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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此《指南》意图帮助您明白，作为一位外籍劳工，您在北爱尔兰应得到

的权利和资格；同时如果您在北爱尔兰的权利和资格上遇到任何难题，此指

南也确保您将得到正确的谘询。它涵盖了很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

您和任何您在北爱尔兰的家人。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需要得到更多资讯
或您遇到任何难题，在本指南的结尾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机构联系名
单。 

        此《指南》是在 Office of the First Minister and Deputy First 
Minister （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办公室）的资助下,由 Law Centre (NI) (北
爱尔兰法律中心) 和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北爱尔兰

人权委员会）出版。北爱尔兰内阁政府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已肯定了《指南》中的
内容。此《指南》也将为那些为外籍劳工提供服务、援助或谘询的单位和个人提
供有效的帮助。仅此感谢Housing Rights Service （住房权利中心）在编写 
“住房权利”部分时给予的帮助。 

        我们希望本《指南》对您有帮助并能够让您在北爱尔兰享有您应该得

到的全方位的权利。本《指南》提供有下列语言版本：保加利亚语、中文、英
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
俄语及德顿语。 

        更多份此《指南》及语言翻译，可在以下机构的网站下载：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 
Temple Court, 39 North Street, Belfast BT1 1NA 
电话 (028) 9024 3987 
传真 (028) 9024 7844 
文字电话 (028) 9024 9066 
电子邮件 information@nihrc.org 
网站 www.nihrc.org 
 
Law Centre (NI) （北爱尔兰法律中心） 
124 Donegall Street, Belfast BT1 2GY 
电话 (028) 9024 4401 
传真(028) 9023 6340 
电子邮件 admin.belfast@lawcentreni.org 
网站 www.lawcentreni.org 
 
Law Centre (NI) Western Area Office （北爱尔兰法律中心西部地区办公室） 
9 Clarendon Street, Derry/Londonderry BT48 7EP 
电话 (028) 7126 2433 
传真 (028) 7126 2343 
电子邮件 admin.derry@lawcentreniwest.org 
网站 www.lawcentreni.org 
 
--------------------------------------------------------------------------------------------------------------- 
2011 年 7月时, 此《指南》中的信息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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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指南》 

       《指南》的资料是以一些不同的话题来编排成一系列不同的部份，以帮助
您更好的理解您在北爱尔兰的权利和资格。每一个部份并不是某个话题的完整
法律概论， 但却是阐释了一些外籍劳工在北爱尔兰遇到的最普遍问题。 
 
       《指南》的资料只是和您居住在北爱尔兰有关。它不适用于爱尔兰共和
国，因为爱尔兰共和国是由一套不同的法律来管辖的。此外，重要的需要引起

注意的是虽然移民法律在整个“联合王国”都是同样的，但其它法律可能在英

国不同地区之间有少许差异，因此，若您打算从北爱尔兰移居到英格兰、苏格
兰或威尔士，我们建议您寻求进一步的谘询。 

使用正确的《指南》 

       请确保您所参阅的《指南》是最新版本。此版本为2011年7月准确的第三版
本。其中资料是特别针对您在英国的移民身份来编写的，因此务必参考阅读《指
南》中与您相关的信息。在许多情况下，您在北爱尔兰享有的权利和资格是根据您
是哪一国的公民而定的。 
 
       以前版本的《指南》特别将“加盟国”、其它“欧洲经济区”公民以及
“工作许可”持有者的信息分开编写，而在此第三版的指南中，这些信息被编
入了同一个《指南》中。 

阅读《指南》中的正确章节 

• 

在此《指南》中： 

• 如果您是一位“欧洲经济区”公民（除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您必须阅读所有

绿色字体的信息； 

 您应该阅读所有用黑体字写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适用于所有的外籍劳工。此

外： 

• 如果您是一位*A2* 公民（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公民），您必须阅读红色字体的

信息（在“社会保障”

• . 如果您不是European Union （ 欧盟）公民，您应该阅读蓝色字体的信息。 

这一章节中，您还应该阅读绿色字体的信息）； 

术语和短语的注释  
          《指南》中不得不使用一些非日常使用的复杂的或技术性的术语和短语。
这些术语和短语都清楚地以星号**来标示，而且在大部份情况下都会在该部份中

对它们作解释。 另外，本《指南》还列出了“词汇表”对某些术语和短语作了

解释。 

谘询机构  
        《指南》中多处建议您寻求进一步谘询，与此结合，《指南》的结尾处提
供了一些有用的机构名单和他们的联络方式。这些机构提供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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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上所提供的机构的联络方式中有电话号码，您咨询的问题都会用英语答

复，除非另行说明。但这应该不会阻止您联系某个机构，因为一般来说，不管您的
英语程度如何，您都将会遇到一位友善和热心帮助您的人接听您的电话。如果您是
拨电话去谘询机构预约，该机构很可能为你安排一位翻译员出席面谈，或者如果您

愿意，您可以安排一位朋友代您拨打电话和陪同您出席任何的面谈。当然，如果所

涉及的问题较复杂，那就需要他们有很好的翻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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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这份词汇表仅对在此《指南》中所使用的某些技术性名称提供简短的解
释。在有关的章节中会提供更详尽的解释。 
 
        加盟国/A8 公民/ A2公民）——在英国*A8*这一名称是用以形容在2004年5
月加入European Union（欧盟）的十个国家中的八个国家。这些国家是捷克共
和国、爱沙尼亚、匈牙利、拉脱维亚、立陶宛、波兰、斯洛伐克共和国以及斯洛
文尼亚。在英国如果您是这些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公民，您会被称为加盟国公民或 
*A8 公民*。*A2 公民*这一名称是用以形容 在 2007 年 1 月加入European Union
（欧盟）的两个国家——即罗马尼亚和保加利亚。 
 
        共同通行区——联合王国（包括大不列颠及北爱尔兰）、马恩岛、海峡群
岛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共同通行区意即英国公民和爱尔兰公民可以在两国之间
自由通行而不受护照检查的控制。 
 
         入境许可证－某些国家的公民在未入境英国国境以前必需先向英国获得许
可。该许可被称为入境许可证。 
 
        欧洲经济区 （EEA）——指的是以下国家：奥地利，比利时、保加利亚、

赛普路斯、捷克共和国、丹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匈牙利、冰
岛、意大利、拉脱维亚、列支敦士登、立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
威、波兰、葡萄牙、 爱尔兰共和国、斯洛伐克、斯洛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
英国。 

 
        欧洲条约权利 ——指的是根据欧洲的法律他（或她）能够居留在英国时*
欧洲经济区*公民拥有的移民身份。这包括欧洲经济区（EEA）公民为雇主工
作、自雇、作为学生、作为自给自足人士或在此求职。 

      女皇陛下税务与海关总署－英国税务办公室的正式名称。 
 
        国民保险－在英国的一项从薪水和工资中缴纳的税金，用于提供经费给一

些“社会保障福利”（见下文）。 
 
        国民保险号码－由 *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保障局”）发放的一
个号码，如果您打算在英国工作并您希望得到社会保障福利，您必须申请国民

保险号吗（见下文）。 
 
北爱尔兰房屋署（NIHE）－负责分配政府房屋的政府机构，并向无家可归者提

供建议帮助他们寻找到合适的居所。 

计点积分制（PBS）——是非欧洲经济区的外籍劳工进入英国工作的方案，从2008年
开始此系统替代了以前的“工作许可证”等其他方案。 
 
公共资金－指的是某种由政府提供的资金，例如失业救济金。如果您是 通过

“计点积分制”居留在英国的，那么您很可能不能申请公共资金。在申请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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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福利之前您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如需更多细节，请阅读“社会
保障福利”小节内容。 

职业介绍中介公司——是一种盈利公司，专为某一空缺职位寻找合适的人选，或为某
一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工作。 
 
驱逐出境／遣返——如果一位外籍公民非法居住在英国或他／她没有资格进入英国
国境，英国政府将其从英国驱逐到某一个特定地方（通常为他或她的母国）的行
动。 
 
居留卡／注册证书－由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管理局）颁发的一份确认您有
权利在英国居住的文件（信息源自www.ukvisas.gov.uk）。 
 
社会保障福利机构－负责颁发”国民保险号码”和管理”社会保障福利”的政府机
构（见下文）。 
社会保障福利－由政府提供的金钱以帮助一些在经济困境中的人。  

英国边境管理局（UKBA）—是负责移民事务的英国政府机构，是叫做Home Office
（内政部）的政府部门的一部份。 
联合王国(英国) ——国家正式名称，由大不列颠岛(英国、苏格兰和威尔
士)和北爱尔兰组成。  
签证－进入英国国境的许可；通常是以在您护照内盖章的形式发出的。 
工作许可证－由内政部的一个分部，Work Permits（UK）（英国工作许可证
署）从前所签发的一种允许非欧洲经济区的公民在英国为某个特定的雇主工
作的许可。 
 

劳工授权计划 – 英国政府设立的要求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国家的公民必须在开始为英国
雇主工作之前申请工作许可的计划。这一计划不适用于作为自雇的或作为学生的*A2*公
民。 
 
劳工登记计划－在2004年4月至2011年11月期间运行的计划，该计划规定*A8*
公民在受雇用的第一个 12 个月必须向*UK Border  Agency* (英国边境管理局)
登记他们的工作。这项计划不适用于自雇的*A8*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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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工作 

本章分为三个小节，请确保您所阅读的内容部分对您适用。   
• 第一节内容适用于“欧洲经济区”国家公民的外籍劳工（除罗马尼亚及保加利

亚公民以外） 
• 第二节内容适用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公民的外籍劳工（也被称作*A2*公民） 
• 第三节内容适用于欧洲经济区以外 国家的外籍劳工 

 
第一节：“欧洲经济区”内的公民 

如果您是*欧洲经济区* 国家的公民，您应该阅读此小节内容，【保加利亚及罗

马尼亚公民请阅读再下一小节内容】。 

我可以到英国来找工作吗？ 

作为“欧洲经济区”（EEA）国家的公民，您有权利作为“劳工”进入英国。您不必向

英国有关当局申请许可入境英国，也无需签证入境英国。但是，当您入境英国时，您必

须出示您的护照或您的国家的身份证。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寻找工作？ 

进入英国后您可以立即开始寻找工作，但是您必须先得到一个“国民保险号码”。有

关如何得到“国民保险号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社会保障福利”一节内容。 

什么是劳工？ 

        本《指南》中“劳工”这一个术语是欧洲法中所使用的一个技术术语，是参照移

民身份来使用的。不应将这一术语与叫作“就业权利”这一节的就业法中所使用的该

术语混淆。 

您是一位劳工如果： 

• 您正在找工作（但是，如果在英国6个月了您还找不到工作，那么您应该寻求专

业人士的咨询），或者 

• 您正在就业 – 一位正在工作仅11小时一周的兼职工作的人士也被认为是“劳

工”。 

       如果您过去在英国工作过、或在英国退休、或永久性的无法工作（如因疾病），

您也许仍有资格作为劳工，您应对此寻求专业人士的咨询。 

       如果您是一位劳工，根据英国移民法您被称为“有资格人士”。 

      如果您是自雇人士，一般而言您与劳工享有相似的权利，但是您应该就此征求专

业人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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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许可入境英国吗？ 

不需要，您不需要在来到英国前申请签证或人境许可。您只需出示护照或有效的国民

身份证，上面能证明在您到达英国时您是一位“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 

我的哪些家庭成员能够来英国与我共同生活？ 

       任何家庭成员都能来与您共同生活，只要他们是“欧洲经济区”（EEA）国家的公

民，他们不需要签证或入境许可。 

     即使您的家庭成员不是“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他们 也可以来加入您。  

出于此目的，家庭成员包括： 

• 您的配偶或民事同性配偶 

• 子女和(外)孙子女，并且必须小于21岁或仍然依靠您 

• 您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如果您能证明他们仍然依靠您 

       如果您的家庭成员是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他们将需要向英国大使馆或

特派使节申请家庭许可（除非他们仅仅来很短的时间）。他们可以通过英国使馆或领

事馆获得免费家庭许可。英国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外交部）的网站上

列有海外英国大使馆的细节包括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网站是

www.fco.gov.uk。 

       如果您有一位未与其成婚的伴侣，他（她）是一位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

民，而且与您有持久的关系，他（她）可以向英国大使馆或特派使节申请获得“家庭

许可”来英国与您共同居住。如果您属于这种情况的话，请征询专业人士的咨询。 

 “依靠”是什么意思？ 

       “依靠”通常指经济上的依靠，但是也可以是情感上的、实际情况的以及/或经济

上的。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专业人士。 

我应该出示什么样的文件来证明我是一个合格人士？ 

       尽管在英国作为一名劳工您无需向UK Boarder Agency (英国边境管理局) 登记，但

是您应该向“英国边境局”申请得到一份显示您有资格居留在英国的文件。这份文件被

称作“劳工登记证书”，证书很小，是蓝色的折叠的卡片，上面有您的照片。如果您的

家庭成员也在英国与您共同居住，那么您最好申请一份“劳工登记证书”。您的家庭成

员也会得到 “居留卡”，“居留卡”通常以印章形式贴在他们的护照上。此文件可以

被用来帮助您和您的家人获得其它你们可享有的权利，比如，教育和医疗保健。 

这些文件的有效期是多久？ 

        这些文件通常有效期为五年。如果您的工作是临时的，您也许只得到最多6个月的

证书。如果您后来又获得了固定的工作，您可以再次申请获得另一个证书。 

        如果您正在寻找工作，您也许不会得到登记证书，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应该咨

询专业人士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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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失去了工作怎么办？  

        如果您失去了您的工作，您有资格留在英国继续寻找另一份工作，只要您能证明您

确实是在找另一份工作，并很有可能获得一份工作。您可以比如答复一个工作招聘广

告，或通过参加面试来证明您正在找另一份工作。如果6个月里您还不能找到另一份工

作，您应该咨询有关专业人士，因为，例如您的“劳工登记证书”以及任何“居留卡”

或向您的家庭成员颁发的家庭许可等等可能被撤销。 

什么时候我能永久居留在英国？ 

如果您得到了“劳工登记证书”并且是已经作为一位英国劳工五年或您已经在英国合

法工作了五年，您可以申请得到一份证明您是永久居民的文件以及一个给您家庭成员

的永久“居留卡”。获得此身份能使您和您的家庭成员继续留在英国，甚至如果您停

止获得“劳工”资格也可以继续居留，它还可以使您在日后申请英国公民身份。如果

您可以清楚地阐释您在英国工作已超过五年，但是没有“居留卡”，您还是有可能申

请得到英国永久居留的。 

 

如果您是一位*A8” 公民并且在2011年5月1日前在英国工作过，如果您根据“劳工登记

计划”向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局)登记了您的就业，工作了12个月，然后又继

续在英国工作了四年，那么您已经在英国合法工作了五年。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在英

国合法工作，请咨询专业人士意见。 

第二节：*A2*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公民  

如果您是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国家的公民您应该阅读此小节内容。 

我可以到英国来找工作吗？ 

作为一个*A2*公民（也被称作是加盟国公民），您可以到英国来寻找工作。您不需要在

来之前获得许可，但是当您入境英国时，您需要有一份有效的护照或国家的身份证。如

果您在三个月中无法找到工作，您也许应该咨询专业移民人士意见。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寻找工作？ 

您可以立即开始寻找工作，但是您的未来雇主必须从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那里获得

一份“批准函”，并且您必须在开始工作前获得一份“加盟国劳工卡”，除非您被免于

此项要求。 

我如何能够在英国工作？ 

通常您的未来雇主必须向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申请一份“批准函”从而让您可以在

英国工作。您必须将此函连同填完整的申请表（BR3）一起呈交作为 “加盟国劳工卡” 
申请。 

对“批准函”及“加盟国劳工卡”的要求有些例外情况，在附件1、2与3里对此有详细

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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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能在获得“加盟国劳工卡”之前开始工作，除非您属于豁免情况的一种。未经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许可而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您未得到批准而工作，您也

许会为此受到起诉或得到定额罚款。如果雇主雇佣没有工作许可的人工作，那么他

（她）也同时触犯了法律。 

我如何能得到“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 

雇主必须向UKBA (英国边境局) 申请“批准函”。如果该工作是一种有技能的工作而且

该工作属于劳工短缺，雇主可以得到“批准函”。在食品加工行业低技能的工作也许也

能得到“批准函”。 

我如何得到“加盟国劳工卡”（Accession Worker Card）？ 

您必须在申请“加盟国劳工卡”之前得到“批准函”。 

您必须用BR3表格来申请“加盟国劳工卡”，您可在UKBA（英国边境管理局）的网站

上找到此表，此项申请是免费的。 

我能更换我的工作吗？ 

 “加盟国劳工卡”上会注明雇主的名字以及您将要做的工作类型。您的“加盟国劳工

卡”只允许您做卡上规定的工作。一般情况下，如果您希望更换工作，您的新的雇主将

需要为您申请新的“批准函”，然后您也需要在新工作开始前申请新的“加盟国劳工

卡”。但是，如果您的“加盟国劳工卡”上有G开头的编码，那么只要您愿意的话，您

可以无需获取*UKBA*（英国边境管理局）的同意就同时做第二份工作。 

如果我的“加盟国劳工卡”申请被拒该怎么办？ 

您有28天的时间去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该决定，您应该咨询专业人士。在这期间您不得工

作。 

我的“加盟国劳工卡”的有效期是多久？ 

您的“加盟国劳工卡”只要在您从事那份工作期间都有效，您也无需更新它。但是如果

您停止工作那您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一旦您在英国合法而且“不间断”的就业12个月，您将获得可自由行动的全部权利，不

再需要许可去工作。因此，您能无需事先得到“批准函”或“加盟国劳工卡”而更换工

作。  

我如何能证明我有充分自由行动的权利？ 

我们建议您用BR1表申请“劳工登记证书”，它能确认由于您在工作您有权利居住在英

国。其它得到自由行动权利的方法都已列入附件1中。 

 “无间断就业 12 个月”是什么意思？ 

 “无间断就业”意味着在12个月中，您不工作的日子不能超过30天。您需要用您的

“加盟国劳工卡”和其他工作证明来显示12个月无间断就业。在计算30天时，您不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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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带薪假期、病假、产假或陪产假，因为您有资格享有这些假期。如果在12个月中您不

工作时间超过30天，您应该咨询专业人士意见。 

我需要“劳工登记证书”吗？  

您不需要“劳工登记证书”。但是，我们建议您申请该证书，从而确认您不受工作授权

要求的限制。 

我如何能获得“劳工登记证书”? 

