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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了解您的权

利

我有⼯作权利吗？

 
并⾮所有⼈都有在英国⼯作的权利。

 
 
您可以⼯作如果：

 
·         你是英国⼈、爱尔兰⼈或欧盟经济区(EEA) 的国⺠;
·         您持有明确允许您进⾏⼯作的停留许可（居留许可）；
·         您是公认的难⺠，或在英国享有⼈道主义保护；
·         您持有英国驻外使馆签发的准许⼯作的签证，如配偶签证或学⽣家属陪读签证。
⼯作签证通常会对您能做的⼯作类型有所限制。如果您是学⽣，您的⼯作权利取决于您的签证，并

且有⼀些特定的限制。

切记！您的英国签证卡（BRP）通常会说明您是否可以⼯作以及⼯作是否有限制。
由于英国正在脱欧，2021年之后新抵达的欧洲经济区国⺠将不再⾃动享有在英国⼯作的权利。要了
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移⺠<超链接 > 简报。
 
出现以下情况，通常不允许您进⾏⼯作：

 
·         您可以在英国逗留的时间为六个⽉或更短（持有旅游签证、未婚夫/未婚妻签证及短期学⽣签
证的⼈员）；

·         您没有英国居留许可证；
·         您是寻求庇护者。
 
已经等待庇护决定⼀年以上的寻求庇护者可以要求⼯作的权利，但这很棘⼿。即使获得批准，您也

只能申请获得“短缺职业清单”上的⼯作——这份正式的职业清单统计那些出现职位空缺的⼯作。在
实践中，以这种⽅式通常很难找到⼯作。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您被允许⼯作，您也可以⾃主经营（为⾃⼰⼯作）。如果您是学⽣，或者是

持有⼯作许可证，则不符合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您只能为您的赞助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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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证明我有⼯作的权利？

 
所有雇主都需确保他们的雇员拥有在英国⼯作的权利。如果他们被查到雇⽤⾮法劳⼯，企业可能会

遭受巨额罚款——这些罚款⾦额之⼤往往⾜以迫使企业关⻔。这意味着雇主们通常希望您能提供明
确的证明⽂件，⽽可能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内容。如果您找到了⼯作，居留许可证即将到期时，雇

主也可能会解雇您，即使您已经及时向内政部申请延⻓停留时间。 
 
如果发⽣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知道您是否有权留下来。只要您有⼯作的权利并且在居留许可到期

之前进⼀步申请延期，您就有权利继续像以前⼀样⼯作。这称为“3C许可”(在《1971移⺠法》相关
章节之后)。许多⼤型雇主都熟悉“3C许可”，但他们经常会弄错。
 
请求您的雇主访问内政部⽹站上的雇主检查服务(ECS)< 超链接 : https://www.gov.uk/employee-
immigration-employment-status > 。内政部将发出检定结果通知书，确认您的⼯作权利。
切记！如果雇主⾃认为您的居留许可已经过期，在未经核实您是否仍然有权⼯作的情况下⽽解雇

您，这种⾏为是不合法的。

 
为代理机构⼯作

 
在英国，许多⼈通过中介代理找⼯作。代理机构会帮您找⽤⼈单位，但您不是该公司的正式员⼯。

通常您也不算是该代理机构的员⼯。那么到底什么是代理劳⼯？

 
代理机构向公司提供⼯⼈。作为代理劳⼯，您将与⼀家代理机构签订合同，由该机构直接⽀付您的

⼯资。

 
作为代理劳⼯，您将受到《2010代理劳⼯条例》的保护。这意味着，在同⼀家公司连续⼯作12周
后，您有权享有与⻓期雇员相同的⼀些基本权利，如⼯资、⼯作时间、夜班、休息时间和年休假等

（在此之前，您只享有法律规定的最低权利）。也有⼀些例外，⽐如职业病假⼯资、遣散费、养⽼

⾦缴款以及产假。

 
许多企业会和您签订零时⼯合同。这意味着你找到⼀份⼯作，但你的⼯作时间不固定或⽆法保证。

你可能按正常⼯时上班，也可能不会按正常⼯时上班，所以⼯资很难维持⽣活。过去，雇主有时会

告诉签零时⼯合同的⼯⼈，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即使没有给他们分配任何⼯作也是如此。这被称

