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诗省家庭法事务的时限
如果您涉及于家庭法事务，那么根据该法律您享有某些权利。然而，为了维护您的权利，您必须注意
某些时间限制。

以下表格列出了可能适用于您的一些截止日期和时间限制。它不是法律建议，而仅是提供参考和
信息。在可能适用于您自己情况的任何截止日期以及您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方面，您应咨询律师的
建议。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临近截止日期，那么立即寻求法律建议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一些可能可以提供
帮助的机构：

	■ Access Pro Bono（无偿法律服务）： accessprobono.ca

	■ Justice Access Centres（司法服务中心）： gov.bc.ca/gov/content/justice/about-bcs-justice-system/jac

	■ Family Duty Counsel（家庭责任律师）： lss.bc.ca/legal_aid/familyDutyCounsel

	■ Family Law Line（家庭法查询专线）: lss.bc.ca/legal_aid/FamilyLawLINE

法律问题 所需步骤 时限或截止日期

子女抚养费 – 在没有关于子女抚养费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要申请有关儿童抚养费的
法庭令
Family Law Act, S.B.C. 2011, 
c. 125, s. 149

（《家庭法》 S.B.C. 2011版，第
125章，第149节）

可向卑诗省高等法院（BC 
Supreme Court）或卑诗省
省级法院（BC Provincial 
Court）申请子女抚养费。

如果孩子未满18岁，或孩子19岁或以上且
由于其全日制上学或因疾病或残疾而继
续受抚养时，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追溯子女抚养费（也称为追溯性子
女抚养费）可能仅限于您首次提出要求
之前的三年时间，因此应尽快向法院提
出申请。

您要求子女的继父/母提供
抚养费。
Family Law Act, s. 147(4)

（《家庭法》第147节第(4)条）

可向卑诗省高等法院或
卑诗省省级法院申请子
女的继父/母提供抚养费。

在其继父/母最后一次为该子女的抚养费
供款后的一年之内申请。

https://accessprobono.ca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about-bcs-justice-system/jac
https://lss.bc.ca/legal_aid/familyDutyCounsel
https://lss.bc.ca/legal_aid/FamilyLawLINE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7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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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 所需步骤 时限或截止日期

子女抚养费 – 在有关于子女抚养费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要求变更、暂停或终止现有的法庭
令（例如，由于收入变化或育儿安排变
化而更改金额）。
Family Law Act, s. 148(3) and s. 152   

（《家庭法》 第148节第(3)条及第152节）

向法院申请更改、暂停或终
止现有的法庭令或协议。
向作出原法庭令的同一个法
院提出申请。

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们鼓励您尽快向法院
提出申请，以避免在获得追溯性子女抚养费
方面遇到问题。
追溯性子女抚养费可能限于您首次申请之
前的三年。

配偶赡养费 – 在没有关于配偶赡养费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无论您是已婚还是以婚姻般的关系
生活至少两年，您要求您的前配偶提
供配偶赡养费。
Family Law Act, s. 198(2) 
(《家庭法》第198节第(2)条)

可 向 卑 诗 省 高 等 法 院 或 卑
诗 省 省 级 法 院 申 请 配 偶 赡
养费。

如果您未与前配偶结婚，请在分居之日后两
年内提出申请。
如果您已与前配偶结婚，请在下达离婚令后
不迟于两年后提出申请。（请注意，您可以立
即申请；您不必等到离婚之后才申请。）

配偶赡养费 – 在有关于配偶赡养费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要更改现有的法庭令（例如增加
付 款 或 延 长 配 偶 赡 养 期 限 或 时 间
长度）。
Family Law Act, s. 167(3) 
(《 家庭法》第167节第(3)条)

向法院申请更改现有的配偶
赡养法庭令。
向作出原法庭令的同一个法
院提出申请。

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最好是根据现有法庭
令，在终止支付配偶赡养费之前提出申请。
现有的法庭令终止后，您可能仍然可以申
请，但是更改现有法庭令可能会更困难。

您要撤销或更换现有的协议。
Family Law Act, s. 198(3) 
(《家庭法》第198节第(3)条)

可向卑诗省高等法院或卑诗
省省级法院申请撤销或更换
现有的协议。

不得晚于您已知道或应该已经知道有理由
提出该申请后的两年内申请。

跨司法管辖区的抚养/赡养费 – 在一方住在卑诗省境外情况下的子女抚养费或配偶赡养费

您要撤销在卑诗省法院备案的有关
子女抚养费或配偶赡养费的外国法
庭令。
Interjurisdictional Support  
Orders Act, S.B.C. 2002, s. 19(2) 

（《 跨司法管辖区抚养/赡养费令法》， 
S.B.C. 2002版，第19节第(2)条）

向该法庭令所备案的卑诗省
法院申请撤销该外国法庭令
的备案。

在您收到备案通知后的30天内，向备案该
法庭令的卑诗法院提出申请。

您要就卑诗省法院依照《跨司法管辖
区抚养/赡养费令法》做出的法庭令
提出上诉。
Interjurisdictional Support Orders Act, 
s. 36(5)

