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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岛家庭法
 
结束一段关系可能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但也可能是一种解脱或是一个积极的决定。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找出下一步该做什么可能会令人感到无所适从。本手册将向您解释一些您需要了解的有关分居或离婚的事项。

方框：家人和朋友可能向您提供一些有关加拿大子女抚养和财产方面的不正确信息。

已婚配偶
合法结婚的配偶可以选择分居或离婚。 离婚可以合法地终止一段婚姻。如果已婚配偶分居，但申请离婚，那么他们仍然处在合法婚姻的阶段。
 
未婚配偶
生活在一起但没有结婚的配偶（通常在英文中被称为“common-law”，即事实婚姻配偶）不用申请离婚。 分居即自动解除这段关系。

根据PEI家庭法，为了子女的抚养或配偶的赡养，一起有性关系地生活3年以上或者一直处于有性关系的同居，或者共同生育或收养一个孩子或几个孩子的情侣被视为夫妻。

如果您正在处理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加拿大公民（IRCC）或加拿大税务局（CRA）等国家政府计划的相关事宜，他们可能对“事实婚姻”的关系有不同的定义。 例如，CRA认为您在同居一年后变为配偶身份。

 
分居
加拿大的“离婚法”规定，当您和您的配偶开始“分开居住”时，已婚配偶就分开了。 分开是指至少一个配偶有不愿再住在一起的意愿。这里所说的“不愿意住在一起”是经过已婚配偶之间交流后的意向。 您不必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使您的分居“合法”。 有时，配偶不能负担立即分开生活。 您可以合法的分开居住在同一个家中。 居住在同一所房子中的分居的例子包括在不同的房间睡觉，分开吃饭。


分居协议
离婚协议是在分居或之后的配偶（已婚或未婚）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 它通常包括关于财产如何分割以及与子女有关的事宜如何处理的信息。分居协议在分居或离婚时不是必要的，但最好以书面形式概述您如何划分财产，以及如何处理儿童监护等问题。 请记住要在协议中明确说明您的分居日期。如果日后牵连到法庭审判，例如离婚诉讼期间，这份协议会变得非常重要。

您不需要一名律师来写分居协议，但很多人会聘请律师为他们做这些。 如果您自己写协议，每个配偶在签署协议之前各自获取法律意见是个好主意。

如果双方配偶在证人面前签署协议，那么这份分居协议就是合法的。 证人必须年满18岁，同时必须智力健全。 证人不需要知道协议的条款， 他们只需在场见证配偶双方的签字。 证人最终可能被要求申明，您和您的前任在签字时都智力健全，而且也没有受到胁迫。

分居协议一旦签订就是合法的合同。 在签署协议之前，请确保您完全了解并同意协议的条款。

您不需要向法院提交分居协议。这是配偶之间的私人协议。 如果出现争议，协议可用于法庭诉讼。

查询分居清单，请参阅CLIA出版物“分居协议中包含哪些内容（What Do I Include in a Separation Agreement）？”。


财产分割
 
在许多文化中认为配偶在婚内和离婚后都有财产的拥有权。 例如，在有聘礼习俗的文化中，如果妻子提出离婚，她必须证明丈夫是过错方，否则她将会失去那部分财产。 这些观念与加拿大的法律不符。

已婚配偶：法律规定，您婚姻期间获得的任何资产的价值（和您仍然拥有的）在配偶之间平均分配。夫妻间的债务也是平分的。但是，如果一个50/50的分割不适用于你的家庭，配偶可以接受非平分的财产分割，或者法官可以宣判非平分的财产分割结果。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配偶可以根据文化习俗决定财产的划分。如果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财产分割，那么所有条例应该被写入分居协议书并由律师签字生效。如果婚姻财产在另一个国家，那么获取关于加拿大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该情况的法律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未婚配偶：平分财产并不适用于未婚配偶。 当未婚配偶分开时，契约和购买资产的证明上的名字决定唯一的财产享有人。未婚配偶不负责对方的债务，除非他们共同签署偿还债务或者债务属于双方共同名下。 但是，您和您的配偶可以同意分配财产和债务，或者双方其中一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分配财产和债务。 如果您为配偶所拥有的资产投入了时间或金钱，您可能希望向律师要求在法庭上就该资产的价值分享一部分权益。 分割来自雇主或政府的退休金可适用于未婚配偶，所以对养老金提供者了解养老金的细节很重要。 更多有关未婚配偶的信息，请参阅CLIA出版物“同居（Living Together）”。


