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种常⻅获得永久居留⾝份的⽅式，由加拿⼤公⺠或永久居⺠的

配偶或伴侣为另⼀半进⾏担保。

这种担保可以在加拿⼤境内外进⾏。同时，被担保的配偶或伴侣⽆须

在加拿⼤拥有合法的居留⾝份‧

什么是配偶或伴侣担保？

认识你的权益: 
移⺠权利和移⺠法律

配偶或伴侣担保

谁可以申请？

担保⼈必须年满 18 岁，⽬前并没有享受社会援助（残疾除外），并签署
承诺书，承诺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 3 年内偿还被担保⼈收到的任何社
会援助。

如果⼀个⼈在最近 5 年内曾获得配偶或伴侣担保，他们⽬前仍处于先前
担保的承诺当中，则可能不符合申请配偶或伴侣担保的资格

如果⼀个⼈正处于配偶或伴侣担保承诺或正处理⼦⼥抚养费的债务问

题，⼜或者他们曾有暴⼒和/或性犯罪历史，则可能不符合申请配偶或伴
侣担保的资格。

被担保⼈必须是配偶、同居伴侣或婚姻伴侣：

如果曾经涉嫌严重犯罪问题（例如在加拿⼤或其他国家犯下刑事罪⾏）

或者如果他们正在接受社会援助（例如 Ontario Works），被担保⼈的
申请可能会被拒绝。

          配偶是指：合法婚姻中结婚的伴侣。同时， 加拿⼤移⺠、难⺠及公
          ⺠部(IRCC) 也承认同性婚姻。
          同居伴侣是指：与担保⼈以类似婚姻关系的同居⽣活⽅式，连续⾄少 
          12 个⽉的伴侣关系。
          夫妻伴侣是指：在加拿⼤境外与担保⼈保持类似婚姻关系⾄少 12 个
          ⽉，但因⾯临迫害⻛险⽽不能同居的伴侣。



申请费⽤为何？

配偶或合伙担保的申请费⽤为 1,050 加币。
受抚养的孩⼦也可以包括在配偶/伴侣担保申请中，每个孩⼦的
费⽤为 155 美元。
在处理担保申请时，被担保的配偶或伴侣也可以申请开放式⼯签

—费⽤为 255 美元。
如果您⽆法进⾏配偶担保，您可以考虑⼈道（ H&C ）申请。 如
果您是家庭暴⼒的受害者，您还可以申请家庭暴⼒临时居⺠许可

证 (TRP)。

这需要多⻓时间？

配偶/伴侣赞助的处理可能会有很⼤差异。 平均⽽⾔，加拿⼤移
⺠、难⺠及公⺠部 （IRCC ）从开始到结束处理配偶/伴侣担保
⼤约需要⼤约 1 年的时间，但根据案件的复杂性可能需要更⻓
的时间。



您需要向 IRCC 证明您的婚姻或伴侣关系是真实的，并且主要不是为
了移⺠⽬的⽽缔结的。

您可以⽴即开始准备⽂件和关系证明，即使您仍在考虑是否申请，这

包括：

                 对于配偶担保，您需要出⽰有效的结婚证或结婚登记证明
                 证明你们住在⼀起：
                         共同租赁协议或共同拥有房屋；
                         ⽔电费的连带责任；
                         显⽰相同地址的政府⾝份证或其他⽂件；
                 真实关系证明：
                         相互之间的信件、印刷⽂本、电⼦邮件或聊天；
                         ⼀起拍摄的照⽚（例如旅⾏、⽤餐、社交活动等）；
                         访问证明（例如机票、护照⻚）；
                         财务⽀持证明（例如礼物、购买、转账付款）；
                         ⼀起报税；
                         您关系中关键事件的时间表（重要的是您和您的配偶/伴侣⼀
                         起谈论这个并熟悉相同的时间表）；
                         朋友和家⼈的来信，他们知道并可以证明你们的关系；
                         你们共同拥有的任何孩⼦的⽂件和证据。
                 证明被资助⼈不需要社会援助：
                         显⽰您资产的银⾏和财务⽂件；
                         ⽤信笺抬头的雇主来信，说明您的头衔、⼯作职责、⼯作时
                         间、⼯资、您开始⼯作的时间等。