为“独家⽤⼯条款”，现已失去合法性。 
 
切记！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同时兼职⼏份零时⼯作，⾃由接受⼯作任务。如果您的雇主因为您签订

了另⼀份合同⽽解雇您，这种情况就被视为不公平解雇。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劳资仲裁法庭进⾏维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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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以扣除我的⼯资吗？

 
您的雇主需要从您的⼯资中扣除税款和国⺠保险，并确保这笔钱上缴给了英国税务局（英国税务海

关总署）。未经您的许可不得扣除任何其他费⽤。在签订合同时，请检查合同是否有提及其他扣除

项⽬。您的雇主不能单⽅⾯扣除其他费⽤。

 
⼩费有何规定？

 
如果您在酒店⾏业(如酒店和咖啡厅)⼯作，您可以获取服务费或⼩费。不同雇主对于⼩费有不同的
规定。有些雇主会让您保留您收到的所有⼩费，⽽有些雇主会把⼩费收集起来并重新分配，把“看
不到的”服务⼈员也包括在内，如厨房服务员和厨师。 
 
切记！您的雇主必须向您⽀付最低⼯资——您收到的任何⼩费都不包括在最低⼯资内。他们不能将
您的⼩费作为您最低⼯资的⼀部分。请参阅本指南<超链接: (https://www.gov.uk/tips-at-work/tips-
and-tax) 查看⼩费对您须缴纳的税额有何影响。
 
如果我与雇主发⽣冲突，该怎么办？ 
 
•      ⾸先，记录所有事件——特别是任何可能的歧视⾏为。（如果您的投诉涉及歧视⾏为，您将有
资格获得法律援助。）

•      您可以⾮正式地提出问题，也可以⾛申诉或上诉程序。
•      尽快就你的具体情况征求意⻅。切记，需在问题发⽣之⽇起的三个⽉内提起投诉。
•      法律程序的第⼀步是通过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对问题进⾏初步协调。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地
避免庭审。

•      如果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下⼀步是在劳资仲裁法庭提出申诉。
•      您的投诉案件可以在庭外解决——通常通过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Acas)的和解协议。
•      如果问题仍未解决，通常将会进⾏庭审。
 



我在哪⾥可以寻求更多帮助？

 
英格兰中部法律中⼼ 考⽂垂办公室<超链接: www.covlaw.org.uk >
如果你住在考⽂垂，你可以到该办公室或打电话进⾏咨询。他们的法律顾问可以在劳资仲裁法庭和

上诉法庭上为您进⾏陈述和辩护，他们还提供⼝译服务。他们可以受理案件。

 
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 (Acas) (www.acas.org.uk)
03001231100
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公平公正地向雇主和雇员免费提供与⼯作场所关系和雇佣法各个⽅⾯相关的

信息和建议。

 
平等咨询⽀持服务 (EASS) ( www.equalityadvisoryservice.com)
08088000082
如果您觉得⾃⼰在⼯作场所受到歧视，EASS将就《2010年平等法》和采取哪些⾮正式步骤为您提
供免费指导。他们不受理案件。

 
⺠事法律咨询 (CLA)(www.gov.uk/civil-legal-advice)
 0345 345 4 345 
 
如果您对歧视⾏为提起投诉，您可以在此处获得免费且保密的建议作为法律援助的⼀部分。

 
劳资仲裁法庭客⼾联络中⼼ (www.gov.uk/employment-tribunals/make-a-claim)
 0300 123 1024 (英格兰和威尔⼠)
 
如果您对填写投诉表格有任何疑问，仲裁法庭的客⼾联络中⼼可以为您提供帮助。但他们不能给您

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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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通⽤福利？