（《 跨司法管辖区抚养/赡养费令法》， 
第36节第(5)条）

申请对依照《跨司法管辖区
抚养/赡养费令法》做出的任
何卑诗省法院裁决、决定或
法庭令提出上诉。

在根据卑诗法院的判决所作出的裁决、决
定或法庭令后的90天内，向相关法院提出
上诉。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4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67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7#section167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1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1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19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3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3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02029_01#sectio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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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 所需步骤 时限或截止日期

拒绝亲子或接触时间 – 在有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的由法庭令规定的亲子或接触
时间已被另一位父/母或另一位监
护人错误地拒绝，您想寻求补救措
施，例如弥补亲子或接触时间。
Family Law Act, s. 61 
(《家庭法》第61节)

如果亲子或接触时间被错误
地拒绝，请向法院申请补救。
向做出亲子或接触时间的同
一个法院提出申请。

在您被拒绝亲子时间或与孩子接触之后的
12个月内申请。

保护令 

您要延长现有的保护令。
Family Law Act, s. 187(2) 
(《家庭法》第187节第(2)条)

向法院申请延长该保护令。
向作出原保护令的同一个法
院提出申请。

在现有保护令终止之前申请。 
如果现有的保护令已经终止，您仍然可以
申请新的保护令。

财产和债务分割 – 在没有关于财产和债务分割的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要求分割财产、债务或养老金的
法庭令。
Family Law Act, s. 198(2) 
(《家庭法》第198节第(2)条)

向卑诗省高等法院申请家庭
财产或债务分割或养老金分
割的法庭令。

如果您未与您的前配偶结婚，请在分居之
日后的两年内提出申请。
如果您已与您的前配偶结婚，请在下达离
婚令后不迟于两年后提出申请。（请注意，
您可以立即申请；您不必等到离婚后才能
申请。）

财产和债务分割 – 在有关于财产和债务分割的现有法庭令或协议的情况下

您要撤销或更换现有协议（例如，
因 为 您 不 知 道 该 协 议 是 不 公 平
的，或者因为您的前配偶没有披
露财产）。
Family Law Act, s. 198(3) 
(《 家庭法》第198节第(3)条)

向卑诗省高等法院申请撤销
或更换有关家庭财产或债务
分割或养老金分割的协议。

在不迟于您已知道或应该已知道有理由提
出申请之后的两年内申请。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

您要分割您或您的前配偶可获得
的任何加拿大退休金计划福利。
Canada Pension Plan, R.S.C. 1985, 
c. C-8, s. 55.1(a)(ii) and (c)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R.S.C. 1985年版，第C-8章第55.1节第
(a)条第(ii)款及第(c)条）

向Service Canada（加拿大服
务局）申请CPP福利分割

如果您未与前配偶结婚，请在分居之日起
四年之内或在前配偶双方都同意的任何时
间申请。
如果您已与前配偶结婚，则可以在配偶双
方都在世的任何时候或在前配偶去世后的
三年之内提出申请。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4#section61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4#section61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9#section187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09#section187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198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8/page-22.html#h-169272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8/page-22.html#h-169272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8/page-22.html#h-169272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8/page-22.html#h-1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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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 所需步骤 时限或截止日期

上诉

您要对卑诗省省级法院的最终法庭
令提出上诉。
Family Law Act, s. 233 
(《家庭法》第233节)

向卑诗省高等法院递交上
诉通知书。

在卑诗省省级法院做出法庭令之日起40天
内提交上诉通知书。（请注意，法官可以在
您出庭的同一天做出法庭令，也可能在之
后做出决定和法庭令。）

您要对卑诗省高等法院主事官做出
的法庭令提出上诉。
Supreme Court Family Rules, 
Reg. 105/2019, Rule 22-7(8.1)

（《最高法院家庭法规则》 105/2019，
第22-7(8.1)条规则)

向卑诗省高等法院递交上
诉通知书。

从主事官（Master）做出法庭令或决定之日
起14天内提交上诉通知书。

您要上诉或寻求许可以便上诉卑诗
省高等法院法官做出的法庭令。
Court of Appeal Act, R.S.B.C. 
1996, c. 77, s. 14(1)

（《上诉法院法》, R.S.B.C. 1996版，第
77章第14(1)节)

向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提交上诉或申请上诉许可。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在卑诗省高等法院做
出法庭令之日起30天内，提出并送达您的
上诉或上诉许可申请。

我们的办公室位于Skwxwu7mesh（Squamish）、 
Tsleil-Waututh（Burrard）和xʷməθkʷəy̓əm 

（Musqueam）原住民民族未割让的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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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简体中文、波斯语、旁遮普语、西班牙语的翻译文本。

本文不包含法律建议。如果您或您关心的人士需要法律建议，请咨询律师。

516 Richards St, Vancouver, BC V6B 3A2
236-317-9000 | intake@womenslegalcentre.ca
womenslegalcentre.ca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233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1025_10#section233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69_2009_03#subrule_d1e2952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69_2009_03#subrule_d1e2952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69_2009_03#subrule_d1e2952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169_2009_03#subrule_d1e29526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96077_01#section14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96077_01#section14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96077_01#section14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96077_01#section14
mailto:intake%40womenslegalcentre.ca?subject=
https://womenslegalcentr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