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 

Legal Aid Ontario（安大略法律援助）

www.legalaid.on.ca 或致电 1-800-668-8258，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8 点至下午 5 点，获取一般信息及可为低收入客户提供
协助的律师推荐

Law Society Lawyer Referral Service（法律协会律

师转介服务）

http://lsrs.lsuc.on.ca/lsrs/ 或致电 1-800-268-8326，获取私人律师

推荐；前 30 分钟免费

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安大略社区

法律教育中心）

www.cleo.on.ca，了解关于家庭法、移民法律和法院系统的一般

信息。其在线手册《安大略家庭法资源》提供关于如何寻找律

师、查找在线信息和在法院获取帮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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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为身为父母但与伴侣分

开的难民申请者提供重要信息。 

关于移民与面临被递解出境风
险者的监护权和探视权问题



移民身份和监护权问题

关于另一方父母的法律问题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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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目录



我不是加拿大公民，在加拿大并没有合法身份。我是否还能获

得儿女的监护权？ 

您的移民身份不会影响您对孩子的监护权和探视权、您申请获得监护权或

探视权的资格，或回应申请的资格。

只要您的孩子居住在本省，安大略省法院就可以审理您的案件并做出裁决。

此规定适用于下列人士：

• 加拿大公民

• 永久居民

• 有条件永久居民

• 在加拿大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士

• 已经递交移民申请的人士

如果我必须离开加拿大，怎么办？ 

如果法院认为您或另一方父母可能离开加拿大，移居另一个国家，法院将

在下达监护或探视令时考虑这一点。这种情况适用于您自愿离开或因被递

解出境而离开。

移民身份和监护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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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和菲利普
有过短暂的关
系，在鲍比出生
后不久便分手。 

菲利普时常去探视鲍

比，并负担部分费用，

但玛丽亚一直都在照顾

鲍比。玛丽亚在加拿大

没有合法身份，而且正

面临被递解出境回国的

风险。 

法官将依据鲍比的最大

利益判决。判决结果可

能是玛丽亚应该拥有鲍

比的监护权，无论她是

否必须返回祖国。

我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但因

家庭事务我想上家庭法院。上

法院会影响我的身份吗？ 

如果您没有加拿大的合法移民身份，

启动家事诉讼程序可能会使您面临被

递解出境的风险。

上家庭法院时，诉讼程序要求您在家

庭法院文件上填写联系信息。这意味

着，移民局可以查明您的住址，然后

寄信要求您参加移民面试，从而启动

递解出境程序。 

法官在下达监护或探视令时会

考虑什么因素？

一般而言，法院高度重视让孩子能够

与父母双方一起生活。法官会根据孩

子的最大利益裁决，这就意味着要考

虑下列问题： 

2



• 父母中哪一方最有能力为孩子提

供稳定、相亲相爱且安全的家庭

环境？

• 孩子意愿是什么？

• 父母中哪一方最能满足孩子的

需求？ 

• 前往另一个国家居住或留在加拿

大，哪一个更符合孩子的最大利

益（如果法院认为父母一方可能

会自愿或因面临被递解出境而携

同孩子离开加拿大）？

法官可能：

• 下达临时判令，规定在父母双方

均位于加拿大境内时准予适用的

监护和探视条款，或下达判令，

若父母一方离开加拿大，则准予

适用不同条款。

• 认为在父母中特定一方的监护下

可以满足孩子的最大利益，无论

此方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

• 下达带离禁令，规定不可将孩子

带离加拿大。此判令不会使您免

于被递解出境。如果您正面临被

递解出境，而且获得了监护权，

之后又收到孩子的带离禁令，应

立即与移民律师联系。

利拉和彼特已经
离婚长达两年时
间。他们七岁的
儿子乔伊除周末
外都和利拉生活
在一起，大多数
周末则和彼特在
一起。 

乔伊因为一些疑难疾

病正在当地的儿童医

院接受治疗。利拉面临

着被递解出境返回祖

国的风险。 

根据孩子的最大利益，

法官可能会判决，当利

拉在加拿大时，父母双

方应拥有共同监护权，

如果利拉被递解出境回

国，应将单独监护权判

给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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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在无法携同孩子随行的情况下仍可被递解出境？

是的。如果您没有孩子的监护权，您会在无法携同孩子随行的情况下被递

解出境。

如果您拥有孩子的监护权，法院会与您一起努力，确保孩子可以随您离开

加拿大，即使是在孩子有带离禁令的情况下。但是，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确保取消孩子的带离禁令。您应该尽快与律师联系。 