如果按照附件2您得到豁免而无需批准便可工作，我们建议您用BR1申请“劳工登记

卡”。如果您作为高技术移民而申请，您应该用BR2来申请。如果您想作为学生、自雇

人士或自给自足人士来申请“劳工登记证书”，您也应该用BR1来申请。 

我的家属可以来英国与我共同生活吗？ 

任何家庭成员都可以来与您共同生活，只要他们也是*欧洲经济区*EEA 国家的公民（包

括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国家的家庭成员）或瑞士国家公民。 

您以下的家庭也能前来与您生活，即使他们不是EEA或瑞士国家公民。 

• 您的配偶或民事同性配偶 

• 子女和(外)孙子女，在 21 岁以下，或者他们必须依靠您 

• 您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如果您能证明他们仍然依靠您 

 

如果您的家庭成员不是“欧洲经济区”国家或瑞士国家的公民，他们也许需要申请家庭

许可（或访问签证如果他们只来很短的时间）而且您也许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我的家庭成员可以工作吗？ 

如果您持有“加盟国劳工卡”，您的家庭成员也应该在他们开始工作前申请“加盟国劳

工卡”。一般情况下，他（她）不需要通过技能测试，也不需要展示在本国劳动人口中

无人能做此份工作。他（她）应该用BR4表格作申请。 

如果您得到劳工授权的豁免或属于以下附件1中提到的任何情况，那么您的家庭成员可

以不必得到批准而工作。 

我们建议您的家庭成员申请蓝色“登记证书”来确认他们的移民身份。如果他们不是

“欧洲经济区”国家公民或瑞士公民，他们应该用BR(5)表申请“居住卡”或者在BR(6)
表上加贴“家庭成员居住印章”。 

我如何做出申请？ 

您应该用特别快递邮件来寄出您的申请从而能够追踪您的申请情况。您应该在寄出护照

和（或）国家身份证原件前将它们做一份复印。 

所有申请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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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将我的申请寄到何处？ 

请将申请寄至： 

Bulgarian and Romanian applications 

UK Border Agency, North East, Yorkshire & the Humber region, PO BOX 4160 

Sheffield S1 9DZ 

UK Border Agency（ 英国边境管理局） 网站有更多详情及申请表格，
www.ukba.homeoffice.gov.uk/workingintheuk/bulgariaromania/applying/ 

 

 

对“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 ) 及“加盟国劳工卡”(Assession  Worder Card) 的要

求有一些特例情况，它们被称为附件1、附件2和附件3： 

附件 1 *A2* 公民中能豁免于 “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与 “加盟国劳工卡” 
(Accession Worker Card)要求的人士：自雇人士、学生或自给自足人士。 

您可以通过自雇、学生或自给自足来行使行动自由权利。如果您通过此种方式行使“欧

洲条约权利”，我们建议您申请黄色“劳工登记证”（Registration Certificate）。学生

在学期时可以每周工作20小时，假期时全职，但是必须在开始工作前获得“劳工登记

证”（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在行使“欧洲条约权利”五年后，作为一名*欧洲经济区* EEA 国家的公民，您可以申

请英国永久居留，它将允许您无限制的进入英国就业市场。 

附件２- *A2* 公民中能豁免于 “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与 “加盟国劳工

卡” （Accession Worker Card）要求的人士：豁免就业 

如果您从事以下工作，您的雇主无需获得“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
但是您仍要申请“加盟国劳工卡”（Accession Worker Card）： 

• 海外航空公司的在机场的操作地勤人员 

• 换工工作 

• 在私人家庭的家政工人 

• 海外政府的雇员 

• 研究生的医生、牙医及实习全科医生 

• 外交人员家庭的私人仆人 

• 海外新闻报刊或广播公司的代表  

• 海外公司的独家代表 

• 经批准的交换项目的教师以及语言助理 

• 海外合格护士参加经监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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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牧师、传教士或宗教团体的成员 

附件２－*A2* 公民中能豁免于 “批准函”（Letter of Approval）与 “加盟国劳

工卡” (Accession Worker Card)要求的人士：其它豁免 

您将被豁免于工作授权的限制，如果： 

• 根据 1971 年移民法在 2007 年 1 月 1 日您持有入境/居留英国许可 

• 您已经经批准工作并在英国无间断工作 12 个月（哪怕是一个兼职学生） 

• 您的雇主在另一个“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家有成功的业务 

•  您还是英国的公民或另一个“欧洲经济区”国家（除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

公民，或瑞士公民。 

• 您是“欧洲经济共同区”公民或瑞士公民的家属在英国行使他（她）“欧洲条

约权利”（除了*A2* 公民的家属，必须满足工作授权要求）或者您是英国公民

或在英国永久居留人士的配偶或民事同性配偶。 

注释 – 如果由于您是自雇人士、自给自足人士或学生而使得您的家属得到豁

免，您不可以因为他们得到豁免而得到豁免 

• .如果您是外交使馆的成员，外交官的家属或任何有资格获得外交豁免权的人员

的家属 

如果您是高技术人士，您也许也能豁免于工作授权限制。但是，为此您必须展示您达到

某些规定而且因此而得到“劳工登记证”（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如果您作为季节性农务工项目（SAWS）来到英国，那么您已经有工作授权。但是您必

须持有SAWS颁发的一个有效的工作卡。 
 
第三节：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的外籍劳工 *计点积分制*：在

英国工作 

简介 
2008年以前，您需要得到允许您在英国工作的“工作许可证”，然后申请入境英国的入

境许可。这种“双重步骤”的“工作许可”系统在2008年被 *计点积分制*（PBS） 而
取代。现在您入境英国工作的决定由一个单一步骤完成。 

现在您可以根据5个归类清楚的等级入境英国工作，这些等级被编排为1等（Tier1）、2
等（Tier 2）及5等（Tier 5）。3等适用于非技术劳工，它还未被引用，而且就目前经济

大环境不太可能被引用。4等是指国际学生。如果您打算来英国学习，您应该咨询专业

人士。 

1、2和5等包括了不同的种类，至于哪种适用于您就要看您来英国工作的目的。总体来

说，1等是指高技术劳工，2等是指技术劳工而5等是指临时劳工。 

移民法规规定了每个类别如何积分，当您想要申请来到英国工作时，您应该核查清楚这

些法规中具体意思。 

所有此宣传册中提到的表格都可在UK Visa Services（英国签证服务处）的网站获得

(www.ukvisas.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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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的移民法规、条例及政策以及新出台的申请来英国工作的新程序的实施，在您

做出申请入境英国或居留英国的时候，您必须完全了解目前的情况。此《指南》中的

信息也许仅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您适用。在申请来英国工作之前，请核对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管理局）网站的信息，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合格来英国工作，您

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我能来英国工作吗？ 

您必须申请许可才能来英国工作。 

我应在何处申请入境英国的许可（“入境许可证”）？ 

您必须在您居住的国家的英国大使馆、驻外使节或领事馆处申请入境英国的许可（通常

被称为“入境许可证”或“居留”）。该证将会被粘贴在您的护照中，上面注明您有资

格进入英国，哪怕您不是一个英国公民。 

它还显示您已符合了英国移民当局的规定，遵照移民法规中的要求，您有资格获取您所

申请的入境类别。 

我如何获得许可在英国工作？ 

只有当您能够得到最低分以上的分数，您才能得到进入英国工作的许可。所需的最低分

数会因您申请的等级及在该等级中的工作种类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得分的是： 

 

• 特点 

• 英语水平以及 

• 经济能力 

您可以在移民法规的附件A、B与C中找到对各种品质积分的情况，这些信息会经常修

改，您可以在英国边境局（UKBA）的网站上找到最新的移民法规。 

我能计算出我是否有资格获得入境英国的许可吗？ 

英国边境局（UKBA）有一个在线 ＂积分计算器＂，能帮助您计算出您是否够资格申

请（(www.ukba.homeoffice.gov.uk/pointscalculator) 

我必须在表格上签字吗？ 

一个赞助者、亲属或代理可以替您获得表格、帮助填写并呈交，但是您必须在表格上签

名、注上日期确认里面的内容都是正确的。 

我是否需要出示文件？ 

具体需要出示什么文件要取决于您申请的“计点积分制”的类别。您届时需要提供指定

的文件作为支持性证据。您必须完全遵照这一要求，不然您的申请将被拒绝。只有原件

文件将被接受，不接受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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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申请？ 

您需要填妥一份申请表以及一份自我评估表，然后支付费用并将表格和所有证明文件递

交到英国大使馆。 

我需要做生物检测吗？ 

所有申请“入境许可”的人都必须参加一个预约对他（她）的指纹进行扫描并拍摄数码

照片作为申请程序的一部分。您必须在生物检测进行后的两周内递交申请表。 

我的申请的审批需要多久？ 

审批时间有长有短，取决于您在何地做出申请以及您的申请类别。您可在英国签证服务

处的网站随时检查最新进展信息以及所需等待时间。(www.ukvisas.gov.uk). 

 

如果我的“入境许可”申请被批准后我该做些什么？ 

如果根据“计点积分制”积分足够的话，您的“入境许可”将获批准，上面会注明您的

“入境或居留许可”什么时候开始有效以及什么时候过期。另外还会注明您的入境英国

许可是否带附加条件。 

在您的许可有效期间，作为一个第１层级（普通类）外籍劳工您可以在不需要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的事先许可的情况下为任何雇主工作，并且您可以自雇。 

作为一个第2层级劳工您的英国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将带有附加条件，条件是您必须只

为赞助您申请的雇主工作。 

作为一个第5层级（青年流动计划）劳工您可以在英国工作，您的就业将不会受到许多

限制。 

所有这些层都不允许您求助于公共资金。 

我可以在英国居留多久？ 

这将取决于您申请的是哪一层级和类别。 

第１层级（普通类）类别，您一般将得到两年的许可，如果您申请延期，您还可得到三

年延期。 

第２层级（普通类）类别，您通常将获准三年零一个月。但是如果您的雇佣期短于三

年，您将被获准更短的时间加上一个月。 

第５层级（青年流动计划）劳工类别，您也许被获准最多两年的时间。 

如果我的“入境许可”申请被拒怎么办？ 

如果在相关领域您的积分不够的话，您的许可／“入境许可”或许可将被拒绝。如果您

的申请被拒绝，您可以要求做一个“行政复议”。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将会考虑在做

出决定的过程中是否出现差错。但是，您不能够再递交任何进一步的证明材料来帮助您

的申请。您必须在收到申请拒绝决定的２８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在接下来的２８

日内通常将有一个决定。 

http://www.ukvisas.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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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没有在独立法庭做上诉的全部权利。一般而言，您上诉的理由只能是根据您是否被非

法歧视，或者这一决定是否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无论是哪种情况，您将需要寻求专家

的建议。 

如果拒签的决定不能通过上诉或进一步的行政复议而驳回，那么您的唯一其它选择就是

通过司法复核，并且您应该就此寻求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意见。 

我的家人能够到英国与我共同生活吗？ 

您的以下依靠您的家属可前来与您共同生活： 

• 您的丈夫、妻子或民事同性伴侣 

• 您的伴侣，如果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超过两年  

• 您的孩子，不超过１８岁，如果他们还依靠您并未婚。如果您不确信您的孩子

是否还依赖您，请咨询专家。 

您必须为每一位依靠您的家属分别申请“入境许可”，可以在您的申请的同时申请也可

以在您的“入境许可”获准后申请。依靠您的家属必须向他们的居住国家的英国大使馆

或特派使节申请入境英国，依靠您的家属必须提供原件文件证明与您的关系，文件必须

是英语的或经过翻译与认证的。您们还必须打算在整个英国居留期间按现有的关系居住

在一起。 

您的依靠家属只能在您的入境许可规定的期限内居留在英国，居留时间不能超过这一时

间。 

您和您的家人在英国期间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您们的生活。资金额根据您申请的

层级和属于何种类别会有不同，最多可达每个依靠家属１６００英镑。您需要显示您有

足够的资金抚养所有您的依靠家属。 

您的配偶或伴侣可以在无需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在英国工作。 

一般而言，不管那个层级或类别，对所有申请人的要求都大致相同。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如果您是第５层级（青年流动计划）的申请人，您将需要签一份声

明，声明您没有小于１８岁的依靠家属。您的配偶或伴侣可以根据他（她）自己的权利

申请来英国。 

我需要担保人以便到英国工作吗？ 

只有某些申请人才需要担保人。如果您申请第１层级，您不需要赞助人。在第２层级和

第５层级下的某些类别里，您就需要担保人，您应该核对一下您自己的申请类别。 

所有其它类别，如果您没有担保人，您的申请将被拒绝。担保人没有义务接受您的申

请，您也没有权利对拟议担保人的拒绝赞助您的决定提出上诉。 

如果您持有颁发给雇员的“赞助证书”(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您也许能在英国工

作。您的雇主会提供给您必要的文件。这份文件将有一个独特的参考编号，您在向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申请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的时候应该提供这一编号。 

只有移民当局才能最后决定谁可以入境英国或居留英国，而非任何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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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找到担保人？  

英国边境管理局（UKBA）的网站上有一份获许可证的担保人名单，您可以在计划到英

国工作前查阅。
(www.ukba.homeoffice.gov.uk/employers/points/sponsoringmigrants/registerofsponsor
s/) 

作为第５层级（青年流动计划）劳工，您自己国家的政府将是您的担保人。 

如果我的赞助人的许可证终止了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赞助人因种种原因停止拥有赞助许可证，您的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也许被缩短

或您的许可时间可能被更改。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您应该立即咨询专家。 

我能申请居留吗？ 

如果您被获准入境英国许可或居留英国许可，您可以向*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申请

延长您的许可时间。有些申请类别在延期上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如果是第５层级申请，

您就不能申请延期。您应该仔细核查您的申请类别。 

我如何能申请不同类别的居留许可？ 

如果您申请居留的类别与您目前的类别不同，您的申请将会被视为“转换申请”。转换

申请的能力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作为第５层级（青年流动计划）的外籍劳工，您不能转换到其它“计点积分制”类别，

您也不能从一个第５层级类别转换到另一个第５层级类别。另外，转换到第５层级（临

时劳工）类别会有很严格限制，您应该征求专业人士意见。 

我需要填那些表格？ 

您必须使用最新的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表格。您可以从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的网站上下载(www.ukba.homeoffice.gov.uk)。每个层级和每个层级中的每个类别都有

特定的表格来填写。每一位申请英国居留许可的依靠家属也有另外的一个表格。申请表

上会告诉您您应该连同申请表递交什么进一步文件，以及您应支付的相关收费。 

我应该如何递交表格？ 

申请表格能够以以下方式递交：邮寄、快递、亲自递送或在线递送。有些申请必须用特

定的方式递送，您应该核对您的申请所应该用的正确递交方式。 

*UKBA* (英国边境管理局) 将通知您收到您的申请及证明文件，并告知您如何安排提交

您的生物特征识别细节。接下来将开始处理您的申请并将决定邮寄给您。英国边境管理

局（UKBA）网站上列明了目前各类别申请的预计等候时间。 

如果我目前的的居留许可在我申请延期签证之前过期怎么办？ 

您应该在您目前的入境许可／居留许可过期前将您的申请递交到 *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管理局)，如果您在您的英国居留过期后才申请，您属于非法在英国

居留，您的申请会被拒绝。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employers/points/sponsoringmigrants/registerofsponsors/�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employers/points/sponsoringmigrants/registerofsponsors/�
http://www.ukba.homeoffic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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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等待申请结果时我属于什么移民身份？ 

如果您在您的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到期前申请延期居留，那么您的现有的入境许可或居

留许可继续有效直到对您的申请作出决定。 

如果您在对您的延期申请被拒上诉，而且您按时做出了申请，那么您的现有入境许可或

居留许可也继续有效直到对您的申请作出决定。 

如果我的延期居留获准后怎么办？ 

*UKBA* 会颁发生物识别居留许可，上面注明您的移民身份以及您居留到期的日期。 

如果我的居留延期的申请遭拒绝我该怎么办？ 

如果 UKBA（英国边境管理局）拒绝了您的申请，您会被告知您是否有权利上

诉。上诉的理由必须在很短时间内递交给法院，您应该立即咨询专业人士。 

如果作为第 2 层级劳工我没有为我的担保人/雇主工作该怎么办？ 

您的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在颁发时将会附有您应该在支持您申请的担保人处就业的条

件。如果您没有在您申请中指定的雇主那里工作或者您在没有UKBA（英国边境管理

局）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开始为不同的雇主工作，您将属于非法逗留英国，并可能被驱逐

出英国。如果我们发现您非法逗留英国，这将对您日后申请入境英国有严重影响。 

根据第5层级（临时劳工）的规定，在相同雇主处更换工作或更换不同雇主是允许的，

但是您必须申请“变更您的居留许可”。只有当新工作是为一位经许可的担保人工作，

您的变更才会获得许可，而且需要一份新的“赞助证书“（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除非该工作是原“赞助 证书”规定的工作的附加工作。适用条款请咨询

