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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来到魁北克移民计划的关键一步。 

学习《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是促进您融入魁北克社会不可或

缺的一环。它将帮助您更好地认识魁北克。 

本实用指南将帮助您做好在线测评的准备。通过该测评，您将取得学习《人权与自由宪章》
所载之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的证明。 

本指南中的超链接有助于加深您对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的熟悉程度。进行学习成果

测评并不强制要求您查阅这些参考文件。但是，阅读《实用指南》可以了解和熟悉魁北克

价值观，这是您成功融入魁北克社会的第一步。 

共同的承诺 

魁北克和移民双方都是学习《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的利益相

关方。为了创造有利于移民在社会和经济上成功融入魁北克的条件，这是双方共同的承诺。

这也是为什么魁北克承诺支持和协助移民融入魁北克社会，促其使用法语充分参与魁北克

的公共生活。  

从移民的角度来看，移民承诺掌握参与魁北克公共生活所需的技能，包括学习公共语言法

语并能流利地加以运用。此外，移民承诺遵守《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之民主价值观和魁

北克价值观，参与发扬光大魁北克文化和官方语言的生命力。 

祝您学习愉快！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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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自由宪章》 

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 

学习证明 
2019 年 6 月 16 日批准的《通过成功的移民融入以提升魁北克社会经济繁荣、充分满足劳
动力市场需求法案》确认了学习《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的重

要性。 

另外，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通过经济移民计划提出移民申请的任何申请人必须取得民主

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魁北克移民规章》也规定，移民申请人必须取得民主

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以支持其移民申请。 

取得该证明是通过魁北克经济移民计划申请移民的条件之一。该条件适用于

申请人本人，必要时也适用于您的家庭成员。更确切地说，您的配偶、伴侣

和 18 岁及以上的受抚养子女必须提供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 

您和您的家人在收到含有在线测评链接和个人用户名的通知后，有 60 天的时间取得学习

证明。没有按照《魁北克移民规章》规定于 60 天内取得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

证明的人，其移民申请将被拒绝。  

取得学习证明的方式因您的情况而异： 

- 持有学习许可或工作许可的外国侨民 

如果，在提交移民申请之时，您持有根据《移民与保护难民规章》发放的学习许可或工作

许可，并且您居住在魁北克境内，您和您的家人可以： 

► 完成在线学习测评，测评共有 20 道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 参加总计 24 小时、分若干天进行的“融入魁北克”宣讲会，该线下学习机会有助于您

取得《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 

两次未通过在线测评的申请人必须参加“融入魁北克”宣讲会，方可取得学习证明。 

- 不持有学习许可或工作许可的外国侨民 

如果，在提交移民申请（经济移民类）之时，您未持有根据《移民与保护难民规章》发放

的学习许可或工作许可，您必须先完成在线测评（20 道题）。如果您未能达到在线测评的

及格线两次，则您可以参加“融入魁北克”宣讲会。 

两次测评均未通过的申请人可以选择： 

► 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线测评； 

► 在魁北克境内参加“融入魁北克”宣讲会。 

在线测评细则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s://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region/sessions-information/objectif-integration.html
https://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region/sessions-information/objectif-integration.html
https://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region/sessions-information/objectif-integ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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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测评总计 20 道题，答对 15 道即为及格（答对 75%为及格线）。在线测评不及格的，

至少要等两周才能进行第二次尝试。 

您应在移民申请被受理之前两年内取得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 

申请人如果因其他理由申请被拒，可在重新提交的移民申请中使用其取得的民主价值观和

魁北克价值观学习证明。 

在任何情况下，若其有权进行的在线测评全部未及格且没有参加“融入魁北克”宣讲会，则

其移民申请将被拒绝。若其依然想移民魁北克，则其必须重新提交移民申请。 

  

https://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region/sessions-information/objectif-integ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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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自由宪章》 

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 

简介 
魁北克是一个民主的法语社会，接受来自全世界的移民。移民用他们的憧憬、他们的技能

和他们的专业知识丰富了魁北克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魁北克居住的任何人必须遵守魁北克的法律。此外，魁北克政府采取政教分离的手段保

