限，您的申请可

能会被宣布“放弃”。即使您有律师，您

本人也应该积极准备文件、收集证据和证词并准

备作证。

? !

立刻联系安大略省法律援助计划（LAO）申请法律援助。如果您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LAO
将支付您的律师费，并向您提供可代表您的律师姓名。

如果LAO认为您不符合接受法律援助的资格，您可以请求复议。如果您仍不符合资格，也许

其他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以给予您帮助。安居机构（请参阅第44至48页）可以转介您到社区的

其他机构。

您也可以雇佣律师或移民顾问。如果您要雇佣律师，请确保他们是上加拿大法律协会（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的认证会员。您可以查看该法律协会的网站： www2.lsuc.
on.ca/LawyerParalegalDirectory ，或拨打416-947-3300或免费长途电话1-800-668-7380
致电该协会。如果您要雇佣移民顾问，请确保他是加拿大移民顾问监管协会（Immigration 
Consultants of Canada Regulatory Council）的认证会员。（访问 www.iccrc-crcic.ca 查看认

证会员名单）。

如果您没有找到律师来帮助您，您必须自己完成BOC表，并自己代表自己出席聆讯。您也可

以找一位信得过的人免费协助您。

安大略省法律援助计划 
（Legal Aid Ontario）

Atrium on Bay 
40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0 
Toronto, ON   M5G 2H1

电话：416-979-1446 

免费长途电话： 
1-800-668-8258

多伦多 – 难民法办公室 
（Refugee Law Office）

20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2 
Toronto, ON   M5G 2H1 

电话：416-977-8111

多伦多模拟法庭 
（Ready Tours Toronto）

在聆讯之前实地访问IRB-RPD的
聆讯室，了解难民聆讯程序，
提出问题并获得解答。

74 Victoria Street 4th floor 
Toronto, ON   M5C 3C7

电邮：Info@readytour.ca

电话：1-866-902-4993

http://www2.lsuc.on.ca/LawyerParalegalDirectory
http://www2.lsuc.on.ca/LawyerParalegalDirectory
http://www.iccrc-crcic.ca
mailto:Info@readytou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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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您的难民申请理由表 
（BOC表）

在您的难民申请中，难民申请理由表（BOC表）是最重要的文

件。在BOC表中，您将提供有关您是谁的详细信息以及您在加

拿大寻求保护的详细理由。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

处（IRB-RPD）的成员将利用BOC表中的信息以及您的证词和

其他证据来判定您是“公约难民”还是“需要受保护的人士”。在

难民聆讯会上，您将被问到BOC表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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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找一位律师来帮助您填写BOC表和其他

表格。如果这不可能，请在开始之前尝试咨

询律师哪些信息是必要的（请参阅第9页和第

45页）。在填写BOC表之前，了解IRB-RPD
的官员会考虑哪些法律问题，这对您来说非

常重要。

在您的BOC表中提供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准

确和完整。如果其他文件中的信息（如您的

签证申请）不正确，请与您的律师讨论，并

将正确的信息填写在您的BOC表中。不要

随便猜一个答案。如果您不知道问题的答

案，就说您不知道。要诚实。如果您不明白

某个问题，请咨询律师或安居服务人员，以

便弄清楚。如果您提供了虚假或误导性的信

息，或隐瞒了重要信息，您的难民申请可能

会被拒绝。

填写BOC表时，请记住：

• 阅读本指南中的“法律定义”和“法律问题”章节。这些章节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完成您的BOC
表（请参阅第19页至27页）。

•  BOC表可用英语或法语完成。如果您使用这些语言书写有困难，请与帮助难民申请的机构

联系（请参阅第45页至48页）。要下载BOC表，请访问 www.irb-cisr.gc.ca ，搜索“BOC”。

•  回答所有问题。不要留下任何空白。如何您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请

写上“I DO NOT KNOW.”（意思是我不知道）。

•  如果问题不适用于您，请写上“n/a”（意思是不适用）。

•  在回答问题前先要明白问题的意思。

•  回答问题时要保持书写整洁，或在计算机上完成。

•  如果表上没有足够的空白来回答问题，可以附加额外的纸张。

• 如果您处于拘留状态，请写上您受到拘留，拘留所处的条件使您难以完成该表，因此您的回

答可能不完整、不准确。在BOC表的最后一页，靠近您的签名处，写上这个情况。

•  如果您无法确定一些日期或其他信息，应该在BOC表中说明。仅在您能确定日期时才给出

确切的日期。

•  检查您BOC表的准确性，并将它和您的CIC申请表进行比对，以确保所有表中的信息都是一

致的和准确的。

•  如果您请了一位口译人员，让他用您的语言为您读出BOC表的内容。

•  请这位口译人员在BOC表的第10页上签名。

http://www.irb-cisr.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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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为我的每个孩子填写并提交BOC
表吗？

仅6岁及以下随父母一同申请难民保护

的孩子必须填妥BOC表第二页中1a至1g部分。

这份BOC表必须由孩子的父母或指定代表签名。 

（见第40页）。年龄在7至17岁随父母一同申请

难民保护的孩子必需填妥完整的BOC表。这份

BOC表必须由孩子的父母或指定代表签名。?

• 如果确定信息是正确时，请在BOC表的第10页签署声明。如果在签字之前您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填写许多细节，或无法仔细检查您的BOC表，请把这个情况写在BOC表上。

•  每个在加拿大申请难民保护的家庭成员都要完成其各自的BOC表。

如果您没有法律帮助：

• 如果可能，雇一位难民法方面的执业律师来复核您的申请表。

•  在IRB网站（访问 www.irb-cisr.gc.ca 并搜索“claimants guide”）上，查看申请人指南以获得

详细说明。

• 参加模拟法庭（见第9页）。

• 文件清单（Document Checklist）

• 加拿大通用申请表（Generic Application 
Form for Canada）

• 其他家属/声明（Additional Dependants/
Declaration）

• 表  A — —背 景 /声 明 （ S c h e d u l e  A  – 
Background/Declaration）

• 表 12——其他信息——加拿大境内难民申

请人（Schedule 12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Refugee Claimants Inside Canada）

• 使用代理人表（Use of a Representative，

如果您有律师或移民顾问的话）

如果您是在机场、海港或陆路过境时开始您的难民申请的，您在CBSA的时候已经完成并提交

了这些表格。

如果您是在加拿大境内的某个CIC办公室提出难民申请的，您必须同时也向CIC提供BOC表

和CIC的表格。他们在收到所有表格之后才会安排资格面试的时间。访问网站 www.cic.gc.ca 
（搜索“refugee application package”）可找到这些表格以及如何填写这些表格的说明。

其它申请表：

除了BOC表之外，您还必须完成下列CIC的表格

http://www.irb-cisr.gc.ca
http://www.c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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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您的难民申请理由表 
（BOC表）

在提交BOC表之前应和律师一起仔细检查该表。确保该表信息

完整、正确，并明白其中填写了哪些内容。如果您是自己填写

BOC表，请律师或法律咨询援助中心或您信得过的人检查一下

您的表格，确保信息清楚，且包括了所有重要的细节。

确保您提交的BOC表和其他文件都保留了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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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如何、何时提交您的BOC表以及提交到哪里，取决于您在哪里提出难民申请。

A. 如果您在机场、海港或陆路过境处开始您的申请:

自得到BOC表之日起，您有15天的时间向IRB-RPD递交填妥的BOC表。如果您的最后期限是

在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请查看第6页的时间期限。

如果我不能按期填妥BOC表怎么办？

如果由于紧急情况您不能在最后期限前

填妥BOC表，请至少在BOC表最后期限

前三个工作日致函IRB-RPD请求给予更多时间。 

如果您没有收到回复，即使您没有填妥，也要在

原定的最后期限提交您的表格。随附写给IRB-RPD
的信函，说明您不能按期填妥的原因。?