 
通⽤福利（UC）是新的福利体系，正逐步取代英国的其他⼤多数福利。以下⼏点重要事项可能给
刚开始申请通⽤福利的⼈带来困难。

1.    通⽤福利包含的所有福利项⽬⼀并按⽉发放，并且采取递延⽀付的⽅式。这可能会导致预算问
题。

2.    您找⼯作将⾯临更⼤的压⼒。即使您已有⼯作，要想找到薪资更⾼待遇更好的⼯作往往也会⾯
临更⼤的压⼒。

3.    ⽐以前更容易受到制裁(因为没有按要求完成所有事⽽受到惩罚)，制裁也会更严厉。即使您在
⼯作，您也可能会受到制裁。

4.    所有事项需在⽹上完成，包括和DWP(福利办公室)的⼯作⼈员交谈。
5.    要等待很久才能收到⾸次福利款项。您可以获取⼀笔贷款，但是您的福利项⽬⼀开始您就必须
偿还这笔贷款。

6.    福利上限——⼤多数16⾄64岁的⼈可以获得的福利总额限制——也适⽤于通⽤福利, 正如两孩
限制条例⼀样（⻅下⽂）。

7.    委员会税收优惠不包括在内。税收优惠必须从当地市政委员会单独申请。
 
英格兰中部的⼤部分地区现在已被通⽤福利全⾯覆盖。‘全⾯覆盖’意味着所有申请最新福利项⽬的
⼈或⽣活境况发⽣变化的⼈，都将转向通⽤福利。（这不包括养⽼⾦领取者。）如果您有三个以上

的孩⼦，您将在稍后转向通⽤福利。所有领取福利的⼈最终会在晚些时候转向通⽤福利。



社会福利：了解您

的权利

什么是福利上限？

 
福利上限是⼤多数16⾄64岁的⼈可以获得的福利总额限制。如果您获得福利，它就对您适⽤；但是
如果您获得的是残障福利（如DLA、PIP或照护者津贴），则对您不适⽤。如果您有孩⼦，您每周
的津贴补助不会超过384.62英镑。如果您获得的所有福利项⽬加起来超过此⾦额，则超出部分将从
您的住房补贴中扣除。这就意味着您可能没有⾜够的钱来交房租和满⾜其他需求。还有其他因素可

使您免除福利上限的限制。欲了解更多信息并核实⾃⼰是否具有资格，请点击这⾥ 
(www.turn2us.org.uk/Benefit-guides/Benefit-Cap/Am-I-affected-by-the-Benefit-Cap#guide-
content)。 
切记！即使您的住房补贴被削减，您仍需全额⽀付房租。如果您不⽀付房租，您最终会被房东驱逐

出去。如果拖⽋房租，您必须尽快向法律中⼼ (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for-advice) 或
公⺠咨询局 (www.citizensadvice.org.uk/) 进⾏咨询。请您查看我们的住房简报。
 
疾病和残疾

 
如果您或者您的孩⼦患有慢性疾病或⾝有残疾，您需要核查您是否有资格获得个⼈独⽴补助⾦

（PIP）或伤残⽣活津贴（DLA）。许多有权享受这些福利的⼈却没有申请。这些福利不仅能给您
带来更多的资⾦，⽽且能免除您的福利上限，使您有权获得更多的通⽤福利资⾦。这意味着PIP和
DLA可能对您的收⼊产⽣重⼤影响。
 
⾃谋职业

 
⾃谋职业意思是为⾃⼰⼯作或⾃主创业。⾃主创业很难，可能要花费很⻓时间才能有所收益。您可

以申请通⽤福利来增加收⼊，正如过去的税收抵免⼀样。您需要确保做任何事都做好记录，例如国

⺠保险（IN）的缴纳证明和发票。但要注意——12个⽉后，您被期望每周为⾃⼰⼯作35个⼩时。此
种情况下应视为，您的收⼊是按照国家最低标准每周⼯作35⼩时的报酬——即使您的收⼊⽐之较
低。这被称为最低收⼊下限(MIF)。如果您的⽣意业绩不好，您就不得不另找⼯作，如此以来您就
更难花费⾜够的时间来发展⾃⼰的⽣意。