            注意：配偶担保没有最低收⼊要求，但就业和纳税会加强申请。

你可以做些什么来准备你的申请？



⼀般加拿⼤移⺠、难⺠及公⺠部 （IRCC）并不会要求进⾏⾯试。 但
是，如果官员对您的申请有⼀些疑问或发现⼀些不⼀致之处，您和您的

配偶/伴侣可能会被邀请参加⾯谈。

⾯谈的⽬的通常是确定婚姻/伴侣关系的真实性，并确保这种关系的主
要⽬的不是移⺠。 通常会询问问题以确认您的申请细节和关系的⼏个不
同细节。 由于对真正的婚姻/伴侣关系与⽂化、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因
此，⼀些 IRCC 官员可能会将您的案例与西式婚姻/伴侣关系的理想进
⾏⽐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建基于爱情、浪漫、渐进式发展、相

互依赖。

要求⾯谈：

保留您的记录：

在将⽂件交给法定代表之前，请复印或扫描⽂件并将其保存在安全的

地⽅。 使⽤活⻚夹和分隔线，以便您可以在需要时轻松找到可能要查
找的内容和/或考虑将它们上传到⽹上进⾏存储



你可能会对⾯试感到紧张。 但是，了解整个⾯试流程将会对你准备
⾯试有很⼤的帮助。 移⺠官可能会详细讨论私⼈和亲密关系问题。
官员可能会根据您的回答提出更多问题。 您或您的配偶可能会被要
求⼀起或单独进⾏⾯谈。

 审查申请表和⽂件（并记住关键⽇期和⽂件），因为该官员经常询
问有关⽂件的问题。

通过以下⽅式准备⾯试：

1.

    2. 在⾯试前和你的配偶⼀起准备，回顾关键的⽇期和事件，这样你们
        都能回忆起⼤致相同的叙述。

    3. ⽤⼼和真誠地回答问题（例如，表明你有多爱你的配偶，在那⼀刻
        感到投⼊)

    4. 即使移⺠官恐吓并问你⼀些棘⼿的问题，也要保持冷静

    5. 确保您理解⼝译员的翻译并理解问题。 当您不理解问题或不知道
        答案时，要求重复该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最好说你不知道
        或不记得，⽽不是编造⼀些东西。

如何准备⾯试？



以下是⼀些⽰例⾯试问题：

您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认识您的配偶的?

第⼀天之后你们的关系如何发展?

你的配偶靠什么谋⽣?

你的配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乐？ 你读什么类型的书?

描述婚礼? 谁参加了婚礼? 你的蜜⽉多久了?

你配偶的朋友和亲戚叫什么名字?

您可以显⽰您和您的配偶之间的照⽚、短信、电话账

单、电⼦邮件吗?

你们⼀起旅⾏过吗? 什么时候? 在哪⾥? 你做了什么？

1.

2.

3.

4.

5.

6.

7.

8.



因为擔保⼈和被擔保⼈必须在赞助过程中继续保持关系才能继

续申请，这会造成权⼒不平衡，可能导致或恶化⼈际虐待或剥

削的情况。

如果您正被伴侶虐待，您可以申请临时居⺠许可证。 如果您正
在考虑离开施虐者但⼜害怕移⺠后果，这可能⾮常重要。 虽然
您不必在施虐者前作证，但您可能会被问到很多详细的问题，

