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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部家庭法，适用所有妇女。
了解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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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与离婚

本手册旨在帮助你了解基本的法律问题，并不能代替个人的法律建议

和援助。如果你正面临家庭法相关的问题，我们建议你尽快寻求法律

帮助，以了解你拥有的选择并保护你的权利。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

寻找和支付家庭法律师的信息，请参阅我们“为有关家庭法的问题寻

求帮助”的手册。你还可以观看我们“寻找家庭法律师”、“已婚或

同居伴侣的财产权利与义务”等更多有关其他家庭法话题的网络讲

座。以上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onefamilylaw.ca
中找到。

在加拿大，什么是合法婚姻？

在加拿大，有法律效力的结婚仪式需要符合两项规定，结婚双方都必

须遵守。第一项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合法地结婚，第二项规定了结婚仪

式应该怎样举行。 

1) 在安省哪些人可以结婚？

对于一个人能否结婚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以下是有关谁可以合法地结

婚的主要规定： 

a) 在安省，你必须年满18岁才可以结婚。

·  有一种例外，若你已年满16或17岁，你可在获得了家长双方、监护

人或法庭的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合法结婚。在加拿大的其他省和地区

有不同的年龄规定。

b) 全加拿大范围内，16岁以下的儿童即使获得了父母的允许也不可

以结婚。若你知晓准备结婚中的某一方未满16岁，却仍庆祝、协助或

参与他/她们的结婚仪式，这会触犯刑法。 

c) 你可以与符合法定年龄的任何人结婚。伴侣双方的性别不受限制。

d) 若你和你的伴侣亲缘关系过近，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领养关系，你

们都不可以结婚。 法律不允许与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兄弟

姐妹、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结婚。 

e) 若你已经结婚，则无法再与另一个人结婚。加拿大法律不允许同时

拥有多个配偶，这样的情况被称为多配偶制（polyg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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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之前结过婚，则必须证明由于离异或丧偶，你已不再与那个

人存在婚姻关系，这样你才可以与另一个人结婚。如果你是在加拿

大境外完成的离婚，则需要证明你的离婚符合当地法律。（下文中

有更多关于离婚的信息）。

f) 你与你的配偶都必须了解结婚意味着什么。 双方都必须自愿同意结 

婚。在法律中称之为“开明知情同意（enlightened and 
informed consent）”。

·  如果你是被迫结的婚，则该婚姻是不合法的。若你知晓两人中的一

方是被迫结婚的，却仍庆祝、协助或参与他/她们的结婚仪式，这会

触犯刑法。

2) 结婚仪式的要求

关于合法婚姻的第二项规定有关结婚仪式的举行。如果你在加拿大境

内结婚，你的婚姻必须遵守结婚仪式举行地所在省份的法律。

结婚双方都必须亲自参加仪式。不可以通过电话或互联网举办结婚仪

式。双方必须站在一位可以合法主持仪式的人面前。 

在安省，你必须在结婚前从你所在的镇、市、区政府办公地点领取一张

结婚许可（marriage licence）。申领结婚许可只需少量费用， 

其有效期为三（3）个月。无论在安省何处结婚，你都需让主持结婚

仪式的人在许可上签字。 

为了让婚姻在安省合法有效，主持你结婚仪式的必须是经政府批准

或注册的人士。你可以选择举行宗教性的仪式或世俗（非宗教）的 

仪式。 

· 宗教仪式：在安省已注册可主持结婚的宗教人士可以合法主

持你的结婚仪式，例如牧师、神父、拉比或伊玛目。

· 世俗仪式：法官、治安官、市政书记员或其他获许在安省主

持结婚的人士均可合法主持你的结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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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书（marriage certificate）是用来证明你已经合法结婚 

的官方文件。需要有两位见证了你结婚仪式的人士在结婚许可上签

字，并由仪式主持人将签过字且填写完整的结婚许可寄往政府档案办

公室，之后你便可以获得结婚证书。在安省，这个档案办公室是安省

服务中心（Service Ontario）。

在其他国家缔结的婚姻是否被加拿大的法律认可？ 

大多数情况下，在加拿大境外合法缔结的婚姻在加拿大国内是合法

的。如果你生活在加拿大，但是欲前往其他国家结婚，你的结婚仪式

则必须符合仪式举行地所在国的相关要求。若想要婚姻在加拿大合法

有效，你必须遵守加拿大法律中有关哪些人可以结婚的规定（已在上

文中解释）。

多配偶制

你应该知道，拥有一位以上的伴侣（被称为“多配偶制”）是违反加

拿大法律的。如果你是在多配偶制合法的国家结的婚，那么在加拿大

只有你与单个人缔结的唯一的婚姻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若你已移民至加拿大，但仍在实践多配偶制，则可能会导致犯罪和移

民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担心多配偶制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咨询刑法律