专业人士。 

我能最终在英国定居吗？ 

在2011年4月有关规定有了改变，今年迟些时候还会有进一步改变。当您因第１层级

（普通类）类别外籍劳工身份在英国居住持续五年，您可以申请在英国永久居留。这也

被称作定居（settlement）。您必须证明您通过就业或自雇取得收入。您也必须展示您

有足够的英语水平以及对英国生活有足够的知识。 

作为第2层级（普通类）外籍劳工，如果在英国持续居留五年，您也将有资格获准定

居。您的担保人必须书面确认您仍然还在就业，您必须展示您有足够的英语水平及对英

国生活有足够的知识。 

 “工作许可”持有者（根据旧的“企业与商业”安排而签发的）的任何就业时期也将

被计入五年持续就业期。 

作为第5层级（青年流动计划）外籍劳工，您将没有资格申请定居。 

我应如何申请？ 

您应该在您现有的英国入境许可或居留许可到期前递交您的申请至*UKBA* (英国边境管

理局)。如果您在英国的居留许可到期后提出申请，您将在英国非法停留而且您的定居

申请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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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的英国定居被获准，您在英国的逗留将不受任何限制。您可以更换雇主、更换

工作，以及如有需要的话您可获得有关“社会保障福利”，这些将不再需要事先得到

UKBA（英国边境管理局）的批准。 

我可以在爱尔兰共和国工作吗？ 

《指南》中的信息不适用与爱尔兰共和国，因为爱尔兰共和国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管

辖。如果您希望在爱尔兰共和国工作，您应该咨询爱尔兰移民委员会的专业人士：电话

(00) 353 1 6740200 （服务时间下午2点-4点）。 

有用的联系名单： 

Immigration Enquiry Bureau（移民事宜咨询局） (0870 606 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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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福利 
 “国民保险号”就业和社会保障都需要国民保险号，因此就业或申请社会保障的第一

步就是申请“国民保险号”。 

为什么我需要“国民保险号码”？ 

当您到英国工作时，您必须申请“国民保险号码”，不然将无法记录您的个税及国民保

险税。每个在英国工作的人通常都必须缴税及缴纳“国民保险”金，您必须确保您已缴

纳这些税款，因为这能证明您在英国的工作是合法的。如果您向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女王陛下税务和海关总署）申请“社会保障福利”或税收抵

免，您将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国民保险号码”，它由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

保障局”）的“国民保险号码”分配部门分配。 

如何申请“国民保险税号码”？ 

如果您初次来到北爱尔兰生活和工作，您应该在到达时申请一个“国民保险号码”。北

爱尔兰的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局”）负责社会保障系统的日常运作以及

“国民保险号码”的申请。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局”）或您的雇主会告

知您如何申请“国民保险号码”。 

如果您以前在北爱尔兰生活和工作过，您就必须向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

局”提供您的“国民保险号”。您还必须出示证据表明您提供的号码是您自己的。如

果您忘记了您的号码，您应该向 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保障局) 提供足够的信

息和证据以便查出您的号码。 

当您申请“国民保险号”，您应该提供足够的文件证明您的身份，如果您不是“EEA
（欧洲经济区）”的公民，您要证明您有资格在英国工作。 

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身份？ 

能证明您的身份的文件证据有： 

• 您的出生证或结婚证 

• 由“欧洲经济区”（EEA）会员国签发的您的护照或身份证 

• 律师、法律顾问或任何组织的官方代表的一封信 

• 一本可从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局”）获取的叫做 “ISSP 宣传册 
- 如何为社会保障证明您的身份”（“ISSP Leaflet – How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or Social Security”）的宣传册中包括了一份可接受的文件的清单。 

 能证明您有权工作的文件证明包括（仅适用于非“欧洲经济区”公民）: 

• 您的护照 

• 由英国、海峡群岛或爱尔兰签发 的您的出生证或领养证 

• 英国公民的登记证或归化入籍证书 

• *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管理局）文件证明您有资格在英国工作 

• 您的“工作许可”（Work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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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国民保险号码”时我会被面试吗？  

您会被一位专业“国民保险号码”官员在“社会保障管理局”面试来确定是否向您颁

发“国民保险号”。您一定要确定您是否听明白问您的问题以及确保您的回答清楚。

如果您对听懂英语有困难，您应该要求*UKBA*(“社会边境管理局”)安排一位讲您的

语言的翻译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您不 符合“国民保险号码”的要求，您也许没有资格得到“社会保

障福利”。这个规定不但适用于您自己申请福利，还适用于任何您代替申请福利的

人，除儿童或青少年外。 

本章的其余内容分为两节，您必须确保您选读的小节适用于您。 

第一节：是针对“欧洲经济区”（(EEA)公民的外籍劳工的（包括 A8 公民和

A2 公民），包括了针对*A2*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公民的信息。A2 公民应该确保他们

阅读整个小节内容（绿色字体及红色字体） 

第二节：是针对“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的公民的外籍劳工。 

 
第一节：“欧洲经济共区”内公民 

您应该阅读本节内容，如果您是“欧洲经济区”国家公民包括A8公民和A2公民。但是

有些内容是有关对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外籍劳工一些不同的规定，是特别写给

*A2*公民的。请仔细阅读整个小节的内容来决定哪些规定和权利对您适用。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谁可以帮助我？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钱，您也许能通过国家福利得到帮助。国家福利在英国被称作“社会

保障福利”。如果您不能得到任何“社会保障福利”，在紧急情况下，您也许能从“社

会服务部门”那里得到帮助。尽管您不是来自所列国家之一， 如需帮助您应该时刻咨

询有关方面（而不要顾虑您的国籍），因为也许有些权利您能够享受但没有包括在此

《指南》中。 

“社会保障福利”的申请是由那个部门负责的？ 

北爱尔兰的 *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保障局”) 负责社会保障系统的日常运作。

Social  Security Agecny (社会保障局) 将处理您的“国民保险号码”的申请，以及

（或）任何您的“社会保障福利”申领。当申领“社会保障福利”时，为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保障局）工作的“决策者”将考虑您的申请并作出决定。“税

收抵免”和“儿童福利”是由*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女王陛下税收

与海关总署）处理的。 

我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测试来得到“社会保障福利”？ 

当您申请“社会保障福利”时，只有当您符合了该福利的申请条件并且通过相关的居住

测试或存在测试，您才能得到福利的支付。至于您会接受什么样的测试那要取决于您申

请哪类福利。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福利”有很多种，它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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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个人经济情况调查的福利，它包括了”低收入补贴”、“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

贴”、“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支援津贴”、“退休金补助”以及“住房津贴”。

这些都被称为同收入相关的福利，意思是在评估您是否有资格获得这些福利

时，您的收入或存款都会被考虑进去。 

• 非经个人经济情况调查调查的福利，它通常在您比如生病、怀孕、失业、丧失

亲人或年老时申请。只有当您在英国支付了足够的“国民保险”或在 另一个

“欧洲经济区”有类似的供款，这些福利才会被授予您（或您的配偶/民事同性

伴侣，对丧失亲人的福利情况）。 

• 特别的非供款福利，包括护理津贴、残障人士生活津贴（DLA）以及照护者津

贴 

• 孩童税收抵免、工作税收抵免及孩童福利，是由*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女王陛下税收与海关总署）负责的。 

如何得到帮助？ 

不管您申请哪种福利，记住如果您的福利申请被拒绝，您应该总是寻求建议。因为您

如果对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局”）的决定不满或对“女王陛下税收与

海关署”的决定不满，都可以在独立法庭对大部分的决定进行上诉。如果您想知道您

是否有上诉的理由，您应该联络咨询机构寻求帮助。能对您的福利资格做建议的咨询

机构包括： 

• Law Centre (NI)（北爱尔兰法律中心），电话(028) 9024 4401 （贝尔法斯

特）或(028) 7126 2433 （德里） 

• Citizens Advice ( 公民咨询处)，区域办公室，电话(028) 9023 1120，他们将

能够推荐您到您当地的 Citizens Advice Bureau （市民咨询处）（028）7126 
2433 

• Advice NI （北爱尔兰咨询处），区域办公室，电话（028）9064 5919，他们

会将您介绍给您当地的“咨询中心”。 

如果您英语有困难，您应该要求咨询处或咨询局尽量为您安排一位能说您的语言的翻

译在场，因为重要的是您能够听懂问您的问题，以及您的回答是清楚的。 

当我申请“低收入津贴”、“收入相关的求职者津贴”、“收入相关的就业与

援助津贴”、“国家退休金补贴”或“住房福利”时，我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测

试？ 

为了有资格获得任何这些福利，您必须展示您是北爱尔兰的惯常居民，而且您有权利

在“共同通行区”居住。“共同通行区”即联合王国（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爱尔兰共和国、马恩岛以及海峡群岛。 

如果您想申请儿童税收抵免或儿童福利您还必须展示您有权利居住在“共同通行区”

内。这些福利由*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女王陛下税收与海关总署）

负责。“儿童税收抵免”及“儿童福利”通常支付给与您一起居住在北爱尔兰的儿童。

但是您也能为住在 其它 “欧洲经济 区”成员国的孩子申请这些福利，只要您正在就

业。 

*A2*公民请注意：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罗马尼亚公民以及保加利亚公民通常还

需要工作许可才能工作，或者已被授权可持续工作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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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惯常居住测试？  

为了展示您是北爱尔兰的惯常居住者，您必须通过一个叫作“惯常居住测试”的测试。

这项测试将会对您的“低收入补贴”、“收入相关的求职者津贴”、“国家退休金补

贴”或“住房福利”资格有影响，而且任何第一次到北爱尔兰或出国后又再次回到北爱

尔兰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人都需要通过这项测试。 

您也许能通过以下来证明这项测试对您不适用： 

• 如果您已经在英国工作，或者 

• 您可以证明您有权在北爱尔兰居住，因为您属于“欧洲法”范畴中的劳工，或

者您是自雇人士而且您符合某些欧洲指令。 

A2公民请注意：如果您是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公民，如果您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

划”规定已经经许可工作而且您正在北爱尔兰为经许可的雇主工作，您可以证明此项测

试对您不适用。 

不然的话，当您对任何这些福利做出申请时，您都会需要通过惯常居民的测试。 

我如何才能证明我是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的？ 

为了证明您是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的，您必须展示您当初来到北爱尔兰生活是为了在此

建立永久的固定的居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您必须得证明您打算在这里无限期的居留。

无论您从来没有在北爱尔兰居住过或来过北爱尔兰，您必须展示您意图在这里居住相当

一段时间。 

具体的时间期限要取决您的个人案例中的个人情况，一般在一个到三个月的时间。但是

一般而言，您提出申请前在这里居住时间越长，您的案例就更强。 

当决定您是否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决策者会考虑所有因素。这些包括： 

• 任何您在移居到北爱尔兰前所作的准备工作。 

• 任何您为了保证就业所作的询问。 

• 您是否出售了您的住房或者放弃您在所租住宅的居住权利？ 

• 您是否关闭或转移任何银行账户？ 

• 您采取过什么措施来处理您的财产或安排将他们运输到北爱尔兰？ 

• 您是否通知过医疗机关或学校（如果您有孩子）您打算来到北爱尔兰生活？ 

如果您不确定您是否能够证明您是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请咨询专业人士。 

我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材料来通过惯常居住测试？ 

决策者还需要知道自从您来到北爱尔兰生活后，您是否采取过任何措施来获得永久和

固定的居住。这些措施可以包括： 

• 您是否打算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北爱尔兰生活？ 

• 如果您得不到福利金，您将如何养活自己？您也许被问及这个问题，以便决策

者同意无论您得不得到福利金您都将继续留在北爱尔兰生活。 

• 您有没有做过任何注册您自己可就业或寻找工作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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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无在这里安排住处？ 

• 您有无注册医生或牙医？ 

• 您有无加入任何俱乐部或社团？ 

• 您在北爱尔兰有无任何家属或朋友？ 

这些例子只是可能被考虑的因素的其中一些，您必须要么向决策者证明您可免于惯常居

住测试，要么您是事实上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的。如果您不能证明这点，您将会被认作

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人士，并且不能申请“低收入补贴”、“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

“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援助津贴”、“退休金补贴”、或“住房福利”，直到您能通过测

试。决策者必须满意当您来到北爱尔兰时您是来建立一个永久及固定的居住的。 

即使您通过惯常居住测试，当您申请“低收入补贴”、“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

“国家退休金补贴”及“住房福利”时，您还需要证明您有权居住在“共同通行区”。

如果您申请“儿童税收减免”或“儿童福利”您也需要通过这项测试。 

“居住权”是什么意思？ 

居住权：“欧洲经济区”公民 （除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 

如果您搬迁到北爱尔兰寻找工作，只要您能证明您是真正地在寻找工作而且很有希望

获得工作，您就有在北爱尔兰的居住权。在寻找工作时，您也许能申请“社会保障福

利”，只要您符合惯常居住的条件。您不需要劳工登记证书，但是您应该向*UK 
Border Agency* 申请此文件，因为当您需要申请“社会保障福利”时它也许能帮助您

证明您的居住权。如需更多信息，请阅读标题为“在英国工作”的一节内容。 

居住权利：*A2*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公民 

即使您能证明您是在北爱尔兰惯常居住的，您还必须展示您有居住权。 

如果您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得到许可工作而且您正在为北爱尔兰的授权雇主工

作，或者您是自雇人士，您都将被认为是有居住权。如果您在就业中，您将能够申请

“住房福利”、“工作税收抵免”、“儿童税收抵免”以及“儿童福利”。如果您生

病、怀孕或因为某些其它原因没有工作但仍处于就业中，您将能够继续申请这些福利

和“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援助津贴”或“国家退休金津贴”。 

在北爱尔兰的最初三个月您会被视作有居住权居民，并可以申请“儿童福利”及“儿童

税收抵免”。但是在三个月过后，如果您失业或不被许可工作，您将不再有资格获得大

部分的“社会保障福利”包括“儿童福利”及“儿童税收抵免”。 

但是如果因为您是高技术人士（见附件2中叫作“在英国工作”一章）而被豁免许可，

那么即使您以前从来没有在英国工作过，您也许能够申请“求职者津贴”。如果您认为

这条可能适用于您，请咨询专业人士。 

为了能够不受限制地申请“社会保障福利”，您将必须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有12
个月的不间断就业的许可。因此，切记在为授权雇主就业前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

申请许可。在2007年1月1日前的任何合法工作时间可以算入12个月授权期。有关“加

盟国劳工卡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标题为“在英国工作”的小节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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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最初12个月中更换工作，切记通过“加盟国劳工卡计划”告知“英国边境管理

局”，如不然，您将不会被视作是“不间断就业”。 

如果我失业呢？ 

如果您在12个月不间断就业期间失业，您将不再被视作是有居住权的劳工，您将不能够

继续申请这些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立即咨询专业人士。但是如果您在12个月中

失业是因为比如您生病或怀孕，您应该仍然征求建议是否能够申请福利，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您的申请得到拒绝，您也许还是能够对这一决定上诉的。 

不间断就业 12 个月后我能申请哪些福利？ 

一旦您已经持续不间断地工作了12个月后，您不再需要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申

请许可，您以及您的家庭成员无论就业或失业都将可以申请福利。 

可享受这一权利的家庭成员包括： 

• 您的配偶或民事同性伴侣 

• 孩子和孙辈孩子，年龄在 21 岁以下，或者仍然依靠您。 

• 您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任何亲属，只要您能证明他们仍然依靠您。 

如果您已经得到许可工作并持续工作了12个月，并且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您不

再需要得到许可，您不妨申请“登记证书”。细节见此手册的“在英国工作”一章中

内容。 

当申请“低收入补贴”、“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援助津

贴”、“退休金津贴”“住房福利”、“儿童税收抵免”或“儿童福利”时，举证您

有在北爱尔兰居住的权利的责任在于您。因此，您应该切记将与您申请福利有关的尽

可能多的信息提供给决策者。 

如果我来北爱尔兰寻找就业，我能申请“社会保障福利”吗？ 

如果您到北爱尔兰寻找就业机会，当您找到了工作您需要根据“加盟国劳工卡计划”

申请许可。只有在您得到许可后您才会被视作有居住权。因此，在您寻找就业机会时

您没有资格申请任何上述福利。 

当申请非收入审查性福利时我必须通过什么测试？（适用于所有“欧洲经济

区”公民包括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公民） 

非收入审查性福利有时也被称作“供款式福利”。这是指如果您想有资格获得这项福利

（比如，“丧失工作能力福利”、或供款式“求职者津贴”），您必须证明您符合有关

的资格条件，并且支付了足够的“国家保险”供款。 

如果您最近来到北爱尔兰（特别是如果您以前从未在这里或在大不列颠工作过），您可

能还没有支付足够的供款来获得某些福利的资格。但是如果您已经在另一个“欧洲经济

区”（EEA）成员国工作过并支付过供款，在北爱尔兰申请供款式的福利时，您可以利

用那些供款。 

当您在这里工作，您还将有资格申请“在职”福利，它们包括： 

• 法定病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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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产假工资，或 

• 法定陪产假工资 

这些福利允许您因生病、怀孕或陪产而从工作岗位中带薪休假。请注意当申请“法定

产假工资”或“法定陪产工资”时，一个必须的条件是持续就业。如果您不符合享受

法定产假工资权利的条件，您应该咨询有关建议，因为您也许有资格享受产假津贴。

如需更多这方面福利的权利的信息，请参阅《指南》中“就业权利”一节内容。 

我需要通过什么测试来申请特殊的非供款式的福利？ 

有些福利即使您没有支付足够的“国家保险”供款您还是可以获得的。如果您生病、严

重残疾或照护严重残疾的人，您可以申请这些福利。它们被称为“特殊性非供款性福

利”并且包括“护理津贴”、“残疾人生活津贴”（DLA）或“照护者津贴”。 

为了获得任何这些福利，您必须： 

• 通常居住在北爱尔兰 

• 本人在北爱尔兰，并且 

• 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本人在北爱尔兰至少26周。 

为了符合享受任何这些福利的居住条件，您在任何其它“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

的居留都可以计算入内。这将可能使您更早符合享受福利的居住制约。 
 
第二节：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外籍劳工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生活，谁可以帮助我？ 