自己要保留一份BOC表复印件备份。如果

您是亲自去提交BOC表原件的，请要求IRB-
RPD在您自己的复印件上盖上“RECEIVED” 
(收讫)章，作为您已提交表格原件的证据。如

果您是通过快递提交BOC表的，要保留收据

以做证据。如果您是通过传真提交的，请保

留说明传真已成功发送的回执。

将您已填妥的BOC表原件复印两份。

亲自或通过快递向IRB-RPD提交BOC表原件 

和一份复印件。不要用平信递送您的BOC
表。如果总页数少于20页，您可以通过传真

发送（416-954-1165）。

IRB–RPD 
74 Victoria Street, Suite 400 
Toronto, Ontario    
M5C 3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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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带上BOC表原件和一份复印件、CIC申请表原件以及

您难民申请中所包括的每位家庭成员的4张照片，到

CIC办公室（CIC地址见第7页）。有关照片的规格，

请访问 www.cic.gc.ca ，搜索“Appendix A: Photo 
Specifications”。自己保留一份BOC表和CIC申请表的复印件。

（提交申请表时，一位CIC官员会告诉您参加资格面试的日期，以确定您是否有资格在加拿大

提出难民申请。在资格面试中，如果该官员确定您有资格申请，则会向您提供难民聆讯的日

期，并将您的BOC表送往IRB-RPD。）

向CIC提交您的表格时，请带上您的护照或其他身份证

件。CIC将留下原件，并给您一份复印件。

如果此时其他支持性文件也已经准备好，请将其翻译

成您在聆讯会上选择的语言（英语或法语）。制作

三份复印件。将其中两套复印件随BOC表一同提交给CIC。自己留一套备份。在向CIC提交之

前，确保您的律师有机会检查所有这些文件。

B. 如果您在加拿大境内的某个CIC办公室进行申请：

和您的律师一起（如有）填妥BOC表及其他所有表格。

将您已填妥的BOC表以及所有的

CIC申请表原件复印两份。

如果在BOC表上有遗漏或错误怎么办？

您或您的律师应立即联系IRB-RPD！遵循

下列步骤：

• 在您自己的那份BOC表上进行修改并打上下划

线，在进行修改的每页上都签名并签注日期。

• 写信解释做出修改的原因。注明：“These 
changes are complete, true, and correct,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e declaration is of the same 

force and effect as if made under oath.”（这些

更改是完整、真实和正确的，而且我明白该声明

具有与宣誓同样的作用和效力。）在您的信上签

名并注明日期。

• 在您的聆讯前至少10天向IRB-RPD提交一份未改

动页的复印件、一份改动页的复印件以及解释

信。

• 自己要保留一份复印件备份。

?

www.c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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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支持您申请的证据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对于您在您原籍

国的遭遇，您应该尽可能多地收集那些可证明您的陈词属实的

文件。这些文件也有助于您聆讯会上的IRB-RPD的聆讯审判委

员了解与您申请相关联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在送交IRB-RPD之

前，所有文件都必须翻译成英语或法语。

马上开始收集支持性证据！如果您有律师，询问您需要哪些

具体证据来支持您的申请，并即时让律师知道您收到了哪些

文件。请确保律师有足够的时间来查阅这些证据，并将文件

翻译好。

收集证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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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种类型的证据显示您个人正面临着风险。例如：

• 是否有照片、信件、视频、电子邮件或其他文件可说明您遭遇的

问题？找到这些资料！

• 您有没有去报警或向其他政府机构求助？找到警方的报告或其他

可证明您去过这些地方的证据。

• 您曾得到过医疗帮助吗？找到医院或医生的报告。

• 有没有和您有关联的人士的新闻报导？找到这些资料！

• 是否有人目睹了您的遭遇？请他们写下事情的经过并寄给您。如果可能，请他们

在律师或公证人面前宣誓（声明）说自己说的是真实的。

• 有没有人经历过与您类似的问题？请他们将经历写下来。如果可能，请他们在律师或公证人

面前宣誓说自己说的是真实的。

• 您的申请是不是基于您的宗教身份或政党（或其他组织）成员身份？找到证明您成员身份的

文件。

• 您是否由于这些遭遇而在精神健康上受到影响？请加拿大的医生或心理医生给您出具一份报

告，其中记录有您的健康问题。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获得这份报告，因此请尽快预

约。如果在聆讯前不能拿到报告，给IRB-RPD写信解释您正试图取得一份健康报告，说一说

为了能在聆讯之前得到报告您做了哪些努力，以及预期得到这份报告的日期。请求IRB-RPD
将聆讯延迟到您收到报告之后。IRB-RPD可能会告诉您必须在预定的日期进行聆讯。如果这

样的话，务必在聆讯时说明您的精神健康问题，并解释这些问题对您的记忆以及您描述自己

遭遇的能力有怎样的影响。

特定于您申请的证据：1

视频、网站或其他电子文件需要翻译吗？

是的！您获得的所有证据都必须翻译成

英文或法文。视频必须有脚本。翻译

费可能很贵。如果您没有经济能力翻译所有的文

件，请挑选最重要的文件来翻译。以书面形式告

诉IRB-RPD，您还有其他一些文件，但您付不起翻

译费。将这些文件带到聆讯会，向聆讯审判委员

解释这些文件说明什么。

?

一般来说，您必须提供两种支持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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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国家的人权状况证据：

这种类型的证据包括来自备受推崇的消息来源的报道，这些报道可以是人权侵犯记录、政治事

件以及与您的申请相关的其他新闻。

例如：

• IRB-RPD针对您原籍国的国家文献库（NDP）： www.irb-cisr.gc.ca （搜索“NDP”，然后选中

您的国家）。  

 针对您原籍国的国家文献库是由IRB-RPD的一个调查机构制作的。其中包括描述您国家状况

的文件，并分成几个部分。阅读适用于您的部分。在您聆讯时，聆讯审判委员将使用这些文

件中的信息作为帮助，对您的申请做出决定。国家文献库中的许多报告可能都是一年以前

的。如果可能，您应该提供最新的报告。

• 来自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或人

权观察 (Rights Watch)）的最新报告；来自联合国的报告、

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的国家报告、新闻报

道或视频反映您国家人权侵犯。其中有些报告可能已存在于

上述国家文献库中，但您应该看看是否能找到更新的报告。

您也可以从以下网站中找到有关您国家状况报告的链接：  
www.kinbrace.ca/rhp-guide/country-conditions

• 来自您国家的报纸和人权组织的报道。

2

如果在聆讯前我无法获得某些文件怎

么办？

在聆讯时您应该解释为什么没有得到

这些文件。描述为此所做的努力（电子邮件、信

件、快递和电话等）和您尝试做出相关努力的日

期。将电子邮件、信函或快递回执条的复印件带

到聆讯会。?

b  您还需要身份证明文件以证明您的国籍，对于您在您的国家面临危险的原因予以支持 

（请参阅第23页的示例）。如果您在资格面试之后才拿到身份证件，您必须尽快向IRB-RPD
提交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www.irb-cisr.gc.ca
http://www.kinbrace.ca/rhp-guide/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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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您的难民聆讯获得成功，您必须提供证据表明您符合 

《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例》中的关于“公约难民”或“需要受保护

的人士”的每条法律定义。IRB-RPD在评估您的申请时将考虑哪

个定义适用于您。如果您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

您必须证明，您在每个国家都面临危险。下面几页将帮助您了

解IRB-RPD聆讯审判委员在聆讯的过程中会考虑哪些要素，以

及针对每条定义您应该收集哪种证据。

收集证据：法律定义

要了解证据的示例，请参阅本指南的第17页、18页以及23至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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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难民”的定义 
（请参阅《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例》第96节）

想要符合“公约难民”的定义，您必须表明您

符合下列所有6部分的定义：

您符合这

部分的定

义吗？

您能收集哪些证据来表明您符合这

部分的定义？

如果我返回我的国家，我将很可能面临迫害

（法律问题：迫害），

并且

这种迫害是基于我的：种族/宗教/国籍/政治

见解/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
（请注意：术语“社会团体”是指许多类型的

团体，包括基于性别、性取向、残障、家庭

和工会等），

并且

我真的害怕回到我的国家 
（法律问题：主观畏惧），

并且

基于我国家的状况我有充分的理由畏惧，

并且

我的政府不能保护我 

（法律问题：国家保护），

并且

我无法安全地在我国家的任何其他地区生

活，或者基于我的身份，搬往该国的其他地

区对我来说并不合理。

（法律问题：国内逃亡选择）。

1

2

3

4

5

6

 

请参阅第41页

 

请参阅第24页

 

 

 

请参阅第26页

 

请参阅第26页

如果您是女性，您可能想读一读以下指南

中有关妇女面临的特别迫害类型。

UNHCR 指南:  
www.refworld.org/pdfid/3d36f1c64.pdf

IRB 指南: 
www.irb-cisr.gc.ca/Eng/BoaCom/references/pol/
GuiDir/Pages/GuideDir04.aspx