我可以强迫我的前任离开家庭吗？
 
已婚配偶均享有平等的家庭生活权利，除非有法院命令，否则你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迫使另外一方离开。 



配偶赡养

在一些文化中,配偶中的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赡养要求可能会受到指责。 例如，如果妻子有外遇的话，她不可以向丈夫提出赡养要求。如果婚姻在三年资助关系（配偶一方赡养另一方）期限之内破裂，资助方可能认为不必再赡养伴侣或子女。这在加拿大是不正确的。

配偶赡养是指在婚姻关系结束后，配偶的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费用。配偶赡养不是必然发生的，要求赡养的一方必须证明自己有权提出赡养要求。 通常，如果有劳动能力，前任配偶或者伴侣应该去工作赚钱。 事实婚姻配偶在一起生活满三年或者育有子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对方支付赡养费。 普通法伴侣必须在分居的两年之内提出赡养要求。 配偶赡养费的支付金额是基于加拿大司法配偶咨询指南（Justice Canada’s Spousal Support Advisory Guidelines）决定的（不是绝对）。律师和法官会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来决定适合的赡养费标准和支付时间。

孩子
 
监护和探视 （育儿安排）

一些文化中认为在传统中当一个家庭破裂后子女必须和父亲呆在一起。在另一些文化中，认为子女应该和母亲在一起。 刚来加拿大的居民可能不了解在加拿大父母双方都有平等的监护权。妻子可能会担心由于她的丈夫收入更多，她会失去子女的监护权。 当移民家庭破裂，他们可能会担心对方会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将子女带回原籍国（由父母一方造成的绑架）。

当父母在爱德华王子岛分居时，他们享有平等的子女监护权利。 在法院命令或协议颁布之前，法律假定他们有共同监护权。 父母必须决定孩子的生活地点、养育计划、这些决定怎样做出、以及孩子的赡养支付金额等等。 监护类型有：
	共同监护：父母双方有合法权利对有关孩子的问题做决定。父母双方花费的与孩子共处的时间可以有所不同。 这是目前PEI最常见的监护类型。
	单独监护：父母双方中只有一方有照顾孩子并对有关孩子的问题做决定的权利。 另一方有探望权。 单独监护在PEI并不常见。
	分割监护：在分开监护权协议中，父母把孩子的监护权划分为每个父母都有一个或多个孩子的监护权。 分割监护在PEI也不常见。


您和孩子的另一方家长可以在监护权和孩子的访问安排之间达成协议，也可以敬调解人或律师的帮助达成一致。如果您和另一方家长不同意，可以去法院请求法官作出裁决。

如果您害怕孩子的母亲/父亲或者家庭成员企图将子女带出加拿大或者将其藏匿，可采取一些行动。例如，您可以告知加拿大护照局并让有关机构了解您并不同意您的子女办理护照（如果您的子女是加拿大公民）,要求他们将您子女的名字列入护照管制名单。

更多关于防止父母绑架的信息如下：
	拨打加拿大护照中心免费电话 1-800-567-6868 或者(TTY)听障服务热线:1-866-255-7655 
	可在www. travel.gc.ca 网站查询 “国际儿童绑架： 留守父母指南（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A Guide for Left-Behind Parents）”。
	弱势儿童咨询部，全球事务请拨打加拿大免费热线： 1-800-387-3124


如果您的孩子不是加拿大公民，您可以联系加拿大边境服务局（1-800-461-9999），您所在国家的大使馆以及办理护照的机构。


子女抚养费

在一些国家，没有合法结婚的父母所生的子女可能没有抚养权和继承权。有些人认为，如果这对夫妇没有住在一起，他们就不必支付子女抚养费。

然而，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即使父母没有结婚也没有住在一起都必须共同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私生子的概念在加拿大并不适用。