如果您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生活，您也许能够通过国家福利得到帮助。这些在英

国被叫做“社会保障福利”。如果您无法得到任何“社会保障福利”，您也许能够通

过提供紧急帮助的“社会服务”部门那里得到帮助。即使因为您不能求助于公共资金

资金而认为您不可能得到任何帮助，无论您是什么国籍，您还是应该征求有关建议。

这是因为英国与许多世界上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及土耳其等国家有

协定，这意味着您也许享有某些此《指南》没有包括的“社会保障福利”。另外很重

要的是您应该在申请任何“社会保障福利”或税收抵免前征求专业人士建议，因为申

请福利也许会影响您在英国居留的权利。 

对“社会保障福利”的申请是有哪个部门负责处理的？ 

北爱尔兰的Social Security Agency“社会保障局”负责处理社会保障系统的日常运作。

该局会处理您的“国家保险号”的申请，以及（或）任何您的“社会保障福利” 申
领。当您申请任何“社会保障福利”的时候，您的申请会由Social Security Agency 
(“社会保障处”) 的被称为“决策者”的人受理和决定。税收抵免和儿童福利是由*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女王陛下税收与海关总署”管理的。 

我该如何申请社会保障福利？ 

为了申请“社会保障福利”，您必须证明您有“国家保险税号”。如果您以前在北爱尔

兰生活和工作过，您必须向“社会保障处”提供您的“国家保险税号”。您还需要证明

您提供的税号是您自己的。如果您记不得您的税号，您必须向“社会保障处“提供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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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或证据以使他们能查找到您的税号。如需更多有关“国家保险税号”，请参阅叫

作“国家保险税号“的小节内容。 

当我住在北爱尔兰时，我能够申请“社会保障福利”吗？  

当根据“计点积分制”获得工作许可或得到在北爱尔兰的工作许可时，您仅仅得到的

是有限时间的居留许可。如果您的居留权利是有限的，对您申请的批准往往附带某些

条件，其中之一通常是您不可申请某些“社会保障福利”。如果您违反这些条件，您

有失去您的居留的风险。如果您申请延长在英国的居留，您将会被问及是否申请过任

何“社会保障福利”。因此，申请福利也许会惊动“移民服务机构”您已经违反您的

居留许可的一个附加条件，这可能会使您得到“驱逐”、居留延期的拒签或法律制

裁。因此切记在申请福利之前如果您不确定您的条件情况，咨询专业人士。 

我的移民身份与我申请“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之间有什么联系？ 

 “社会保障福利”的资格正在不断紧密地与您的移民身份联系起来。法律规定某些社

会群体（包括“工作许可”持有者）为“受出入境管制人员”。这个措辞在福利方面

有特别的意思，如果您的入境或居留北爱尔兰的权利的附加条件是您不可获得“国家

福利”，您将被视为“一个受出入境管制的人员”，如果这一条件附加在您的入境或

居留北爱尔兰许可上，您的护照上会有一个印章确认您“不可寻求公共资金”（do 
not have recourse to “public funds”）。 

哪些“社会保障福利”算作“公共资金”？ 

移民条例中规定了“公共资金”的含义，它们包括： 
 

“ 护理津贴”；“照护者津贴”；“儿童福利”；“儿童税收抵免”；“残疾人

生活津贴”；“住房福利”；“低收入补贴”；“基于收入的求职者津贴”；

“收入相关的就业与援助津贴”；“退休金补贴”；“严重残疾津贴”；“社会

基金支付”以及“工作税收抵免” 

目前只有此清单上的福利被 纳入 “公共资金”，因为此清单也许会有更改，所以您应

该在申请任何福利或税收抵免前都要核对清楚，以确保在您申请的时候，该福利不再

此清单内。 

如果您有不受出入境控制的配偶或伴侣，您应该寻求更进一步建议因为他（她）也许

有资格获得福利。 

有没有任何我可以申请的“社会保障福利”？ 

即使您的居留北爱尔兰的许可是有限的，您也许还是有资格获得一些不属于“公共资

金”的福利的。但是事实上这些福利也许很难获得，因为为了获得这些福利您必须是正

在就业，并且有些福利您还必须支付过足够的“国家保险税”供款。如果您符合该福利

的条件，您也许有资格得到供款性的“就业与支援津贴”，供款性的“求职者津贴”或

“工业伤残福利”。您也许还有资格申请在职福利如“法定产假工资”、“法定病假工

资”、“法定领养工资”以及“法定陪产假工资”。 

尽管当您初次来到北爱尔兰工作，您的“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也许很有限，但是当

您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或您的移民身份变更后，对某些福利的享受会随之而更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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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联络名单： 
 
 
国民保险编号处理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Section 
（国民保险税号部门） 
Jobs & Benefits Office 
（职业与福利办事处） 
Conor Buildings, 107 Great Victoria Street, Belfast 
电话(028) 9054 5500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Section 
（国民保险税号部门） 
Jobs & Benefits Office 
（职业与福利办事处） 
140 Jervis Street, Portadown 
电话  (028) 3839 7200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Section 
（国民保险税号部门） 
Jobs & Benefits Office 
（职业与福利办事处） 
2 Crescent Road, Lisnagelvin, Derry/Londonderry 
电话 (028) 7131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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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权利 

我应如何在北爱尔兰寻找住房呢？  

您可以向私人租住房屋，这通常被称作“私人租房”。拥有房屋的人被称 为｀屋主＇
而租借该房屋的人被称为｀租户＇。有时屋主会请另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中
介＇帮助他们把房屋出租。您可以通过查询当地报章里的“出租”广告、报刊经销
商的窗口以及向房屋中介或者是房地产经纪查询来寻找私人出租的房屋。您还可以

向被称为 *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北爱尔兰房屋署”）的政府机

构或一家“房屋协会”租住房屋，但是究竟谁够格享有此类的住房是有限制的。 

 
在同意租房前，您应该考虑房屋以及那地区是否适合您。 

• 房屋是否靠近您工作的地点？ 
• 房屋是否靠近公共交通？ 
• 房屋是否靠近购物场所和其他设施？ 
• 有没有任何个人安全的问题？ 

 
       您有权利选择住在任何地区，尽管，就象任何地区一样，有些地区将会比
其他地区更安全。如有疑问，请与本《指南》结尾所列出的其中一个谘询机构
联系。 

 
 
在这个部份略述的大部份的规则和标准适用于租户。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不
属于租户，因为您由您的雇主或者招聘代理作为履行您的就业合同的一部份，
提供您住宿，或是如果您的屋主和您住在一起，或是如果您的名字不在租借协
议里，或是如果您的屋主可以自由出入产业的所有部份以便提供服务，例如打
扫或者是不需您的允准而可以让其他人入住。如果任何这些情形适用于您 ，您
可能是“获许可的人”，您不会得到租户那样的保护。如果您对住宿有任何问
题，请与所列的咨询机构的任何一家联络咨询。 

 
是否有关于提供出租的住宿类型的任何规则？  
 

在私人出租领域中的标准可以各异。目前，只要求一些比较旧的私人出租的住
所要有良好的和地方议会可以要求屋主将其修好。可是，对所有住所，如果有
一个缺陷 是可能危害健康的，地方议会可以要求屋主将其修复。例如，这可能
是一个渗漏的 厕所，一个渗漏的屋顶或者是严重的潮湿。 
 
所有产业： 

•   必须是结构稳定而且没有严重破损的 
•   必须是不潮湿的，因潮湿有害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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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有充足的照明设备，暖气设备，通风系统以及自来水供应 
•   必须有准备和烹调食物的设施，包括一个有冷、热水的洗涤槽 
•   必须有一个座落于适合位置的厕所，盆浴或者淋浴以及洗手盆（有
冷、热 

水） 
•   必须有一个妥当的排水系统。 

 
 
是否有不同类型的私人出租住宿？  
 
私人出租领域包括了不同类型的住宿，包括房子和公寓。对于外籍劳工，其中
一个最普遍的私人出租住宿的类型是合住房屋(HMOs)。合住房屋(HMOs)是由
多于两个的非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的人所居住的房子，他们有自己的卧房，但共
用一个厨房和浴室。 
 
除了以上所描述的标准，合住房屋(HMOs)： 
•   必须不可以过度拥挤 
•   必须为住户提供充足的厨房使用设施 
•   必须为住户提供适当数量的厕所，盆浴室，沐浴室和洗手盆 
•   必须有妥当的防火设备以及火灾逃生的紧急设施。 
 
Housing Executive （房屋署）可以采取法律行动来确保一个合住房屋(HMO)达
到这些标准。在某些地区，房东将需要向房屋署（Housing Executive）取得执
照来出租一处合住房屋。您可以询问房屋署关于这项规则所涵括的地区。 

 

作为一位私人租户，我的权利是什么？ 
所有超过一年零一日的租约必须以书面形式协定。也许需要您签订一份文件其中列
出您与住房的拥有人所定的协议的细节。这份文件称为｀租赁协议＇。无论这是书
写或口头上的协定，如果您有任何的地方不清楚，您必须寻求谘询。除了在您的租

赁协议里所列出的权利外，所有私人租户都有基本的权利。 

 

•  
得到租金簿的权利－所有租户都有资格获得一本租金簿。租金簿必须包
含您的屋主和／或者任何一个代表您的屋主的人（例如，一位租借中介
或房地产经纪中介）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租金的数目以及须缴付
的地方税、任何抵押金的数目和其原因以及付还的条件、租借的时限和
谁负责进行修补。 

 

• 免受骚扰和／或者非法逐出的权利－骚扰是当一个人尝试阻止您享受您的 
租借权利，例如，通过压制电流供应，暴力行为，威胁行为或者非法闯
入。 您的屋主或者他／她的中介是没有资格随他／她所欲而进入那您所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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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房 屋的，除非这已经在您的租借协议里声明或您允许他/她这么做。唯
一的例外是 当屋主在紧急情形下需要进入房屋，例如进行紧急修补。如果
您认为您受到 骚扰或者在同意协议的期间被迫离开，您应该联系您当地的
地方议会的环境 卫生部门。 

•  通知退出的权利——您的房东必须书面给予您不少于相关通知期限的通知才能

让您搬出。当通知搬出的期限结束后，房东必须上法庭获得一份驱逐令才能将

您驱逐。租户也必须给予房东相关的通知期。 

相关通知期是指： 

o 如果您在该住处居住5年或5年以下——4周书面通知； 

o ; 超过5年但10年或10年以下——8周书面通知； 

o 超过10年——12周书面通知。 

• 行使正当法律程序的权利－为了要逐出您，屋主必须得到法庭允准才能将
您从所租住的房屋中逐出。在没有法庭的命令下，任何催逼您离开的企图
都是违法的，而且如果这样的企图发生的话，您应该联系您当地的地方议
会的环境卫 生部门。 

• 申请住房福利的权利——如果您是一位“欧洲经济区”的公民并且在就业，您

有权申请“住房福利”来帮助支付您的租金及房地产税（如果您是罗马尼亚或

保加利亚公民您还将需要证明您已根据“劳工许可计划”向“英国边境管理

局”登记，或者证明您无需许可”）。您是否够格得到援助要视您的收入决

定。如果您已经失业那么您也许能够得到一些福利，但是您必须就此咨询有关

建议。如需更多细节，请参阅本《指南》中标题为“社会保障福利”的小节内

容。 
租期由 2007 年四月一日及以后开始的租赁合同，有些附加的权利: 
 
•   得到一份租约条例陈述的权利 - 这份书面陈述是除了租约合同外屋主必须在
租期开始28天内交给租户的。陈述书必须包括一些信息包括屋主(或他/她的代理的)
联络细节，租借的期限，租金和应付房屋税，任何抵押金的数额和目的，和提供的

任何家具或装饰物的清单。 
•   要求执行某些修理的权利 - 在没有租约或者租约协议没有说明是谁负责修理 
的时候，法律有规定那些修理是屋主负责任的，和租户负责的修理。 
•  在没有租约或者租约协议没有说明期何时结束的时候，持续至少 6 个月的 
租借期的权利。 

 
在缴付租金上有什么规定？ 
 
您的租金簿应该包含了您需缴付租金的数目以及其他房屋花费例如地方税和暖气，
和您什么时候缴付给他们等细节。它也应该陈述可能被屋主所扣留已缴付的抵押金
的数目和其条件。 

 
•  租金－如果您有的是定期的契约（例如，一年），那么租金将会是定在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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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在契约完毕时，您的租约将变成｀间歇的＇而您的屋主也可以在定期契
约结束后增加租金。 
• 抵押金－多数的屋主会要求抵押金。抵押金是用以保障房屋损坏、盗窃或者逾
期缴租的保证金，您应该明确确抵押金的具体用处以及什么情况下屋主可以扣留
它。 
• 提前缴租－您可能被要求提前交纳一个或多个月的租金。 
• 出租费和钥匙的钱－您的屋主或是租借中介可能要求您付一定费用以进行租约的

签订或者给您房屋的钥匙。迫使您缴付这些费用可能不是合法的。所以，在移交任
何金钱以前您应该向本《指南》中所列的其中一个机构谘询。 
•  担保人－您的屋主可能会要求您提供一位担保人。担保人是指当您出现问题 
而不能履行契约时，担保为你付款的人。这可以包括不付租金、对产财产的损
坏、以及遗失属于屋主的物件。通常，担保人将会被要求签署一张表格声明他们
所担保的内容。如果您不认识任何人可以做您的担保人，您应该  请求屋主是否
可以让您另作安排。 

•  

 
我的租赁协议什么时候终止？  
 
如果您的契约是定期契约，例如一年，那租赁协议应该包括租约的开始日和结
束日。如果您的租约在 2007 年 4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且没有结束日期，那么您
的租约期限为6 个月，之后您将成为一个周期性房客，租借期是一个月或一个星
期。 

 
 
我可以在所同意的时期结束前离开吗？  
 
如果您想在所同意的时期结束前离开住宿，您必须给于您的屋主至少 28 天的终
止 租约通知（或是根据协议里任何一条相关的陈述）。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您
不再住 在那里，您的屋主也可能要求您缴付协议中剩余时期的所有租金。 
 
如果您是和其他人合租，而其中一人在同意的时期结束前离开的话，您和任何

其他留下 的租户可能有责任缴付所有的租金。 

 
我的屋主可以在所同意的期限结束前要求我离开
吗？ 
 
在一个定期的租房协议里，例如一年，屋主不能给您终止租约通知，除非是您

违背了租借协议，例如，不缴付租金或者是破坏房产。通知终止租约必须 至少
给您 28天的时间，并且必须用书面通知的形式。 
 
我如何向 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北爱尔兰房屋署）或 
Housing Association（房屋协会）处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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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欧洲经济区”的公民，而且您或您的一位家庭成员在就业，您可以申请租住

由*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NIHE*（北爱尔兰房屋署）或 *Housing 
Association* （房屋协会）提供的出租住房 。这被称为社会福利住房。*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北爱尔兰房屋署）也管理住房福利，住房福利是对低收

入人们租房租金的一种经济帮助。*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北爱尔兰

房屋署”）是由政府资助的。 

为了申请这些房屋，如果您是一个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公民，您必须证明您已根据“劳

工许可计划”向UK Border agency（“英国边境管理局”）登记，或证明您不需要登记

（比如，由于您是自雇人士或由于您已经登记一年不间断就业或已有“登记证书”）。 

房屋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是由一个志愿管理委员会管理的非盈利机构。大多房

屋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是由一个名为“社会发展部”的政府部门注册的。一般

而言，社会租房比私人租房相对便宜。 

如果您希望申请社会租房，您必须完成房屋申请表（Housing Application Form），该

表可在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地区办事处及房屋协会办事处获

得。www.nihe.gov.uk 地区办事处的名单。 的网站上可获得NIHE

如果您还没有工作或在得到租房之前您失业了，您必须寻求有关咨询。您也许还是可以

从“北爱尔兰房屋署”NIHE或“房屋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那里得到房屋

的。如不然的话，您当地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的当班社会工作者也许能帮助您找到或支付住宿。  

如果您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国家，而且您居留英国的一个条件是您不可求助“公

共资金”，那么您没有资格获得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北爱尔兰房屋

署”）以及大多数Housing Association (房屋协会) 提供的房屋。  
 
如果我无家可归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没有了住处，您便成了无家可归者。它不一定指您没有了头
上的瓦片，也可以指住宿在一个已经不适合居住的住处，比如，欠
维修房屋，严重拥挤房屋或房租太贵。如果您的房东要求您在28日
内离开房屋您也可能被视作是无家可归者。 

 
 “欧洲经济区”公民 

如果您无家可归您必须去您最近的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的“地区办事处”或贝尔法斯特的Homeless Advice Centre  
（无家可归人士咨询中心），该中心也是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的一部分。 

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的房屋官员会届时进行

一个您是否非故意地成为无家可归人士的评估，也即您没有故意使您自己变成无家可

归，并评估您是否够格得到援助并有优先需要。您将会被看作是有优先需要如果： 

• 您怀孕 

• 您有一个依靠您并通常与您居住的孩童（该孩童在16岁以下，或不超过19岁，

他或她在接受全日制教育） 

http://www.nihe.gov.uk的网站上可获得ni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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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弱势人由于您有心理健康疾病或生理健康疾病 

• 您的年龄在16岁至21岁之间，并有受到性或经济剥削的危险 

• 您无家可归是因为一种紧急情况比如失火、洪水或其它灾难，或 

• 您遭遇暴力或有遭遇暴力的风险。 

如果根据 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的规定您有资格得到援助而且您未故意成为无家

可归者并且有优先需求，NIHE（北爱尔兰房屋署）有义务提供您临时住宿，直到他们

为您找到合适的房屋。如果您没有工作或您失业了，您应该向咨询机构咨询。在任何

情况下，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会向您提供在私人租房市场找到合适的替代住所

以及申请住房福利的建议。 

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A2*公民的有关信息： 

如果您是弱势者，比如您的健康问题或者您有孩子在身边，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

有义务为您提供临时住宿直到该机构核对过您是否需要向“英国边境管理局”登记。 

如果根据“劳工许可计划”您应该向“英国边境管理局”登记而您没有登记，房屋官

员除了给您一些如何找到住宿的建议，也许会决定您没有资格从NIHE（北爱尔兰房屋

署）那里获得援助。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应该从*Housing Rights Service*(住房权利