您的收⼊将按⽉进⾏核查。例如，根据21-24岁年龄段的最低⼯资，您的MIF将是每⽉1119.30英
镑。如果您⼀个⽉内只挣了500英镑，您也不会获得额外的补贴。但是，如果您每⽉的收⼊较多，
您获得的福利津贴就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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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您在制定任何商业计划时都要深思熟虑并寻求好的建议，这⽐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做

好市场调查，对创业成本和企业需要多⻓时间才能⽣存下来要有清晰的认识。您可以边⼯作边创业

吗？您可以兼职为别⼈⼯作吗？

 
切记！⼀定要告知福利办公室您的准确收⼊，以避免福利多付的情况。福利办公室将收回任何多付

的款项，这可能使您获得的福利资⾦更少。

 
两孩限制条例

 
根据当前的⼉童税收抵免条例及通⽤福利的相关规定，您只能获得两个⼉童的福利补贴。如果您已

经抚养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并且在2017年4⽉6⽇或之后还担负起抚养另⼀个孩⼦的责任，则
适⽤此规定。它既适⽤于新⽣婴⼉，也适⽤于在此⽇期之后您家庭收养的⼉童。

切记！两孩限制和福利上限的规定相互独⽴、互不⼲扰。这两套法规的豁免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

此⼀个家庭可能被免除⼀项政策限制，却不能同时豁免另⼀项政策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两者都适

⽤。这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复杂，所以⼀定要弄明⽩⾃⼰的情况，如果不清楚，请进⼀步寻求建议。

 
规则也有例外。如果您在已经有了⼀个孩⼦的情况下，⼜⽣下了多胞胎(双胞胎/三胞胎或更多)，那
么您所有的孩⼦都能享受福利津贴。您收养的所有⼉童以及您作为亲属照护⼈（为某位家庭成员抚

养孩⼦）⽽照顾的⼉童，均可享受福利津贴。

如果您的第三个孩⼦是由于被⼈强奸（⽆论是陌⽣⼈还是在受虐待的关系中）⽽怀上的，您可以为

更多孩⼦申请福利。在申请豁免政策限制⽅⾯，如需帮助，请联系当地专家⽀持服务中⼼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upport-for-a-child-conceived-without-your-
consent/approved-third-party-professionals-who-can-complete-these-forms) .有⼀份表格需要填
写，且其中⼀部分需要由专业⼈员填写，⽐如医⽣、社会⼯作者或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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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在2017年4⽉6⽇及之后出⽣的第三个孩⼦申请福利津贴，必须满⾜的条件是您已不再与侵犯
您的⼈⽣活在⼀起。如果您难以脱⾝，需要帮助，请致电考⽂垂CDVASS（电话：0800 035 
5309）(www.safetotalk.org.uk/) 或伯明翰和索利赫尔妇⼥援助中⼼（电话：0808 800 0028）
(www.bswaid.org/) 以及⿊⼈乡村妇⼥援助中⼼ (blackcountrywomensaid.co.uk/) （电话：0121 
553 0090）覆盖桑德⻙尔、达德利、沃尔萨尔、伍尔弗汉普顿和伯明翰。 
 
我在哪⾥可以得到更多关于通⽤福利的帮助/信息?
 
公⺠咨询局有⼀个在线福利计算器( www.citizensadvice.org.uk/benefits/universal-credit/ ) 您可以
⽤它来计算出您有权享受到哪些福利。

Turn2US (/www.turn2us.org.uk/Benefit-guides/Universal-Credit/What-is-Universal-Credit) ⽹站上
可以找到更多与通⽤福利相关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已经申请了福利项⽬，却担⼼⾃⼰的权利发⽣变化，请关注福利早知道

(benefitsaware.centralenglandlc.org.uk/) ⽹站，该⽹站会对任何变动做出解释，并就您需要怎么做
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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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们境况如何，有⼀件事与我们所有⼈都息息相关——我们都需要居住之所。没有住房会给⼈
带来极⼤的压⼒。下⾯我们来探讨⼀下您在住房⽅⾯可能遇到的⼀些最⼤的问题。如果您享有住房