在加拿大，家长可以使用“儿童抚养费指南”（准则）来计算没有监护权的情况下父母也必须支付的费用（http://www.justice.gc.ca/eng/fl-df/child-enfant/cst-orpe.html）。 根据指南，如果双方父母照顾孩子的时间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定义为40％或以上的时间），则收入较高的一方通常向另一方支付一部分儿童抚养费金额。

在爱德华王子岛，支付子女抚养费会一直持续到小孩18岁（多数）。 如果小孩超过18岁，但是有残疾或患病，或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准则”规定了每月应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的基本数额。除了每月支付的基本数额外，父母其中一方还可以向另一方索取更多的钱，用于孩子的“特殊费用”，如某些特殊的医疗，教育，课外活动，日间护理和其他费用。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支付子女抚养费的一方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或减少，则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法院更改子女抚养令。

您可以在和您的配偶分居后立即申请子女抚养令。 如需免费帮助申请子女抚养令，请致电儿童支援指南办公室：902-368-6220（夏洛特敦）或902-888-8188（萨默赛德）。


离婚

对于离婚的恐惧可能来自于信仰或者文化的价值取向。 在一些文化中，只有男性拥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如果一位女性要求离婚，她可能无法再回到她的家庭。离婚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被降低。她们可能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并且她们的离婚可能会对娘家造成负担。 在夫妻的原住国可能不认可他们在加拿大办理的离婚。妻子们，特别是仍身处担保关系的过程中的妻子们， 可能受控于离婚带来的威胁。 本章节将详细解释加拿大的离婚规则。 

加拿大关于离婚的规定请参阅离婚法案(Divorce Act)。夫妻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您不需要证明谁是过错方，您提供的证明不会带来任何优势。即使您的配偶不同意离婚，您可以要求法官判决离婚。您的配偶不能强迫和您继续保持婚姻关系。在办理离婚时您必须通知您的配偶， 您的配偶有权看到您申请的离婚文书并且给出相应的答复。

只有法官的离婚判决才能正式终止婚姻。在加拿大，如果您没有“合法”地结束目前的婚姻之前与另一人结婚是非法的行为。 但是，在正式离婚前您可以进入未婚夫妻（性）关系。
 
在加拿大离婚，您或您的配偶必须有至少一年的时间住在加拿大。如果您在不同的国家结婚，您也可以在加拿大离婚。您不需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才能在加拿大离婚。您可以直接在居住省份申请离婚。 在PEI申请离婚时，您或您的配偶必须至少在PEI生活365天（一年）。

在加拿大，婚姻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破裂时您可以选择离婚：
	一年的分居；
	另一方配偶的通奸行为；
	来自另一方配偶的精神或身体上的虐待。


在加拿大，绝大多数人在他们分居一年后就申请离婚。 以通奸或残忍行为为由的离婚在PEI中很少见。


分居一年
 “离婚法”规定，证明婚姻破裂的一种方式是配偶双方结束婚姻关系，并“分居”一年。 一年分居之期到之前，您就可以开始提交离婚申请，但在分居时间达到至少一年之前，您无法完成离婚。 更多有关分居的信息请参见页面：1

分居的一年时间必须保持不间断，持续到离婚判决的时间为止。 但是，“离婚法”确实允许夫妻双方恢复同居所付出的努力，只要夫妻双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是一年中的90天或更少。 这被称为“试验同居”，不会中断一年的分居时间。


另一方配偶的通奸行为
证明婚姻破裂的第二种方法是表明您的配偶有通奸的行为。 您不能因为自己的通奸而离婚，必须是您的配偶的通奸行为。您必须在法庭上提供有效的证据来证明您的另一半有通奸的行为。




来自另一方配偶的精神或身体上的虐待
证明婚姻破裂的第三种方式是您所遭受的残酷对待。 虐待可能是身体上的或精神上的，但它必须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虐待。 您必须在法庭上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