服务处) 或 *Law Centre* (北爱尔兰法律中心 ) 那里寻求咨询。如果您无家可归并且失

业、没有工作过或没有工作能力，您也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您还应该联络您当地的“健康与社会服务信托机构”（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Trust）的当班社工人员寻求他们的帮助，帮您寻找或支付住宿。本章的最后有一个

“健康与社会服务信托机构”总部的名单供参考。 

如果您根据“季节性务农劳工计划”在北爱尔兰工作，并且对您的住宿条件不满意或

者不得不离开您的住宿处，那么您应该向 *Housing Rights Service* (住房权利服务

处）或 Law Centre（北爱尔兰法律中心）得到咨询。 

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的外籍劳工 

如果您无家可归，“北爱尔兰房屋署”（NIHE）必须给您建议，帮助您找到可住的地

方，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您有不可寻求“公共资金”这样的限制，他们不会提供

您住宿。您必须就有关您的移民情况向咨询机构得到咨询。“北爱尔兰房屋署”也许

会帮助您找到另外的私人住房或公寓或为您安排临时宿舍。您还可以联络您当地的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Trust* (健康与社会服务信托机构) 的当班社工，请求他们

帮您找到或支付住宿。本章的最后提供了一份*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Trust* (健
康与社会服务信托机构) 总部的名单。 

如果您无家可归，您应该随时寻求咨询。 
有用的联络名单： 
 
Northern Ireland Housing Executive (NIHE) 
（北爱尔兰房屋署） 
Head Office, The Housing Centre 
（房屋中心总部） 
2 Adelaide Street, Belfast BT1 
电话 (028) 9024 0588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Headquarters:  
（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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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fast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贝尔法斯特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Knockbracken Healthcare Park 
Saintfield Road, Belfast BT8 8BH 
Trust HQ （信托机构总部）电话 (028) 9096 0000  
www.belfasttrust.hscni.net 

 
South Easter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东南部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Top Floor, Thompson House Hospital 
19/21 Magheralave Road, Lisburn BT28 3BP 
电话 (028) 9266 9111  
www.setrust.hscni.net  
 
Norther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北部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The Cottage, 5 Greenmount Avenue 
Ballymena, BT43 6DA 
电话 0845 6012333  
www.northerntrust.hscni.net/ 
 
Souther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南部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Trust Headquarters 
（信托机构总部） 
College of Nursing, Craigavon Area Hospital 
68 Lurgan Road, Portadown BT63 5QQ 
电话 (028) 3861 3950 
www.southerntrust.hscni.net 
 
Wester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rust 
（西部健康与社会照护信托机构）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Trust HQ 
（信托机构总部行政长官办事处） 
Altnagelvin Area Hospital Site 
Glenshane Road, Derry / Londonderry BT47 6SB 
电话 (028) 71345171  
www.westerntrust.hscni.net 

 

http://www.setrust.hscni.net/�
http://www.northerntrust.hscni.net/�
http://www.southerntrust.hscn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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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权力 
 
这个部份的资料是给所有在北爱尔兰的外籍劳工的，而且是用来说明一些在北
爱尔兰的外籍劳工普遍面对的问题。以下的信息不是法律的完整总结。以下许
多所描述的权利之运用可能取决于某些条件或者是某些资格。因此，不可以单
单依靠这些信息以追述任何您对雇主所作的索求。对您的雇主作出索求以前 应
该总是寻求独立的法律谘询。 
 
一般的规则是，无论您是什么国籍，都不应该因为您是外籍劳工而受到与任何
您的同事不同的待遇。就业权利是以一个特别的 就业法院合法地来执行的，被
称为工业仲裁法庭。尽可能地，您应该跟您的雇主商 谈，尝试在您的工作场所
首先解决问题。您也可以告诉您的工会，Labour Relations Agency（劳工关系
机构）、您当地的Citizens Advice Bureau（市民法律咨询处）或者其他谘询团
体可以帮助了解您的权利。 
 
如果您的雇佣合同是由北爱尔兰以外的国家所管辖的，或者如果您原来是在海
外就 业，或者如果您是自雇的（经营您自己的生意），或者是您自己经贸等，
接下来的 信息可能不适用于您。所描述的权利也可能取决于您的入境移民身份
是否允许您合 法地在北爱尔兰工作（如果你是非法地工作，您将是几乎不可能
的得到就业权利 的，请看在这章中的｀我应该接受现金工作吗＇问题部份）。 

 
劳工和雇员之间的区别 
 

我是一名劳工还是一名雇员？ 
 
在这章中｀劳工｀这个措词是在英国雇佣法的范围内使用，而不应该和在这指 
南中其他部份的英国入境移民法的范围内所使用的同样的措词混淆。 
 
在英国的雇佣法内，劳工和雇员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虽然劳工和雇员都有某些
基本的权利，例如－最低工资，雇员则有一些额外的权利，尤其关于如何以 及
什么时候雇佣能够被终止。 
 
这经常很难奠定您是一名劳工还是一名雇员。如果您和您的雇主之间有一份书 
面协议包括有｀雇佣合同＇这样的短语的话，那您可能是一名雇员。 无论如
何，这不是一项绝对的要求而且您还可能是一名雇员，如果： 
•   您的雇主控制您一切所做的和设下您何时以及如何去做 
•   您自己必须执行工作（您通常不能让另一名员工替您做） 
 
•  您的雇主要求您工作固定的小时并且为这些工作时间发薪给您，不管是否有工
作有待完成。 
• 您的雇主供应您工作所需的设备或者工具 
• 您的雇主代您缴交税和国民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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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是一名劳工，如果： 
•   您只是在您雇主需要您的时侯被提供工作以及报酬 
•   您可以决定何时工作，甚至当被提供工作时能够拒绝 
•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提供一位代替工人在您的岗位上来执行工作 
•   您供应您自己的设备或者工具 
•   您有责任缴付您自己的税和国民保险 
•   您和您的雇主之间有一份书面协议包括有｀服务合同＇这样的短语 
 
即便以这些列表，这还是很难肯定您是否是一名劳工还是一名雇员。您可能没 
有达到所有的条件而这两个列表上的有些部份却适用于您。 
 

如果您通过“招募代理处”工作，请看这章中的问题-，“如果我为招募代理处工
作，我是｀劳工＇还是｀雇员’？＂ 
 

如果您还是有疑问，您应该向工会或者谘询机构，例如，Labour Relations Agency

（劳资关系机构）或者是国民咨询办事处查询关于您自己个别的状况。 

 
给劳工和雇员的信息 

基本权力 

如果您在北爱尔兰工作，您通常将有以下的基本权利： 
•   被付国家最低工资 
•   不可由您的工资造成有非法的扣除额 
•   每当发薪时获得一张详细列举的工资单，显示您所赚取的以及任何扣除

额， 
• 例如税。 
• 实行与工作时间法律一致的工作时间和假期 
• 不可非法地被歧视 
• 加入工会 
• 享有卫生与安全的保障，以及 
• 有关怀孕的权利 
• 如果您病了您也可能有权利得到法定病假金。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英国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为如下： 
 

• 从2011年10月开始如果您的年龄为21岁或以上，您有权得到最低工资每小时
£6.08 

• 从2011年10月开始如果您的年龄为18岁到20岁之间，您有权得到最低工资每小

时£4.98。 

• 从2011年10月开始如果您的年龄为16 或17岁，您有权得到最低工资每小时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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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1年10月开始如果您是一位学徒，您有权得到最低工资每小时£2.60。 

通常这些最低工资在每年10月递增。 

北爱尔兰的年龄在16岁及16岁以上的农业民工的最初累计就业40周的最低工资为每小

时£6.04。当您完成了40周后，最低工资递增到每小时£6.37。这些最低工资率通常在

每年的4月有递增。 

有些例外的情形就是一个雇主可能合法地付给您少于上面所说的数目。如果您

有任何疑问，您应该立即寻求谘询。 

请注意任何“小费”（顾客给您作为良好服务的的额外金钱）不能够算作雇主给您的

工资的一部分。 

工资中的扣除额 
 

某些扣除额可以合法的由您的雇主从您的工资中扣除，例如税和”国民保险”。否 
则，扣除额只会被允许如果作为合同的一部份，他们以书面通知您，或者如果
您在 扣除之前签署一份授权书。如果往返工作的交通和／或住宿是由您的雇主
提供的， 那么合同可能允许由工资中扣除以包含这些。（但是，如果这些扣除

额将您的工资减少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则对这些扣除是有限制的）。如
果您对于从您的工资中所扣除的钱有疑问，您应该寻求专家的谘询。 

 
休息 
当一个工作日是多过六个小时长时，大多数成人劳工有资格得到20 分钟的休息时
间。（如果您是 18 岁以下，在工作四个半小时之后，您有资格得到 30 分钟的休息
时间。） 
 
此外，您有资格获得充分的休息时间如果那工作很可能导致您的健康与安全处
于危险之中。尤其是，如果您做的工作是重复的，例如，如果您是在生产线工
作。 

工作时间的限制 
大多数的劳工有权利一周工作不多于 48 个小时（一般是 17 个星期的期间的平
均）。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书面同意工作超过 48 个小时。即使是这样，您可以
在任何时候改变主意并通知您的雇主您希望再次工作少于 48 个小时。大多数的劳
工也有权利在每一个 24 小时的期间得到连续 11 个小时的每日休息时间，以及在每
一个七天的期间得到一个至少 24 小时不间断的每周休息时间。 
 
如果您是一名青年劳工（已超过最低离校年龄，但 18 岁以下），您通常不可 以
工作多于一天八个小时和一周 40 个小时。您有权利在每一个您工作的 24 小时
的 期间得到不间断的 12 个小时的每日休息，以及每一周得到两天的每周休息时
间。 这不能在两个星期的期间内平均而且通常应该是在两个连续的日子内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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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夜班的额外保护  
 
一个值夜班的劳工是任何劳工在大部份他们工作的日子里包括夜间的至少 三个
小时。夜间通常是23：00至06：00间（晚上 11 点至凌晨 6 点），虽然雇主和
工作者能达成协议选择 一个不同的期间。如果他们达成协议，夜间必须是至少
七个小时的期间包括由午夜 至凌晨五点（上午 5 点）。 
 
大多数有规律地值夜班的劳工不应该在每一个  24 小时的期间平均工作多于八 
个小时。如果您在夜间所做的工作是特别的危险或者牵涉很繁重的体力或者精
神紧 张，您应该绝不在 24 个小时的期间工作超过八个小时（有一些有限的例
外），如 果他们值夜班，大多数的劳工也有权利定期得到免费的健康检查。 
 
由于声明这些工作时间的权利，您有权利不由雇主处受到处罚或者是缺少好意
的待 遇。 
 
请注意：家庭佣人是不包括值夜班的额外保护和每星期 48 小时限制的。 

带薪假期 

多数劳工应该得到每年5.6周带薪假期。这是合同工作周的5.6倍，因此如果您每周工

作5天您应该每年得到28天带薪假期 （28天是基本5.6周数的最高限定，但是您的合同

也许给您更多）。然而，除非您的合同另外给您公众假期（有些在英国称作“银行

节”），在计算5.6周时这些公众假期也计算入内。在“北爱尔兰的政府网”（NI 
Direct）www.nidirect.gov.uk/index/employment/employment-terms-and-
conditions/time-off-and-holidays.htm上有如何计算假期权利的指导。 

歧视保护 
 
您不应该因为您的种族或因为您的性别、怀孕或产假、变性、性取向、宗教、
政治信仰、残疾或者年龄而受到比其他劳工更不好的待遇或者受到骚扰。歧视
不一定是明显或者 直接的。例如，如果一个做法消极地影响一个种族团体中的
人数要多于另 一个种族团体中的人数，这可能相当于非法歧视，除非雇主能够
给出正当理由。 
 
不受到歧视的权利从您一开始申请一份工作时已经存在。这意味着如果您觉得
您没有被给予一份工作是因为，例如，您的性别或种族或原国籍，您应该寻求
谘询。 

参加工会 

您有资格参加工会，如果您的雇主为此歧视您或者陷害您将是非法的。您不需要通
知您的雇主关于您的工会会员情况。 

健康与安全问题 
您的雇主必须提供一个安全及卫生的工作环境。您的雇主应该提供急救用具，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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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一个在您工作的建筑物里的适当的逃生口，和保护衣（如果适用）。他／她
也必须确保任何您所使用或接触到的机器是安全的，而且用您明白的语言，被正确
地训练以操作它。雇主必须进行风险评估来决定对怀孕劳工和生育年龄妇女劳工的

健康风险。 

怀孕 

怀孕的劳工可能有资格得到分娩金如果她们已工作了足够长的时间和赚取了足 够的
工资。（详情参阅以下就业权力的小节内容）。一个‘劳工’没有资格获得产假，
因此在产后没有 自动回到工作的权利。因为一位劳工怀孕而较差地对待她是非法
的，并且可以是性别歧视。 

法定病假金 
如果您病了而不能工作多过四天，而且您每个星期的工资超过￡102，您大概将有
资格获得最多28周的每周£81.60的法定病假金。这包括临时和散工以及兼职工作的
那些劳工。这些数字通常在每年4月有递增。 

 
仅针对雇员的信息 

额外权力 

作为一位雇员，您有某些额外的权利是劳工没有的。在您开始工作以后的任何时
间，你有资格获得： 

 
• 52 个星期的产假（即使您开始工作时已经怀孕）。雇员有在产后自动

回车 到工作的权利。 
• 家庭紧急假期（这是无薪的） 
• 如果怀孕，赴医药预约的时间 
• 因为怀孕或者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保护 
• 在任何训练或者申诉听证时由一位工会官员或者同事陪同 
• 获得和相同或者相似职位的异性员工平等的工资 

 
在一段有限的期间请假时，您将会获得工资，如果您是因为以下其中一个
理由而请 假： 

• 作为工会官员或者卫生及安全代表执行任务 

•  遭遇裁员而寻找工作 

• 进行产前保健 

• .或者，如果由于健康与安全风险的原因，您因为怀孕而遭停工，且找不到其它

适合的替代工作。 
 
您有权利在以下的情况请假（通常是无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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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工会的活动 
• 照顾您的孩子（如果您已经为您的雇主工作一年，在您的孩子5岁之前或者是

领养一个孩子的五年期间，您将有权利得到最多１３个星期的无薪家长假
期） 

• 作出跟家庭成员一起处理意外的紧急情况的安排，例如疾病或者受伤。这
不 局限于您的孩子；包括您的配偶以及／或者父母以及相当依赖您的其他
任何人，不管他们是否住在北爱尔兰。请注意：您必须尽快地告诉您的雇
主您缺 席的理由（以及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您不可能花延长的时间护理
你自己。 

. 
雇佣一个月以后您有资格： 

得到一个星期工资的解雇通知，除了严重不检的情形外；这在雇用两年后
增加，在工作了毎一整年后增加一个星期，总共最多12个星期以及 

• 得到工资，如果您因为生病的缘故而暂停工作。 

 
雇用两个月以后您是有资格： 
• 得到一份雇用条件的书面声明包括您的工资，工作时间，假期等等。您取得

这张声明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问题出现，这将来可以在法庭上使用。 

 
在您工作了六个月以后，如果您已经支付了 “国民保险金”而您的宝宝至少即将15
周后出生，您可能有资格在产假最初的39 个星期的期间得到产假工资。一般情

况下，如果您怀孕了才开 始工作，您是不太可能是有资袼得到产假工资的。 您
可以有资格得到两个星期有薪 的陪产假和领养有薪假期，视您服务的时间和平
均所赚取的工资而定。如果孩子的母亲有权获得产假并回到工作岗位，没有休完

52周，孩子的父亲也许能够得到额外的陪产假。 
 
工作一年之后，如果你的工作被终止却没有很好的理由或者是没有遵照正确的
程 序，您可以索求｀不公正的解雇＇。如果你认为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了，你
应该尽 快地联络你当地的工会代表，劳工关系机构或是国民咨询办事处。谘询
有关解雇、纪律处分程序以及提出法律诉讼的时限。 

 
如果工作了一年之后和你的雇主严重地违犯了你的合同或者以一种无法接受的
方式对待你，而你也因此辞职，你也可能可以索求｀不公正 （变相）解雇＇。
在辞职之前得到建议是很重要的。 

 
工作两年之后，如果你的工作被终止因为工作岗位不再是必要，而又没有其他
人被 雇用来做同样的工作的话，你可以索求裁员金。你所得的裁员金的数目将
取决于你 的年龄，工资和服务的时间。 

 
兼职或者在定期合同里工作 

 
作为一位兼职雇员，你有不被因为兼职工作而缺少有利地对待的权利，除非你的雇
主有一个很好的理由能够证明这缺少有利地对待。以此类推，你有不被因为被雇用
于定期合同里工作而缺少有利地对待的权利，除非能够显示是有理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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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劳工和雇员的基本信息 

如果我的就业合同没有用我明白的语言，我该怎么办？ 

您不应该签署一份不是以你明白的语言所写的合同。如果你已经这样做了你应该立
即寻求法律谘询和翻译。 

我该不该接受提供手头现金的工作？ 
 ‘手头现金’是当一位雇主提供一份工作给你而没有在你的所得上付税。法律是不
允许这样的。你不应该被期待接受在手头提供现金的工作。如果你的雇主违反了这
项法律，很可能他／她将会违反其他关系到保护你的权利的雇佣法。 
 

如果你做手头现金工作，你是违法地工作。（如果你的入境移民身份不允许你在这
个国家工作，你也是违法地工作） 

如果您非法工作： 

• 这将使你几乎不可能履行你任何的合法权利（除了不被歧视的权利之外） 

• 如果将来你成为失业者，你可能没有资格索求”社会保障福利” 