如果您是同性恋或改性别人士，您可能想读一读

UNHCR指南中有关针对性取向的迫害：

www.unhcr.org/509136ca9.pdf

http://www.refworld.org/pdfid/3d36f1c64.pdf
http://www.irb-cisr.gc.ca/Eng/BoaCom/references/pol/GuiDir/Pages/GuideDir04.aspx
http://www.irb-cisr.gc.ca/Eng/BoaCom/references/pol/GuiDir/Pages/GuideDir04.aspx
http://www.unhcr.org/509136ca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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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受保护的人士”的定义 
（请参阅《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例》第97节）

您符合这

部分的定

义吗？

您能收集哪些证据来表明您符合这部

分的定义？
要符合“需要受保护的人士”的定义，您必须

证明下列第1部分或第2部分适用于您：

如果我返回我的国家，在我的国家我很可能

面临当局的酷刑。

或

如果我返回我的国家，很可能面临生命威

胁，或面临残忍和非寻常的对待或惩罚的

威胁，

并且

我的政府不能保护我 
（法律问题：国家保护）， 

并且

我无法安全地在我国家的任何其他地区生

活，或者基于我的身份，搬往该国的其他地

区对我来说并不合理。

（法律问题：国内逃亡选择），

并且

这种威胁是特定于我的，我国家的一般民众

没有这种威胁。

（法律问题：广义的危险），

并且

这个威胁不是由于我的国家因为我做出的行

为在加拿大属于犯罪而要惩罚我

（法律问题：控诉畏惧，而不是迫害畏惧），

并且

这个威胁不是因为我的国家医疗匮乏

（如果您可以证明您因歧视而被拒绝医疗护

理，您则可以得到保护。）

1

2

a

b

c

d

e  

 

 

请参阅第25页

 

请参阅第26页

 

请参阅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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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证据：法律问题

在您的难民聆讯会上可能会问到的法律问题有：

• 身份

• 可信性

• 主观畏惧

• 广义的危险

• 国家保护

• 国内逃亡选择

• 在其他国家的合法居留权

这些法律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公约难民”或“需要受保护的人

士”的法律定义的不同部分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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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页中，请仔细阅读有关这些法律问题的描述。 

针对每个问题，请列出您会为解决该问题而收集的证据。

请向律师咨询，哪个法律问题对您的申请最重要。!
身份
您必须要向 IRB-RPD证明您就是您说的自

己。这包括您原籍国公民的身份，或在居

住国的永久居民身份。还可能包括您与某

个特定宗教或种族、职业、政治或工会成

员、性取向或其他社会团体的会员之间的

关联性。如果您无法获得与您的申请有关

的、可确认您某方面身份的文件，您要在

聆讯时解释原因。

如果您没有身份证件，或如果CBSA想要

确定您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您可能会被

拘留。

证据示例：

•  证明您是原籍国公民的

文件：护照、国家身份

证、服役证书、结婚证、

学校成绩单

•  证明您与宗教有关联的文件：受洗证书、

您所在宗教组织领导的信函

•  证明您与政治或职业有关联的文件：会员

卡、来自机构的信函、证明接受过职业培

训的成绩单、文凭

•  证明您的性取向：来自社区团体、伴侣或

家庭成员的信函。这些证物应能够尽可能

多地提供详细情况，以显示他们是怎样知

道您属于LGBTQ（同性恋、双性恋、跨

性别）群体的。

 

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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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性
您必须向IRB-RPD证明，对于您的经历，您

所言属实。要确定您所言是否属实， IRB-
RPD将把您BOC表上的信息、您在聆讯时的

口头证词、新闻报导和人权报告以及其他证

人的证词相比对，以便确定信息相互一致。

如果有您无法解释的矛盾，IRB-RPD可以认

定您不可信。您可以通过收集可证实您经历

中特定细节真实性的文件来支持您的可信

性。遗憾的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经历以及其

他人的经历，我们常常无法记住细节。如果

您请别人在您聆讯时作证，请向他们说明为

什么他们的证词与您的申请相关。向他们说

明，IRB- RPD聆讯审判委员将基于他们的证

词中是否存在矛盾，或是否与您的证词之间

存在矛盾，来确定证词是否可信。

证据示例：

•  国家报告。其中显示的人权侵犯与您申请

中所述遭遇相似，或可证实您申请中所述

的遭遇。

•  医疗/医院记录或收据

•  警方报告

•  显示受伤的照片

•  来自证人在宣誓后提供的证

词

•  来自加拿大医生的信函，可确认伤疤或

受伤。

 

我的证据：

 

主观畏惧

要满足“公约难民”的定义，您必须证明您对

原籍国迫害的畏惧是真实的。要确定您的畏

惧是否真实，IRB-RPD会考虑以下问题：

a. 您在离开您遭迫害的国家后是否

又返回过？

 （法律问题：重新受益 

[Re-availment])

b. 您是否曾通过其他安全国家 

（例如美国）入境加拿大，但没有在那里

提出难民申请？

 （法律问题：没有在其他国家申请 [Failure 
to Claim Elsewhere])

c. 当您在您的国家遭遇迫害之后，您是否仍

留在您的国家，尽管您有机会提前离开？

（法律问题：延迟离开 [Delay in 
Departure])

d. 在抵达加拿大之后提出难民申

请之前，您是否等待过一段时间？

（法律问题：延迟申请 [Delay in 
Claiming])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您的回答中有任何一项

是肯定的，那么，则可能要求您在聆讯会上

解释原因。请收集可支持您解释的证据。想

一想您决定那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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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证据：

您必须证明您所面临的危险是针对您个人

的，而不是您所在国家的所有人通常都要面

临的。这意味着，如果您来自一个存在许多

暴力的国家，您需要证明，为什么危险是针

对您个人的。

如果您来自一个存在内战的国家，您应该

阅读IRB有关内战情况下平民畏惧迫害的指

南： www.irb-cisr.gc.ca （搜索“civilian facing 
persecution”），了解您可以如何证明在许多

人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您有资格获得保护。

如果您对暴力的畏惧是来自犯罪团伙的，您可

能要参阅UNHCR的“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难民

申请指导说明”（Guidance Note on Refugee 
Claims Relating to Victims of Organized 
Crime）： www.refworld.org （搜索“refugee 
claims victims of organized crime”）。

证据示例：

• 您收到含有对您进行暴力威胁的任何字条

或电话录音

• 来自朋友或其他证人在宣誓后所作的陈

述，确认您或处于类似情况

的其他人是暴力的受

害者

• 显示受伤或遭破坏

的照片、可证实在

您的国家进行过治

疗的病例、来自您国

家的警方报告

• 可证明您面临个人危险的文献证据

广义的危险 

 

我的证据：

 

好向聆讯审判委员解释您为什么没有立即离

开，或为什么没有早些申请难民保护。您希

望您国家的状况有所改变吗？离开您的国家

对您来说有什么挑战？ 您为什么没有一到达

就提出申请？

http://www.irb-cisr.gc.ca
http://www.ref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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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逃亡选择（英文缩写为“IFA”）

如果IRB-RPD裁决认为您可以在您国家的另

一地区生活，则将不会接受您的申请。如果

在聆讯时提到这个问

题， IRB-RPD将告

诉您他们认为您可

以安全生活的具

体地区是哪里。您

必须提供证据说明：

a. 您不能在这个另外的地区安全生活，或

b. 您要尝试在这个另外的地区生活是不可能

的（由于您的年龄、性别或具体情况），

或

c.没有办法可以到那个地区去，原因是由于

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道路不

通。

证据示例：

• 文件：可证明您曾经尝试想要通过移居您

国家的其他地区来避免这个问题

• 报告：可证明您面临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整

个国家。例如，要伤害您的人是管理整个

国家的；或您所害怕的歧视存在于您国家

的每个地区

• 报告：有关您国家的报告可证明为什么

与您处境相似的人可能难以生活在您国

国家保护
您必须向IRB-RPD证明，您国家的政府不能

或不会保护您。IRB-RPD会假设您国家的政

府会保护您，除非您能提供证据令他们相信

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您曾试图从您国家的政府得到保护，但

没有成功，您需要：

• 说明您具体是怎么做的，当局又是如何回

应的。

• 尝试找到可证明您曾寻求保护的文件

• 尝试找到来自您国家的报道，显示当局不

能或不会保护处于您这种情况的人。

如果您未曾从您自己国家的政府寻求过帮

助：

• 您必须解释原因，并提供支持文件来证明

向国家政府寻求保护是不合理的。

证据示例：

•  显示缺乏警方保护及/或政

府腐败的国家报告

•  您向警方报案的记录

•  来自与您情况相似的人士以

及当局不保护的人士的誓言证词

 

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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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的合法居留

请注意：您在您国家的其他地区没有认识的人，或您在那个地区没有工作，这并不是充分的理

由。毕竟许多难民申请人初到加拿大的时候也都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工作。您必须给出更好的

理由。!