师和移民法律师。

如果你对你的婚姻在加拿大是否合法存在疑问，或者你有关于自己或

你孩子权利的问题，请务必咨询家庭法律师以获取法律建议。 

如果我与一位加拿大公民结婚， 

我是否可以自动成为加拿大公民？

与一位加拿大公民结婚并不能自动为你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成为加

拿大公民需要按照具体的流程，并需要符合一定的要求才能申请。与

加拿大公民结婚的人并不会受到特殊对待，但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

民可以为配偶提供担保，使其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加拿大生活。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永久居民、担保或公民的信息，请访问加拿大公民

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网站

www.cic.gc.ca。你还可以参阅我们有关“移民、难民和无身份

妇女的家庭法问题”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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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离婚与分居 

离婚是指合法地结束婚姻。分居是指已经结婚或处在一段关系中但没

有结婚的伴侣双方决定终止他/她们的关系并分开生活。

已婚人士无需离婚，亦可分居。但是，如果你或你的伴侣想要与另一

个人结婚，则必须先离婚。

家庭破裂是一段难熬且充满压力的时期。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准备离婚

或分居，你需要理清很多法律问题。你们可能需要讨论抚养和赡养，

安置子女，分割家庭财产等问题。 

并不是每种情形都需要律师，但是寻求法律帮助对于很多家庭法问题

来说都十分重要。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寻找和支付家庭法律师的信

息，请参阅FLEW“为有关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的手册。

已婚的伴侣若想要合法结束他/她们的婚姻关系，需要从法庭得到一

张离婚令（Divorce Order）。离婚的同时你还可以要求法庭裁定

其他家庭法问题，例如家庭财产的分割、你的赡养费和子女的抚养

费的支付，以及子女的抚养计划以决定谁拥有子女的监护权谁拥有探 

望权。 

如果你们决定分居但不打算离婚，法庭仍可以根据需求为你们裁定以

上的任何问题。

你和你的伴侣也可以不去法庭，自己立定协议来解决财产、费用

支付、孩子抚养等方面的问题。最好能将协商的结果写成分居协 

议（Separation Agreement）。有关分居协议的更多内容请访问

FLEW的网站。 

如何申请离婚？

你和你的伴侣必须在加拿大居住至少满一年，才可以申请离婚。你必

须在可以处理家庭法问题的法庭递交一份离婚申请（Application 
for Divorce）以要求离婚。离婚申请的递交标志着正式开始法庭

程序，申请中包含你希望法庭裁定和判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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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配偶的同意就可申请离婚。你和你的配偶可以单独或共同提

交离婚申请，后者称为联合申请（Joint Application）。你可在

申请中仅要求离婚，或者同时要求法庭裁定孩子的监护权、子女抚养

费、配偶赡养费的和家庭财产分割等问题。填写申请时可以选择寻求

律师的帮助或独立完成。 

申请离婚时，你必须表明你们的婚姻已经破裂，没有再次复合的可

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表明这一点：

1. 分居独立生活：证明你们的婚姻已经破裂的最常见的方法是你已与 

配偶“分居独立”生活至少一年。即使你们还是居住在同一个屋檐

下，只要你们的行为表现不再如已婚伴侣，即被认为是分居独立生

活。如果在分居的这一年中你们试图复合，但只要复合的时间不超过

90天，则仍被视为分居。

你可以在分居后立即向法庭申请离婚，但只有在分居满一整年时，法

院才会批准离婚。 

2. 通奸：若婚姻中的一方发生了通奸的行为，则也可申请离婚。通奸

是指已婚配偶与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发生亲密关系。

3. 虐待/家暴：如果你的配偶在身体或心理上残酷地对待（虐待）你，

以致你无法再与其共同生活，你可以申请离婚。

如果出现通奸或家暴的情况，法庭可即刻批准离婚，无需等待一年。

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出示通奸或家暴/虐待的证据，这会使得情

况变得更加复杂且花费更多。有时，法庭系统运作缓慢，使用这些

理由来申请离婚可能并不比证明你们已经分居独立生活至少一年来得

快。请务必寻求家庭法律师的法律建议，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 

选择。

在其他国家批准的离婚在加拿大是否合法？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使在其他国家批准的离婚被加拿大的法律认可。

1. 如果在申请离婚时，你或你的配偶在另一个国家已居住至少满一年，

若离婚获得批准，则也会被加拿大的法律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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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另一个国家申请离婚的人可以证明自己与那个国家有“真实

且实质性的联系（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那么

只要离婚被批准，哪怕在申请离婚时配偶双方无一人在该国居住满一

年，加拿大的法律也会认可这个离婚。 

表现“真实且实质性的联系”的办法包括：该国是你的原居国，且在

婚姻关系终止时返回该国；或者申请离婚的人在批准离婚的国家拥有

土地或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的离婚是由其他国家批准的，这可能会影响到加拿大家庭法赋