争议离婚和协议离婚
当配偶不同意离婚的条件时称作争议离婚。例如，他们可能不同意子女的监护权分配，或者谁将拥有夫妻双方共有的家庭财产。

如果配偶不能自己就离婚条件达成协议或者在调解人或律师的协助下达成协议，他们可能必须出席法庭。 如果离婚发展到法庭审理，法官将会就此事作出决定。

当配偶双方同意离婚的所有条款时被称为协议离婚。在法庭上提出协议离婚，由法官审查，法官发布离婚判决。不必进行法庭聆讯。 协议离婚可能需要三到六个月才能完成。争议离婚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配偶可能不需要聘请律师进行协议离婚，但我们建议先进行法律咨询再签署法律文件。
 
您可能希望使用来自www.cliapei.ca的协议离婚资料包（Uncontested Divorce Kit）。 该资料包提供完成PEI协议离婚所需的所有表格和说明。 有关购买资料包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clia@cliapei.ca或致电902-892-0853或1-800-240-9798。 

 
其他重要细节：
 
	如果您有抚养子女，则必须提供子女抚养费。 如果您申请离婚，但是没有支付子女抚养费，法官则可能拒绝批准您的离婚申请书，直到子女抚养费到位并开始支付。


	离婚完成后，法院将出具离婚证明。 此证明应与您的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保存，因为如果您再婚，这份证明会成为重要统计资料所规定的结婚所需的文件以及您已离婚的证明。如果您丢失了证书，则需要付费才能更换。


	如果分居或离婚，最好制定一份新的遗嘱。 如果您已经有了遗嘱，你可能希望从你的遗嘱中移除有关您的配偶的部分。 如果您再婚，您的现有的遗嘱将不再有效。有关遗嘱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IA的出版物“遗嘱”。



废除
 
婚姻废除可以是宗教废除也可以是法定废除。

宗教废除涉及到只能通过你的礼拜场所撤销婚姻。这种类型的婚姻废除无法合法地确认。 如果只是宗教婚姻废除而非离婚或法律婚姻废除，您将仍然处在合法婚姻的阶段。 
如果您采取宗教婚姻废除，请告诉您的宗教领袖您需要这样的法律流程。

法律上的婚姻废除证明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如果您采取法定的婚姻废除流程，则不需要离婚程序。获得法律婚姻废除的情况非常少见。
 
只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可以申请法律废除。 这些原因包括：
 
	不完全婚姻：配偶永久无法或不愿意在婚姻中发生性行为，而另一方配偶在结婚之前并不知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后有性行为，即使只有一次，婚姻关系就是完整的。 


	家庭成员：结婚的对象是近亲，包括血缘和领养关系。


	未成年婚姻：配偶未满18岁，未经法律许可就结婚。


	胁迫：如果夫妻双方结婚是因为其中一方受到威胁，强迫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了他们的安全。


	心智：如果配偶缺乏订立法律合同所需的心智。


	现有婚姻：配偶已经与另一人结婚。


	不同意：如果一方或夫妻双方在结婚的时候无法给出同意结婚的承诺。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要求在法律上废除婚姻关系。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合法的婚姻废除，并希望追究法律责任，那么您将需要法律咨询。
 

法律咨询

在离婚或分居时与律师交谈一番总是个好主意。尤其在您和您的配偶不能就离婚条款达成一致时，与律师的谈话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您不了解法律程序，或者您无法完成法律流程，您也应联系律师。 律师转介服务可以为您提供一次费用适中的简短的律师咨询。 需要此服务，请拨打902-892-0853或1-800-240-9798致电CLIA。


庭外和解

如果您和您的配偶不能就分居或离婚条款达成一致，您则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 在法庭审理之前，请考虑庭外和解是否适用于您的家庭：


调解涉及您，您的配偶和中立调解人。 调解员可以通过检查潜在问题并找到您与配偶之间的共同点来帮助您找到解决方案。目标是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若需寻找您附近的调解员，请访问www.mediationpei.com。 如果您需要帮助您达成关于您孩子的协议，家庭法庭调解办公室（Family Court Mediation）提供免费的调解服务：902-368-6655。
 
共同调解是您、您的配偶、和合作律师，有时还有其他专业人员（如财务或心理健康专家）同意在不上法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这个流程基于相互尊重和家庭的最大利益。 获取更多有关信息，请访问www.cppei.ca。