 

我的证据：

如果您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

您必须证明，您在每个国家都面临危险。仅

当您在每个有居住权的国家都符合“难民”
或“受保护人”的定义时，加拿大

才会为您提供保护。如果加拿

大政府发现您虽然在一个国家

面临危险，但您可以在另一

个国家安全地生活，您的

申请则将被拒绝。

证据示例：

•  如果您有权在不止一个国家居住，您在

每个国家都可能面临着相似或不同类型

的危险。考虑一下您在每个国家所面临

的危险类型，并尽可能多地提交有关危

险的证据。

•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IRB-RPD认为您有

权在另一个国家生活，但您并不认为这样

认为是对的。如果您曾经是另一个国家的

公民或永久居民，但已丧失了相关权利，

请向IRB-RPD提供来自该国政府的信函或

文件，证明您已不再有那里的居住权。

•  如果您在一个国家出生，但从未获得该国

的公民权，请向IRB-RPD提供一份那个国

家的公民权法律副本。（通常可在互联网

上找到。）

家的其他地区。例如，报告描述了您国

家的文化背景，并可证明为什么与您处

境相似的人难以移居到其他地区。您也

可以证明那个地区已受到内战或自然灾

害或其他严重问题的影响。

 

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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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证据

您所有的证据都必须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并在聆讯召开的至少

十天前提交给IRB-RPD。如果您有律师，他们将代表您提交文

件。请确保给律师足够的时间来审核证据，并在最后期限之前

将证据翻译好，以便提交给IRB-RPD。如果您没有律师，请遵

循下一页步骤1至10进行操作。

您必须在聆讯前10天，向IRB-RPD提供证人姓名。请参阅第 

34和37页，了解有关证人的详细信息。

! 请勿错过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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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文件翻译成法文或英文。每份文件都

要附上翻译人员的声明，其中包括：

• 翻译人员的姓名和签名

• 原文的语言及方言种类 

• 由翻译人员声明此翻译是准确的。

2 将您的文档打印、扫描或复印成8.5x11
英寸信纸大小（letter-size）的格式。键盘输

入而成的文档，其字体大小至少为12磅字。

3 将文件集中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份较大

的文档），并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编好页

码（1、2、3、4、5......)。

4 加上封面页，上有您的姓名、地址、日

期、IRB档案号、所有文件明细及对应页码。

5 您的文件资料要做两套复印件（一份给

IRB-RPD，一份您自己备份）。

6 如果部长代表（CBSA或CIC的代表）

将参加您的聆讯，您也必须为他们准备一套

文件资料复印件。您会在聆讯前至少10天

收到通知，告诉您部长代表是否会参加您的

聆讯。

7 给IRB-RPD的那套材料可亲自提交，也可

以通过快递来提交。如果您选择邮寄，请确

保在聆讯前17天将资料寄出，以便确保及时

收件。IRB-RPD必须在聆讯举行的10天前收

到您的材料。如果您的材料不足20页，您可

以通过传真发送。

IRB-RPD 
74 Victoria Street, Suite 400, Toronto, ON   M5C 3C7 
电话：416-954-1000   传真：416-954-116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4:00

8 如果您亲自递交材料，请要求IRB-RPD
在您备份的那份复印件上盖上“RECEIVED”
（收讫）章，作为您已提交材料的凭证。如

果您是使用快递提交的，请保留收据作为凭

证。如果您是通过传真提交的，请保留证明

传真已成功发送的回执。

9 如果部长代表将参加您的聆讯，请将您

材料的复印件提交一份给CBSA或CIC（具体

根据哪个机构将参与您的聆讯而定）。CBSA
或CIC的地址将列在其代表发给您的《介入通

知书》(Notice of Intervention)上。另外，请

写信给IRB-RPD，告诉他们您已经向CBSA或

CIC提交了一套材料。

10 请将所有与您申请有关的材料都带到

聆讯会，包括原件和复印件。

我需要认证的翻译来翻译我的文件吗？

最好用认证的翻译，但这并不是必须

的。如果您付不起专业翻译的服务费

用，您可以找您信任的其他人（最好不是亲戚）

来为您翻译。这位为您翻译的人也必须在翻译人

员声明上签名。

如果直到材料提交的最后期限或聆讯之

后我还有一份重要文件没有拿到，那该

怎么办？

请给IRB-RPD写信告诉他们。当您收到材料后，尽

快提交。说明为什么这份文件对您的申请非常重

要，以及您为了及时获得这份文件做了哪些努力。

? ?

要提交可支持您申请的文件和证据，请遵循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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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期间，保持健康身心

聆讯之前，我很担心，睡不着觉。 

等待实在令人紧张。
–Saman，曾经的难民申请人

“ “ 

对大部分人来说，聆讯前的这段时间非常难熬。听听这些曾经

的难民申请人怎么说，了解他们是怎样保持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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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努力，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

这让我感到我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

–Claude

“我努力放松，想着自己会没事。” 

–Ahmed

“我散步的时候，会练习回答问题。”

–Sara

“我努力让自己忙

碌起来，我上英

文课，去社区中

心参加活动。”

–Dawit

“我从自己的住所走出来，那里又孤独

又无聊，我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申

请想得太多。” 
–Hanna

“我找到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这份工

作令我忙碌，让我感觉一切正常。”

–Tesfaye

“ 我 上 网 查 找 有

关聆讯过程的信

息。” 

–Jagathragavan

“我去游泳，也做

其他运动。”

–Victoria

“我通过Skype跟家

人聊天。”

–Mohamed

“我听音乐、读

书。”

–Medin

“我想象着看见

自己坐在聆讯

室里，回答各

种难以回答的

问题。”

–Maria

“我努力尽可能地回忆发生在我身上的

事情，我越努力回忆，就有更多的细

节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Benoit

 

我保持健康的方法：

“祷告帮助我平静

下来。”

–Chen Ji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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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聆讯日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74 Victoria Street, Suite 400  
Toronto, Ontario

预定聆讯时间前至少15-30分钟。这使您有时间找到聆讯室在哪里，
与口译人员聊一聊，确保彼此理解对方，还可以使用卫生间，让一切
有条有理。如果您带来了旁听者或证人，他们应该在聆讯前至少15分
钟到达。

我的聆讯在哪里举行？

我应该什么时间到达？

聆讯是您难民申请过程的核心部分。在您为聆讯做准备的过程

中，您可能有许多问题。

谁会列席我的难民聆讯会？

聆讯审判委员
（作用：做出裁决）

您的律师
（作用：为您辩护。如果您没有
律师，请参阅第9页。）

部长代表
有时，一位来自CBSA或CIC的代
表也会出席。如果他们列席，则
会在聆讯之前告诉您。（作用：
反驳您）

口译人员
按需列席（作用：中立）

您

旁听者

您可以邀请一位朋友或家人来旁
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UNHCR）的代表可能会出
席您的聆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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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聆讯要持续多久？ 通常大约持续三个半小时。如果您要与您的其他家庭成员一同聆

