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H

S
 0

0
9
/2
0
1
4

9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一部家庭法．适用全妇女
知道你的权利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这本小册子旨在让您对法律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不是个人法律建议和法律援助的替

代物。如果您正在处理家庭法问题，建议您尽快得到法律建议，以便了解您的选项和保护您的

权利。如需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一览表，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onefamilylaw.ca。您可能还会

发现，在这个网站上观看我们有关“寻找家庭法律师”的网络研讨会（webinar）很有帮助。

对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来说，家庭破裂是一段艰难和压力很大的时间。如

果您和您的配偶分开，您将不得不解决许多法律问题。您可能不得不对经济

支持作出决定，对您的孩子作出安排，以及划分您的家庭财产。这些都是困

难的问题。有些夫妇能够自己处理它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会需要某些

帮助，以便把这些事情安排妥当。

在您寻找律师之前，先收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的一般法律信息会很有帮

助。以下这些网站提供免费法律信息，帮助您学到有关您的法律权利、责任

和选项的更多知识：

• 妇女家庭法教育组织（FLEW）

www.onefamilylaw.ca

• 家庭法信息项目（FLIP）

可以从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网址上利用

www.legalaid.on.ca

• 安大略社区法律教育机构（CLEO）

www.cleo.on.ca

• 您的法律权利

www.yourlegalrights.on.ca

• 安大略总检察长部

www.attorneygeneral.jus.gov.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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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以下地方得到有关家庭法、法庭审理程序、法庭表格和引荐

律师的免费法律信息：

• 家庭法信息中心（FLIC）——位于全省的家庭法院

• 法律援助机构家庭法服务中心（FLSC）——目前位于多伦多、北约克、

布兰普顿（Brampton）、纽马基特（Newmarket）、萨尼亚（Sarnia）、

温莎（Windsor）、查塔姆（Chatham）和韦兰（Welland）

• 家庭法法律援助办公室——目前位于凯诺拉（Kenora）、渥太华和

桑德贝（Thunder Bay）

在使用这些服务中的某些服务时，你可能必须证明您不能负担律师费用。

如需有关这些服务的更多信息和找到靠近您的服务地点，请访问安大略法律

援助机构网站：www.legalaid.on.ca，或拨打免费电话1-800-668-8258。

决定您什么时候需要律师

并非每种情况都需要律师，但对许多家庭法难题来说，重要的是要得到

法律建议。如果您没有得到法律建议，您可能放弃一些您不知道自己拥有的

重要权利。在决定您是否需要家庭法律师时，要考虑以下问题：

• 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你有失去孩子或家的危险吗？

您的配偶虐待您吗？）

• 您和配偶能平静、理性地交谈吗？

（您认为您与配偶能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吗？）

• 在与配偶联系时，您觉得舒服、安全吗？

• 您的配偶有律师吗？

• 您想上法庭吗？

• 您有足够的钱请律师吗？

• 您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吗？

• 除了律师，有其他人能帮助您吗？

• 您能自己做一些事，与律师一起做其它事吗？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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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虐待

如果您与配偶的关系是虐待关系或曾经是这种关系，那就有帮助您的服

务。

1、您可以打电话给受侵害妇女热线：

• 416-863-0511 （多伦多）

• 1-866-863-0511（免费长途）

• 1-866-863-7868（聋哑人专用）

这是一条24小时都开放的危机热线，而且可以用150多种语言利用其服

务，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在紧急情况下，您还可以呼叫警察（拨打911）。

2、如果您准备上家庭法庭，家庭法庭支持工作者可以帮助您。家庭法庭

支持工作者为进入家庭法法庭程序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帮助。法庭支持工

作者可以：

• 提供有关家庭法庭审理过程的信息

• 帮助您为家庭法庭的审理做准备

• 将您介绍给社区内的其它专门服务与支持机构

• 帮助您制订安全计划，例如安全进出法庭

• 在某些情况下，陪同您上法庭接受审理

如果您需要帮助，以便找到一个家庭法庭支持工作者，请打电话给受害

者支持热线：

• 416-314-2447（多伦多）

• 1-888-579-2888（免费长途）

3、如果您与配偶的关系是虐待关系或曾经是这种关系，与律师谈话也是

非常重要的。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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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找家庭法律师

