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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讯之前 

在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仅提供难民聆讯程序的基本信息。您应该尝试寻求

法律帮助。 

难民律师了解适用于您案件的法律，以及在提出难民申请时必须遵从的规则。律师可以帮助您： 

 填写表格 

 为您的聆讯做好准备 

 在召开聆讯时代表您 

有些申请人请家人或朋友在召开聆讯时代表他们。相关规则允许您请一位不是律师、律师助理

或顾问的人代表您，只要他们不收取费用即可。然而，最好还是请一个懂得《难民法》的人士

为您提供法律帮助。 

如果您需要帮助支付律师费用  

如果您自己负担不起聘请律师的费用，您可能可以通过 Legal Aid Ontario（安省法律援助计划，

简称 LAO）得到帮助。符合资格的申请人能够获得 legal aid certificate（法律援助证书）用于

聘请律师。该证书能够用于支付特定服务。 

法律援助证书能够支付： 

 您律师的时间 

 约见您律师时的口译员费用 

 为您的申请所做的文件笔译 

 医疗或心理报告 

如果您有法律援助证书，您不应为这些服务付费。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legal-help/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legal-help/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if-you-need-help-to-pay-for-a-lawyer/
http://www.legalaid.on.ca/en/
http://www.legalaid.on.ca/en/
http://www.legalaid.on.ca/en/getting/certificateprogra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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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LAO 所支付的金额是有限制的。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可以要求 LAO 支付更多，但他们通

常都会拒绝。 

安省法律援助计划提供接受法律援助证书的律师清单。您可根据地点和语言搜索难民律师。 

与您的律师一起合作 

信任您的律师和您们之间的坦率沟通非常重要。您的律师需要知道有关您的难民申请的所有真

实情况。不论其他人可能告诉您要怎么说，告诉您的律师事实真相。其他人给的建议可能是错

误的，依靠这类建议可能会给您造成麻烦。 

当您前往与律师的预约时，请携带： 

 如果您在入境口岸提出申请，在 eligibility interview（资格面试）时所得到的所有文件 

 您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 

 可能与您的申请有关的任何其他文件 

如果您没有这些文件的原件，请携带复印件。 

帮助您填写 Basis of Claim Form（难民申请理由表，简称 BOC）的律师应该： 

 回答您关于难民申请程序的问题 

 在您签名之前，与您仔细核查已填妥的难民申请理由表 

 给您已填好的难民申请理由表的复印件，以及为了您的申请而向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简称 IRB）提交的其他任何文件的复印件 

 和您谈谈您需要尝试取得的文件，例如：身份证明文件、警察报告或医疗报告 

 

 

http://www.legalaid.on.ca/en/getting/findingalawyer.asp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working-with-your-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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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永远都不应被要求： 

 在空白的难民申请理由表上签名 

 在未经您理解的语言翻译给您听的难民申请理由表上签名 

 在不正确或不属实的难民申请理由表上签名 

 说任何假话 

安省法律援助计划有一本面向难民申请人的出版物，叫做《 Client & Lawy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当事人及律师的权利与责任）》，提供多种语言的版本。 

记录日期和联系方式 

请记录日期，包括： 

 如果您在入境口岸提出申请，您必须在哪一天之前提交已完成的难民理由申请表 

 与您的律师的预约安排 

 向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简称 IRB）的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难民保护处，简称 RPD）提交证据的最后期限 

 您在 RPD 的聆讯日期 

当您提出申请的时候，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简称 CBSA）或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加拿大公民移民部，简称 CIC）会向您索取地址和联系

方式。如果您当时没有这类信息，您必须在资格面试的 10 天之内把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通知给