讯，或您有特殊需要，则可能持续一整天。

1. 介绍：聆讯审判委员将对在座的各位予以介绍，并向您解释

聆讯程序。会要求您宣誓，承诺讲实话。如果您想手持您宗

教的圣书来发誓，您可以带一本到聆讯会。

2. 证物清单：聆讯审判委员将为您作为证据而提交的所有文件

提供一个“证物号码”（Exhibit Number）。要确保您有“证

物清单”（Exhibit list）中所列各文件的复印件，如果其中任

何一个文件您没有复印件，请要求审判委员为您提供一份。

审判委员还将查看您带到聆讯会的文件原件。

3. 提问：聆讯审判委员、部长代表（如出席)，以及您的律师

(如有)将针对您的历史、文件以及您申请中较为重要的法律

问题进行提问。

4. 证人：如果您有证人，他们会在之后发言。证人必须待在聆

讯室外，直到该到他们作证的时候（见第34页）。

5. 评论：在聆讯末尾，聆讯审判委员将给您的律师或您一次机

会，让你们用自己的话解释为什么你们认为证据可证明您符

合“公约难民”或“需要受保护的人士”的定义。

6. 裁决：聆讯审判委员可能会在聆讯结束的时候做出口头裁

决，也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才将书面裁决结果寄给

您。无论哪种情况，您都会通过邮件收到《裁决通知书》

（Notice of Decision）。

 在聆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较短的休息时间，

您可以在这个时候上洗手间或喝点水。

部长代表（CBSA或CIC的代表）可能会参加您的难民申请聆

讯。您会在聆讯之前知道部长代表是否会参加，因为他们会发

给您《介入通知书》（Notice of Intervention）。该通知会告

诉您部长代表是否将亲自出席聆讯，还是仅呈交文件。请认真

阅读这些文件——部长代表可能反驳说这些文件证明您的陈述

不是真实的。

聆讯会上会发生什么？

如果部长代表（CBSA或CIC
的代表）出席我的聆讯会，

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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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带证人来吗？

如果我不明白口译人员说的

意思或我认为口译人员翻译

得不对怎么办？

我的聆讯会是保密的吗？ 

如果部长代表参加（介入）您的聆讯，他/她将反驳说，不应

该给予您难民身份。部长代表反对您的申请可能有许多理由：

他们认为您没有讲实话；质疑您的身份；认为您犯过罪或属于

某个恐怖主义组织；等等其他理由。如果没有向您解释部长代

表参加您聆讯的原因，您应该问问他们出席您聆讯会的原因。

带 上 您 的 B O C表 、 所 有 身 份 证 明 文 件 原 件 以 及 您 已 向

CBSA、CIC或IRB-RPD提交的其他证据。此外，带上自您抵达

加拿大后政府发给您的所有文件。

所有的难民聆讯都是保密的。这意味着，聆讯室内包括口译人

员在内的所有列席人员都不得与其他任何人分享与您申请有关

的信息。

在聆讯过程中，如果您认为口译人员可能翻译得不对，或您对

所说的意思不明白，请告诉聆讯审判委员。如果旁听者认为口

译人员翻译得不对，他们应该在聆讯休息时或结束时告诉您的

律师。如果口译人员在翻译您的话时有错误，请您重复您的原

话，或用其他词汇重新表达您的意思，直到您认为翻译正确为

止。如果您还是认为翻译得不对，请告诉聆讯审判委员。

是的。您的证人可以亲自参加，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参加您

的聆讯。您需要在聆讯前至少10天前书面通知IRB-RPD，您将

传召证人列席。您必须给IRB-RPD（以及部长代表，若出席）

证人的联系信息，说明证人是如何认识您的（家人、朋友、

社区机构成员）；他们的证词与您申请的相关性；他们将通过

电话作证还是亲自出席作证；以及您认为他们作证需要多长时

间。如果您要传召的是一位“专家证人”，您还必须提供有关

该证人资质的信息。亲自出席的证人将在聆讯室外就坐，直到

被召入作证。如果您的证人将通过电话作证，您必须将预付话

费的电话卡带到聆讯会，以支付长途话费。

是的。如果他们未被指名为证人，那么他们不得在聆讯会上发

言，即使他们了解您的案情。他们必须在聆讯当天签署一份声

明，声明他们知道您的聆讯是保密的。

我要带什么到聆讯会？

我可以带朋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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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因为觉得难过而哭起

来怎么办？ 

我应该穿什么？

我的聆讯会会录音吗？

这意味着尽管您可能在您的原籍国面临威胁，但IRB-RPD认为

您不符合难民保护的资格。例如，如果您在加拿大之外的国家

犯有重罪，或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安全地生活，享有与公民类

似的权力，您则可能“被排除在外”。被排除在外是非常严重

的。通常会在聆讯开始之前告诉您，在您的申请中，是否存

在“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如果IRB-RPD在聆讯时告诉您，您

的申请存在“被排除在外”的问题，您应该要求延期审理（新

的聆讯日期）以便您有时间收集证据，准备法律辩论，以回应

他们的质疑。

如果您的难民申请中包括有年幼的孩子，您需要带他们一起来

聆讯会，以便他们的身份可以得到确定。当他们的身份得到确

定之后，聆讯审判委员可能会要求您的孩子离开聆讯室。请另

外带一个人和您一起来聆讯会，使孩子们在聆讯会结束之前可

以得到照看。

在聆讯这一天，您可以穿令您感到舒服、平静、得体的衣服。

您的着装应该干净、整洁，令您觉得这样穿着才像自己，同时

又要显示您意识到这一天的重要性。

聆讯室的麦克风将对聆讯过程进行录音。如果您得到的是一个

否定的裁决，而您认为聆讯审判委员没有理解证词，您可以向

IRB索要一份当时证人作证时的录音。

不用担心。很多人都会在聆讯会上哭。如果在聆讯期间的任何

时候您感到难过，您可以采取措施使自己平静下来。例如：

• 做三至四次深呼吸

• 要些水喝

• 要求短时休息

 
请记住，这是您重要的一天，您应该尽可能使自己保持

自然、放松。

我需要带孩子来聆讯会吗？

如果他们告诉我，我的申请

被“排除在外”（excluded），

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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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讯准备清单

请使用下一页的清单来帮助您准备聆讯。与您的律师（如有）

一起审核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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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我的律师（如有）见了面，而且对聆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已经参加了模拟法庭（见第9页），了解聆讯过程和聆讯室的布局，知道谁会参加我

的聆讯会。

我已在聆讯的10天前将我所有的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据（如文件、视频、文章等）都翻译

成了英文或法文，并已向IRB-RPD提交。

如果有新事件发生或有新证据出现，即使离聆讯已不足10天，我也将这些新文件翻译成

了法文或英文，并已提交。

如果IRB-RPD发给我了一些说明，要求提交额外文件，我已经予以提交。

我已经重新查阅了我的BOC表，查实了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如果我发现有错误或有

遗漏的细节，我已经通知了IRB-RPD和我的律师（如有）。

我已经查阅了“公约难民”和“需要受保护的人士”的法律定义（见第20页至21页），以及

对我的难民申请最为重要的法律问题(见第23页至27页)。

我已将要带到聆讯会的与我难民申请有关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妥当，（身份证明文件原

件、已提交证据的原件、BOC表和CIC申请表的复印件、以及来自CBSA、CIC和IRB-
RPD的所有信件和文件）。

在聆讯前至少10天，我已将亲自出席作证或通过电话作证的证人姓名和联系信息提供给

IRB-RPD（见第34页）。我已经告诉我的证人，我的难民聆讯会上会发生什么，以及为

什么他们的证词对我的申请非常重要。我也已经向他们说明，聆讯审判委员可能会问他

们问题，以判断他们的证词是否可信，且与我提供的信息相一致。我已经确定我的证人

知道聆讯的时间、日期和地点。

我知道我可以带人（朋友、家人、支持人员）来旁听我的聆讯，以便支持我。如果我决

定要带一位旁听者，我已经通知了他/她聆讯会的时间、日期和地点。

我已经安排好了照顾孩子（如有）的问题。我知道IRB-RPD的聆讯审判委员在聆讯开始

时要见我的孩子。

我已经为聆讯做好了准备。我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害怕回到我的国家，而且我已经和我的

律师、家人或朋友练习了问与答。

如果由于紧急情况我需要更改聆讯日期

或时间怎么办？

您或您的律师必须：

• 至少在聆讯举行的三个工作日之前以书面形式通

知IRB-RPD

• 向IRB-RPD提供三个另选的聆讯时间和日期，这

些日期应在您原定聆讯日期后的10天之内。

• 如果您是因病而改期，请提交由您的医生出具的

医学证明。如果您无法获得医学证明，您必须写

信解释未能获得的理由。

如果您没有收到 IRB-RPD的回复，您则必须在

原定日期出席聆讯。如果没有到席，您将必须

出席“特别聆讯”，日期会在您的《出席聆讯通

知书》(Notice to Appear for a Hearing)上注

明。特别聆讯时，您的申请可能被宣布“放弃”
（abandoned）。而且，如果部长代表（CBSA或

CIC的代表）参加您的聆讯，您也必须将您的请求

发给他们一份。在给IRB-RPD的信中，您必须说明

您向CIC或CBSA提交这份请求的时间和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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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裁决结果：