证公共部门不含宗教色彩。 

受《法语宪章》约束，魁北克社会还把法语确立为政府官方语言和法律语言，以及工作、

教育、通信、商业和商务的通用和常用语言。 

这些价值观是魁北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成果。它们使得魁北克独一无二，当

然其中部分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其他社会中。了解魁北克社会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因为它们

切实影响着魁北克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在魁北克，价值观体现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

任。它们决定了铸就魁北克社会的规则和准则。因此，这些价值观将成为您使用法语充分

参与新社会的参照标准。 

每一个魁北克人均享有法律认可的权利和自由，也享有《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的权利和

自由。任何人均有义务遵守宪章所载的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

魁北克，价值观围绕五大核心价值展开：  

• 核心价值一：魁北克是一个法语社会  

• 核心价值二：魁北克是一个民主社会 

• 核心价值三：男女平等  

• 核心价值四：魁北克人的权利和责任 

• 核心价值五：魁北克是一个世俗社会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1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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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一——魁北克是一个法语社会 

法语居于魁北克身份认同的核心地位，因为它是魁北克文化的通用表达方式和魁北克社会

归属感的公共标志。魁北克是北美洲唯一以法语为主的社会。这种情况使得魁北克成为加

拿大和北美洲的一个独特社会。  

魁北克人曾经并且仍在共同努力，确保法语使用在北美洲的延续、优质和发扬光大。因此，

为了保护和推广魁北克法语社会的特点，政府通过了多项法律，制定了多项措施。 

魁北克法语 

法语是魁北克的官方语言。魁北克在 1977 年通过了《法语宪章》，也被称为“101 法案”。 

《法语宪章》确认了魁北克社会继续作为法语社区屹立于北美大陆 
 

并且向世界开放 

的坚定信念。 

《法语宪章》是魁北克用以保护和促进法语的主要措施。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法语的质量、

保护和发扬光大，使法语成为魁言北克的通用语。为达此目的，《法语宪章》确立法语是： 

► 政府和法律的语言； 

► 工作、教育、通信、商业和商务的通用和常用语言。 

因此，魁北克政府有义务向全体魁北克提供法语通信。魁北克政府还必须保证公民可以使

用法语享受所有公共服务，无一例外。  

法语是魁北克文化的通用表达方式。例如，法语见诸于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诗歌、

艺术、博物馆展览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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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生活的核心沟通方式，法语是移民融入魁北克社会的语言。 

在魁北克学法语 

因此，魁北克政府鼓励移民学习法语，因为它有利于融入魁北克社会。事实上，掌握法语

尤其有利于获得教育、工作、文化和公共服务。  

举例而言，法语有利于获得魁北克各大高校的高等教育机会，这些高校被公认为研究与教

育领域的尖端学术中心。  

为了融入魁北克社会，还没有掌握法语的移民应当努力学习法语。掌握法语有利于充分参

与魁北克的公共生活。举例而言，职业公会只向掌握了符合其执业要求的法语水平的人发

放执照。 

对于使用法语沟通有困难或需要进一步完善法语水平的人，建议其尽可能注册法语课。为

了在这方面给予移民支持，魁北克政府提供免费全日制或半日制法语课以及财政补贴。  

另有一些辅助性的方法、诀窍也可以帮助移民掌握法语，从而更好地融入魁北克社会，包

括： 

► 尽量与街坊邻居讲法语 ； 

► 通过法语媒体获取资讯（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等等） ；  

► 多听法语歌 ； 

► 观看魁北克影视作品 ； 

► 参加法语讨论和交流活动 ； 

► 在魁北克社会构建法语人际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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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法语还有助于移民在经济上融入魁北克，因为它有助于移民获得符合其能力和追求的

工作。 

在魁北克，讲法语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魁北克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因为法语是魁北克历

