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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安省社會福利金？ 
 
安省社會福利金為臨時有經濟需要的安省居民提供
兩類援助：經濟援助及就業援助。 
 
申請安省社會福利金需要什麼資格？ 
 
如想符合資格申請安省社會福利金，你的家庭收入
及資產值不能超過某個限額。這個限額按你的家庭

成員人數而定。 
 
收入來源的例子： 
 工作收入 

 宿舍/分租收入  

 公司退休金/疾病金 

 外國退休金 

 租金 

 私人意外及疾病福利 

 贍養費 

 安省學生貸款 

 退伍軍人津貼 

 老人金 

 收入補助金 

 安省保證年收入補助金 

 鰥寡金 

 就業保險金 

 美國社會保障金 

 年金 

 培訓收入 

 私人保險金 

 工傷賠償（職業安全及保險局） 

 其他收入/福利金 

資產包括現金、債券、無抵押債券、股票、票據、

人壽保險的退保金額、房地產、信託資產的受益，

以及其他可以隨時轉換現金的財產。 

 
某些收入及資產獲得豁免，意即安省社會福利金計
算你的收入和資產時不包括它們在内。獲豁免的項
目包括：家中未自立子女的兼職收入、兒童稅務優

惠、你的主要居所、註冊殘障儲蓄計劃、註冊教育
儲蓄計劃、工具、痛苦賠償金，及/或受益人因受傷
或死亡所獲的費用，最高為 $25,000。 
 
注意：安省社會福利金可以審核你在申請日期之前3
年内的任何資產轉移，以決定你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我從安省社會福利金得到什麼？ 
 

如果你有資格領取援助，你將會獲得： 
 
 每月援助金，包括食物或個人基本需要津貼及住

宿費用，設有上限。你領取的援助金額是按你的

家庭人數、婚姻狀況以及未自立子女的年齡而定。

安省社會福利金規例定出社會援助金額。 
 一張每月家庭藥物卡，為你和同住的家庭成員支

付處方藥物費用。你可以攜帶藥物卡到藥房購買

處方藥物。 

 
你可以按你的需要通過你的個案工作人員申請額外

援助。請參閲其他額外援助部分了解詳情。 
 
如何申請？ 
 
申請辦法有3個： 
 
1. 電話申請： 

 
 在多倫多，你必須撥打你當地的電話申請號碼。

申請中心的個案人員將會在電話裏登記你的資

料。爲評估你是否符合資格，個案人員將會請你

提供你和你的申請所包括的每位家庭成員的詳細

個人及財政資料。這個通話過程約需30-45分

鐘。 
 如果你不會說英語，當你致電申請中心時，必須

請一位會說英語的人在你身旁。你必須告訴電話

中心人員你批准另一個人代你説話或為你傳譯。 

 如果你初步符合資格，申請中心的個案人員將會

為你安排前往你居住地區的就業及社會服務辦事

處進行親身面談。個案人員會告訴你需要攜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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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資料以及辦事處的地址。 

 
注意：如果你不能親身前往就業及社會服務辦事
處，應告訴個案人員。個案人員可能可以為你作出
其他安排。 
 
親身面談： 

 
 個案人員將會在親身面談時完成你的申請程序。

面談地點通常是你所屬社區的就業及社會服務辦

事處。 

 如果你有配偶或18歲或以上的未自立子女與你同

住，他們也需要出席面談。個案人員將會審核和

核實你在電話或網上申請時提供的資料。 

 個案人員會告知你有責任參加安省社會福利金認

爲能夠幫助你就業的任何活動，例如參加語言訓

練課程或參與志願工作。 

 個案人員將會根據你的情況，請你（和你的配偶

及18歲以上未自立子女）簽署申請表格以及其他

必需的表格。 

 完成申請程序之後，你將會立即獲得援助。 

 
2. 親身申請： 

 
查找服務你住址的安省社會福利金或安省殘障人士
援助計劃辦事處，你可以使用以下網址的安省社會
援助辦公室搜尋器，鍵入你的地址、郵政號碼、城
市、市鎮，然後點擊 search（搜尋）。網址： 
http://appow.mcss.gov.on.ca/OfficeLocator/ind
ex.aspx?lang=en。 
查找多倫多市内的辦事處地址，可以到以下網址用