如果您收到肯定的裁决结果，并且部长代表没有在15天内上诉，那么您可以向CIC申请加拿大

永久居民权。您可以将您的配偶以及合资格的孩子包括在您的申请中。

有些群体可能会被告知他们是指定外国人（DFN）。如果您属于指定外国人，您需要等候五

年才能申请永久居民权。CBSA或CIC会在聆讯之前通知您，您是否属于指定外国人（见第

40页）。

如果您要到加拿大以外的国家旅行，请事先咨询律师。如果您需要到加拿大以外的国家旅

行，您应该申请难民旅行证（Refugee Travel Documents）。可从网站 www.ppt.gc.ca 找到这

份证件的申请，点击“Find a Form”，然后选择“Travel Document Applications”。

否定的裁决结果：

如果您得到了否定的裁决结果，请向律师咨询是否仍有适合您的其他选择：

• 您可以选择自愿离开加拿大，或者

• 如果您有资格上诉，您可以向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上诉处（IRB-RAD）对此裁决结

果提出上诉，或者

• 如果您没有资格上诉，您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对裁决结果进行司法复议。

聆讯之后

http://www.ppt.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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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针对IRB-RPD的否定裁
决结果向IRB-RAD提出上诉：

• 由于整个过程十分复杂且耗时，您需要从

律师那里寻求帮助。如果您找不到律师，

请参阅第44页开始列出的机构信息，找一

家，与他们联系。

• 您必须在收到《裁决通知书》（Notice of 
Decision）后的15天内向IRB-RAD提出申

请。此后，您将有另外15天来“完善”（完

成）您的上诉。

• 在对您的IRB-RAD上诉做出裁决之前，您

可以留在加拿大。

• 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聆讯。上诉裁决将

基于您的书面证据和论证而做出，并应在

90天内寄送给您。

• 如果IRB-RAD驳回了您的上诉，您可以向

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申请司法复

议。在对您的司法复议申请做出最终裁决

之前，您可以留在加拿大。

如果您没有资格向IRB-RAD提
出上诉，于是向联邦法院申请
对IRB-RPD的否定裁决进行司
法复议：

• 由于整个过程十分复杂且耗时，您需要从

律师那里寻求帮助。

• 您必须在收到《裁决通知书》（Notice 
of Decision）后的15天内向联邦法院提

出申请。

• 如果CBSA通知您将执行驱逐程序，您必

须立刻通知您的律师。您可能必须向联

邦法院申请“暂停”对您的驱逐，以便您

可以在等待司法复议裁决结果期间仍留

在加拿大。 

我有资格向IRB-RAD提出上诉吗？

您应该与律师谈谈，以确定您是否有

资格就IRB-RPD的否定裁决结果向IRB-
RAD（难民上诉处）提出上诉。这一点非常重

要。如果您没有律师协助您，请尝试从免费法律

咨询援助中心的律师或法学院学生那里得到建

议，法律咨询援助中心的名单见本指南的第45
页。

有些难民申请人，例如来自属于“指定外国人”
的人以及那些被 IRB-RPD称为“毫无事实根据”
（Manifestly Unfounded）或“不可信”（No 
Credible Basis）的申请人，没有资格向IRB-RAD
提出上诉。

上诉和司法复议有什么不同？

上诉时，裁决人是IRB-RAD成员，可对

您的申请做出新的裁决。司法复议时，

裁决人是联邦法院法官，他/她只能裁决主持您聆

讯的审判委员在对您的申请进行裁决时是否犯有

法律错误。如果法官裁定确有错误，您的申请将

被发回IRB-RPD，重新聆讯。

如果您有资格向IRB-RAD提出上诉，您必须先完

成上诉才能申请司法复议。

? ?

要获得联邦法院的地址，请访问： 
http://cas-ncr-nter03.cas-satj.gc.ca/portal/page/portal/CAS/locations_eng

要了解向IRB-RAD提出上诉的信息，请访问：  
www.irb-cisr.gc.ca/Eng/RefApp/Pages/RefApp.aspx

http://cas-ncr-nter03.cas-satj.gc.ca/portal/page/portal/CAS/locations_eng
http://www.irb-cisr.gc.ca/Eng/RefApp/Pages/RefAp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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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如果您错过了BOC表格提交的最后期限或错过了聆讯会的时

间，IRB-RPD可宣布您的申请被“放弃”。这意味着您不得继续

申请，也不得在以后申请。如果您的申请被宣布“放弃”，您

可以申请重开，但此申请很难成功。

指CIC“安全国家”名单中所包含的国家。“安全国家”是指被加

拿大政府确定为一般不产生难民、尊重人权并提供国家保护

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来自指定原籍国

的申请人，其难民申请程序有特别的适用规则。要查阅最新的

DCO国家名单，请访问 www.cic.gc.ca （搜索“DCO”）。来

自DCO国家的申请人的难民申请审理时间更短（更快）。

指随一群人一起抵达加拿大，被加拿大政府认定为“非正常入

境”的人士。对于指定外国人，其难民申请程序和拘留程序，

有特别的适用规则。

指由IRB-RPD挑选的人，负责保护18岁以下人士或不能自主明

白难民申请程序的人士的利益。此人通常是父母中的一方，但

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员、朋友或社会服务工作者。

指不能被认为是“公约难民”的人士或“受保护的人士”

例如：

• 在加拿大之外的国家或地区犯有重罪的人士

•  在另一个安全的国家拥有永久居住权或公民权的人士。

放弃的申请

(Abandoned claim)：

指定原籍国

(Designated Country  
of Origin，英文缩写

为“DCO”)：

指定外国人

Designated Foreign  
National，英文缩写

为“DFN”)：

指定代表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被拒入境/留境人士

(Excluded person)：  

http://www.c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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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IRB-RPD决定难民申请人无需出席聆讯会即可做出裁决，

该项难民申请则会被快速审理。IRB-RPD会通知您，您是否符

合快速审理的资格。请登录网站 www.kinbrace.ca/rhp-guide/
updates 了解哪些人有资格进入快速审理程序，以及在哪些情

况下可进入该程序。 

一般来说，迫害是指威胁或违反人权的反复、不断的严重伤

害。其法律定义是复杂的。建议您咨询律师，了解这个定义如

何适用于您的申请。举例来说，酷刑、殴打、生命威胁、被迫

绝育、女性被迫切割生殖器、强迫婚姻、因非暴力政治活动而

入狱、强奸都属于迫害。

指决定您的难民申请是否将被声明“放弃”的聆讯。如果您错

过了提交BOC表的最后期限或未能如期参加您的难民聆讯，

您则必须出席特别聆讯。您在难民申请开始时收到的《出席聆

讯通知书》（Notice to Appear for a Hearing）上列出了特别

聆讯的日期。

弱势人士是指由于某个十分特殊的原因，可能难以参加常规聆

讯并需要对程序做出特别改变的人士。他们成为弱势人士的原

因可能是疾病、年龄或其痛苦经历（伤痛之深，难以言表）。

您可以要求怎样的改变？例如，如果您感到您已经不堪重负、

神志混乱，您可以要求频繁间歇。如果您是一位女士，曾遭受

性骚扰或其他难以向男士描述的问题，您可以要求一位女性聆

讯审判委员和女性口译人员出席您的聆讯。如果以前的事情让

您饱受创伤，您可以要求一位对创伤影响特别敏感的聆讯审判

委员来出席您的聆讯。

如果您属于弱势人士，您或您的律师应该马上告诉IRB-RPD。

让IRB-RPD知道，对聆讯过程做出怎样的改变可能会使您更容

易陈述您的案情。有些情况下，医生的说明有助于支持您的请

求。如果IRB-RPD认定您属于弱势人士，他们将做出特别的安

排，方便您作证。

迫害

(Persecution)：

特别聆讯

(Special Hearing)：

弱势人士

(Vulnerable Person)： 

快速审理程序

(Expedited Process)：

http://www.kinbrace.ca/rhp-guide/updates
http://www.kinbrace.ca/rhp-guide/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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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