您应该选择对您合适的律师。这本小册子的信息不推荐任何具体的律师

或法律服务。如果您不认识家庭法律师，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您找到律师的

地方：

1、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LAO）

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为能够证明他们不能负担律师费用的安大略人提供

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不可能帮助解决所有类型的法律难题，但您有可能得到

帮助去应对复杂的家庭法案件，例如：

• 有关监护权、探视、抚养或财产的激烈争执

• 为监护权、探视或抚养而改变法庭命令的复杂要求。

法律援助还为儿童保护案件提供帮助。

要申请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请拨打客户服务中心的电话：

1-800-668-8258。有200多种语言的信息可供利用。（如需有关法律援助证书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内容。）

a) 家庭暴力

如果您正在经受暴力或虐待，立即需要法律帮助，您可以通过家庭暴力

授权项目得到免费两小时的律师咨询服务。该项目通过一些妇女避难所、社

区法律援助站、家庭法服务中心提供，也可以通过打电话给法律援助机构的

客户服务中心获得这一服务，号码是：1-800-668-8258。

如果您的配偶现在虐待您或过去虐待过您，即使您没有直接危险，考虑

将此情况告诉法律援助机构也是重要的。您可以要求他们为您的信息保密。

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在决定您是否有资格得到法

律帮助时，将放宽有关您是否能付律师费的严格规定。知悉有关暴力或虐待

的情况，还有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更好地理解您的法律需求，而且可以帮助您

尽快得到法律援助。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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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律援助概要建议服务

如果您有家庭法问题并符合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低收入规定，您就有

可能与一位律师在电话上进行长达20分钟的谈话。概要建议是律师根据您的

法律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大致看法。该律师可以讨论您的法律选项，并就您在

案子中可以采取的步骤提出建议。您不会会见律师，提出概要建议的律师也

不能代表您出庭。这项服务可以通过拨打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电话获得，

号码是：1-800-668-8258。有200多种语言的口译服务可供使用。打电话前，

最好把您的资料、文件和问题都准备齐全。

2、社区法律援助站

您所在社区的法律援助站有可能将您引荐给您所在地区的一位家庭法

律师。有些社区法律援助站提供有限的家庭法服务。安大略有77个社区

法律援助站，而且有17个特殊的法律援助站聚焦于帮助特殊的群体。为

了找到离您最近和对您最好的援助站，请打电话给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

的主要热线（1-800-688-8258），或访问这个网站：www.legalaid.on.ca。

3、正义网络

正义网络（JusticeNet）是一个非赢利的服务机构，帮助需要法律建

议，但却没有资格得到法律援助的人。正义网络可以帮您找愿意降价工

作的律师。为了在您所在的地区找到一个参与该网络的律师，请使用

www.justicenet.ca网站上的人名地址录，或打电话到1-866-919-3219（免费

长途）。

4、私人开业的家庭法律师

为了找到私人开业的家庭法律师，您可以要求亲戚、朋友、社区机构或

妇女避难所的支持工作者推荐。您的目标应该是找到一位您对之有信心，与

之工作觉得舒服的律师。仅仅因为您的朋友喜欢或您的家人推荐了某位律师

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或她就是对你合适的律师。以下这些服务有可能帮助您找

到私人开业律师：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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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加拿大法律协会（SLUC）律师引荐服务可以为您提供您所在地区