郵政號碼搜尋：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contact.
htm。 
如果你沒有固定居所，可以致電申請中心或前往任
何就業及社會服務辦事處申請。 
3. 網上申請： 

 
到這個網址進行網上申請：
https://saapply.mcss.gov.on.ca。 

 
第1步、確定網上申請是否適合你 
 
你需要回答幾條基本問題，以確定這個程序是否適
合你。完成這個步驟約需2-5分鐘。 
 
第2步、申請資格 
 
 你需要提供一些有關你和你家庭的基本資料，例

如任何收入（包括工作收入、子女贍養費）、你

的資產（例如現金、銀行賬戶、債券、汽車、珠

寶）。完成這個步驟約需5-10分鐘。 

 然後，你會被告知根據你提供的資料，你是否符

合資格。這不過是一個指引。只有當地辦事處的

代表（參閲第4步）才能確定你是否符合資格。 

 
第3步、網上申請程序 
 
 你必須提供更多有關你的情況和你家庭的詳細資

料。完成這個步驟約需20-30分鐘。 

 在這個步驟結束之前，你可以檢查你已提供的所

有資料及作出更改；然後選擇傳送你的資料進行

申請以及安排約見個案人員；或選擇放棄申請，

你的資料將會被刪除。若要繼續進行申請，你必

須與個案人員面談。 

 一位個案人員將於3天内致電，與你確定已經收

到你在網上提供的資料，並且安排你前往當地的

辦事處進行親身面談。你會被告知需要攜帶什麼

出席。如果你沒有電話號碼，你便需要致電你當

地的辦事處，安排約見個案人員。 

 

第4步、親身面談 
 
 提交資料之後，你需要前往你當地的辦事處進行

面談，完成申請程序。 

 你也需要帶同你的配偶（如果有配偶）以及任何

18歲或以上的子女出席面談。個案人員將會核實

你在網上提供的資料。 

 申請完成，便立刻得到社會福利金。 

 

http://appow.mcss.gov.on.ca/OfficeLocator/index.aspx?lang=en
http://appow.mcss.gov.on.ca/OfficeLocator/index.aspx?lang=en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contact.htm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contact.htm
https://saapply.mcss.gov.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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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會說英語，你必須帶同一個16歲以上的人
爲你傳譯，例如你的朋友或社區服務機構人員，讓
你明白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對你說什麼和你簽署什
麼文件。請注意：當局通常不允許你的子女擔任你
的傳譯員。 
 
在你簽署任何文件之前，你必須明白文件的内容，
這一點十分重要。你可以在簽署之前請個案人員提
供你需要簽署的文件副本，讓你帶回家仔細閲讀。 

 
即使你沒有固定住址，你仍然可以申請安省社會福
利金。你可以請願意在你獲得援助之後租房給你的
業主寫一封信，讓你交給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安
省社會福利金也備有表格，讓你交給可能租房給你
的業主填寫。 
 
申請安省社會福利金需要什麼資料？ 
 
你必須提供有關你自己、每個家庭成員以及任何與
你同住和包括在你申請之内的人的資料。這些資料

包括： 
 
身份證明，例如： 
 

 出生證書或加拿大公民身份證明 

 社會保險（工卡）號碼 

 安省保健卡 

 移民文件（例如入境報到記錄或永久居民卡） 

收入資料，例如： 
 

 發薪支票副本 

 就業保險金存根 

 贍養費詳情 

 其他收入證明 

 
資產資料，例如： 
 

 載有最新資料的銀行存摺或記錄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文件 

 人壽保險文件 

 汽車擁有權文件 

 房地產業權資料 

 其他資產文件 

 
住宿資料，例如： 
 

 租約及租金收據 

 業主資料 

 物業稅、家居保險記錄 

 暖氣、水電費單 

 
其他與下列項目有關的文件： 
 

 分居或離婚 

 監護權 

 人壽保險單 

 保險賠償協議 

 債務證明 

 
所有你交給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的文件都需要保存
副本。你可以請辦事人員把你遞交的所有正本複印