并要求您提供与虐待有关的证据（例如医疗报告、警⽅报告、

辅导员和⼩区组织的⽀持信）。

如果⼥性已经提出或计划提出⼈道（ H&C ）申请，她也可能因
为家庭暴⼒⽽有资格获得临时居⺠许可。

如果您的难⺠申请被拒绝并且距现在不到⼀年，您可能⽆法申

请临时居⺠许可。

如果⼉童可能受到家庭暴⼒的影响，⼉童援助协会可能会参与

其中。

   留意：

临时居⺠许可证（有效期 6 个⽉或更⻓时间）



问：如果我曾遭受家庭虐待和暴⼒怎么办？ 如果我举报暴⼒⾏为或离
开我的伴侣，我的伴侣担保会被取消吗？

答：伴侣有可能会撤回或拒绝伴侣担保的申请。在这种情况下，被担保

⼈可以申请特殊的家庭暴⼒临时居⺠许可证。 虐待的受害者也可以同
时申请开放式⼯作许可证。此类申请并不收费。

如上所述，尽管您不必在施虐者前作证，但您可能会被问到很多详细的

问题，并要求您提供与虐待有关的证据（例如医疗报告、警⽅报告、辅

导员和⼩区组织的⽀持信）。

问：为什么加拿⼤移⺠、难⺠及公⺠部 （ IRCC） 要求我参加⾯谈？

答：⼀般来说，加拿⼤移⺠、难⺠及公⺠部 （IRCC ）只要求在严重怀
疑其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参加⾯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询问可能

导致拒绝的其他因素，例如医疗状况、过去的犯罪记录或过去的伴侣担

保承诺。

问：如果我的担保申请被拒绝，我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之前没有获得专业的法律帮助，建议您此时寻求专业的法律

帮助。 如果您的配偶/伴侣担保申请被拒绝，担保⼈可以（在⼤多数情
况下）在收到拒绝信后 30 天内向移⺠上诉部提出上诉。 如果上诉被拒
绝，您可以在收到上诉决定后 15 天内向联邦法院提交司法审查。

常⻅问题（FAQ）：



问：加拿⼤移⺠、难⺠及公⺠部 （IRCC ）怀疑我们的关系不是真实
的，我该怎么办？

答：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证明你们的关系是真诚可靠的。因此，你们可

以提前造好准备。⾸先，与你的伴侣⼀起制定你们关系的时间表，包括

所有重要的事件、⽇期和描述。 如上所述，请仔细梳理⽀持你们关系
的证据。如： 尽可能多与朋友和家⼈⼀起拍很多照⽚。 

同时，聘请⼀个专业的法律代表（或⽀持⼈员），可以引导您回答及梳

理您的关系。此外，你也应该与伴侣练习⼀起或单独回答这些问题，以

确保所陈述的故事中没有重⼤差异。

问：我可以上诉多少次？

答：⼀般来说，对于每个申请，您只能向移⺠上诉部⻔提出⼀次上诉，

如果他们拒绝上诉，您可以向联邦法院进⾏司法审查（并且可以在这种

情况下进⼀步上诉否定决定）。

问：我已提交担保申请并获得了开放式⼯签。 我可以在⾊情⾏业或按
摩院⼯作吗？

答：移⺠法规禁⽌移⺠从事性和⾊情⾏业。 ⼀般来说，IRCC 对此的解
释⾮常⼴泛，也包括在按摩院⼯作的⼈。 因此，即使⼈们持有开放的
⼯作许可证，也有可能失去⼯作许可证的⻛险。

问：如果我被要求离开加拿⼤等待我的外地配偶担保，我该怎么办？

答: 境內担保申请不同于境外担保申请。 如果您进⾏了境內担保申请并
且您不得不离开加拿⼤，那么您的境內担保申请将被取消，并且当您在

加拿⼤境外时，您将需要通过境外配偶/伴侣担保重新进⾏申请。



花花的故事

Fa Fa 的难⺠申请失败，她担⼼⾃⼰不得不离开加拿⼤。 她希望她能通
过伴侣担保获得申请永久居留的机会。 她嫁给了⼀个男⼈，但她的丈夫
⼀直威胁她，向她要钱。 此外，她发现她的丈夫已经破产并正在领取社
会福利。 她的丈夫在 2 年前也通过担保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因此没有资
格担保她。结果，发发被下达离境令，被迫离开加拿⼤。