福利补贴，那您可能也想了解⼀下我们的福利简报<超链接>。
 
合同和租⾦

 
租赁协议是您与房东之间签订的合同。这意味着，您定期交纳租⾦就可以居住在他们的房屋中。他

们赋予您使⽤房屋的权利并尊重您的隐私，⽽您要承担照看房屋的义务。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您居

住在房屋⾥，您就有责任交纳租⾦。即便是您对房东的⾏为不满或是房东不履⾏维修义务，您也⽆

权停⽌交纳租⾦。如果您与房东发⽣冲突，您需要采取别的⽅法进⾏解决。

 
如果您不再享有福利津贴或福利减少，您仍然需要交纳租⾦，因为您和房东签订的合同与任何福利

津贴均没有关系——即使房东是给您发放福利的当地政府，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您遇到困难⽽⽆⼒
⽀付租⾦，请尽快向法律中⼼(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for-advice)或 公⺠咨询局 
(www.citizensadvice.org.uk/) 寻求帮助。
切记！如果您不⽀付租⾦，您可能会被房东驱逐出去。

 
您可以向当地市政委员会申请⾃由住房补贴。这笔钱⼀次性⽀付给您或是分期直接⽀付给您的房

东。可以⽤来帮您⽀付租赁押⾦或第⼀个⽉的租⾦（通常是提前⽀付的），抑或⽤于⽀付其他租⾦

费⽤。

 
房东的职责是什么？

 
 在租赁开始之前，房东必须提供：
·         燃⽓安全证书；
·         能源绩效证书； 
·         ‘如何租赁’指南；
·         联系信息（全名及地址）；
·         租赁押⾦证明（证明您的押⾦受到保护）。
 
房东提供的燃⽓、电⽓和消防条件必须符合安全标准。他们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您报告的维修

⼯作。如果需要检查房屋或进⾏维修作业，他们应在适当的时间通知您（⾄少提前24⼩时，除⾮是
紧急情况）。房东不得骚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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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房东想驱逐我，怎么办？

 
房东有权要求您搬⾛——这称作‘索回房产’——但是他们必须严格照章办事。他们要这样做主要
可以采取两种途径。

 
根据第21条法规索回房产
 
房东可以利⽤第21条法规要求您搬⾛⽽且⽆需提供任何理由，但是他们必须提前两个⽉通知
您。在租赁期的前六个⽉他们不能以这种⽅式索回房产使⽤权，在其他⼀些情况下同样不能

——尤其是房东未履⾏其职责或者是市政委员会通知他们需要对其房屋进⾏修复或完善时。如
果您不确定房东是否有权要求您离开,请留在家中并向法律中⼼<超链接: 法律中⼼>或公⺠咨询
局<超链接: https://www.citizensadvice.org.uk/ >寻求建议。 
切记！在房东获得法院命令让您离开之前，您⽆需离开。

根据第8条法规索回房产
如果您拖⽋房租或者⾏为不当，抑或损坏房屋，房东可以利⽤第8条法规索回房产。房东要根据
第8条法规索回房产流程会更加复杂，因为他们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您⾏为不当或未⽀付租⾦，⽽
且您也可以在法庭上为⾃⼰辩护。

切记！收到房产索回通知之后应⽴即进⾏法律咨询，因为这可能会使您免于失去住所或为您争

取更多时间。

 
如果我⽆家可归，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安全稳定的住所，您就被认定为⽆家可归。以下情况被认定为⽆家可归：

·         露宿街头；
·         睡在朋友的沙发上；
·         住⻘年旅社；
·         不得不和有暴⼒倾向的伴侣住在⼀起，因为您⽆处可去；
·         住在极不适宜的房屋⾥——⽐如您⾝患残疾⽽不能进⼊浴室。
 
如果您有权享有公共基⾦(获得福利补贴)，您可以向当地政府递交⽆家可归申请。市政委员会
不能⽴即帮助每个⼈，但如果您急需救援，他们应该会提供帮助。详细信息，点击这⾥