一位律师的姓名，他或她将为您提供免费半小时的一次性咨询。你可

以决定聘用这位律师，但并非必须这样做。

• 416-947-3330（多伦多）

• 1-800-268-8326（免费长途）

• 上加拿大法律协会（SLUC）律师姓名地址录，这些律师都是在安大

略开业的持证家庭法专家，网址：www.lsuc.on.ca

• 加拿大家庭法律师网络是一个家庭法执业律师的网络。您所在城市

的一位网络成员律师将在接到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后的24小时内打电

话给您。第一次联系是保密和免费的。在您与这位律师交谈之后，

您可以决定是否聘用他或她，但并非必须聘用。您可以在他们的网

站上填写一份申请书，网址是www.cflln.ca，或打电话到

1-888-660-4869（免费长途）办理。

5、您所在地的受虐妇女避难所也可能将您引荐给当地的一位家庭法

律师。

在法院得到帮助

如果您准备因家庭法问题上法庭，您也许能在法院得到一些法律信息和

建议。

1、责任法律顾问

如果您必须出庭，而且没有律师，您也许就能在法院得到一位责任法律

顾问律师的免费法律建议。您可能必须证明你不能负担律师费用。大多数家

庭法院都有责任法律顾问律师提供服务。他们可以解释该法庭的审理过程，

帮助您准备上法庭的文件，或帮助您交涉庭外和解。在某些情况下，责任法

律顾问也许能就简单的问题在法庭上代表您。

在有些家庭法法庭，您还可以得到法律专业学生的帮助。法律专业学生

可以帮助没有律师的人填写法庭表格。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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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信息项目

如果您或您的配偶启动了一个家庭诉讼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们各自

都必须参加一个解释法庭审理过程和为正在经历分居和/或离婚的家庭提供当

地资源的信息项目。在安大略各地的家庭法庭所在地，都可以利用法定信息

项目（mIPs）。这样的信息也可以通过上网，从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家庭

法信息项目（FLIP）获得，网址是：www.legalaid.on.ca。

3、家庭调解服务

调解是配偶双方都同意在法院之外，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解决其分歧的

方式，调解员是配偶双方都接受和信任的第三者。在安大略的所有家庭法

庭中，政府都提供家庭调解员。在法院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法庭当天排

定的案子免费。

如果您或您的配偶符合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的低收入规定，该机构也提

供免费的调解服务。在有些法院，在家庭法服务中心和家庭法信息中心，您

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的调解服务。

如果您自己可以付调解员费用，也有许多私人的调解服务。

如果在一个关系中存在或一直存在虐待，不一定推荐调解。

如需有关调解的更多信息，您可能想读一下“解决争端的替代方法与家

庭法”或观看题为“冲突、法庭或另外的方法？：解决家庭争端的不同方法”

的网络研讨会，两者都在FLEW的网站上：www.onefamilylaw.ca。

如何付您的家庭法律师费

1、安大略法律援助（LAO）——证书

聘用律师需要花钱。如果您不可能负担律师费，安大略省政府可以帮您

付。您可以向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LAO）申请法律援助证书，以帮助偿付律

师为某些家庭法问题提供的服务。

一份证书就是一份凭证，可以确保律师因代表您而花的一定数量的小时

能从法律援助机构得到报酬。小时数基于您需要的法律帮助种类，并在证书

上标明（有时可以增加更多的小时）。有时，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会在您偿

还他们所付费用的条件下为您提供一份证书。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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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符合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法律援助证书的规定，你就可以用