一份副本。 
 
我應該致電哪裏申請援助？ 
 
在多倫多，你可以按你的郵政號碼撥打下表列出的
申請中心電話號碼。申請中心的辦公時間是星期一
至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周末及公衆假期休息。

弱聼人士電話：416-392-2823。 
 

你的郵政號碼 申請電話號碼 

M1N 416-392-3213 

M1K M1L M1M M1P M1R 416-392-2725 

M1C M1E M1G M1H M1J  416-397-1771 

M1B M1S M1T M1V M1W M1X 416-397-1010 

M2H M2J M2K M2L M2M M2N M2P 
M2R 

416-392-2811 

M3B M3H 416-392-2811 

M3A M3C  416-392-3421 

M3J M3K M3L M3M 416-397-0185 

M3N 416-397-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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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A M4B M4C M4J M4K 416-392-3421 

M4E M4L M4M 416-392-3213 

M4G M4H M4N M4P M4R M4S M4T 
M4VM4W 

416-397-5100 

M4X M4Y 416-392-5100 

M5A M5B M5C M5E M5S 416-392-5100 

M5G M5H M5J M5K M5L M5T M5V 
M5W M5X  

416-392-2635 

M5M M5N M5P M5R 416-397-5100 

M6C M6G 416-397-5100 

M6A M6B M6E M6L 416-397-0185 

M6M M6N 416-392-6242 

M6H M6K M6R 416-397-7900 

M6J 416-392-2635 

M6P M6S 416-397-0330 

M8V M8W M8X M8Y M8Z 416-397-0330 

M9L M9M  416-397-9451 

M9R M9V M9W 416-392-6405 

M9N M9P 416-392-6242 

M9A M9B M9C  416-397-0330 

多種語言資訊熱線 
 
多倫多就業及社會服務署設有一條多種語言資訊熱
線，為不會說英語的人提供安省社會福利金的一般
資訊。粵語直撥號碼是416-397-7383。其他語言的
電話號碼，請瀏覽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language
s.htm 
 
參加安省社會福利金的活動 
 

當你領取安省社會福利金時，通常必須參加與就業
有關的活動。18歲或以上的家人也必須參加。 
 
與就業有關的活動包括： 

 就業前發展計劃，幫助你探索職業選擇和定

下目標； 

 志願工作； 

 技能訓練； 

 教育/提升課程； 

 學習、賺錢及教養子女計劃（LEAP）：專為

16-25歲的父母而設； 

 工作實習； 
 就業中心提供的求職支援。 

 
有關上述活動及其他活動的資訊，請瀏覽：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employme
ntservices.htm 
  

就業服務 

 
你的個案人員將會和你一同設計一個計劃，幫助你
達到就業方面的目標。這個計劃稱爲“參加協議”。
内容描述你將會參加什麼活動及爲期多久。當你達
到你的目標或你的情況轉變時，“參加協議”也會
轉變。 
 
在下列情況下，你的個案人員可能容許你不參加某
個安省社會福利金的活動： 

 你正照顧一個未及求學年齡的幼兒； 

 你已達65歲或以上；或 
 你因健康問題不能參加。 

如果你有健康問題，應告訴你的個案人員。他/她可
能要求你提供醫生證明。如果你有持續及重大健康
問題，可以請個案人員提供醫療申請表格，申領安
省傷殘福利援助。 
如果你發現自己不能履行協議，可以請求更改“參
加協議”。你必須與你的個案人員商討協議上的任
何轉變，而每一項轉變都應該書面記錄。 
 