(england.shelter.org.uk/housing_advice/homelessness/rules/priority_need).
如果您的⽆家可归申请通过，且您急需救助，当地政府会为您提供住所。



切记！您要接受政府提供的住所，即使不是您所要的——甚⾄是完全不合适也要先接受，这⼀点极
其重要。因为他们只负责给您提供住处，如果您拒绝的话，他们就没有义务进⼀步帮助您。如果提

供的住所不适合您居住，请向 法律中⼼(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for-advice) 或公⺠咨
询局 (www.citizensadvice.org.uk/) 反映情况，看他们能否帮助您申请更换更适合的住所。不过您必
须先接受他们提供的住所。如果您不接受，⼏乎任何⼈都不可能再帮到您。

 
如果我不能享有公共基⾦，怎么办？

 
如果您⽆权享有公共基⾦，您就不能递交⽆家可归申请——即使是您的孩⼦是英国国籍也不⾏。如
果您⽆处可去，依据《1989⼉童法》第17条法规，市政委员会有责任帮助您。这项法律旨在确保
⼉童免于⽆家可归或⽣活贫困（没有钱购买⻝物）。此项救济通常以提供⻝宿（⼀般是含早餐旅

馆）的⽅式进⾏，并提供⼀些资⾦为⼉童购买⻝物和⾐服。地⽅政府没有义务为您做任何事，但同

样会给您提供住宿，因为您的孩⼦需要您照顾。总的来说，地⽅政府更愿意提供短期的实际⽀持。

如果您难以获得所需的帮助，伯明翰社区法律中⼼(www.centralenglandlc.org.uk) 和考⽂垂法律中
⼼ (www.centralenglandlc.org.uk)  的社区护理团队可以提供帮助。
 
如果我有房产却⽆⼒偿还房屋抵押贷款，怎么办？

 
如果您是房主，您将⽆法获得住房补贴（或在通⽤福利下获得住房帮助）。可以从政府获得贷款来

⽀付抵押贷款的利息，但是当您卖掉房屋时，您需要偿还这笔款项。政府贷款不包含抵押贷款的本

⾦⽀付——有时也不⾜以⽀付抵押贷款的全部利息。另外，如果您没有保障性养⽼⾦补贴，您需要
等待39周才能获得帮助。如果您难以⽀付抵押贷款时，最好尽快与您的抵押贷款提供商取得联系。
进⾏债务咨询，看看您能否腾出更多的钱来⽀付利息，这可能是⼀个好主意，或者您可以与抵押贷

款提供商达成协议。您可以向法律中⼼(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for-advice) 或市⺠咨
询局 (www.citizensadvice.org.uk/)进⾏债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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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因为害怕⾃⼰会遭受迫害或者被⼈杀害⽽不敢回到⾃⼰的祖国，您就需要申请庇

护。申请庇护受到法律援助的保护，您可以在 法律中⼼ (www.lawcentres.org.uk/i-am-
looking-for-advice) 或者从事移⺠法律援助⼯作的律师事务所免费进⾏法律咨询。 
 
如果您是被⼈强制带到英国，或者您本以为是来这⾥⼯作的⽽现在却被迫做您不愿意做的

事，那么您可能已被⼈拐卖了。这种情况下，您同样可以从从事移⺠⼯作的法律援助律师

那⾥得到免费的建议。您也可以拨打现代奴役热线电话08000 121 700进⾏求助。

切记！从律师那⾥获得⼀对⼀的私⼈建议很重要，因为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请查看以下可帮助您

获取正确建议的组织。

 
如果您遇到⼀个⼩孩孤⾝⼀⼈，⾯带恐惧且不会说英语，请⽴即联系当地警⽅。他们会进⾏恰当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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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与移⺠法:有哪些规定?
 