林⼥⼠的故事

林⼥⼠持访问签证来到加拿⼤，但她的签证续签被拒绝。 ⼀位中介帮助
她办理了婚姻申请，她为此⽀付了 20,000 加币。 ⼀名移⺠官要求进⾏
⾯谈。 因此，她的配偶担保被拒绝，并怀疑他们是否真正的婚姻关系，
因为林⽆法提供她与丈夫关系的详细信息，⽽且信息中有很多不⼀致之

处。 故此，她被命令离开加拿⼤。

故事



华越柬寮法律援助中⼼（提供英语、普通话、粤语服务）：

查找您家附近的法律援助中⼼

为⾃我认同的⼥性、⾮⼆元性别、双性⼈和第三性别及曾经历过暴

⼒的⼈提供法律事务所

致电安⼤略省法律援助中⼼（您可以要求翻译）1‑800‑668‑8258

如果您符合资格（财务和法律问题），您可以申请安⼤略省法律援

助以⽀付您的法律代理费⽤

如果你是难⺠或者正被拘留，您也可以聘请当地的移⺠律师或顾问

来协助您

您也可以聘请当地的移⺠律师或顾问来协助您

寻找法律专业⼈⼠:
（为合资格的低收⼊⼈群所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

       416-971-9674, www.csalc.ca

       https://www.legalaid.on.ca/legal-clinics/ 

        Barbra Schlifer Commemorative Clinic: www.schliferclinic.com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ow-do-i-apply-for-legal-
        aid/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elp-with-immigration-or-
       refugee-problems/ 

 *** 与帮助移⺠的社区团体联系。

后续步骤/资源：

http://www.csalc.ca/
https://www.legalaid.on.ca/legal-clinics/%20
https://www.legalaid.on.ca/legal-clinics/%20
http://www.schliferclinic.com/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ow-do-i-apply-for-legal-aid/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ow-do-i-apply-for-legal-aid/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elp-with-immigration-or-refugee-problems/
https://www.legalaid.on.ca/services/help-with-immigration-or-refugee-problems/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
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family-
sponsorship/spouse-partner-children.html 
与帮助移⺠的社区团体联系

更多资源：

IRCC赞助指南：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
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application/application-forms-
guides/guide-5289-sponsor-your-spouse-common-law-
partner-conjugal-partner-dependent-child-complete-
guide.html  
Parkdale 关于赞助您的配偶、伴侣或受抚养⼦⼥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_IK5J25Wk 
CSALC 家庭赞助指南：

               https://csalc.ca/family-class-sponsorship/ 

查詢或检查当前的处理时间：

 

与帮助华⼈/亚洲移⺠的社区团体联系

全加华⼈协进会（平权会）多伦多分会

迁蝶 Butterfly (Asian and Migrant Sex Workers Support Network) 

多伦多唐⼈街之友 Friends of Chinatown Toronto 

Lesbond: Asian Queer Women Migrant Support Project 

安港学盟 Ontario Hong Kong Youth Action (OHKYA)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www.ccnctoronto.ca              
       416-596-0833.                         
       Wechat: ccnctoronto

       www.butterflysw.org             
       416-906-3098

       https://linktr.ee/FOCT

        lesbondinfo@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AsianQueerWomenMigrantsInCanada

       https://ohkya.com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immigrate-canada/family-sponsorship/spouse-partner-children.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application/application-forms-guides/guide-5289-sponsor-your-spouse-common-law-partner-conjugal-partner-dependent-child-complete-guide.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_IK5J25Wk
https://csalc.ca/family-class-sponsorship/
http://ccnctoronto.ca/
http://ccnctoronto.ca/
https://linktr.ee/FOCT
mailto:lesbondinfo@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AsianQueerWomenMigrantsInCanada
https://ohky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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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档仅提供⼀些常⻅信息。

如果您需要针对您具体情况的法律建议，请咨询您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