其他支持服务

社区法律信息协会（CLIA）：www.cliapei.ca，clia@cliapei.ca或1-800-240-9798或902-892-0853。 CLIA提供英法双语的法律信息，转介，关于法律主题的出版物，公开演讲以及有关法律主题的演讲。 这是一个免费的保密性的服务。 我们还提供律师转介服务，为您提供一次费用适中的律师咨询。

家庭法律援助：902-368-6540（国王和皇后区）或902-888-8066（王子区）。 该计划会为低收入申请人提供一些家庭法问题的免费法律代表。 您必须满足一些标准才能被接纳。

儿童支援指导办公室：902-368-6220（夏洛特敦）或902-888-8188（萨默赛德）。这项免费服务根据“儿童抚养费指南”提供的儿童抚养费的资料对您的子女进行评估以确认其有资格得到的子女抚养费的数额。 工作人员将帮助您向法院申请子女抚养费或改变子女抚养费的数额。 这个办公室还有根据“管辖权支持令法（Interjurisdictional Support Orders Act,）”进行案件审理的表格，也就是说，如果另一方的父母居住在另一个省或国家，您可以在PEI完成申请，并将其转发到另一个地点。

行政估算办公室：902-368-4109。 如果您有一项关于规定年度重新估算子女抚养费的子女抚养令或协议，您可以在该办公室注册您的抚养令或协议，以便每年评估您孩子的抚养费。 如果您的抚养令或协议不包含重新评估的条款，则不能使用此服务。
 
维护执行计划：902-894-0383或902-368-6010。 这个办公室收集和分发子女和配偶的赡养费，并在赡养费没有支付的情况下采取步骤执行命令和协议。 您必须注册您的抚养或赡养令或协议才能使用这项服务。

积极育儿的两个家庭：1-877-203-8828或902-368-4333。 这个机构为分居的或离婚的父母提供免费的教育课程。 课程会议帮助家长处理关于儿童陷入父母冲突中的担忧。 如果双方都参加，他们将分开参加课程。 该机构同时提供一个专为同年龄段的儿童所开展的项目，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过渡父母分居离婚或离婚的艰难时期。


 
三重P育儿：三重P是一个育儿计划，提供想法和健康的方法养育孩子和青少年。客户自己选择对他们的家庭最有效的策略。www.triplep-parenting.ca/pei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夏洛特敦902-368-4430; 萨默赛德 902-888-8180; 蒙塔古902-838-0960。 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和家庭提供咨询。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发生可以有多重形式，包括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文化虐待和财产虐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这一章节我们将会谈到对女性的虐待问题， 但是这个章节里所提到的信息同样适用于男性。

就像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一样，在爱德华王子岛（PEI）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您受到来自本应该爱护和关心您的人的伤害，这是不可接受的。这里有法律保护您免受身体、情感和性方面的暴力。如果您在家里感到有威胁和不安全的话，有人可以帮助您。这里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他们能够理解您的处境并能帮助您。在加拿大，每个人应生活在免于暴力的环境之中，这是一种人权。

如果有人伤害您或您的孩子，您可以拨打911报警。 

警察会来到您家向您的家人问话，并可能向侵害者提出袭击他人的指控。如果袭击情况严重，警察可能逮捕这个侵害者。警方可以为您申请紧急保护令（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或者将您带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您不会说英文，警方会尽量安排翻译服务。

当您申请紧急保护令之后，如果家中是安全的，您可以继续住在家中，但伤害您的人必须远离您。侵害者可能必须继续支付租金或房屋按揭贷款，同时您可能会得到您孩子的暂时监护权。

您可以致电受害者服务办公室（Victim Services）查询有关紧急保护令的信息和申请：
	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902）368-4582，
	萨默赛德（Summerside）：（902）888-8218。

如果施虐者已被逮捕并被指控袭击，受害者服务办公室（Victim Services）也可以在法律程序上帮助您。他们会确保您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向您进行详细的解释。