• 这可能影响你在北爱尔兰居留的权利，尤其如果，例如，你是经过“计点积
分制”来到这里。 

 
你应该一直保存你所有的工资单和你的 P60 单。P60 是一张每年四月份你应该
会 收到的由“Her Majecsty’s Revenue and Customes (女皇陛下税务海关总署)”
（税务办事处）发的文件，其包含了你在前一年所缴付的税和“国民保险”的细
节。如果你没有收到 P60，你应该向你的雇主要求此文件。 

当我开始工作时，我的雇主是否被允许保管我的护照或者其他文件？ 

不是，你的新雇主没有权利保管你的护照或者其他身份文件，例如你的公民
身份 证。无论如何，他／她可能保管这些的影印本。 

什么是职业中介公司？ 
“职业介绍中介”是一个寻聘人去做某一份工作或替觅职者寻找工作的营利公司。如
果你在北爱尔兰寻找工作或者想换工作，你可以跟一家“职业介绍中介”注册，然后
它将会你的技能与一个职位空缺匹配。 
 
如果我为一家职业介绍中介工作，我是一位｀劳工＇还是一位｀雇
员＇ 呢？  
 
通常，如果你是由招聘代理提供给一位雇主的劳工，你很可能是｀劳工＇。如



您在北爱尔兰所拥有的权利 

46 
 

果有书面合同或条款将您描述为一位劳工，就会很难就您是否是劳工或雇员而
争议，但是您是否是劳工或雇员取决于具体案例中的您的个人情况。 
 
这方面的法律可能随时更改，因此，如果你不确定，你应该寻求更多的谘询。 

对某些职业介绍中介的劳工的额外保护 

从2011年12月起，职业介绍中介的劳工只要为雇佣其的雇主工作超过12周就有资格享

受雇主给永久雇员的相同的基本工作与雇佣条款.，这些包括薪金、工作时间长度（包

括加班）、夜班、休息时间、休息、年休假、带薪产前检查请假以及对由于健康与安全

原因而被停工的怀孕劳工的保护。代理招募的劳工也能与永久雇员一样从他们的工作的

第一天开始就有资格享受相同的设施及空缺位置的信息。 

中介替我找工作会收费吗？ 

中介是由雇主付费的，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里，不能因为替你找工作或者你由 临
时工作转到长期工作而向你收费。（某些在娱乐界的职业除外，例如演戏） 

我能向超过一家的中介注册吗？ 

能，您愿意与多少家代理注册都行。 

中介可否限制我直接为那位原本他们提供给我的雇主工作的权 利吗？ 

一旦你和招募代理的合同满期了，或者你给了同意终止合同的通告，他是不能阻止
你直接为那位雇主工作的。 

还有其他任何有关为“职业介绍中介”工作的事情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职业介绍中介”： 
• 不可以强迫你跟他们买其他产品或者服务（例如履历着作或者保障设备） 
• 不可以只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你所工作的机构收到费用而扣留你的工资；如

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应该寻求谘询。 
•   在你还未开始任何工作以前，不管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都必须给你一份

条件与条款的书面声明 
• 必须在五个工作天内以书面形式确认对这些条款任何同意的变化。 

• 如果中介替你寻找临时工作，书面协议必须涵盖： 
• 你是中介的雇员还是劳工（如果你通过“招募中介”执行临时的工

作的话，你将通常是一个“劳工”） 
•   你将为所有你做的工作得到工资的事实 
•   你必须给多少的警告，或者有资格收到多少的警告以结束工作 
•   你将会收到的最低单位工资以及你多久将会得到工资，例如每个星期
或者每个月， 以及 

•   你将得到的有薪假期的长短 
如果我对“职业介绍中介”有投诉，我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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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联系就业及学习署（Department for Employment and Learning），该部负
责执行治理在北爱尔兰的招募代理的操行之标准。更多详情，请见此章末端标题为

“有用的联系名单”。 

如果我认为我的雇主没有 履行过他／她的法律责任，我应该如何行使我的权力呢？ 

如果你认为你的雇主没有对你履行过他／她的法律责任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向

你的工会或者谘询机构寻求建议。如果你不是工会的会员，你应该问一位同事

如何加入成为会员。另外，你可以联络列在这章末端的其中一个机构。 

我是否已经能够该对我的雇主采取法律诉讼？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或者投诉，你可能希望先向你的雇主非正式地提出来。如果这样
行不通，你应该以书面形式写下你的投诉，然后与你的雇主会面讨论问题。如果你
还是不满意，你应该上诉。如果这些步骤不解决问题的话，你可以将你的案例带到
一个就业仲裁法庭。 

如果您是一位“雇员”您应该遵照“劳工关系代理行为准则”中规定的的有关纪律处

分与申诉程序的指导（见以下“有用的联系名单”）。如果您没有这样做，您的任何

可得到的赔偿都可能被减低最多至50%。“劳工关系代理”还提供调节与和解服务，

它们能帮您与您的雇主尽量在寻求法律行动前或案件在法庭聆讯前得到争议的解决。 
 
什么是就业仲裁法庭？  
 
就业仲裁法庭是单单处理就业案例的法庭。公正就业仲裁法庭处理宗教或者政
治歧视的索赔。有时律师将不会出席。在就业仲裁法庭你可以代表你自己。可
是，联系你的工会或者至少获取一些如何进行的建议总是明智的。 
 
我向就业仲裁法庭作出投诉是否有任何的时间限制
呢？ 
 
请切记大多数与就业有关的投诉必须在导致要投诉的事情发生后的三个月内作
出投诉。对向雇主索赔下岗薪金的期限通常是6个月。 

有用的联络名单: 
Labour Relations Agency (LRA) 

 （劳工关系机构） 
 
劳工关系机构是一个在北爱尔兰负责改善就业关系的独立团体。他们提供谘询、培
训、调解以及在其他服务。他们的网站是 www.lra.org.uk。您可以在线查阅“劳工

关系机构（LRA）”业务守则中的纪律处分与申诉程序。您可以通过电话(028) 
9032 1442获得谘询。当致电询问时，要求转接｀Enquiry Point＇（｀询问站＇） 

http://www.lra.org.uk/�
http://www.lr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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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for Employment and Learning (DEL) 
 
（就业及学习署） 

 
这是在北爱尔兰负责就业法律的政府部门。他们的网站是 www.delni.gov.uk。 
 
您也可以拜访你当地的职业中心，如有要求可以安排翻译员。 

Employment Agency Inspectorate (EAI) 

（职业介绍中介督查机构）   

职业介绍代理督查机构负责管理在北爱尔兰的职业介绍中介 的行为的法规的机构。如

果您对您的“职业介绍中介”的行为有意见，或者您希望投诉，您可以致电职业介绍中

介督查（EAI） 的热线电话（电话：028 9025 7554）或访问他们的网站

www.delni.gov.uk/eai下载一份投诉表格。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商业、创新与技能部门） 
 
 
这是负责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就业法律的政府部门。它的网站是
www.bis.gov.uk。“商业、创新与技能部门（BIS）”的网站信息适用于英格
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但大多数的就业法律同样适用于在北爱尔兰的劳工。 
 
Gangmasters Licensing Authority (GLA) 
（工头执照管理处） 

 
工头执照管理处(GLA) 遏制劳工在农业、园艺、林业、贝类采集以及相关的处理和
包装行业被剥削。 它的电话是 0845 602 5020 和网站 www.gla.gov.uk上有用拉脱
维亚语，立陶宛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斯洛伐克语和其他语言写成的信息。 
 

Equality Commission for Northern Ireland 
（北爱尔兰平等委员会） 
 
北爱尔兰平等委员会是负责阻止歧视以及提倡平等的团体。它涵盖了各种方面的歧
视包括性别，种族，残疾、性取向、婚姻状况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 它的网址

是：www.equalityni.org，且可以致电(028) 9050 0600同它联络。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for Northern Ireland 

（北爱尔兰健康及安全局）  
 
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场所有任何关于健许可证狄约鞍踩许可证的疑问的话，你可
以致电北爱尔兰健康及安全局 0800 0320 121 或者参阅他们的网站 
www.hseni.gov.uk。你可以通过拨以上的电话获取由北爱尔兰健康及安全局出
版各 种语言的册子。 

National Minimum Wage – Pay and Work Rights Helpline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薪酬与工作权力热线） 
 

http://www.delni.gov.uk/eai�
http://www.gla.gov.uk/�
http://www.equalityni.or/�
http://www.equalityni.or/�
http://www.hseni.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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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认为您正在或也许得到少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您应该联络“薪酬与工
作权利热线，电话0800 917 2368或访问
http://payandworkrightscampaign.direct.gov.uk/index.html   
 
农业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您有这方面疑问请联络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农业

与乡村开发部） 
http://www.dardni.gov.uk/index/fisheries-farming-and-food/enforcement-awb.htm 
电话02890 524 872 
 
工会 
 
有不同的工会是你可能想要加入的。这些机构唯一的目的是捍卫劳工的权
利。你可以在网站 www.4ni.co.uk/listing.asp?cat=878 上找到一个有用的在北
爱尔兰的工会的目录。 
 
你也可以通过问一名工作伙伴，或者登陆爱尔兰工会大会北爱尔兰委员会
（ICTU）的网站 www.ictuni.org 或致电(028) 9024 7940了解不同工会的情况。
爱尔兰工会大会北爱尔兰委员会 ICTU 是由不同的工会所组成的中央管理机构
的团体。 
 
爱尔兰工会大会北爱尔兰委员会 ICTU 的网站提供 
为在特殊类型工作场所的雇 员行动的个别工会的链接（例如 TSSA 运输受薪职
员协会，为特别受聘于运输业的人之工会）。 

 

40 

http://www.dardni.gov.uk/index/fisheries-farming-and-food/enforcement-awb.htm�
http://www.4ni.co.uk/listing.asp�
http://www.ictun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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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在北爱尔兰的公共医疗服务是什么形式的？ 
 
在北爱尔兰是有公共医疗服务的，而且大部分的医疗保健都是由健康及社会护
理服务处和通过一般征税支付免费提供的。这在北爱尔兰相等于其用于英格
兰、苏格兰以及威尔斯的国家健康服务（NHS）。也有一些私人的医疗保健但
较被大众使用的还是公共医疗服务。 
 
健康及社会护理服务处经常被与“社会保障福利机构”混为一谈，“社会保障福利
机构”是一个处理申请“国民保险编号”以及申请“社会保障福利”的机构。健康及
社会 护理服务处是一群完全与社会保障福利当局分开的政府机构，而且是在不
同资格规则下运作的。 
 
我有资格得到那一类的治疗？ 

• 紧急情况和立即必要的治疗－紧急情况和立即必要的治疗是免费提供给每
一个人的，无论什么国籍和移民身份。医院意外和紧急部门提供的所有服
务是免费的。这是指在一个主要的急症医院的意外和紧急部门或在一家类
似的地方医院提供的所有医疗保健服务。 

• 常规医疗（非紧急服务）——常规医疗是免费提供给住在北爱尔兰的人。一

些游客（游客，家庭访客，等等）可能会被要求为一些常规医疗付费（参

见如下“旅游者可享受什么医疗服务？”）你必须在北爱尔兰居住才有资
格获得完全的免费医疗。在此居住的技术性名称是‘通常居住的居民’，而且

包括所有寻求庇护者，难民，外籍劳工，居民的家庭成员，大部分的学生
（短期课程的学生除外），以及其他在英国定居的人士。如果你是来自欧

盟、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劳工、或者以任何类型的“工作许可证”在北爱尔兰工
作的一个外籍劳工，或者您是根据“计点积分制”的劳工，您就有资格获
得全部免费的常规医疗。 
 

• 牙医、眼镜商和医药 - 如果你有资格得到免费的医疗包括GP（全科医师或 
者家庭医生）服务以及所有医院和社区服务。有些服务通常需要付费。通
常 需要付费的主要服务是： 

o 牙医 

o 眼科医生 
在特殊情况中的某些人是不必付费的，因为： 

•   年龄 - 16岁以下，或者16岁，17岁或者18岁同时在上学／学院，或
者超过60岁。 
•   怀孕 - 如果你是怀孕的或者在去年生孩子了。 
•   健康问题 - 如果你因为某些健康问题而有一个豁免证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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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 如果您或你的伴侣正在领取某些”社会保障福利”。 
 
如果你不确定你的资格，请寻求咨询。 当寻找牙医服务时，你应该查询那牙医
是属于私营的还是定价收费的NHS国家健康服务之内的。 
 
对来自加盟国（A8 和 A2公民）的人士提供的医疗服务有差
异吗？ 
 
没有，来自“加盟国”（*A8* 和 *A2*公民）的人士和那些来自欧盟其他地方的民
众的医疗保健享受是完全相同的。 
 
对来自“加盟国”的劳工有关索求某些“社会保障福利”的资格限制是和健康
及社会护理服务无关的。 

 
对来自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人士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有差异吗？ 
 
来自“欧洲经济区”（EEA）以外而又居住在北爱尔兰的人士，有同来自*EEA*的
居民一样的得到免费医疗保健的权利。然而，对于那些非*EEA*的人士是有不同

的（见下文）。健康及社会护理服务不是公共基金。如果‘不能索求“公共基金”
的盖章印在护照上，这是无关的，因为这指的是某些“社会保障福利”。 

旅游者能享受什么样医疗服务？ 
紧急情况和立即必要的治疗是免费给所有人的。至于例常医疗，如果是来自
*EEA*或 者是有相互协议的国家的游客，在旅居期间出现健康问题的话，是不
需要为医药医 疗付费的（包括已经存在而现今恶化的状况）。 
 
*EEA*的游客可以携带一个欧洲健康保险证（EHIC）－其取代了E111表格。有

互惠协定的国家是：安圭拉，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塞拜疆，巴巴多斯，白
俄罗斯，波斯尼亚，英国维尔京群岛，海峡群岛，克罗地亚，福克兰群岛／马
尔维纳斯，格鲁吉亚，直布罗陀，匈牙利，马恩岛，哈萨克斯坦，吉儿吉斯坦，马
其顿，摩尔多瓦，蒙特塞拉特岛，新西兰，俄罗斯，圣海伦娜，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南斯拉夫（即塞尔维
亚和黑山共和国）。 
 
可是，如果一个*EEA*公民特地旅行到英国来得到免费的医学治疗，他／她需要由
来自他／她国家的一位医生介绍并且填妥E112表格。也有一张E128表格是给被派

驻的工人和临时学生得到免费医疗的资格。 
 
如果你知道一位应该付费但是交不起费的游客，也许会有其它具体的可争辩的费用
豁免，你应当寻求建议。 
 
如果你知道有人来北爱尔兰拜访你，比如朋友或家人（不来自上述*EEA*或有互
惠协定的国家之一），则重要的是他们购买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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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注册医疗保健服务？ 
 
你必须和一位全科医生注册（GP，家庭医生）以使用健康服务（紧急服务除
外）。注册登记是在家庭医生诊疗所进行（也称为健康中心，医疗诊所或者健
康检 查中心等等），并非单单和一个医生注册。 
 
当你首次和家庭医生注册时，你将必须填写一张表格－‘HS22X’。你可以在任何
家庭医生诊疗所或者从商业服务机构（Business Services Organisation 
（BSO））——一个负责家庭医生的公共健康服务机构处得到此表。 
 
中央服务机构（Central Services Agency）有在线的英语的, 葡萄牙语的, 波兰语
的, 拉脱维亚语的, 捷 克语的, 立陶宛语的, 俄语的, 斯洛伐克语, 爱尔兰语的, 保
加利亚语的, 罗马尼亚语的、中文的和其他语言的申请表格:  
 

http://www.hscbusiness.hscni.net/services/Family%20Practitioner%20Services/Enti
tlement%20to%20NHS%20services%20and%20first%20time%20registration%20wi
th%20a%20GP%20in%20the%20United%20Kingdom/index.html 
 
 
一旦你被一位家庭医生接受了，他／她将签署HS22X表格并且发到“商业服务

机构”。然后你将会收到一张北爱尔兰医疗卡。你可以利用这张卡去和牙医注
册，或者如果你搬迁去别的地区，可以和别的家庭医生注册。 
 
你可以从“Business Services Organisation（商业服务机构）”或从当地的

“Citizen Advice Bureau（市民咨询局）”处得到一张家庭医生诊疗所的名
单。 
 
和一位家庭医生注册是很重要的，因为通常将是家庭医生安排你和其他的健康
及社会服务首次接触。你可以随己意选择和一位男性或者女性医生注册。 

 
如果我不能注册或者我的注册从家庭医生医疗所的名单上
被除名，我该怎么办？ 

如果一位家庭医生说他不能注册你，你最好寻求咨询。如果你被一家家庭医生诊疗 
所告知他们的名单已满额，不再接受任何更多的患者，你可以联络Business 
Servieces Organisation（商务服务机构）并询问这家诊疗所的名单是否已满额，以
检查是否情况属实。 
 
如果你因为家庭医生诊疗所的名单已满额，或者是任何其他原因而被拒绝得到
一个位子，那么家庭医生诊疗所必须在拒绝你注册的14天之内以书面告知原
因。他们只能够以‘合理的理由’来拒绝。合理的理由可能是，例如，你的住处不
在诊疗所附近。若因为你是外籍劳工或者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成员、或者因为你
的年龄、宗教、性别、社会阶级、婚姻状况、政治看法、性取向、外貌、生理
残障、健康状况、或者因为你有孩子或者其他人需要照顾而拒绝你，是不合理
的理由。如果你认为你曾因为任何这些理由而被拒绝，你应该寻求咨询。 

http://www.hscbusiness.hscni.net/services/Family%20Practitioner%20Services/Entitlement%20to%20NHS%20services%20and%20first%20time%20registration%20with%20a%20GP%20in%20the%20United%20Kingdom/index.html�
http://www.hscbusiness.hscni.net/services/Family%20Practitioner%20Services/Entitlement%20to%20NHS%20services%20and%20first%20time%20registration%20with%20a%20GP%20in%20the%20United%20Kingdom/index.html�
http://www.hscbusiness.hscni.net/services/Family%20Practitioner%20Services/Entitlement%20to%20NHS%20services%20and%20first%20time%20registration%20with%20a%20GP%20in%20the%20United%20Kingd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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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家接受你的家庭医生诊疗所，你可以将你的HS22X表格
寄去Business Services Organisation （商务服务机构），该机构将会分配给您
一个家庭医生。 