这一证书聘用您选择的律师。并非所有律师都接受法律援助证书。当您打电

话预约时，要确认该律师是否做法律援助工作。

如果您的配偶一直虐待或曾经虐待过您，您可以得到一份可以获得两

小时免费法律建议的法律援助证书。您不必为得到这一证书而证明您的收

入低。

您必须填写一份叫做“建议律师家庭暴力授权”的表格。您可以在某些

社区法律援助站、妇女避难所、家庭法服务中心或直接打电话给法律援助机

构得到这份表格。

如需更多信息或申请法律援助证书，您可以亲自到任何一个法律援助机

构家庭法服务中心申请，或者访问他们的网站：www.legalaid.on.ca，或者打

电话：

• 416-979-1446（多伦多）

• 1-800-668-8258（免费长途）

• 1-866-641-8867（聋哑人专用）

2、私人开业律师

如果您没有法律援助证书，而且您将自己付律师费，非常重要的是一定

要弄明白律师将如何开账单给您。在你们开始一起工作之前，一定要讨论该

律师将向您收取什么费用，要评估您的案子要付多少钱，以及是否有不同的

付款选项。通常，律师按时间收费，再加上其它诉讼费用，例如复印和法庭

收费，它们出自为您的案子所做的工作（支出）。

任何时候你都有权知道您的账单的细节。当您们为您的案子工作时，经

常询问律师如何开账单给您，以及您必须在什么时候付钱是一个好主意。有

些律师会同意根据“按比例增减”的原则工作，意思是如果您的收入比较低，

他或她就会收取比较低的费用。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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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当您打电话给一个新律师时，一定要问她或他是否有家庭法经验。

此外，寻找具备以下素质的律师也很重要：

• 如果您曾经被虐待，要有家庭暴力方面的经验

• 能专注地倾听

• 解释事情能让您明白

• 回答您的问题

• 提供建议，但也考虑您关于家庭问题的希望

• 不在意您带支持您的人同往

• 如果您需要，会帮您找翻译

• 没有使您感到是匆忙行事

• 在短短几天内就回您的电话

• 账单清清楚楚

• 如果您有法律援助证书，她或他愿意接受

• 愿意接纳您的缺陷

• 如果您要求，愿意在律师事务所之外与您见面

• 如果必要，让您带孩子进办公室

请记住，要为您打电话和会见律师做准备和安排。提出问题，而且一定

要明白答案。您可能要记笔记，以帮助您记住要点，或要求某位你信任的人

陪您去律师办公室。在那个人面前，您必须能直率和诚实地讲话，而且要确

保她或他会为您的信息保密。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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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您的律师向您提大量问题的准备。重要的是要对您的律师诚实。

如果您的配偶曾经恐吓或虐待过您，您应该告诉律师。如果您提供尽可能多

的有关您的情况的信息，您的律师就能给您最好的帮助。

如果您用法语讲话更舒服，您可能要读一下FLEW网站上的“法语服务与

家庭法”，网址是：www.onefamilylaw.ca，或访问Femmes ontariennes et

droit de la famille (FODF) 网站，网址是：www.undroitdefamille.ca。

给安省妇女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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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亲密关系即将结束时，遭受暴力的风险更大。如果你正处于危险边缘，拨打911。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遭受此类风

险，请登录www.onefamilylaw.ca查看如何寻求帮助的信息。

如果你是住在安省讲法语的妇女，你有权在家庭法法庭的诉讼程序中得到法语服务。要得到更多关于你的权利的资料，联络

律师或社区法律中心，或向法语妇女援助热线(Femaide)求助，请致电1-877-336-2433，或拨打失聪人士免费长途电话(TTY)

1-866-860-7082。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更多关于怎样得到法语服务的信息，请登录www.onefamilylaw.ca或www.undroitdefamille.ca。

• 资料内容纯属妇女家庭法教育团体(Family Law

Education for Women，简称FLEW)意见，

未必代表省政府立场。

• 本出版物得到安省法律基金会(Law

Foundation of Ontario)的资金支持，

但其内容不一定代表该基金会观点。



现有的家庭法主题*

1.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和家庭法（CHS 001）

2. 儿童保护和家庭法（CHS 002）

3. 子女抚养费（CHS 003）

4. 刑事法和家庭法（CHS 004）

5. 监护权和探望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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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家庭法的问题寻求帮助（CHS 009）

10. 家庭法怎样分割财产（CHS 010）

11. 结婚与离婚（CHS 011）

12. 配偶抚养费（CHS 012）

* 这本小册子现有多种阅读方式和语言。请上网至www.onefamilylaw.ca查看更多信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中找到更多的信息，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家庭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