史文化中的核心要素。使用法语沟通能加速社会纽带和魁北克社会归属感的培养。  

法语是全体魁北克人社会凝聚的语言。 
 

了解更多 

法律 

《法语宪章》 

移民、法语化及社会整合部 

学习法语 

魁北克法语办公室 

关于《法语宪章》的33问 

法语高级理事会 

魁北克法语生活指南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1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langue-francaise/index.html
https://www.oqlf.gouv.qc.ca/charte/questions_freq/faq.html
http://www.cslf.gouv.qc.ca/vivre-en-francais-au-que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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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二——魁北克是一个民主社会 

魁北克：民主体制 

在魁北克，民主体制使得人民通过选择自己的代表来行使权力。行使选择权的途径是选举。

选举产生的代表被称为议员，通常分属于不同的政党，政党会提出他们的理念和计划。 

就选举而言，魁北克全境被划分为 125 个“选区”。每个选区的人民在魁北克国民议会会中

有一名该选区选民选出的议员代表。  

选举期间，同一个选区有若干个候选人。议员通过普选产生，也就是说在一个选区中获得

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议员。  

125 位议员在国民议会占有席位，他们代表魁北克人民：所以魁北克是代议制民主体制。

他们的职责是研究、分析和表决法律议案，在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或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上质询和审核政府的行为。  

议员的职责是充当魁北克人民和行政机关的中间人，他们处理公民的特定需求或强调所代

表选区的需求和利益。 

政府的组建 

选举期间，通常是由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政党组阁，该党的党魁成为省长。其他政党的议

员组成反对派。 

政府由省长和其任命的若干部长组成，各司其职。政府根据人民的公益行事。政府的法律

议案在省议会由议员研究和表决。 

不得使用武力或暴力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如果有人希望某选区的选举结果被重新审核，

其可以请求司法点票，即在法院的监督下重新清点选票。在民主政体中，政党之间权力的

移交采取和平有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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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选举 

若符合《选举法》规定的所有标准，年满 18 周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且在魁北克省定居

超过六个月的人可以成为选举的候选人。没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人可以参加政党，但没有

表决权。其也可以参加政党组织的活动。  

在魁北克，政治献金和选举经费的审计受《选举法》规定的公平和透明原则约束。 

根据《选举法》，符合这些条件，包括年满 18 周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并且在魁北克定

居超过六个月的任何人享有完全自由、保密的投票权。 

所有有投票权的人可以在选举期间参与选择在魁北克国民议会中代表人民的
议员。 

任何人不得阻止公民行使投票权或强迫其投票给某一特定候选人，任何人不得强迫公民透

露投票对象。无论当事人之间有无隶属关系或亲近关系（如亲属关系），此规则一律适用。

因此，不得强迫亲属或家人投票给某一特定候选人或透露其投票对象。 

在魁北克，民主体制使得每一个人为民主生活做贡献。 

魁北克民主机构的运行 

魁北克因受人民意志的驱使而与加拿大其他省不同，魁北克的民主机构和政治权力的发展

有其特殊的使命：保护和推广使得魁北克成为独特社会的价值。 

法治是魁北克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治意味着每一个人，包括政府及政府官员，都

必须遵守法律。 

法律对所有人同等适用； 

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魁北克的所有人，包括不具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人，应当了解并遵守法律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这意味着所有人在价值和尊严上平等，并且有权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 

一个人只有在违反法律规则并且被法院认定为有罪的情况下才能被判有罪。 

民主机构及其权力 

魁北克政府有若干民主机构，掌管三项基本权力之一，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 魁北克议会掌管立法权，即制定法律的权力。议会由魁北克国民议会议员和省总督

组成，后者在国民议会没有席位，其职责是批准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议案。  

► 政府掌管行政权，即行使政治权力，决定社会的重大方针。魁北克政府由省长和多

位部长组成，他们同样也是在魁北克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议员，他们共同组成内

阁。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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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掌管司法权，负责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得到遵守。魁北克的司法体系由法院组

成，包括魁北克法院、魁北克上诉法院和高级法院。 

公共行政机关 

除上述三权以外，公共行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职责是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公共行政机