RPD，还有 CBSA 或 CIC。 

确保下方所有相关方有您最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RPD 

 CBSA 或 CIC 

 您的律师 

http://www.legalaid.on.ca/en/getting/type_immigration_rr.asp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keeping-track-of-dates-and-contact-information/
http://www.irb-cisr.gc.ca/
http://www.irb-cisr.gc.ca/Eng/RefClaDem/pages/RpdSpr.aspx
http://www.irb-cisr.gc.ca/Eng/RefClaDem/pages/RpdSpr.aspx
http://www.cbsa-asfc.gc.ca/menu-eng.html
http://www.cic.gc.ca/english/


 

refugeehearing.on.ca 

 

 

 
第 11 之 4 页 

Copyright © 2014 CLEO 
Before your hearing - Chinese 

光是与 RPD 更新您的信息是不够的。您还必须让 CBSA 或 CIC 知道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任何

变更。 

如果您不更新自己的联系方式，您有可能错过一封重要的信件或一通重要的电话。这可能会可

能会为您导致严重的麻烦。 

记住所有帮助您的人员和机构的联系方式。 

您可以在以下地方找到向 RPD 提交文件和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 

 难民申请理由表  

 向 RPD 提交文件 

 如果您有特殊需要 

 如果您需要更改您的聆讯日期 

 难民申请程序流程图 

在难民申请的过程中，满足各种时间限制非常重要。如果您错过了一个时间限制，立即寻求法

律帮助。在某些情况下，时间限制可以被延长。 

如果您需要向 RPD 申请延长某个时间限制，有相关规则表明您应何时申请以及需要哪些证明才

能延长限期。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faqs/basis-of-claim-form/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faqs/providing-documents-to-the-refugee-protection-division/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faqs/if-you-have-special-needs/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faqs/if-you-need-to-change-the-date-of-your-hearing/
http://refugee.cleo.on.ca/en/refugee-claim-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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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申请理由表 

填写难民理由申请表 

如果您在入境口岸提出申请，自资格面试的那天起，您有 15 天的时间将已完成的 Basis of 

Claim Form（难民申请理由表，简称 BOC）提交给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难民保护

处，简称 RPD）。您必须向 RPD 提交 BOC 的原件和一份复印件。确保您自己保存一份已完成

的 BOC 复印件。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BOC： 

 亲自将它送到 RPD， 

 请快递公司送件，或 

 如果总页数不超过 20 页的话，传真至 RPD。 

您不能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您的文件。 

您应该要求证明表示您已经向 RPD 提交了 BOC，以防万一您需要证明您已经提交以及提交日

期。 

如果您亲自提交或请快递公司交件，您应该多包括一份复印件。RPD 可以在额外的复印件上盖

上日期戳。如果您将表格传真过去，保存传真确认页。在聆讯当日携带提交证明和 BOC 原件。 

如果您无法满足提交 BOC 的 15 日限期 

在最后期限的至少 3 个工作日之前，向 RPD 以书面形式请求延长限期。告诉他们您为什么需要

更多时间。如果是医疗原因，您必须包括医疗证据。难民保护处设有关于您需要提交的证据的

详尽规则。 

获得延长提交 BOC 的时间非常困难，特别是如果该请求并非出于医疗原因。如果您在最后期限

之前没有得到回音，尽管 BOC 还未填写完整也要把它提交出去。在 BOC 中表明您将会尽快提

供额外的信息。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basis-of-claim-form/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SOR-2012-25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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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难民理由申请表做 

您可以在向 RPD 提交难民申请理由表之后进行更改或添加。您可能需要这么做，例如：如果您

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当地填写表格。规则表明您必须在不晚于您聆讯日期的 10 天之前完成更改。 

搜集证据支持您的申请 

如何开始 

尝试获得能够证明您的情况的文件。和您的律师谈谈你能够得到哪种文件，尽一切努力马上取

得这些文件。 

记录您为了取得文件而拨打的所有电话、发出的电子邮件、传真、信件，或任何的尝试。您为

了取得文件所做出的努力的证据将在您的聆讯上对您起到帮助。如果您无法取得有助于证明您

的身份或申请的相关文件，您将必须在聆讯时解释为何您无法取得这类文件，并说明您做出了

那些努力。 

当您取得这些文件，马上把它们交给您的律师。您越早把文件交给律师，他们就有越多时间翻

译这些文件，并及时提交以满足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难民保护处，简称 RPD）的最