我能注册多久？ 
 
当你注册时你将会被问及你打算住在北爱尔兰多久。如果你只是短期地住在这
里而 且又有回程的机票，你可以给他们那个日期。要不然，最好就是不要瞎猜
你可能会 住在北爱尔兰多久，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你的名字在你所给的日期从名
单中被清除， 而没有提前通知你。最好就是说你打算（长期）居住在这里直至
另行通知。如果过 后你决定长期地离去，那时你应该告诉你的家庭医生以便你
的名字可以从他／她的 名单中被取出来。 

家庭医生提供哪些紧急服务？ 
 
所有的家庭医生诊疗所将在紧急事件发生时或者是在立即必要时提供医药治
疗，即 使你没有跟他们注册。家庭医生诊疗所通常也将有一个非办公时间紧急
情况的电话 号码，而你应该从你的家庭医生诊疗所那里得到这个号码。 
 

在严重意外的情况下，或者需要紧急医药治疗时，你应该到医院的意外及紧急
部门（A&E）去。所有的意外及紧急服务都是免费的。如果你需要一辆救护
车，可以致电 999 或者 112（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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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些其它医疗保健服务？ 
有一些其他的服务是可以直接使
的。 
 
您可以联络您的家庭医生或者Family Planning Clinic（家庭生育计划诊疗所）

有关避孕的建议。你可以通过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家庭生育计划协
会）服务热线（英语）0845 122 8687 取得当地诊疗所的详细资料，或用其它

语言打电话0845 122 8690并告知您所使用的语言。Family Planning 
Services（家庭生育计划服务）是免费和严格守密的。 
 
如果您有性传播感染（STI），您可以见您的家庭医生或者可以去以下四家的
其中一家免费的公共健康门诊部（被称为GUM［生殖及膀胱医学］门诊
部），您可以得到免费和完全守密的咨询。这些门诊部位于四家主要的医院
里： 

 

 
Royal Victoria Hospital, Belfast 
（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贝尔法斯特） 
电话 (028) 9063 4050 
 
Altnagelvin Hospital, Derry/Londonderry 
Altnagelvin 医院，Derry/Londonderry 
电话(028) 7161 1269 
 
Coleraine Hospital, Coleraine 
Coleraine 医院，Coleraine 
电话 (028) 7034 6028 
 
Daisy Hill 医院，Newry  
(Daisy Hill Hospital, Newry) 
电话 (028) 3083 5050 

这些电话只能用英语联络。 

医疗保健服务机构能提供翻译员服务吗？ 
 
所有的健康及社会护理机构都可以得到 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员。翻译员是免费
被提供的而 且将保持严格地守密。对已计划的预约，提供的翻译员将亲自赴
约。 
 
如果你在没有预约或者是紧急的情况下使用服务，许多健康及社会护理服务机
构是透过电话翻译的。当使用健康服务时，你有权利得到一位 翻译员。如果你
不被提供一位翻译员，可以要求提供。如果你被拒绝提供翻译员，请寻求咨
询。 
 
如果你在这个章节中前端所描述的分类中，没有资格得到免费的医疗，而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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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办法付费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特定的付费豁免是可以争取的。你应该寻求
咨询。 

有用的联络名单： 
 
Business Services Organisation (BSO), 
（商务服务机构） 
2 Franklin Street, Belfast BT2 8DQ 
电话 (028) 9053 5521 (注册与筛选服务经理 Registration and Screening Services 
Manager) 
网站 www.hscbusiness.hscni.net/ 

  

http://www.centralservicesagen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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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平等 

什么是“人权法案”? 
1998年人权法案为英国国内法律带来许多欧洲公约之人权的保护权利。1998年人权法
案适用于所有处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是英国公民。这是因为公约的第一条
款声明： 

 
‘最高缔约政党必须保证每个在他们的管辖之内的人享有在这份公约里第一部分所
定义的 
权利和自由’ 

 
1998年人权法案在英国出现意味著如果你认为在法案下你的权利被侵害，你可以透
过英 国法庭寻求对策。 

在“人权法案”规定下我有什么权利？ 

• 在1998年人权法案之下，当你在英国你有以下权利： 
• 每个人生活的权利必须被法律保护 
• 没有人将遭受折磨、或者遭受残忍或丧失体面的对待或处罚 
• 没有人将被支配为奴役或奴隶、或者被要求执行被迫或义务的劳动 
• 每个人有权利得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安全 
• 每个人有资格在一段合理的时间内得到由法律建立的一个独立和公平的仲裁
法 

• 庭所作的一个公正和公开的听审 
• 没有人将遭受被追溯的惩罚或法律 
• 每个人有权利尊重他的私人及家庭生活，家和往来信件 
• 每个人有权利得到思想、良心和宗教的自由 
• 每个人有权利自由表达 
• 每个人有权利得到和平集会的自由以及与别人交际的自由，包括有权利为了
保 

• 护工会的权益而组成及参与工会 
• 恨据管辖这项权利的运用的国家法律，适婚年龄的男士及女士有结婚和建立
一 

• 个家庭的权利 
•  
在下以任何理由而受到歧视的情形下,例如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
教、政 治或者其他方面的观点、国籍或者社会起源,少数国民的协会、产
业、出生或者 

• 其他状况 - 享有这些阐明在欧洲公约上的权利及自由是必须被保证的 
• 在欧洲公约里没有东西可以被解释来暗指任何国家,团契或者个人有任何权利
去 

• 从事任何活动或者实施任何条例而其目的在于破坏阐明在此的任何权利及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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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扩大在这些公约所提供的限制的范围。 
欧洲公约下所说的权利及自由的限制许可将不被适用于任何原因，除非
是有 另行规定的 

• 每个人都有权利可以安乐地享受他/她的产业 
• 没有人可以被否认得到受教育的权利 
• 在确保人们可以自由表达选择立法机关的看法，应在合理的间隔时间内有以
秘 

• 密投票进行的自由选举；以及 
• 死刑被废止。 

这些权利有什么限制吗？ 

某些以上提到的权利是因为入境移民的缘故而受到限制，但是广泛来说,无论您的入 
境移民身分如何,他们都会在某些情形中适用于您。 

如果我认为我的权力被滥用了我该怎么办？ 
 
如果任何被欧洲公约所涵盖的权利被任何公共团契违犯,您可以向法庭申请救济
对 策，其可能包括补偿。您也可以在任何其他法律诉讼期间倚赖您的公约权
利；例如, 在决定家庭法律案件时，法庭必须尊重每个参与者的人权。 
 
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有关就业和寻谋职方面,您有权利在很广泛的层面上不被歧
视， 包括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诸如此类的保护权也适用于所谓的‘货物、设
备及服 务’。这包括私营公司，例如酒吧和房地产仲介，以及公共服务。 
 
与人权和歧视有关的法律是很复杂的，如果您认为您遭受歧视，最好就是寻
求律师或咨询机构咨询。 

有用的联系：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 
Temple Court, 39 North Street 
Belfast BT1 1NA 
电话 (028) 9024 3987 
电子邮件 information@nihrc.org 
网站 www.nihrc.org 
 

mailto:information@nihrc.org�
http://www.nih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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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由 

在北爱尔兰的警察服务是什么样的? 
 
在北爱尔兰负负治安的机构被称为北爱尔兰警察服务(PSNI)。女性和男性警官
穿一 件深绿色制服，白色衬衣和绿色盖帽，所有官员惯例地有武装。 

我可以如何联系警察？ 

• .紧急情况，电话999 或112 

• .非紧急情况，电话0845 600 8000 

被警察拦截 
 
如果您被一名警官拦截,您可以不必害怕, 他/她的职业规定他是一名尊重民众和
有礼貌 的警官。如果您不会讲英语，警察服务将会提供一个口译员或电话口译
员。如果您为任何问题被拘捕，就一定会有一位在现场的口译员。 
 
警官通常都穿戴有名字徽章的警服，所以您应该能够识别跟您对话过的警官，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需要再度和同一个警官交谈或辨认某警官，注意他/她的名字
以及查问他/她所驻的警察局也会有用。警官也有独特的肩膀编号, 凭这个也可以
识别他们。 
 

如果您被警察拦截及搜查, 他们必须出示您一份书面搜查记

录。 警察只能使用适当和合理的武力来进行他们合法的任

务。 

在北爱尔兰驾驶的法定要求是什么? 

如果您正在驾驶一辆机动车，警员可以拦截您并要求查看： 

•  您的驾驶执照 ——您必须持有允许您驾驶正在驾驶的那类车辆的有效驾驶执

照 
 
*欧洲经济区*的公民 
在一般情况下，70岁及以下的人可以在北爱尔兰使用欧盟或“欧洲经济区

EEA”的普通驾照直到您的驾照到期。如果当您的驾照到期时您是北爱尔兰的

居民，您应该申请北爱尔兰驾驶执照。绝大多数的邮局都有申请表格。或者，

您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将您的欧盟或“欧洲经济区EEA”驾驶执照更换成北爱

尔兰驾驶执照 ：目前费用为£50。 
 
如果任何时候您有或正在发展一种疾病症状而且可能影响您的驾驶能力，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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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向“司机与车辆局”报告。 
 
如果您持有欧盟或“欧洲经济区”职业驾驶执照，将有特殊规定包括年龄限制

及要求加入特殊注册（您应该致电“司机与车辆局” 0845 402 4000得到更多

建议）。 
 
来自“欧洲经济区”外国家的外籍劳工 
.   
 如果您是一个外籍劳工(或居民)，只要您的正式的驾照继续有效， 您可

以在北爱尔兰居住的时间驾驶在您的执照显示的任何类别小型车辆12个
月。您不允许根据您现有的驾照驾驶大货车或携带乘客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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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连续的驾驶小型汽车权利，你一定要获得一个北爱尔兰临时驾
照，并且在12 
个月之内通过驾驶测试。 

 
如果您在12个月特许的期间内没有通过测试，您将不会被允许作为正式
驾照持有者驾驶，和您将应用临时驾照上的条件。 
 
如果您在头12个月内不申请北爱尔兰临时驾照您必须停止驾驶，您必须

是为了最终通过测试才领取临时驾照。在您通过测试后，对新司机的限

制将适用。 
 
如果您有欧盟或者EEA的驾照,则适用的规则不同。如果您有一个可兑
换的 驾照，也有不同的规则。进一步信息，致电司机及车辆执照机构 
0845 402 4000，或者请参阅网站: www.dvani.gov.uk 

• 您的保险 – 保险在英国是一项法定要求，每一位司机（而不是车辆）都必

须在所指名车辆上分别上有保险。 
 
您的机动车辆也必须要有: 

• 一个车辆执照或者‘路税’ - 这些可以从您当地的司机及车辆执照机构办公
室以及一些邮政局取得。 

• 一张车辆测试证书 - 有些车辆超过了一定车龄可能需要一张车辆测试证
书。卡车和货车有不同的要求。特定的细节可以从司机及车辆执照机构
取得。 

•   如果您是一位通常住在另一个欧盟会员国中的居民，一辆正确登记并
且(如果 适当) 有该会员国的‘路税’的车辆，不需要北爱尔兰执照，可以在北
爱尔兰使用在12个月的任何期间不超出6个月。 

 
有关更多在北爱尔兰驾驶的法律需求的细节以及当地的司机及车辆执照机构
办事处的名单，可以参阅司机及车辆执照机构的网站 www.dvani.gov.uk。 
 
当乘坐时，在机动车辆里的每一个乘客都必须佩带安全带，除非是有医生证
明一个病况阻止他或她佩带安全带。 

 
如果警官有理由相信您是受酒精或者非法药物影响您驾驶，他/她有资格要求得
到呼吸、血液或者尿液样本。警官必须保持一份样品的书面记录。 

警察服务涉及到入境移民管理吗？ 
在北爱尔兰，警察服务并非正式地涉及入境移民管理的实施。 
 
一名警官通常不应该要求查看您的护照或者任何其他文件证明您在英国居住
的权 利。但是，偶尔您可能被要求向警察出示您的身份证件，而您可能希望
显示您的护 照。如果您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建议您向警察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您被怀疑犯罪而您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那么警官, 在某些情

http://www.dvani.gov.uk/�
http://www.dvani.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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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 是有资格逮捕您直至被他/她确信您是您所说的那一位。 
 
警官必须不可以基于您的种族、国籍或者肤色而对待您有异于任何其他的
每一个 人，而且您也没有权利质问警官为何他/她选择拦截和询问您。 

如果我被警察拘留我的权利是什么？ 
如果您被警察扣留了或者就有关怀疑您介入一宗犯罪而正被警察询问，您是
有某些权利的。警官必须以以下的条款警告您: 

‘您有权保持沈默，但我必须警告您，如果您将现下被提问时您没
有提及的事情 
而后来在法庭上提出，这可能对您自身的辨护不利。 
如果您确实说什么的话，您现下所说的都将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警告过后，警官也许会正式地同您面谈或者向您提问问题。您和警官之间的
面谈必须被准确地记录，而这可以是以书面记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以录音记
录。  
 
如果您被控有罪，您应该会再次被警告以及给予一份显示罪行细节和陈述警
告条款的书面通知书。 
 
您有资格咨询一名律师和通知某人关于您己经被逮捕或者被扣留。如果您没 
有律师的联络资料，每一个警局将会有在职律师的资料，他们被称为‘值勤律
师’。当您被扣禁在警察局的时候, 您是不必为律师的协助而支付费用的， 这
将由 Legal Aid 法律后援支付。法律后援是由政府提供资助的，为个人免 费
提供一些法律的服务。 
 
咨询一名律师或者通知某人的权利可能会在某些很严重的情况下被耽误。这些情
况是, 如果其中一个或者所有的行为可能会: 

•   导致与证词或证人冲突 
•   导致严重的财产所有权流失 
•   导致其他嫌疑人提升警惕，或者 
•   阻碍财产所有权的恢复和防御或罪行的继续进行 

 
如果您的扣留持续多达24小时，您必须被允许获得一段至少持续八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 
 
警官不能使您遭受折磨，残忍或者丧失体面的对待您。警官是没有权利在任
何您 被扣留的期间威胁使用或者确实使用暴力对待您。在某些情况下一名警
官可能使用 武力以确保法律的要求被顺从，但在这些情况里必须总是适当以
及合理地使用武力。 

我如何能投诉警察？ 
如果您有机会和警察接触以及认为您得到不适当的对待，您可以联系警察申诉专
员办事处。整体来说，警察申诉专员办事处是独立于北爱尔兰警察服务以及政府
的。他们有调查对于警察的投诉的特别任务。警察申诉专员办事处的位址可以在
这一章结尾‘有帮助的联系名单’里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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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服务在关于我的安全问题上扮演什么角色? 

警察服务具有法律责任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护治安，防止罪案的发
生(维持治 安)，以及当罪案发生了，采取行动依法惩罚罪犯。  
 
警方有专门的单位和警官来对付具体犯罪和事件，例如家庭暴力，性犯罪和
虐待儿 童；并且可以从任何警察局得到免费的维持治安的忠告。  
 
在北爱尔兰的每个警卫地区都有一个专门的憎恨事件和少数群体联络专员 
(HIMLO)。憎恨事件和少数群体联络专员(HIMLO)能够给于那些因为他们的种
族、宗教、性取向或者生理残障成为犯罪或事故的受害者们提供辅导和支
持。这些被称为憎恨罪行。如果您成为憎恨罪行的受害者，有一些机构可以
用不同的方式帮助您。这些机构被列在这《指南》结尾的”有用的联系名单”
中。您可以本人亲自、通过别人、写信、打电话或
http://www.psni.police.uk/index/advice-and-
legislation/advice_hate_crime/hate_crime_reporting.htm
在线举报“憎恨犯罪”行为。 

在我由北爱尔兰到爱尔兰共和国去 旅行之前, 我应该了解的
是 什么? 