难民申请进程涉及到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IRB-RPD、CIC以

及CBSA。如果您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有变，您必须分别联系这

三个部门，更新信息。写信给IRB-RPD时，请注明您的姓名和

IRB档案号或客户ID（UCI）。给CIC或CBSA写信时，请注明

您的姓名和客户ID（也叫UCI）。客户ID（即UCI）是一个8
位数的号码，可在您的难民保护申请文件(Refugee Protection 
Claimant Document)中找到。

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难民保护处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 (IRB-RPD)

在您申请过程中的作用：

• 审核您的难民申请理由表（BOC表）

• 实施您的难民聆讯

• 决定您的难民申请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

• 通过模拟法庭向难民申请人介绍有关难民聆讯的情况。

联系信息：

74 Victoria Street, Suite 400 
Toronto, ON   M5C 3C7

电话：416-954-1000

传真：416-954-1165

网站：www.irb-cisr.gc.ca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00至下午4:00

http://www.irb-cisr.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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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CBSA)

在您申请过程中的作用：

• 在入境口岸（边境、海港或机场）处理您要求开始难民申请的请求，决定您是否有资格提出

申请

• 如果您符合资格，将把您的难民申请材料转给IRB-RPD

• 可通过提交书面文件或派出代表（称为“部长代表”）反对您的申请，在聆讯时反驳您

其他责任：

• 监控加拿大边境，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加拿大，哪些人必须离开

• 如果您的难民申请得到的是否定的裁决结果，安排您离开加拿大

• 如果不能确认您的身份、认为您可能对加拿大社会造成威胁或认为您不会遵守加拿大移民法

的某条规定，则有权拘留您。（如果您遭到拘留，您有权要求律师的协助，也会举行聆讯

会，以讨论对您的释放。）

联系信息：

CBSA Greater Toronto  
Enforcement Centre 
6900 Airport Road Entrance 2B 
Mississauga, ON   L4V 1E8

电话：1-800-461-9999

CBSA Toronto 
74 Victoria Street, 10th floor 
Toronto, ON   M5C 2A5

电话：416-952-0708

网站：www.cbsa-asfc.gc.ca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00至下午4:00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

在您申请过程中的作用：

• 处理您要求开始难民申请的请求，（在加拿大境内），决定您是否有资格提出申请

•  如果您符合资格，将把您的申请材料转给IRB-RPD

•  可通过提交书面文件或派出代表（称为“部长代表”）反对您的申请，在聆讯时反驳您

其他责任：

• 审理工作许可及临时联邦医疗保险(Interim Federal Health Insurance)

联系信息：

5343 Dundas Street West,  
3rd Floor 
Toronto, ON   M9B 6K5 

55 St. Clair Avenue East,  
Suite 200  
（仅接受预约访问） 
Toronto, ON   M4T 1L8

CIC电话中心：1-888-242-2100

网站：www.cic.gc.ca

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00至下午4:00

http://www.cbsa-asfc.gc.ca
http://www.ci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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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伦多地区，有一些机构能够在您难民申请过程中为您提

供帮助。接下来的几页列出了一些法律机构、社区组织以及在

线资源，您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与他们联系。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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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省法律援助计划  
Legal Aid Ontario 
416-979-1446 
免费长途电话：1-800-668-8258 
www.legalaid.on.ca
请致电申请免费律师，以协助您做出难民申请。如果您
没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您可以搜索该法律援助网站，
寻找您所在地的免费社区法律援助中心。您也可以与下
面“社区机构”列出的一家服务机构联系，请求他们协助
您寻找律师。

多伦多模拟法庭 
Ready Tour Toronto 
www.readytour.ca 
info@readytour.ca 
1-866-902-4993  
在聆讯之前实地访问IRB-RPD的聆讯室，了解难民聆讯
程序，提出问题并获得解答。

难民法办公室 
Refugee Law Office 
20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202, Toronto  
416-977-8111 

安大略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  
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 
www.refugee.cleo.on.ca/en/refugee-rights-ontario

难民法办公室（Hamilton） 
110 King Street West, Suite 780, Hamilton 
905-528-0134

渥太华综合法律服务办公室  
Ottawa Integrated Legal Services Office 
85 Albert Street, Suite 200, Ottawa 
613-569-7448

渥太华大学难民协助计划  
University of Ottawa Refugee Assistance Program 
ccrweb.ca/en/uorap 
为收集证据提供帮助，以支持难民申请。

法律机构： 

社区机构：

FCJ难民中心  
FCJ Refugee Centre 
208 Oakwood Avenue, Toronto 
416-469-9754 
www.fcjrefugeecentre.org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咨询和庇护，协助填表、翻译和
口译。

加拿大红十字会首先联系项目  
Canadian Red Cross, First Contact Program 
21 Randolph Avenue, 3rd Floor, Toronto 
416-480-2500或免费长途电话：1-866-902-4993 
www.redcross.ca/what-we-do/migrant-and-refugee-
services/first-contact
提供信息和转介服务，以及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紧
急庇护转介。

罗梅罗之家  
Romero House 
1558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 
416-763-1303 
www.romerohouse.org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临时住房，并为来访的难民提供安居
协助。

桑克里夫邻里办公室  
Thorncliffe Neighbourhood Office 
18 Thorncliffe Park Drive, Toronto 
416-421-3054 
www.thorncliffe.org
提供难民申请说明，协助填表，提供转介和安居协助。

亚当之家  
Adam House  
430 Gladstone Avenue, Toronto 
416-538-2836 
www.adamhouse.org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住房，提供有关移民申请程序方面的
协助和咨询，提供到法律服务机构、医疗协助服务和社
区资源的转介。

克里斯蒂难民欢迎中心  
Christie Refugee Welcome Centre 
43 Christie Street, Toronto 
416-588-9277 
www.christiestreetrc.com 

贵格难民委员会  
Quaker Committee for Refugees 
Friends’ Meeting House, 60 Lowther Avenue, Toronto 
416-964-9669 
www.quakerservice.ca/our-work/human-rights/
refugees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和咨询，协助填表、翻译和口译。

加拿大酷刑受害者服务中心  
Canadian Centre for Victims of Torture 
194 Jarvis Street, 2nd Floor, Toronto 
416-363-1066 or toll-free: 1-877-292-2288 
www.ccvt.org
为酷刑幸存者提供法律帮助、安居服务和心理咨询。

多伦多（Toronto）

http://www.legalaid.on.ca
www.readytour.ca
mailto:info@readytour.ca
http://www.refugee.cleo.on.ca/en/refugee-rights-ontario
http://ccrweb.ca/en/uorap
http://www.fcjrefugeecentre.org
http://www.redcross.ca/what-we-do/migrant-and-refugee-services/first-contact
http://www.redcross.ca/what-we-do/migrant-and-refugee-services/first-contact
http://www.romerohouse.org
http://www.thorncliffe.org
http://www.adamhouse.org
http://www.christiestreetrc.com
http://www.quakerservice.ca/our-work/human-rights/refugees
http://www.quakerservice.ca/our-work/human-rights/refugees
http://www.ccv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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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弗代尔女士移民中心  
Riverdale Immigrant Women’s Centre 
1326 Gerrard Street East, Toronto 
416-465-6021 
www.riwc.ca
为难民提供安居和融入服务，同时提供心理咨询，消除
安居过程中的障碍。

文化桥  
CultureLink 
2340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301, Toronto 
416-588-6288 
www.culturelink.ca
为说匈牙利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社区提供辅导和
建议，协助填表并提供针对其特定文化的服务。

西部邻里之家  
West Neighbourhood House 
588 Queen Street West, 2nd Floor, Toronto 
416-532-4828 
www.westnh.org 
提供信息和支持，每月提供一次免费法律咨询。

多伦多法语中心  
Centre Francophone de Toronto 
555 Richmond Street West, Toronto 
416-922-2672 ext. 420 
www.centrefranco.org
针对说法语的新来者，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咨询及填
表协助。

519 Church Street社区中心  
519 Church Street Community Centre 
519 Church Street, Toronto 
416-392-6874 
www.The519.org 
向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LGBTQ）难民提供教育、
同辈支持、聆讯准备和安居协助。

救世军移民和难民服务中心  
Salvation Army Immigrant and Refugee Services  
160 Jarvis Street, Toronto 
647-233-6036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和咨询，协助填表。