后期限。 

保存您所有文件的原件。同时也保存任何邮寄这些文件给您的信封，因为您可能需要在聆讯时

展示它们。 

身份证明文件 

尝试取得证明您身份的文件非常重要。如果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加拿大边境服

务署，简称 CBSA）或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加拿大公民移民部，简称 CIC）

有您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您的护照，他们会将复印件发至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简称 IRB）。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gathering-evidence-to-support-your-claim/
http://www.cbsa-asfc.gc.ca/menu-eng.html
http://www.cic.gc.ca/english/
http://www.irb-cisr.gc.ca/
http://www.irb-cisr.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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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身份证明文件通常是由政府所签发的文件。例如：护照、出生证明、国民身份证或居民

卡，或是驾驶执照。其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包括学校记录和受洗证书。 

如果您无法取得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和您的律师谈谈有关其他的选项。您可能需要尝试从某位

认识您的人那里获得一份声明，或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确认您的真实情况。 

例如，您来加拿大之前就认识您的人可能可以作证表明您确实是您所说的身份。或来自某个社

区组织的某个人可能可以和您进行面谈，表示您确实会说某个特定地区的方言。 

其他文件 

可能可以帮助支持您申请的其他文件类型包括： 

 某个组织、政党或宗教信仰的成员身份证明 

 警察报告 

 医疗报告（来自您的国家，或来自您抵达加拿大以来一直看的医生） 

 

 人权报告，例如来自 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特赦组织）或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或显示您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报纸报道。  

 

（IRB 的网站可能有您国家的 National Documentation Package（国家文献库），其中

载有来自您国家的难民保护申请相关议题。） 

 

 

 

 

http://www.amnesty.ca/
http://www.hrw.org/
http://www.hrw.org/
http://www.irb-cisr.gc.ca/Eng/ResRec/NdpCnd/Pages/ndpcn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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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难民保护处提交文件 

翻译文件以支持您的申请 

如果您的文件不是英语或法语的，您将需要将文件翻译成英语或法语。最好使用专业的笔译员

服务，因为翻译得差会严重影响您成功的机会。 

每一篇笔译都应该包括一份笔译员的签字声明，列明他们的姓名和笔译文件的原文是什么语言

（和方言，如有的话）。笔译员还必须表明翻译是准确的。 

提交文件以支持您的申请 

规则表明您必须在不晚于您聆讯日期的 10 天之前向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难民保护

处，简称 RPD）提交支持您聆讯的相关文件。关于身份证明文件，您应该向 RPD 提交两份复印

件。 

您所提交的所有文件都应该是标准 letter-size（信纸规格）的纸张。请将您的档案号码写在所

有提交的文件上面。将所有文件放在一起做为一套文件包，并标上页数。加一个清单，描述每

个文件，并包括每个文件在文件包里的页数。 

保存您向 RPD 提交的复印件的原件，将原件带去您的聆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文件： 

 亲自将文件送到 RPD， 

 请快递公司送件，或 

 如果总页数不超过 20 页的话，传真到 RPD。 

您不能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您的文件。 

您应该要求证明表示您已经向 RPD 提交文件，以防万一您需要证明您已经提交以及提交日期。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providing-documents-to-the-refugee-protection-division/
http://www.irb-cisr.gc.ca/Eng/RefClaDem/pages/RpdSp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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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亲自提交或请快递公司交件，您应该多包括一份复印件。RPD 可以在额外的复印件上盖

上日期戳。如果您将文件传真过去，保存传真确认页。在聆讯当日携带提交证明。 

如果您已获得有关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加拿大移民公民部，简称 CIC）或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简称 CBSA）反对您申请的通知，您必

须： 

1. 在向 RPD 提交文件之前，先行向 CIC 或 CBSA 提交。 

2. 包括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您如何以及何时已向 CIC 或 CBSA 提交文件，把它添加到向 RPD