关有隶属于政府的各部和机构组成，它们是政府的行政机关。公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执行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人民服务。  

► 各部由部长领导，各部长主要负责管理特定领域相关的资源、计划和服务。政府部

门举例：移民、法语化及社会整合部、教育与高等教育部、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司

法部。 

► 政府机构由政府任命的人领导，通常分派其具体的公共服务使命。以下是三个政府

机构的例子：魁北克税务局；劳动规范、公平、卫生及安全委员会；魁北克法语办

公室。 

► 魁北克国民议会任命的某些人也行使公共职责，其中包括选举事务主任和公民保护

人。 

在魁北克，民主的行使依赖于各机构的良好运行。 

政治权力的组织 

加拿大宪法规定了两级政府：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它们在既定的管辖权范围内行使权力。 

联邦政府管辖的领域涉及整个国家，比如国防、外交和刑法。联邦政府的总部设在加拿大

首都渥太华。 

魁北克政府负责管辖教育、市政、财产和民事权利等事务。魁北克政府设于魁北克国民议

会，国民议会设在魁北克省府魁北克城。  

另有一些领域的管辖权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享。比如，魁北克在移民和农业事务方面与

联邦政府分享管辖权。 

魁北克政府授权各市镇负责有关城市管理的地方性事务，比如警察与消防服务、公共休闲

设施与公立公园、图书馆、垃圾管理与废物回收、公共交通等。 

一些魁北克市级机构履行各种职责，为人民提供服务，比如各郡县、蒙特利
尔和魁北克城大都会区、以及魁北克北方地区的地区行政单位。 

原住民族 

魁北克还有十一个原住民族。“第一民族”和因纽特人是魁北克的公民，因此，他们享受和

所有魁北克人同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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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与联邦政府和魁北克政府有特殊关系，因为原住民族享有加拿大宪法承认的集体

权利，联邦政府或魁北克政府与原住民族订立的协议也对这些权利制定了准则。这些权利

使得“第一民族”和因纽特人自己行使政府职能，发扬自己的文化、语言、习俗和传统。 

因此，原住民族、他们的领导以及原住民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参与魁北克的政治和民主

生活。 

参与政治生活 

两级政府和各市镇以及原住民行政机构均有赖于公民通过政治参与组成的机构，任何民主

社会对此给予重视。 

在魁北克，只要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有多种： 

► 了解政府的计划、在议会开会期间发表观点； 

► 自愿参加政党； 

► 在市级、省级和联邦选举期间行使投票权； 

► 在公共听证会上陈情，或申请在公共听证会上发表意见； 

► 就政治问题质询议员； 

► 让议员保荐私人法律议案。 

为了促进公共生活的质量，许多人积极参与他们所在市镇的公共事务，他们可以：  

► 成为文化、休闲或体育活动的志愿者；  

► 旁听市议会开会，对市议员作出的决定提出质询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 在市镇当局组织的公共听证会上发表意见。  

在魁北克，政治权力的组织方便人们亲身参与魁北克社会的发展。 

参与民主生活 

魁北克民主社会赋予人民许许多多的权利。这些权利界定清晰，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

鼓励他们参与公共生活。以下两项基本自由受《人权与自由宪章》保护，并且在魁北克价

值观中居于核心地位：  

► 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 

► 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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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支持言论自由，允许每一个人就公共议题或时事自由表达自己的
思想、信仰和观点。 

言论自由及其责任 

在魁北克，允许任何人完全自由地表达观点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甚至是对政法指定的法

律或方针表示异议。因此，任何人可以参与辩论，推动民主的进步。  

但是，言论自由涉及到尊重他人自由和尊严的责任。言论自由可能受到每个人享有的名誉

权的限制。例如，教唆或鼓动他人犯罪、故意损害他人名誉或散播歧视性或激起仇恨的言

论等行为是不合法的。 

言论自由还可能受到某些职业要求的谨慎、中立义务的限制。例如，魁北克政府公务员应

当在执行公务时撇开个人观点，在公开发表意见时维护职业信誉。 

在魁北克，公民可以公开发表政治观点，并且魁北克鼓励他们这样做，只要其言论尊重其他人的尊

严和遵守某些职业的谨慎、中立义务。  

新闻自由 

各式各样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享有新闻自由。它们向大众报导重大时事，就公

共议题提供多样化的意见和观点，因而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们可能会提出有悖于或有异于当权者的观点和意见。他们提出的观点可能是供职于媒体