PEI家庭暴力预防服务中心（PEI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Services）设有一个名为安德森之家（Anderson House）的紧急庇护所。如果您受到虐待，需要立即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安德森之家可以帮助您。这是一个为妇女和儿童逃避遭受虐待关系的紧急庇护所。安德森之家为爱德华王子岛所有需要庇护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庇护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如果您可能因为自身的安全需要离开家庭，请致电安德森之家寻求帮助，他们会为您制定一个安全计划。安德森之家的电话号码是902-892-0960或免费长途电话1-800-240-9894。如果您所处的情况紧急且不安全，请拨打911报警(免费服务)。
安德森之家的电话号码也是一个危机热线。即使您不打算入住庇护所，您仍然可以来电查询关于虐待的帮助。当您打电话到危机热线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支持和您需要的信息，并可转接您其他方面的帮助。也欢迎男士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拨打危机热线。

您不会因为逃离暴力的家庭关系而被遣返，但是您需要采取行动保持自己的移民身份。 如果您不知道分居会对您的移民身份产生何种影响，请咨询移民律师。 



移民身份

在加拿大以外结婚的移民可能认为他们不能通过加拿大法庭解决家庭法律事务。 在担保关系的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被担保的一方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和伴侣分居或者离婚，担保人会把他们驱逐出加拿大。而移民则可能害怕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加拿大家庭司法体系可能带来的问题。

移民享有和公民相似的权利，可以通过加拿大法庭解决家庭法律纠纷。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以后，您的配偶，伴侣或者担保人无权让你离开加拿大。因为在被担保人来加拿大之前，担保人必须签署一份担保承诺书。如果您的担保人改变对你的担保意愿，他或者她必须在签证机构给您签发永久居民签证之前告知案件处理中心(Case Processing Centre in Mississauga, CPCMEXTCOM@cc.gc.ca）。

在您成为永久居民之后，即使您分居或者离婚，您的担保人也必须按承诺资助您三年的生活。 加拿大移民局不会因为您担保人的意愿而让您离开加拿大。 如果您是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或者难民,您不会因为离开配偶而被迫离开加拿大。如果您不是永久居民，移民律师可以解释您婚姻状态的改变会怎样影响到您在加拿大的居留。

请您访问加拿大移民局网站www.cic.gc.ca/ english，了解更多加拿大新移民的信息。
电话： 1-888-242-2100


CLIA的其他家庭法资源：
 
CLIA在www.cliapei.ca和纸质副本上提供许多免费资源。 
其他家庭法律出版物包括：
	领养;
	为人父母
	子女抚养：您需要知道的内容;
	民事诉讼程序;
	监护和探视;
	家庭法庭程序;

PEI祖父母抚养;
	分居和离婚中的重要数字;
	同性伴侣法律信息;
	同居;
	维护执法;
	姓名;
PEI家长的育儿计划;
	庭外和解;
	配偶赡养：你需要知道的内容
PEI的“家庭法”;
	分居协议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非常感谢能借鉴PLEIS-NB 的出版物“新不伦瑞克省移民家庭事务法”的内容。（http://www.legal-info-legale.nb.ca）。 我们经PLEIS-NB的许可使用此材料。

 
这本手册由爱德华王子岛社区法律信息协会(CLIA）出版，仅供参考和教育用途。 它包含有关法律的一般信息。 它不包含完整的法律声明，不能代替法律咨询。

如果您需要法律咨询，请联系律师。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找律师或不知道找哪一位律师，您可以通过律师转介服务（902-892-0853或1-800-240-9798）联系一位律师。 您可以向律师进行简短的咨询，费用适中。

爱德华王子岛社区法律信息协会（CLIA）是一个从加拿大司法部，PEI司法部和公共安全部，PEI法律基金会和其他来源获得资助的慈善组织。 CLIA向岛民提供了有关爱德华王子岛法律和司法系统的有用信息。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cliapei.ca、发送电子邮件至clia@cliapei.ca或" 发送电子邮件至clia@cliapei.ca或致电：902-892-0853或1-800-240-9798。 您还可以访问以下网址：www.facebook.com/CLIAPEI，www.twitter.com/CLIAPEI和www.youtube.com/CLIAPEI。

您可以通过志愿者服务，成为会员或捐款的方式来支持CLIA。

鼓励对本文件的非商业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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