在你申請援助30天之内，一位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
將與你檢討你的“參加協議”。其後，安省社會福

利金人員將會最少每6個月與你檢討你的協議。 
 
如果你停止參加協議定出的活動而沒有通知你的安
省社會福利金人員，你所得的援助可能會中斷或削
減1個月。如果再有這個情況，你的援助將會中斷或
削減3個月。 
 
與人同住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languages.htm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languages.htm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employmentservices.htm
http://www.toronto.ca/socialservices/employmentservices.htm


 

 

 

Social Assistance in Ontario – Ontario Works 6 January 2013 

安省社會福利金會檢查你與誰同住，如果你與配偶
同住，當局將會考慮你們的合計收入和資產，以決
定你倆是否符合資格以夫婦身份領取援助。你的配
偶或伴侶可以是異性或同性。你倆是否合法結婚並
不重要。如果你和近親同住，當局會請你提供你和
同住親屬的關係證明。如果與你同住的人並非你的
配偶，而你們已同住最少3個月，當局會請你提供資
料，以決定你倆是否配偶。有時候，即使你倆同住
不足3個月，當局也會請你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若你

不合作，可能導致你的安省社會福利金暫停。 
 
尋求其他收入 
 
當你領取安省社會福利金時，你有責任尋求你或你
的家人有資格獲取的其他收入。意思是你必須付出
合理的努力尋求你可以獲取的任何收入。這些收入
可以包括就業保險金、工傷賠償（職業安全及保險
局）以及子女贍養費。如果你沒有嘗試尋求你有資
格得到的收入，你的安省社會福利金可能會被削減。 
贍養費與安省社會福利金 

 
安省社會福利金需要你付出合理的努力，向以下人
士取得經濟支援： 

 你現時或過去的配偶（根據家庭法的界定）；

及 

 你子女的另一個生父/母或養父/母，即使他/

她從來不是你的配偶。 

 

如果你沒有付出合理的努力尋求支援，當局可能會
暫停或削減你的安省社會福利金援助。多倫多的安
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有家庭援助人員，在安省法院
及家庭援助部門工作，免費提供服務，包括： 

 
 解答你有關追討贍養費的問題； 

 預備贍養費協議； 
 入稟法院追討贍養費；  

 安排父母測試； 
 找出可能有責任支付贍養費的人；及 

 轉介到不同機構。 

 
以下是每個地區辦事處的家庭援助人員的聯絡電話： 

High Park/Parkdale 416-397-7854 
Lesmill  416-392-2813 
Chesswood  416-397-9462 
Lawrence Square 416-397-1605 
York Humber 416-392-5427 
The Queensway  416-392-6576 
Attwell 416-392-6515 
Malvern   416-338-7779 
Kennedy 416-397-1273 

Beaches  416-397-0287 
Golden Mile 416-397-5061 
Yonge Eglinton 416-397-1832 
Metro Hall 416-392-2655 
Wellesley Place 416-392-5111 
 
你必須向家庭援助人員提供你所知的有關你的孩子
另一個父/母的任何資料，幫助他們取得供養令和執
行這個命令。你所得的每月贍養費將會從你的安省
社會福利金每月援助金裏扣除。 
 

申報轉變 
 
當你領取安省社會福利金時，必須申報你的家庭和
生活安排上或財政狀況上的任何轉變，以免安省社
會福利金超額支付援助金，因爲這些轉變可能意味
你領取的援助金超過你應得的。 
 
有時候，處境的轉變意味著你可能符合資格獲得其
他服務或額外的經濟援助。 
 
必須申報的轉變包括： 
 
 更改地址或電話號碼； 

 租金或其他住房費用的轉變； 

 孩子上學安排的轉變； 

 你家裏的人數，及如果你開始與另一個成年人同

住； 

 你或你的家人離開安省超過7天； 

 財政狀況轉變，例如展開新工作或開始領取以前

沒有的任何其他收入，停止收到贍養費，開設或

關閉銀行賬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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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資產狀況轉變。 