予你有关配偶赡养费和财产分割的权利。如果你对他国批准的离婚存

在疑虑，不妨去咨询加拿大本地的家庭法律师。

如果你是在其他国家离的婚，现在想在加拿大与另一人结婚，你必须

先出示离婚证明。

如需证明，你必须提供离婚判决的官方副本。在你想要结婚的省份或

地区，你需要由当地律师出示一封信函，声明你的离婚应当被加拿大

法律认可。 

如果离婚判决不是由英文或法文书写的，你还需要请经批准的翻译将

其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律师可以就此为您提供帮助。

离婚和再婚的宗教障碍

法院可以批准经宗教仪式或世俗仪式完婚的配偶提出的离婚申请。但

是有些宗教不承认离婚行为，并可能表示如果经由世俗（非宗教）程

序离婚，你就不能再参加宗教团体活动或再次通过宗教仪式结婚。加

拿大家庭法未赋予当事人在宗教信仰内结婚的权利。但任何满足结

婚法定条件的人（已在上文中解释）都有权在加拿大通过世俗仪式 

结婚。 

加拿大家庭法不能强迫你的配偶与你通过宗教方式离婚。但是加拿大

法律明确规定，配偶不能利用对宗教离婚的许诺或拒绝来干预家庭法

事务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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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前任配偶试图阻止你在宗教社群中再婚，法庭可能会拒绝对

你前任配偶在子女监护权、抚养费支付或财产分割等家庭法方面的诉

求做出决定。

同居伴侣的分居

居住在一起却选择不结婚的伴侣，有时被称为“同居（common-
law）”伴侣。同居伴侣可通过分居来结束彼此的关系。由于你未曾

合法结婚，则不需要申请离婚。

关于谁可以被认为是“同居”伴侣，每个省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定。每

个省对于同居伴侣分居后拥有的家庭法权利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在安

省，同居伴侣拥有一定的家庭法权利，如果他/她们： 

· 生活在一起达3年或以上，或 

· 共同抚养子女并处于稳定的关系中。

在安省的同居伴侣在分居后有权申请子女监护权或探望权、子女抚养

费和配偶赡养费。

尽管法律在很多方面承认同居关系的权利，但是结婚伴侣分居时有关

家庭财产分割的规定，不适用于居住在安省的同居伴侣。在某些情况

下，如果你决定结束一段同居关系，法庭可能会判决你有权分享家庭

财产中不属于你的那部分。 

在结束关系时决定家庭事务

无论你是准备分居还是离婚，你和你的伴侣可以自行就资产和家庭事

务立定协议，也可寻求律师或法庭的帮助。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可以轻松且开诚布公地交谈，你们可以自己立定协

议处理家庭法问题，例如子女的监护权和探望权、子女抚养费、配偶

赡养费和家庭财产分割。不妨将你们的协议写下来并标注日期，然后

双方签字。最好能让双方各自的律师检查一下这份协议，然后提交法

庭备案。你可以在FLEW的网站上找到更多有关代替性争议解决方 

案（庭外协议）和分居协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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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你的伴侣无法达成一致，或者在双方的关系中曾经或正存在

暴力行为，更安全保险的做法是请一名律师并考虑去法庭解决有关子

女协议、抚养赡养和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离婚或分居后家庭法权利的信息，请参阅我们的手

册：“子女监护和探视”、“子女抚养”、“配偶赡养”、“家庭契

约”和“家庭法如何分割财产”。 

上述材料中阐述的观点来自于FLEW，并不一定代表安省的看法。

本出版物由安省法律基金会资助，但其内容不一定代表基金会的观点。

当结束一段亲密关系时，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危险，请拨打

911。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面临风险，请访问 FLEW网站以了解关于获取帮

助的信息。

如果你是生活在安省的讲法语的妇女，你有权在家庭法法庭诉讼中获得法 

语服务。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你的权利的信息，请联系律师、社区法律服 

务或拨打Femaide妇女援助热线：1-877-336-2433，听障热线： 

1-866-860-7082。 

你 可 以 在 我 们 的 网 站 w w w . o n e f a m i l y l a w . c a 或 

www.undroitdefamille.ca中找到更多有关如何获取法语服务的信息。



现有的简体中文家庭法主题* 
1. 代替性争议解决方案和家庭法 (CHS 001) 

2. 儿童保护和家庭法 (CHS 002) 

3. 子女抚养 (CHS 003) 

4. 刑法和家庭法 (CHS 004) 

5. 子女监护和探视 (CHS 005) 

6. 家庭契约 (CHS 006) 

7. 家庭法仲裁 (CHS 007) 

8. 移民、难民和无身份妇女的家庭法问题 (CHS 008) 

9. 为有关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CHS 009) 

10. 家庭法如何分割财产 (CHS 010) 

11. 结婚和离婚 (CHS 011) 

12. 配偶赡养 (CHS 012) 

*  本手册以多种格式和语言提供。请浏览www.onefamilylaw.ca 以了解更多
信息。你还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其他的资料，帮助你理解你的家庭法权利。 

上述材料中阐述的观点来自于FLEW，并不一定代表资助者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