行业专家提供的专业意见，或是参与论战的独立专家以及组织代表发表的意见，或是邀请

普通公民对某一事件发表的意见。此外，想要撰写文章发表观点的人可以通过报纸发表。 

结社自由 

《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的结社自由使得人人有权组建或加入某个团体、社团或组织，以

捍卫某些特定利益。可以是工会、政党、商会、社区组织或游说团体。 

魁北克法律允许人们结社并根据他们致力的活动为其提供保护和法律框架。例如，分享兴

趣爱好的非正式集会、社会互助或志愿行动、募资或是以社团名义进行的盈利或非盈利活

动。 

这些团体和个人可以与政府的意见相左，也有权公开指责政府。  

社团还有权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在公共场所集会、和平示威。 

在魁北克，民主通过每一个人的发声体现出来。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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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法律 

《人权与自由宪章》 

选举法 

魁北克国民议会 

关于魁北克国民议会的常见问答 

魁北克国民议会基础知识 

魁北克的政治：机构及参与人 

魁北克选举 

选民手册 

我在魁北克投票 

民主教育地带  

Éducaloi 

魁北克司法体系  

Québec.ca | 魁北克政府官网 

移民与服务 

人权与青少年权利委员会 

关于原住民族的谬见和真相  

核心价值三——男女平等 

伴侣之间和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在历史进程中，魁北克人民共同实现了男女平等重大进展，尤其是伴侣之间和家庭内部、

教育领域、工作领域甚至政治决策领域的男女平等。 

《人权与自由宪章》确立了性别平等。载入其中的权利和自由对男女平等适用。 

男女平等是深植于魁北克社会的一项基本准则：男女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享有同样的权

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和责任。今天，魁北克女性和魁北克男性一样，均有权： 

► 选举 ； 

► 签订合同 ； 

► 决定结婚和离婚 ； 

► 掌控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女性有权决定是否堕胎； 

► 决定是否孕育子女；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E-3.3
http://www.assnat.qc.ca/fr/publications/fiche-questions-reponses-assemblee.html
http://www.assnat.qc.ca/fr/abc-assemblee/index.html
http://www.paricilademocratie.com/approfondir/parlementarisme-et-elections/674-la-politique-au-quebec-institutions-et-acteurs
https://www.electionsquebec.qc.ca/francais/provincial/vote/documents-pour-les-communautes-ethnoculturelles.php
https://www.electionsquebec.qc.ca/documents/pdf/DGE-6339-VF.pdf
https://www.electionsquebec.qc.ca/francais/enseignant-etudiant/outils-democratie.php#bandeau-zed
https://www.educaloi.qc.ca/capsules/le-systeme-judiciaire-quebecois
https://www.quebec.ca/
http://www.cdpdj.qc.ca/Publications/Mythes-Realites.pdf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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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 

► 工作并获得同工同酬； 

► 成为选举候选人，成为议员或部长； 

► 持有或管理企业。 

结婚和民事结合 

男女有权与自己选择的人结婚或自由同居。无论男女，无须取得法院批准的最低结婚年龄

是 18 岁。 

魁北克法律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无论异性或同性。 

禁止重婚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任何人还有权选择分居或离婚。离婚时，男女权利同等，

责任相同。 

家庭责任 

结成伴侣的人，无论生理性别或心理性别，享有同样的权利，对彼此和子女承担同样的责

任。管理财产和财务、选择居住地、教育子女、选择家风家规属于家庭责任，男女应当共

担。  

女性和男性同样可以为伴侣和家庭做重要决定。比如，男女均有权选择子女的姓名。 

魁北克社会强烈支持伴侣平等参与家庭事务。男性和女性一样，应当照顾子女和承担家务。 

在魁北克，男女平等不单单是历史斗争的结果，它也在不断演进。 

魁北克政府大力支持男女平等，并继续采取行动，推动男女平等。 

教育、工作以及政策决策领域中的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不仅是一项平等议题和社会公正议题，而且是魁北克社会的一个发展因素。 