天主教跨文化服务机构  
Catholic Cross-Cultural Services 
55 Town Centre Court, Scarborough 
416-757-7010 
www.cathcrosscultural.org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安居服务，帮助他们适应环境。

雷克斯岱尔妇女中心  
Rexdale Women’s Centre 
925 Albion Road, Suite 309, Etobicoke 
416-745-0062  
www.rexdalewomen.org
在各方面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协助服务，其中包括向法律咨
询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和社区支持服务机构提供转介。

Davenport-Perth邻里及社区健康中心  
Davenport-Perth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1900 Davenport Road, Toronto 
416-656-8025  
www.dpnchc.com
针对难民申请程序、安居服务及其他社区服务提供说明。

暂住之家  
Sojourn House  
101 Ontario Street, Toronto 
416-864-0515 
www.sojournhouse.org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咨询和庇护，协助填表、翻译和
口译。

多伦多门诺新生活中心  
Mennonite New Life Centre of Toronto 
1774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416-699-4527 
www.mnlct.org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和咨询。

多伦多马太之家  
Matthew House Toronto 
981 Dundas St West, Toronto 
416-203-7848 
www.matthewhouse.ca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庇护服务，针对难民申请程序提供说
明，并提供安居协助和融入社区的服务。

基奇纳（Kitchener）
门诺派联盟难民支持  
Mennonite Coalition for Refugee Support (MCRS) 
43 Queen Street South, 2nd Floor, Kitchener  
519-571-1912 
www.mcrs.ca
代表申请人维权，为他们提供安居支持以及难民申请程
序的说明和协助。

欢迎回家难民之家  
Welcome Home Refugee House  
Kitchener, ON  
519-340-0570 
www.welcomehomekw.ca 

http://www.riwc.ca
http://www.culturelink.ca
http://www.westnh.org
http://www.centrefranco.org
http://www.The519.org
http://www.cathcrosscultural.org
http://www.rexdalewomen.org
http://www.dpnchc.com
http://www.sojournhouse.org
http://www.mnlct.org
http://www.matthewhouse.ca
http://www.mcrs.ca
www.welcomehomek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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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Windsor）
温莎马太之家  
Matthew House Windsor 
1822 Drouillard Road, Windsor 
519-945-7627  
www.matthewhousewindsor.org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临时住房和安居协助。

安吉拉露丝之家  
Angela Rose House 
519-915-0885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庇护、安居协助和说明。请致电查询
地址信息。

温莎及埃塞克斯县YMCA  
YMCA OF Windsor and Essex County 
500 Victoria Avenue, Windsor 
519-258-9622 
www.ymcawo.ca/new-to-canada-nsp
为申请人提供有关安居问题的信息、转介和咨询。

伦敦RCEC教区难民事工  
RCEC Diocese of London – Refugee Ministries 
境内难民保护的事工专家 
25 Hanna Street West, Windsor 
519-256-0506 ext 2 
claireroq@dol.ca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庇护、说明和转介。

温莎和埃塞克斯县多元文化委员会  
Multicultural Council of Windsor and  
Essex County 
245 Janette Avenue, Windsor 
519-255-1127 
www.themcc.com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有关申请程序的说明，提供安居协
助、健康服务、信息和转介。

哈密尔顿（Hamilton）
弥迦之家  
Micah House 
205 Holton Avenue South, Hamilton 
905-296-4387 
www.micahhouse.ca 
info@micahhouse.ca
提供安居咨询、短期庇护所、填表协助、聆讯准备及翻
译和口译服务。

卡萨玛丽亚难民之家  
Casa Maria Refugee Homes  
Peterborough 
705-743-5164  
ruthhennessey@nexicom.net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庇护和安居服务。

彼得堡（Peterborough）

尼亚加拉地区（Niagara Region） 
伊利堡马太之家  
Matthew House Fort Erie 
183 Central Avenue, Fort Erie  
905-871-6059 
www.matthewhouseforterie.com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咨询和庇护，协助填表、翻译和
口译。

伊利堡多元文化中心/和平桥新来者中心  
Fort Erie Multicultural Centre/Peace Bridge 
Newcomer Centre 
55 Jarvis Street, P.O. Box 104, Fort Erie  
（办公室）：905-871-3641  （边境）：905-994-6005 
www.firststepsincanada.com
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咨询、填表协助，为申请人提供
所在社区的服务转介。

切斯玛丽难民协助中心  
Chez Marie Refugee Assistance Centre 
16 Pelham Road, St. Catherines  
905-682-5795 
refugeest.catharines@cogeco.net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临时住房和支持。

Casa El Norte  
281 Central Avenue, Fort Erie  
905-871-4483  
casaelnorte281@gmail.com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临时住房、安居服务、陪伴、辅导、
咨询、填表协助、翻译、对难民申请程序的说明、相关
信息和推介服务。

http://www.matthewhousewindsor.org
http://www.ymcawo.ca/new-to-canada-nsp
mailto:claireroq@dol.ca
http://www.themcc.com
http://www.micahhouse.ca
mailto:info@micahhouse.ca
mailto:ruthhennessey@nexicom.net
http://www.matthewhouseforterie.com
http://www.firststepsincanada.com
mailto:refugeest.catharines@cogeco.net
mailto:casaelnorte28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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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杜兰（York/Durham）
移民服务欢迎中心  
Welcome Centre Immigrant Services 
1-877-761-1155 
info@welcomecentre.ca 
www.welcomecentre.ca
可致电或浏览网站，寻找提供安居服务、辅导和法律服
务的欢迎中心。 

荷顿（奥克维尔及地区） 
Halton (Oakville & Area)
荷顿多元文化委员会  
Halton Multicultural Council  
1092 Speers Road, Oakville  
905-842-2486 
www.haltonmc.com
提供协助以完成法律援助申请及难民聆讯准备，提供转
介、翻译和口译服务。

其他在线资源：

提供机构目录的网站

www.211toronto.ca

www.211ontario.ca

www.settlement.org/findhelp

皮尔（Peel）
迪克西布鲁尔邻里中心  
Dixie Bloor Neighbourhood Centre 
3650 Dixie Road, Suite 103, Mississauga  
905-629-1873 
www.dixiebloor.ca
提供安居服务、相关的移民信息、翻译和口译服务。

宾顿多元文化社区中心  
Brampton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Centre 
197 County Court Boulevard, Suite 303, Brampton  
905-790-8482 
www.bmccentre.org
提供安居服务和各种教育讲座。

莫尔顿邻里服务  
Malton Neighbourhood Services (MNS) 
3540 Morning Star Drive, Mississauga  
905-677-6270 
www.mnsinfo.org
提供填表协助、咨询、转介及免费的无需预约的法律咨
询服务。

渥太华（Ottawa）
渥太华马太之家：难民服务  
Matthew House Ottawa: Refugee Services 
380 Centrepointe Drive, Ottawa 
613-212-1499  
www.matthewhouseottawa.org
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庇护服务，针对难民申请程序提供说
明，并提供安居协助和融入社区的服务。

卡迪之家  
Carty House  
Ottawa 
613-236-8855  
www.cartyhouse.org
为女性难民申请人提供临时住房、安居服务、支持和
转介。

mailto:info@welcomecentre.ca
www.welcomecentre.ca
http://www.haltonmc.com
http://www.211toronto.ca
http://www.211ontario.ca
http://www.settlement.org/findhelp
http://www.dixiebloor.ca
http://www.bmccentre.org
http://www.mnsinfo.org
http://www.matthewhouseottawa.org
http://www.cartyhouse.org


我的备注：



Kinbrace通过提供住房、说明会、陪伴和教育，为

难民申请人提供帮助。与您建立联系并为您提供日

常所需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Copyright 2015 Kinbrace Community Society
Kinbrace通过提供住房、说明会、陪伴和教育，为难民申请人提供帮助。与您建立联系并为您提供日常所需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请访问 www.kinbrace.ca ，阅读本指南（安大略省大多
伦多地区）的以下语言版本：

插图：Andrea Armstrong

谨向以下项目伙伴的慷慨赞助致以感谢：

同时，也向许多有经验的人士（难民、律师、服务提供机构等）表示感谢，感谢

他们的热情和关切，感谢他们投入时间、提供反馈和创意，编制和完善这份难民

聆讯准备指南。

• 英文

• 西班牙语

• 简体中文

• 阿拉伯语

• 法语

• 乌尔都语

• 波斯语

http://www.kinbrac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