许多⼈都听说过‘7年限制’，但对其内涵却不太清楚。法律规定，⼉童只要在英国⽣活⻓达7年，⽆
论是从出⽣开始计算，还是从他们到达英国的那⼀刻算起，都应该考虑让他们及其家⼈留在英国。

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内政部在做决定时有权对其⽗⺟的移⺠历程进⾏核查。如果孩⼦的⽗⺟在英国⽆证居留（⽆居留许

可证），尤其是在已⽆证居留了很⻓时间的情况下，孩⼦的申请会被拒绝——即使孩⼦与英国有着
密切的联系也是如此。《2009年边境、国籍和移⺠法》第55条规定，内政部必须把孩⼦的利益放在
⾸位——⽆论他们做什么决定。但是内政部认为，与⽗⺟⼀起返回原籍国通常是对孩⼦最有利的。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您可以进⾏上诉，但对于这种上诉相关机构不提供普通法律援助。如果您孩

⼦的情况特别严重，可能是由于重病或家庭原因，法律援助律师可能会为您提供特殊的法律援助。 
 
切记！尽管困难重重，您还是应该采取⾏动。这时刚好可采取‘鞋盒收纳法’——⽤⼀个旧鞋盒或类
似的东西收集与您孩⼦相关的重要⽂件。⾸先是出⽣证明（上⾯写有你们名字的那份）和健康红⽪

书，再加上托⼉所记录、成绩报告单和证书、医疗信件、法院指令等任何可以证明您的孩⼦在此⽣

活的⽂件。不断收集添加新的内容。

 
然后就该不该在这个阶段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事征求⼀些建议(⻅下⽂)。⼀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您
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所以在申请之前⼀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事实：任何在1983年以后出⽣在英国并且在10岁⽣⽇时仍住在这⾥的⼈，都有权成为英国公⺠——
即使他们现在已是成年⼈。这也不是必然的：需要填写申请表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pplication-to-register-as-british-citizen-form-t) 并⽀付相应
的费⽤。但只要申请⼈品格良好，且⻓期未离开英国，申请就会获得批准。您需要提供10年的居住
证明，包括出⽣证明原件和⼀些官⽅⽂件来确认孩⼦头10年中每⼀年都在此⽣活(⻅上⾯的“鞋盒收
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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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记！任何10岁以上的申请⼈都必须证明⾃⼰品格良好。内政部对此⾮常严格，即使是孩⼦也不例
外。哪怕是因为打架或店内⾏窃⽽受到⼩⼩的警告处分，也会带来⿇烦。如果发⽣过类似情况，请

在申请之前进⾏法律咨询，因为如果申请被拒绝，您就可能会赔上申请费。如果您的孩⼦刚刚满10
岁，⽽且没有⻓期离开过英国，那么您可以⾃⼰代为申请。从需要防护的孩⼦英国项⽬

(www.kidsinneedofdefense.org.uk) 可以获得免费帮助。
 
如果我不能享⽤公共基⾦，怎么办？

 
英国境内有许多没有居留许可或居留许可有限的⼈，他们⽆法享⽤公共基⾦。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

申请福利津贴。没有居留许可的⼈也不能⼯作(请查阅我们的就业<超链接>和福利<超链接> 简报以
了解更多信息)。持有有限居留许可的⼈被允许⼯作——事实上，政府期望他们通过⼯作来照顾⾃
⼰。单亲⽗⺟受到的冲击最⼤。没有福利补贴的话，即使您有⼀份⼯作，要独⾃照顾孩⼦往往也是

不可能的。如果您受此影响⽽⼜⽆法应对，请访问法律中⼼(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
for-advice) 查看您的停留许可条件是否可以更改,或者您能否根据《1989⼉童法》第17条规定从社
会服务机构获取⼀些帮助<福利简报超链接>。
 
家庭暴⼒

 
如果您和英国⼈结婚，持有停留许可证，但遭受家庭暴⼒或虐待，您可以寻求帮助，离开您的伴

侣。您可以获得⼀个特殊的短期英国签证卡 (BRP) 允许你申请福利津贴并住进收容所。然后，作
为家庭暴⼒的受害者，您可以申请永久停留许可（ILR）。要获得永久停留许可,您需要能够证明⾃
⼰遭受了家庭暴⼒,⾄少要有两名专业⼈⼠(⽐如医⽣、社会⼯作者、警察或收容所⼯作⼈员)作证您
曾向他们说过此事。