女性在劳动市场和政治决策领域的比例增加有助于魁北克的经济与社会福
祉。 

魁北克教育系统支持男女平等和男女同校。获得各种学习和培训项目的机会平等：录取标

准对所有人一致。女性可以入读传统上属于男性的专业，比如建设、工程、飞行员。  

同样地，男性也可以入读护士和文秘等专业。学校为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成才机会。 

劳动力市场中的平等 

魁北克支持劳动力市场中的男女平等。任何雇主必须确保没有性别歧视。 

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对于同等的工作，男女有权享有同等的薪酬和工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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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享有和男性同样的经济自主。因此，女性可以自己找工作、付账单、签合同、办企业。

女性可以按照个人意愿独自生活，挣钱满足自己的需求（衣、食、住、行……）。 

平等代表 

魁北克的目标是在所有政治决策层级（地方、地区、省级）实现男女代表平等。女性有权

担任所有政治职位，比如：市长、议员或省长。同样地，魁北克也鼓励女性在企业中担任

领导职位。男女代表平等甚至还是国企董事会内部的法定义务。 

为实现男女平等目标， 

魁北克政府制定了若干战略。 

还规定了男女平等未得到遵守的 

民事与刑事救济途径和处罚措施。 
 

了解更多 

法律 

《人权与自由宪章》 

《国企治理法》 

人权与青少年权利委员会 

男女平等 

妇女地位理事会 

女权主义：共同的名称，共同的事业 

Éducaloi 

家庭与伴侣 

分居与离婚 

妇女状况秘书处 

信息指南《充分的平等》 

如果您是一名状态不稳定的女性移民，本手册与您息息相关。 

如果您是一名女性移民或少数族裔女性，本手册与您息息相关。 

核心价值四——魁北克人的权利和责任 

《人权与自由宪章》 

《人权与自由宪章》是魁北克国民议会颁布的一部法律。它提出、象征着、保护魁北克的

价值观。它承认所有人在价值和尊严上的平等，并且享受同等的法律保护。  

《人权与自由宪章》位居魁北克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这意味着魁北克国民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均必

须遵守《人权与自由宪章》。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G-1.02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droits-pour-tous/Pages/egalite.aspx
https://www.csf.gouv.qc.ca/wp-content/uploads/feminisme_nom_commun_cause_commune.pdf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familles-et-couples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separation-et-divorce
http://www.scf.gouv.qc.ca/nouvelles/publications/detail/news/guide-dinformation-a-parts-egales-a-part-entiere-legalite-entre-les-femmes-et-les-hommes-au-quebec-e/
http://www.scf.gouv.qc.ca/nouvelles/publications/detail/news/si-vous-etes-une-femme-immigrante-a-statut-precaire-cette-brochure-peut-vous-concerner/
http://www.scf.gouv.qc.ca/nouvelles/publications/detail/news/si-vous-etes-une-femme-immigrante-ou-une-femme-dune-communaute-ethnoculturelle-cette-brochure-peut-v/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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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是魁北克赋予自己的一项鼓励魁北克人互相尊重的工具。具体而言，它旨在认可

人的权利和自由，并让它们得到遵守。 

《人权与自由宪章》适用于所有在魁北克的人。它还适用于法人，即社团、组织、企业和

政府。 

权利及其限制 

《人权与自由宪章》涵盖了各种权利： 

► 基本自由和权利； 

► 平等权； 

► 政治权利； 

► 司法权利； 

► 经济与社会权利。 

在这些权利当中，有一些权利被视为基本权利，因为它们确保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保护自