我能通过向家庭法院起诉防止自己被递解出境吗？

不可以。安大略家庭法院无权阻止递解出境令的执行。 

在下列情况下，递解出境可能延迟至法院下达最终监护令：

• 如果最终监护令尚未下达

• 您仍在法官面前进行申诉，以及 

• 对于谁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您和另一方父母陷入真正的监护权

纠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的递解出境仍可能无法延迟。在单纯为了逃避或延

迟递解出境令而提出监护权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会延迟递解出境。

4



我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避免被递解出境并与孩子一起留在加拿

大？

您可以提交移民申请，尝试获得加拿大的合法居留身份，在某些情况下，

还可以尝试阻止或延迟被递解出境。 

例如，您可以向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提交人道主义和同情 (H&C) 申请，

请求允许您留在加拿大。为了成功申请，您必须证明自己已在加拿大定居，

如果返回祖国将非常困难。在裁决您的 H&C 申请时，移民局官员一定会

考虑孩子的最大利益。 

但是，移民局官员有权先将尚未得到 H&C 裁决的申请人递解出境，然后

再决定是否批准申请。 

在少数情况下，您可以采取额外的措施延迟或阻止被递解出境：

• 提交 H&C 申请后，您可以聘请律师，请求联邦法院将您的递解出境

令延迟到 H&C 作出裁决。

• 如果您害怕回到祖国，还可以与移民律师讨论是否能够提交难民申请，

或申请递解出境前风险评估。 

• 您也可以咨询移民律师，了解是否有其他选择，如家庭团聚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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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另一方父母的
法律问题

我担心另一方父母会带着孩子

离开加拿大，搬回他们的祖国。

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吗？

一旦父母一方携同孩子离开加拿大，

就很难再让孩子回到加拿大。最好是

设法阻止孩子离开加拿大。以下是一

些策略：

• 您可以向法院申请为孩子下达带

离禁令。此判令规定，未经法院

判令或您书面同意，孩子不能离

开加拿大。当有人携同孩子过境

时，移民局官员一般会要求查看

法院判令或信函，然后才允许此

人携同孩子离开加拿大。

德米特里和詹娜
的关系很紧张。  
两人都想获得女
儿玛莉卡的单独
监护权。 

德米特里曾扬言要带玛

莉卡回他的祖国。 

他在加拿大没有合法身

份。他已经提交了 H&C 
申请，但依然面临被递

解出境的风险。 

法官经过裁决，判给德

米特里单独监护权，允

许詹娜周末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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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请求法院下达判令，允许

由您或法院保管孩子的护照。有

时候，法院也可以保管另一方父

母的护照。

• 您可以拒绝签署孩子的护照申请。

要为孩子获得加拿大护照，父母

双方都必须签署护照申请。

如果您拥有监护权，而另一方父母在

未经法院判令或您同意的情况下携同

孩子离开加拿大（又称“父母诱拐儿

童”），您应该：

• 联系律师寻求建议，和 / 或

• 联系加拿大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Development（外交、贸易和发展

部）下属的 Vulnerable Children’s 
Consular Unit（弱势儿童领事部

门），寻求建议和帮助。您可以

致电 1-800-387-3124，或浏览 
travel.gc.ca/child。

为了确保德米特里不能

私自带玛莉卡离开加拿

大，法官可能会下达带

离禁令，规定玛莉卡不

能被带出加拿大。 

如果移民局官员通知德

米特里他很快将被递

解出境，德米特里可以

向家庭法官提出紧急申

请，请求终止带离禁令。

德米特里也可以要求法

官明确声明紧急请求将

得到批准，除非他的情

况发生重大、意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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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下达了带离禁令，规定我在未经法院判令或另一方父母同

意的情况下不能携同孩子离开加拿大。如果我被递解出境该怎

么办？

您能否携同孩子离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您是否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在某

些情况下，无论父母双方是否均留在加拿大，家庭法院的法官都会将单独

监护权判给父母一方。在其他情况下，法官将下达两个监护和探视令：一

个在父母双方均在加拿大时适用，另一个在父母一方被递解出境的情况下

适用。 

我怎么做才能携同孩子离开？

您的情况 可采取的行动

法官下达带离禁令，您知道自己

可能会被递解出境

您可以向家庭法院提出紧急申

请，请求法官取消您孩子的带离

禁令。您也可以要求法官批准紧

急申请使其生效，除非您的情况

发生重大、意外变化。 

您已拥有监护权 家庭法院将帮忙确保您可以携同

孩子一起离开加拿大。 

您拥有监护权，但面临被递解出

境的风险，而且法院下达了带离

禁令

尽快与移民律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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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配偶结婚时达成协议，约定如果我们分开，我将失去

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我们要分开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没有机

会得到监护权或探视权？ 

不是。安大略《家庭法案》规定，夫妻结婚时不能提前约定如果将来分开，

谁可以得到监护权或探视权。在双方的协议中，规定监护权或探视权的部

分无效。

如果我们是在加拿大或我们的祖国达成的协议，有关系吗？

没有。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另一个国家达成协议，都没有关系。法院将

根据孩子的最大利益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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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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