如果您是欧盟或“欧洲经济区（EEA）”的公民，您无需签证就可以到爱尔

兰旅行。如果您不是“欧洲经济区（EEA）”的公民，您可能需要签证才能

到爱尔兰共和国旅行。如果您打算到爱尔兰共和国去旅行而您曾需要 “入境
许可证”以进入英国境内的话， 那您将很可能需要单独的“入境许可”以便

去爱尔兰共和国。因此您必须从爱尔兰大使馆处获取一个签证。凭您的英国
“入境许可证”（或“签证”）您没有资格到爱尔兰共和 国去旅行。当您以
飞机，火车或者陆路的模式由北爱尔兰入境爱尔兰共和国时，有可能会被要
求出示您的护照，而如果您没有一个有效的“签证” （如果您需要签证）的
话，您可能会被爱尔兰出入境移民管制扣留一段时间。己经有发生过一些这
样的事件的例子。 
 
可以从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的网站: foreignaffairs.gov.ie, 
查询 有关更多获得爱尔兰共和国签证的详细官方的资料。可以从
Immigration Council of Ireland（爱尔兰移民委员会）或 Migrant Rights 
Centre（移民权利中心）(参见有用的联络名单：咨询机构) 得到独立的忠
告。 

有用的联系名单：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警察服务） 
电话 0845 600 8000 
Police Headquarters 
（警察总部） 
Brooklyn, 65 Knock Road 
Belfast BT5 6LE 

http://www.psni.police.uk/index/advice-and-legislation/advice_hate_crime/hate_crime_reporting.htm�
http://www.psni.police.uk/index/advice-and-legislation/advice_hate_crime/hate_crime_reporting.htm�
http://www.psni.police.uk/index/advice-and-legislation/advice_hate_crime/hate_crime_repor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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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警察服务的基本信息，包括所有警察局的名单，可以在www.psni.police.uk找
到。 
 
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警察申诉专员) 
New Cathedral Buildings, St Anne’s Square 
11 Church Street, Belfast BT1 1PG 
电话 0845 601 2931 or (028) 9082 8600 
网站 www.policeombudsman.org 

您能够从警察申诉专员的办事处得到一份有关警察投诉系统的程序的小册子。目前

这份小册子有中文的、英语的、爱尔兰语的、立陶宛语的、波兰语的、葡萄牙语

的、俄语的或奥斯特苏格兰语。 
 

http://www.policeombudsm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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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 

在北爱尔兰谁负责教育？  
 
负责国家教育系统的政府部门是教育署,其负责管辖当地教育的部门称为教育
及图书馆委员会。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是负责管辖在某个地理范围内的学校
以及学院的运作。委员会可以为您提供您附近学校和学院的资料以及如何报
名的资讯。在这个部分的结尾‘有帮助的联系’里，提供了一些联络地址。 

我的孩子可以获得额外的英语补习吗？ 

如果您的孩子的英语不流利, 学校或者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应该为他或她提供额
外的支持。您的学校应该为您提供有关这方面的更多讯息。如果没有为您提供充
足的支持,您应该向学校以及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提出。 

如果我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我该怎么办？ 

 
学校里是不允许种族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恐吓以及欺辱的。如果欺辱事件发生
的话， 这应该向您的孩子的学校老师报告。如果您认为被欺辱的事件没有妥
当地被处理的话，您应该联系学校校长，然后是当地的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或者向支持机构获取独立的咨询。参见本章结尾处‘有帮助的联系名单’。 

在北爱尔兰有哪些类型的学校教育? 

4岁（从孩子四岁生日后的9月开始，或者如果生日是在7月2日至8月31日包

括7月2日与8月31日，从下一个9月开始）至16岁的青少年接受教育是强制性

的。大多数的人继续上学直至十六至十八岁。几乎所有的学校都是由政府透
过税金资助的，且是免费使用的，包括那些由天主教公立学校理事会负责的学
校。所有的孩子都有受教育的权利。家长应当支付校服、交通等费用。孩子
可能有资格获得免费的学校膳食。 

 

有很少部分人们使用少数的付费私校。 

学校的学生年龄如下： 

• 幼儿园的孩子年龄为3岁至5岁——有限的名额，因此记住要尽早预订名额 

•  小学——学生年龄为4、5岁至11岁。 

• 文法学校和中学——学生年龄为11岁至16岁。很多学生学习到18岁，或转到

继续教育学院。 

从小学转到文法学校或中学：从小学到小学后的教育以前是要通过升学考试

（通常称为11+考试）的。在2008年11+考试被终止了，但是如今“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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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还没有决定替代考试。在还没有法规的

情况下，学校设立了其它安排，有些学校有了自设的入学考试。当同意给予

名额时，有些学校会考虑到一个小学生的“特殊情况”或给予那些在北爱尔

兰以外地方接受了的一大半小学教育的学生特殊照顾。您应该同孩子的老师

商量，如若您的孩子现在是小学6年级，应该怎么办。您可与本章最后的“有

用的联系名单”中所列的教育机构联系获得更多信息。 

•  语言——大部分学校用英语教学，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用爱尔兰语教学。因

为会提供浸入式爱尔兰语教学——一种开发双语的教育形式，您的孩子在开

始用爱尔兰语教学的教育时不必会说爱尔兰语。 

• 性别——有些学校以单一性别的原则来运作，而其他的学校则是混合性
别。 

• 特殊学校 - 有一些特别学校是为生理残障的孩子而设的，但是主流学
校也接纳有生理残障的孩子。 

•  
宗教元素 – 根据法律所有在北爱尔兰的学校必须要有基督教元素，但
是学校也有责任考虑您的孩子的文化以 及宗教背景。学生们可以选择
不参加学校主辨的宗教活动。尽管很多学校有一个主导的宗教元素，
但是很重要的是要强调所有学校向所有学生开放，不能歧视与学校的
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学生。 
 
不同种类的国家资助的学校有： 

o 受控学校（也被称为国家或基督新教学校）最初是教会学校，后来

权力由教会转到了国家。三个大的新教教会仍然与学校保持联系

（长老会、爱尔兰教会及殉道卫理教）。 

o .供养学校（也称为天主教学校）与天主教教会关联，是由天主教供

养学校理事会管理的学校。  

o 综合学校（综合在北爱尔兰是指新教和天主教的综合）通常同时有

基督教的精神，它们不与任何教会挂钩。 

o 爱尔兰语学校（大部分教学是用爱尔兰语进行的）不与任何教会挂

钩 

成人有哪些教育机会？ 
同两所大学一起(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贝尔法斯特女皇大学）以及
University of Ulster（奥斯特大学）)，在北爱尔兰也有一些由政府运作的‘进
修’及‘高等’教育学府。还有一些很广泛的社区和其他非政府机构提供培训。
他们将有种类繁多的课程包括英语课程。尽管有些课程是低收费或者免费, 
有一些课程还是要缴费的。 任何提供给领取“社会保障福利”的‘本地’学生
的资助也应该让其他欧盟的劳工享有，包括“加盟国”的人士。 
 
欲知道可以得到哪些，请直接联系有关机构。您可从当地的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获得有关机构的名单。成人教育指南服务(EGSA)是一个非政府机构，在培训选
择上提供免费和守密的咨询。参见这部分结尾的‘有帮助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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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有的证书在北爱尔兰受认可吗？ 

雇主必须如同本地的资历一样对待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等资历。在同等资历下雇主
不能有歧视。您可以联系北爱尔兰的检定委员会，称为课程、考试及评估审议 
会(CCEA)，以透过一项与本地资历相比的测试，来鉴定您的资历的水准。在专
业的情况下，许多专业团体将设置他们自己的标准和系统。有关教学资格，请联
络教育署的教师分部。 
 
 
有用的联络名单：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s 
（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Belfast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贝尔法斯特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涵盍贝尔法斯特地区) 
电话 (028) 9056 4000 
网站 www.belb.org.uk 
 
North Eastern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东北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涵盖 Antrim, Ballymena, Ballymoney, 
Carrickfergus, 
Coleraine, Larne, Magherafelt, Moyle, Newtonabbey 市政地区) 
电话 (028)2566 2273 
网站 www.neelb.org.uk 
 
South Eastern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东南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 (涵盖 Ards, Castlereagh, Down, Lisburn 以及 
North 
Down市政地区) 
电话 (028) 9056 6200 
网站 www.seelb.org.uk 
 
Southern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南部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涵盖 Armagh, Banbridge, Cookstown, Craigavon, 
Dungannon 和 South Tyrone, Newry和 Mourne市政地区) 
电话 (028) 903751 2200 
网站 www.selb.org 
 
Western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西部教育及图书馆委员会）(涵盖 Omagh, Fermanagh, Derry, Strabane以及 
Limavady市政地区) 
电话 (028) 8241 1411 
网站 www.welbni.org 
 
Council for Catholic Maintained Schools 
（天主教公立学校理事会） 
电话 (028) 9042 697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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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www.onlineccms.com 
 
Comhairle na Gaelscolalochta ( Irish Language Schools) 
（爱尔兰文语言学校） 
电话 (028) 90321475 
网站 www.comhairle.org 
 
NI Council for Integrated Education 
（北爱尔兰综合教育委员会） 
电话 (028) 90236200 
网站 www.nicie.org 
 
Council for the Curriculum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CCEA) 
（课程、考试及评估审议会） (CCEA) 
电话 (028) 9026 1200 
网站 www.ccea.org.uk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部） 
电话 (028) 9127 9279 
网站 www.deni.gov.uk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for Adults (EGSA) 
（成人教育指南服务EGSA） 
4th Floor, 40 Linenhall Street 
Belfast BT2 8BA 
电话 (028) 9024 4474 
网站 www.egsa.org.uk 
 
 
有关教学资格的更多讯息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eachers Branch 
教育署, 教师分部 
Waterside House, 75 duke Street 
Derry / Londonderry BT47 6FP 
电话 (028) 7131 9000 
 
 
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女皇大学, 贝尔法斯特 
网站 www.qub.ac.uk 
 
University of Ulster 
奥斯特大学 
网站 www.ulster.ac.uk 

http://www.onlineccms.com/�
http://www.comhairle.org/�
http://www.nicie.org/�
http://www.ccea.org.uk/�
http://www.deni.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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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在北爱尔兰有什么样的选举？ 
每五年举行一次的欧洲国会选举以选出欧洲国会的议员 (MEP)。其中三个欧
洲国会议员是被选来代表北爱尔兰的。 
 
本地政府的选举是每四年举行一次以决定谁将在您当地的市议会里代表社
区。这些代表被称为议员。 
 

北爱尔兰议会竞选每四年举行一次。代表被称为立法议会议员(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MLA)。 
伦敦 “威斯敏斯特议会”英国议会议员（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选举。

议会选举的日期没有在立法中设置，但是必须在前一次选举后不超过5年内进

行。 
 

谁有资格选举？ 

英国议会选举 
 
如果您不是英国公民、爱尔兰共和国公民或英联邦公民，您没有资格在英国

大选（威斯敏斯特议会 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时投票。无论您是在这
里工作还是在这里纳税。 

地方及欧洲议会选举 

欧盟国家公民有资格在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选举、北爱尔兰议会选举及欧洲议会选举

中投票。 

您必须满18岁方可投票。您还必须登记在选民民册上并持有正确的身份证明文件。

以下对此作进一步解释。 

您必须在您申请注册前至少三个月前已是北爱尔兰居民。 

我如何申请注册选民名册？ 

如果您是欧盟或英联邦国家公民，您必须填写“选举注册表”（RPF02）来登记选

举。欧盟的公民必须填写额外的表格（UC1）以便注册进行欧洲选举；不然的话他

们将仅仅能够在地方政府和北爱尔兰选举时有选举权。 

您可以在“北爱尔兰选举办公室”的网站上下载多种语言的登记表格，
http://www.eoni.org.uk/index/registration/form-translations.htm 

另外，您也可以致电选举办公室（Electoral Office）咨询热线 0800 4320 712获得

该表格。 

http://www.eoni.org.uk/index/registration/form-transl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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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完成并递交登记表，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您的申请的文件证明后，您的名字

将在6星期内被登记到选民名册上从而有资格选举。您还将有资格并且也许会被传唤

去履行陪审义务。 

选举日上我该做些什么？ 
 
一旦选举日期定下后，您将会收到一张邮寄给您的投票卡。投票卡将告诉您具体去

哪里投票——地点也许在当地学校、社区中心或您居住的附近的教会大厅。投票卡

上会解释在去投票时您须携带什么文件来证明您的身份。目前接受的身份文件有：

欧盟成员国家的护照（注意：国民身份证目前不被接受）；“欧洲经济区”国家的

带有您照片的驾驶执照；北爱尔兰老年公民或盲人的公共汽车通行卡 
“SmartPass”卡。如果您没有上述任何文件，您应该从选举办公室（Electoral 
Office）处申请一个免费选举身份卡。此卡上会有您的照片，并且也许能作它用。

您可以通过寄信申请，或本人亲自到选举办公室申请——您必须登记过，或已经申

请登记选举才能收到此卡。 

有用的联系名单： 
The Electoral Office for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选举办公室  
www.eoni.org.uk 
地区办公室: Belfast, Ballymena, Banbridge, Derry/Londonderry, Newtownabbey, 
Newtownards, Omagh 
免费电话: 0800 4320 712 –如果您的语言不是英语，将有电话翻译服务帮助您沟

通。 

http://www.eoni.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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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联系名单：咨询机构 
  
Equality Commission for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平等委员会 ） 
. 
Equality Commission （平等委员会）是负责预防歧视及提倡平等的组织。它涵盖了

各种领域的歧视包括性别、种族、残障、性取向、婚姻状况及宗教或政治信仰。它

的网站地址是www.equalityni.org  ，也可以通过致电(028) 9050 0600来联络。 

Citizens Advice Regional Office （市民法律咨询区域办公室） 
 
致电（028) 9023 1120，您将会被推荐到您当地的Citizens Advice Bureau CAB 
（“市民法律咨询局”）或参阅网站信息www.citizensadvice.co.uk。 

多数城镇都有“市民法律咨询中心”CAB，在贝尔法斯特有好几个。他们提供免

费、保密的多方面的法律事务的咨询，包括就业。您可以在您的电话簿中找到您最

近的“市民法律咨询中心”CAB。 

很多“市民法律咨询中心”没有翻译服务，但是有些可能在地方上做对某些语言翻

译的安排。 

Advice NI （北爱尔兰咨询中心 ） 
 
电话(028) 9064 5919，您将被推荐到您当地的“咨询中心”（Advice Centre），或

者参阅网站信息www.adviceni.net 

 “北爱尔兰咨询中心”（Advice NI）是一个贯穿整个北爱尔兰的独立的咨询中心协

会，它不为一般公众提供咨询，但是能将您引荐到您当地的“咨询中心”（Advice 
Centre），他们会直接处理您的咨询。还能够用电子邮件info@adviceni.ne 联络

“北爱尔兰咨询中心”（Advice NI）t。 

Northern Ireland Council for Ethnic Minorities / Belfast Migrant Centre (北爱尔

兰少数族裔理事会/贝尔法斯特移民中心) 
Ascot House, Third floor 
24-31 Shaftesbury Square, Belfast 
电话 (028) 9023 8645 
网站 www.nicem.org.uk 

北爱尔兰少数族裔理事会（NICEM）每周四晚上5.30至8点在贝尔法斯特移民中心

（Belfast Migrant Centre ）运行咨询门诊: 
• 提供福利权利信息，帮助申请福利，作为您的支持者帮助您在知晓信息的情

况下做出决定 
• 给您有关住房的咨询及指导 
• 为刚到新地区居住的人们做介绍及指导 

www.stepn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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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South Tyrone Empowerment Programme (STEP 南 Tyrone 授权项目)，

www.stepni.org 

Migrant Worker Support Centre（外籍劳工援助中心） 

STEP 为外籍劳工提供使用第一语言的、围绕权利的个人咨询。在 Dungannon、
Portadown 以及 Magherafe 的 STEP援助中心提供的专业援助是免费的。 
 
STEP 提供： 

• 福利信息及推荐 
• 语言支持 
• 有关就业权利的咨询和援助 
• 帮助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教育、就业等 
• 咨询及帮助获得和保持住房 
• 代理和帮助联络法定及专业组织 
• 移民咨询和代表 

 
Dungannon 办事处 
 
Unit T7 
Dungannon Business Park 
2 Coalisland Road 
Dungannon 
BT71 6JT 
 
电话 
(028) 8772 9009 

Portadown 办事处 
 
Unit 6  
Mayfair Business Park 
Garvaghy Rd 
Portadown 
BT62 1HA 
 
电话  
(028) 3839 9595 

Magherafelt 办事处 
(2008 年一月开始办公) 
Unit C2 
Magherafelt Business Centre 
Rainey Street  
Magherafelt 
BT45 5AJ 

 

 
为了能区分客户需求的优先次序，STEP 援助中心运行一个分流系统。 
 
您可致电到您最近的办公室或致电Dungannon(028) 8772 9002 或Portadown (028) 
3839 9595。 

Housing Rights Service （住房权利服务） 
Middleton Buildings, Fourth Floor 
10-12 High Street, Belfast BT1 2BA 
电话 (028) 9024 5640 

您还可通过Housing Rights and Shelter （住房权利及庇护所服务）开发的网站

www.housingadviceni.org 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Law Centre NI 

（北爱尔兰法律中心） 
124 Donegall Street, Belfast BT1 2GY  
电话 (028) 9024 4401 

 Law Centre (NI) Western Area Office  

（北爱尔兰法律中心 西部地区办公室） 
9 Clarendon Street, Derry/Londonderry BT48 7EP 

http://www.stepn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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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8) 7126 2433  

尽管您通常不应直接联络 Law Centre （法律中心），但是当地的 CAB（市民咨询

局）或其它咨询机构也许将您的案件转交至Law Centre。Law Centre 与其它咨询机

构合作帮助解决您的法律问题。它为这些机构和他们的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

并且在法庭代表这些客户。它的服务不收费。它的网站www.lawcentreni.org上有一

些有用的就业信息。 

如果您的案件被转交到法律中心，法律中心会尽量确保翻译员在场，它还能提供电

话翻译服务。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J  

（司法委员会） 
45/47 Donegall Street 
Belfast BT1 2BR  
Northern Ireland  
电话: (028) 9096 1122  
传真: (028) 9024 6706 www.caj.org.uk 
 

有关爱尔兰共和国的移民咨询 
 
Immigrant Council of Ireland 
（爱尔兰移民理事会 ） 
电话 (00) 353 1 6740200, 14.00点 至16.00点 (下午2点 –下午 4点) 
网站 www.immigrantcouncil.ie 
 
Migrant Rights Centre 
（移民权利中心 ） 
电话 (00) 353 1 8881355 
网站 www.mrci.i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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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ights in Northern Ireland – a guide for migrant 
workers 
This guide explains the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for people who are 
intending to work in Northern Ireland or who are already working in 
Northern Ireland.  

The Guide is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languages: Bulgarian, 
Chinese, English, Latvian, Lithuanian, Polish, Portuguese, Slovak, 
Romanian, Russian and Tetum. 

Available on: www.lawcentreni.org and www.nihrc.org. 

  

您在北爱尔兰的权利 – 外籍劳工的《指南》 

此《指南》解释了打算在北爱尔兰工作或已经在北爱尔兰工作的人们的

权利。 

《指南》有以下几种语言版本：保加利亚、中文、英语、拉脱维亚

语、立陶宛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俄罗

斯语以及德顿语。 

它们在: www.lawcentreni.org 和 www.nihrc.org上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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