由和平等这两项最基本的价值观。  

这些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 

安全权、人身完整与自由权以及隐私权。 

基本权利还保障良心自由、宗教自由、 

观点自由、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由于基本权利是在社会中行使的，它们也会受到某些限制。它们不得与下列原则相抵触： 

► 民主价值； 

► 政府的世俗化； 

► 公序良俗； 

► 魁北克人民的福祉。 

例如，在魁北克，禁止在公共场所室内外抽烟，除非距离门口 9 米之外。魁北克政府认为

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比个人吸烟的权利更重要。所以政府对公共场所的吸烟权进行了限制和

约束。 

在魁北克，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整个社会的 

公共福祉分不开。 
 

生命权、安全权和人身完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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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人人享有安全和生命受保护的权利。禁止使用武力侵害人的生命、人身完整或

自由。隐私权也受保护。为了保护公民，政府当局设立了警察服务、消防服务、卫生与社

会服务。  

《人权与自由宪章》提到，生命受到威胁的任何人有权获得援救。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

有义务援助有生命危险的人，除非会给自己或其他人造成危险。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目击到一场事故中有人受伤，那么他必须联系紧急救
援服务机构并陪护伤者直到救援抵达。 

每一个人都享有人身完整权。在魁北克，一切旨在伤害人的身体、心理和情感的行为受到

禁止。 

例如，用器具体罚或可能致伤的惩罚、性骚扰或精神骚扰均属于被禁止的行为。所以，完

整的人，无论成人或儿童，身心完整受到保护。 

魁北克禁止暴力 

禁止暴力对于魁北克社会非常重要。它适用于魁北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  

禁止暴力适用于家事，适用于伴侣之间或家长与子女之间，适用于邻里关
系、商业关系、政府代表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例如，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性暴力均受到禁止。因此，如果一个人向其伴侣或

其他任何人做出不可接受且未经同意的带性暗示的言语动作，则其侵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完

整权。 

身体暴力侵犯人的完整权、安全权和生命受保护权。 

在魁北克，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身体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可以向警察机构投

诉。 

尊重个人及其隐私 

在魁北克，尊重个人及其隐私非常重要。所以《人权与自由宪章》保护人的尊严、荣誉、

名誉和隐私。行为人用言语或肢体侵犯这些权利可能招致法律后果。  

例如，诋毁他人相貌侵犯了此权利。  

在魁北克，人人享有尊严受保护的权利。 

每一个人应当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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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享有荣誉和名誉受尊重的权利。这项权利保护每一个人的荣誉或名誉不受言语、动作

或行为的侵害。禁止制造或散布虚假信息和谣言，这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例如，禁止无

凭无据地中伤他人。  

隐私权 

每一个人享有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根据这项权利，人的隐私应当受到尊重。未经当事人

的许可，有些个人信息不得遭到窥探或公开。 

关于人的健康状态、家庭和感情生活、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个人形象以及联系方式

等信息，受此项权利保护。 

例如，在报名某项活动时被要求填表，当事人可以决定保护某些个人信息，只回答与活动

相关的问题。 

同样地，尊重隐私要求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不得发布他人的形象

（照片、视频等）。例如，未经当事人同意，禁止发表、发布、传送、分发和提供他人的

私密照片。 

工作中的人也可以援引隐私权来拒绝回答雇主和同事提出的与工作不相关的
私生活问题。 

尊重隐私还保护个人在做出基本的个人决定时不遭受他人的压力。 

隐私受尊重的权利还包括住所不受侵犯。未经当事人同意，禁止进入他人的土地或住所，

或是进去拾物。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警察可以不经同意闯入住宅，比如为了防止有人严

重受伤或死亡。 

在魁北克，个人的私密空间受到尊重并且通常保持私密性质，除非同意他人
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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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魁北克强烈支持境内所有人的平等权。所有人在价值上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无论《人权
与自由宪章》里列举的个人特点或特征 ，比如种族、肤色、性别、身份认同或性别表达、