提交的文件中。  

 

提供证人的相关信息 

如果您觉得有人能够作证帮助您的案件，请告诉您的律师。如果您有会在您的聆讯作证的证人，

规则表明您必须在不晚于您聆讯日期的 10 天之前向 RPD 提供关于他们的某些具体信息。 

如果一名证人无法亲身出席您的聆讯，他们可能可以通过电话作证，或在法定声明（宣誓证词）

签名，以书面形式作证。 

如果您有特殊需要 

经历难民申请程序将令人非常紧张，对于大多数申请人而言十分艰难。然而，某些申请人有着

更大的困难。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一个“vulnerable person（弱势人士）”，您可以要求

Refugee Protection Division（难民保护处）在聆讯过程给予特别照顾。例如，如果您曾经经

历基于性别的迫害，您可以要求一位女性口译员或女性 Board member（审判委员），或要求

允许 support person（支持陪同人员）出席您的聆讯。 

要被认定为弱势人士，您应该在确定该需要时尽快以书面形式申请。您可能需要提供一份来自

医生、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的报告以支持您的申请。规则表明您必须在不晚于您聆讯日期的

10 天之前——如果您到那时知道自己将需要特别照顾——提出申请。 

http://refugee.cleo.on.ca/en/what-vulnerable-person
http://www.irb-cisr.gc.ca/Eng/RefClaDem/pages/RpdSp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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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申请人有一个“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指定代表）”帮助他们了解难民申请程序和

做出决定。委员会将为您任命指定代表，如果您：  

 未满 18 岁，或 

 不能理解难民聆讯程序的内容，通常是因为心理健康问题。  

家庭成员经常担任指定代表的角色。向您的律师咨询这么做是否适合您的案件是个不错的主义。

专业人士，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被委任为指定代表。 

如果您需要更改您的聆讯日期  

您可以申请更改您的聆讯日期，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您将需要证明“特殊情况”，例如超乎您

控制的突发事件。您将需要证明您已经采取合理的步骤予以解决。如果这个突发时间是紧急医

疗情况，您必须提供医疗证据。 

如果您的律师没有空，您也可能可以更改聆讯日期，但是这只有在您符合某些情况的时候才能

成立。您的律师应该在您的 eligibility interview（资格面试）5 日之内提出申请。 

当您在等待自己聆讯的期间 

如果您收到来自移民当局的任何来信，立即联系您的律师。将该信的复印件发给您的律师。你

的律师需要看到此信才知道它说些什么。 

如果您给您的律师留电话留言，即使他们已经有您的信息，还是留下您的全名和联系方式。清

楚说明您致电的原因。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if-you-need-to-change-the-date-of-your-hearing/
http://refugeehearing.cleo.on.ca/hearing/while-you-wait-for-your-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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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聆讯感到紧张或焦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需要帮助应对您的压力或焦虑，您

可能想要和某位了解关于难民健康的人士谈谈。 

在等待自己的聆讯期间，您能够得到 health care（医疗保健）和申请 work permit（工作许可

证）或 social assistance（社会救济金）。儿童也有上学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信息表仅提供一般性信息。您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寻求法律意见。此为本网站英文文本的中文翻译。如有任

何不确定之处，请参阅英文文本。 

 

关于难民申请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refugee.cleo.on.ca。欲获得更多法律信息，请浏览 CLEO 网站和您的

法律权利。       

http://www.settlement.org/sys/faqs_detail.asp?k=REF_HEALTH&faq_id=4001298
http://refugee.cleo.on.ca/en/health-care-refugee-claimants
http://refugee.cleo.on.ca/en/work-permits-refugee-claimants
http://refugee.cleo.on.ca/en/social-assistance-refugees
http://refugee.cleo.on.ca/en/what-rights-do-children-have-attend-school
http://refugee.cleo.on.ca/en/refugee-rights-ontario
http://www.cleo.on.ca/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