 
每個月，你會收到一份郵遞給你的更改資料表格。
使用這個表格申報你的轉變或致電你的個案人員報
告轉變。 
扣除收入 
 
你領取安省社會福利金援助的資格部分是基於你所
得的收入額和類別。某些收入，例如就業保險金、

租金、子女贍養費等將會百分之百從你的援助金額
裏扣除。 
 
然而，如果你正在工作，你有權獲得入息豁免，當
局只會從你的安省社會福利金裏扣除你工作淨收入
的百分之五十。而且，你可能有權獲得託兒開支減
免。如果是領有牌照的託兒中心，你付出的託兒費
將會獲得全數補償。如果是沒有牌照的託兒中心，
託兒費減免額最高為每月每個孩子$600。 
 
證明你仍然合資格 

當你領取安省社會福利金期間，當局要求你提供資
料，證明你在財政上仍然符合資格。安省社會福利
金定期檢討領取援助人士的檔案。有時候，這些檔
案檢討稱爲“合併核實程序”。你的個案人員將會
聯絡你，安排你前往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檢討
你目前的狀況。你的個案人員也會告知你需要攜帶
什麼資料前往面談。出席這些面談對於你繼續領取
援助十分重要。如果你不會說英語，你必須帶同一
位16歲以上而並非你子女的傳譯員出席會談。 
 
這些檔案檢討，加上你必須每月申報收入和即時報
告任何環境上的轉變等規則，都是安省社會福利金

所規定的。環境上的轉變包括地址、租金或生活安
排上的轉變。 
 
當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檢討你的檔案，以決定你是
否符合經濟條件時，他們會要求你提供資料和文件，
證明你有權獲得你領取的援助。他們也應該讓你知
道你現時是否領取你應得的所有援助。 
 
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可以向其他與你有關連的政府

機構取得你的資料，例如聯邦稅務部、運輸廳或家
庭責任辦公室。 
 
如果你應該參加某些活動作爲領取援助的條件 — 
例如上學、工作或接受安排到社區服務，安省社會
福利金可以和這些地方聯絡，確定你有沒有履行責
任。 
 
檢討你的檔案之後，安省社會福利金可能判定你不

符資格而終止或削減你正在領取的援助。如果當局
決定你所領取的援助超過你應得的，便會計算一個
超付援助額。然後，當局便會削減你的每月援助金
額，向你取回超付的援助。當局從你的每月援助金
裏扣除的只是一個小數目，因爲安省社會福利金最
高只能扣減你每月援助金的百分之五，以取回超額
支付的援助金。 
 
如果你的援助被削減或終止 
 
如果你申請安省社會福利金被拒，或你正在領取安

省社會福利金而你的援助金被削減或完全停止，你
有權向社會福利審裁處提出上訴。這是一個獨立機
關，不隸屬安省社會福利金，有權推翻或撤銷安省
社會福利金的決定和作出新的裁決。 
  
如果你申請安省社會福利金被拒，你必須完成了申
請才能上訴。如果你撤銷申請或中途放棄，你便不
能上訴，但你仍然有權重新申請。 
 
如果當局決定拒絕、削減或終止你的安省社會福利
金援助，必須發信通知你。這封信稱爲“決定通知
書”。内容應該包括當局的決定及理由，並且告知

如果你不同意這個決定，可以要求當局作出内部覆
核。在某些情況下，你收到決定之後可以與你的個
案人員聯絡，看看你能否提供所需資料，你的問題
可能毋須上訴而得到解決。 
 
如果你只收到口頭通知而沒有接獲“決定通知書”，
你應該儘快致電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要求當局
發信。當你收到“決定通知書”後，你有30天期限
去信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要求就決定進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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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你要求這個内部覆核十分重要，因爲若你不
提出要求，就不能向社會福利審裁處提出上訴。你
可以聯絡你當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尋求幫助進行上
訴。 
 