 
切记！⼤胆为⾃⼰辩护，获得您需要且应得的帮助。有⼈会帮助您。法律中⼼

(www.lawcentres.org.uk/i-am-looking-for-advice) 和其他移⺠法律援助律师会提供法律援助，可进
⾏免费咨询。如果您想离开，却⽆计可施，请致电考⽂垂CDVASS（电话：0800 035 5309）
(www.safetotalk.org.uk/) 或伯明翰和索利赫尔妇⼥援助中⼼（电话：0808 800 0028）
(https://bswaid.org/) 以及⿊⼈乡村妇⼥援助中⼼ (https://blackcountrywomensaid.co.uk/) （电话：
0121 553 0090）覆盖桑德⻙尔、达德利、沃尔萨尔、伍尔弗汉普顿和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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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后，欧洲经济区居⺠会怎样？

 
简⽽⾔之，没有⼈知道。关于欧盟公⺠的权利问题，英国政府已经与欧盟达成了协议，⾸相也做出

了⼀些承诺，但英国仍有⽆协议退欧的⻛险，这可能会改变⼀切。欧盟公⺠不太可能被要求离开英

国，但是我们还不敢断定。⽬前的计划是，所有已经在英国的欧盟公⺠要么获得“定居⾝份”(如果他
们已经在英国居住了五年或更⻓时间)，要么获得“预定居⾝份”(如果他们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到五
年)。注册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并持续到2021年6⽉。
 
定居⾝份的确定以居住时间为依据，⽽不是依据欧盟法律规定的“合格⼈员”。您没有必要再证明⾃
⼰是受⼈雇佣或⾃主经营，或者您有全⾯的疾病保险。您提出申请时，内政部会检查你的税务缴纳

情况和国⺠保险记录。如果您没有多少税收和国家保险记录(⽐如说您是全职⽗⺟或者被⼈照顾的
孩⼦)，那就开始收集您⽣活中的其他证据吧。收集银⾏对账单、教育证书、医⽣信笺、市政税务
报表——任何能表明你住在这⾥的官⽅⽂件(⻅上⾯的鞋盒收纳法)。这样以来，如果内政部进⼀步
提出问题，您就可以轻松提供证据。

 
我如何获得建议？

 
2012年，移⺠法的许多领域都被排除在法律援助计划之外，这意味着，即使您的收⼊很低，他们也
不再提供免费的咨询和代理服务。寻求庇护、⼈⼝拐卖、家庭暴⼒以及⾮法拘禁案件可获得法律援

助。在其他⼀些特殊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可以申请特殊资助。这些情况通常是由于申请⼈或其家

庭⾮常脆弱，例如⾝患疾病或⼼理健康出现问题，或者他们的案件被认定为复杂案件。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您都需要⾃费请私⼈律师来帮助您。

 
切记！向您的律师询问清楚，他们收取的费⽤具体⽤来做什么，您成功的机会有多⼤。下⾯是⼀段

很好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TOMYjpuHs) 由Praxis制作，它将告诉您应该
寻找什么。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提供⼀些免费的建议。联系您选择的申请地点，询问详细信息。我们

可能⽆法受理您的案⼦，有些合伙⼈可能会收取⼀定的费⽤，但我们会始终为您指明正确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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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垂：英格兰中部法律中⼼ (www.centralenglandlc.org.uk) 电话：024 76223053
伍尔弗汉普顿: 难⺠和移⺠中⼼ (www.rmcentre.org.uk/contact) 电话：01902 311 554
伯明翰: 难⺠和移⺠中⼼ (www.rmcentre.org.uk/contact) 电话：0121 374 0140
伯明翰: 英格兰中部法律中⼼ (centralenglandlc.org.uk) 电话：0121 227 6540
考⽂垂：难⺠和移⺠中⼼ (www.covrefugee.org/) 电话：024 7622 7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