你應該去信負責決定你個案的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
處，要求内部覆核。你的信應該包括你的姓名、出
生日期、簽署，以及你想當局覆核的決定和覆核的
理由。另一位安省社會福利金人員（並非原先作出

決定那一位）會進行内部覆核。有關郵寄通知書有
一些規例。安省社會福利金的規例假定如果當局把
通知書郵寄給你，你將會在郵件寄出3天之後收到通
知。加拿大郵政局應該在信封上蓋上寄發日期。郵
戳上的日期可能與信件上的日期不同。應保存信件
和信封。 
 
哪些決定可以上訴？ 
 
並非所有決定都可以向社會福利審裁處上訴。你可
以上訴的決定必須關乎： 

 申請援助被拒； 

 撤銷援助； 

 你領取的援助金額； 

 特別膳食津貼； 
 削減援助金以取回超額支付的援助金； 

 社區啓動及保養福利，以及就業及培訓啓動

援助； 

 醫療上必需的交通費及某些保健用品； 

 委任信託人接收你的支票，如果你年屆18歲

或以上。 

 

你不能上訴的決定是關乎： 
 酌情處理的福利，例如殯葬費用； 

 支付第三者的費用，例如你安排把你領取的

部分援助金直接付給你的業主； 

 緊急援助； 

 委任信託人接收你的支票，如果你未滿18歲。 

 
即使你不能就某個決定提出上訴，你仍然可以要求
當局進行内部覆核。在你要求内部覆核的信中，解
釋爲何這個決定應該更改，並提交任何支持你要求

的資料。 
 
在某些情況下，不能上訴社會福利審裁處的決定可
能會由決定覆核委員會覆核。委員會覆核的範疇包
括：眼鏡津貼、就業有關的開支：例如交通費以及
轉介或資助培訓計劃或安省社會福利金的其他活動。
你可以去信委員會要求覆核，地址：Decision 
Review Committee c/o Appeals Review Unit, 111 
Wellesley Street East, 4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M4Y 3A7。委員會不會召開聆訊，卻會覆
核文件，然後把決定以書面形式寄給你和安省社會
福利金。 
 
如果你收到超付援助金通知書而你已不再領取社會
援助，你應該尋求法律意見，因爲你不能向社會福
利審裁處提出上訴。 
  
即使你不肯定某個決定是否可以上訴，你仍然應該
提出上訴，確保你的上訴權利得到保障。 
 

向社會福利審裁處提出上訴 
 
你必須在收到内部覆核決定後30天内填寫社會福利
審裁處上訴表格，向審裁處提出上訴。你可以在審
裁處的網站下載這個表格，網址：
http://www.sbt.gov.on.ca。你也可以在社區法律
諮詢中心或致電審裁處索取表格。如果你在聆訊中
需要傳譯員，必須在上訴表格提供的位置上註明你
需要傳譯員和哪種語言。 
 
由當局收到你的要求當日起10天之内，你應該接到
内部覆核的決定。如果你在10天内沒有收到内部覆

核的決定，你仍然可以就原來的決定提出上訴。這
個上訴必須在你要求内部覆核40天内提出。 
 
如果你錯過了上訴的期限，你可以要求更多時間。
你必須在填寫上訴表格時解釋爲何你錯過了期限。
當你遞交上訴表格時，應該連同安省社會福利金辦
事處寄給你的所有決定函件的副本，例如決定通知
書、内部覆核的決定以及你要求内部覆核的函件副
本。 

http://www.sbt.gov.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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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等候社會福利審裁處審理你的上訴和作出
裁決期間需要金錢，你可以申請臨時援助。臨時援
助申請表是社會福利審裁處上訴表格的一部分。如
果審裁處批准你的要求，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必
須在你等候上訴決定期間，向你發放經濟援助。 
由於你必須向社會福利審裁處提出上訴才能獲得臨
時援助，你最好儘快要求内部覆核。 
 

如果你上訴失敗，或你沒有出席聆訊，你必須償還
你已領取的所有臨時援助。如果你的個案達致和解，
應嘗試取得書面協議，註明你毋須償還臨時援助。
如果你計劃撤銷上訴，你應該尋求法律意見。 
 
預備出席社會福利審裁處聆訊 
 
社會福利審裁處收到你的上訴表格後60天之内，必
須把聆訊通知書寄給你和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
聆訊通知書將註明上訴聆訊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你必須在聆訊30天前獲得通知。聆訊通知書可能要

你進行電話聆訊而非親身聆訊。如果你希望能親身
出席聆訊，你有權反對電話聆訊和要求進行親身聆
訊。你必須在收到聆訊通知書後15天之内作出這個
要求，並且解釋爲何你不想進行電話聆訊。如果你
認爲用電話進行的聆訊會對你不公平，你必須解釋
原因。聆訊通知書也可能要你進行書面聆訊，但必
須得到你的同意。 
 
聆訊通知書會註明你提交資料給社會福利審裁處的
期限。通常，你會收到安省社會福利金辦事處的報
告，内容包括當局決定的理由以及在聆訊時將會使
用的證據和法律依據。安省社會福利金必須在收到

上訴通知書後30天之内向你提供這些呈交審裁處的
文件。 
任何你想在聆訊中用作證據的文件必須最少在聆訊
20天前提交。你必須向社會福利審裁處以及安省社
會福利金辦事處提交這些文件。 
 
你提交的所有文件必須保存副本並附有提交日期證
明。如果你用傳真方式遞交資料，應取得傳真機的
報告，顯示發出傳真的日期。 

 
在親身聆訊中，你不一定要找人代表你，但你有權
請律師或其他人代表你。聆訊在社會福利審裁處的
聆訊室舉行。在大多數情況下，聆訊將由審裁處一
位成員主持並作出裁決。在聆訊中，你和你帶來的
證人有機會口頭提出證據，並且使用你在聆訊20天
前向審裁處提交的文件證據。安省社會福利金可以
派遣代表出席聆訊。審裁處成員以及安省社會福利
金代表可以向你和你的證人提問，對你們提出的證

據作出質詢。 
審裁處成員將以書面形式把裁決郵寄給你。 
 
你可以在安省區域法院就社會福利審裁處的決定提
出上訴，但只限於法律問題。因此，你應該為此類
上訴尋求法律援助。 
 
到哪裏求助？ 

 
有關法律意見和法律代表，你可以聯絡律師或社區
法律援助中心。查找你當地的社區法律援助中心，

你可以致電安省法律援助處，多倫多以外地區的免
費電話號碼是 1-800-668-8258，在多倫多市内撥打
416-979-1446，或瀏覽該公司網站：
www.legalaid.on.ca。 
 

其他在多倫多服務華人社區的機構： 

 
多華會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Services 
Association  
310 Spadina Ave, 3rd floor 
Toronto, Ontario M5T 2E8 

電話：416-977-4026 
 
華人諮詢社區服務處 
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 
of Ontario 
3852 Finch Avenue East, Suite 310 
Scarborough, Ontario M1T 3T6 
電話：416-292-7510 
 

http://www.legalaid.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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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群社區服務中心 
SEAS 
603 Whiteside place 
Toronto, Ontario M5A 1Y7 
電話：416-362-1375 
 
活賢社區中心 
WoodGreen Community Centre of Toronto 

835 Queen Street East 
Toronto, Ontario M4M 1H9 
電話：416-462-3110 
 
嘉蘭中心 
University Settlement Recreation Centre 
23 Grange Road 
Toronto, Ontario M5T 1C3 
電話：416-598-3444 
 
法律援助中心（服務華人及東南亞社區） 

Metro Toronto Chinese & Southeast Asian Legal 
Clinic 
180 Dundas Street West, Suite 1701 
Toronto, Ontario M5G 1Z8 
電話：416-971-9674 
 
 

這小冊子內容是一般資料。法律可以改變。如果你

有法律問題，請諮詢律師或聯絡法律援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