是否有孕、性取向、婚姻状况、年龄、宗教、政治信仰、语言、民族出身、社会条件或残

疾与否。 

歧视问题 

这项平等权保护人不受歧视。以下三项要素存在即构成歧视： 

1˚与其他人相比，有区别性、排除性或偏向性对待。 

2˚ 这种对待是基于《人权与自由宪章》列出的个人特征；  

3˚ 这种区别性、排除性或偏向性对待损害了个人平等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歧视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比如就业、住房、使用商业服务或进入公共场所均受到禁止。 

下面是一些歧视的例子： 

► 因为一个人是同性恋而拒绝向其提供服务或聘用 ； 

► 因为一个人离异且有小孩而拒绝聘用 ；  

► 禁止一位残障人士进入公共场所或使用商业服务； 

► 拒绝把房子租给一对有几个孩子的情侣 ； 

► 因为一个人出生在魁北克境外而支付更低的工资 ；  

► 以族裔出身或肤色为由拒绝一个人的晋升； 

► 女性因为怀孕而被辞退。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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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 

禁止任何类型的骚扰。它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对身体也可以对心理的骚扰。它可以

是言语性的，比如中伤性、威胁性或侮辱性言论。它可以是肢体性的，比如殴打，乃至在

墙上刻字或涂画（涂鸦）。以下是几例歧视性骚扰：  

► 因为一个人的宗教而在他的汽车上涂鸦充满恶意的图画； 

► 雇主因雇员的性别反复质疑其是否胜任 ； 

► 一名行人威胁一位坐轮椅者，因其妨碍了人行道通行速度 ； 

► 一位邻居因为对方的肤色而经常在见到对方时加以威胁 ； 

► 一名同事针对一个人的年龄在网络上传播对其不敬的言语 ； 

► 上级对员工的外貌出言中伤。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歧视，其可以向人权及青少年权利委员会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比如魁

北克法院或高级法院。 

经济与社会权利 

在魁北克，经济与社会权利载于《人权与自由宪章》。社会团结，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是魁北克社会的一项核心价值。 

经济与社会权利涉及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教育、保护儿童、保护老年人、保护残疾人、少

数族裔的文化生活、知情权、经济援助以及工作待遇等。 

儿童权利 

根据儿童权利，任何儿童有权受到家长的保护、保障和关爱。家长有责任保护子女，确保

他们的健康、安全、教育和成长。 

因此，家长必须保障子女的安全。例如，家长把小孩一个人留在汽车里可能被视为未履行

保障子女安全的义务。 

儿童受家长保护、保障和关爱的权利适用于儿童的教育领域。 

魁北克境内儿童和不满 18 岁的青少年受以下法律保护： 

► 《人权与自由宪章》 ； 

► 《儿童权利公约》。 

遭受举报的青少年或受青少年保护总局监护的青少年还受以下法律保护： 

► 《青少年保护法》。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s://www.ohchr.org/FR/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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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犯联邦法律或刑法典规定的青少年还会根据以下法律处理： 

► 《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法》。 

一些经济与社会权利 

以下是几个经济与社会权利的其他例子： 

►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不受一切形式的剥削。他们的家人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安全；若这

些人说自己遭受剥削，您可以举报以便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同样地，如果您担心

周围老年人的安全，你可以告知其家人或社会服务机构，确保其受到保护 ； 

► 人人享有尊重其健康、安全和人身完整的工作待遇的权利；事实上，雇主应当确保

工作安全，无损害员工人身完整的危险 ； 

► 人人享有获得社会救助和经济援助的权利。 

健康生活环境权 

经济与社会权利还包括人人享有生活环境健康且尊重生物多样性的权利。生物多样性是指

生物界的多样性（不同的物种及其生活环境等）。 

这项权利意味着在魁北克的所有人支持环境保护，包括政府和企业。 

因此，魁北克人应当肩负一定的责任，比如： 

► 垃圾分类、回收和降解食品；  

► 使用可循环利用或可生物降解的环保袋； 

► 保护资源，比如避免浪费可饮用水。 

司法权利 

《人权与自由宪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保护个人，包括司法体系。在魁北克，受到司法起

诉或刑事追诉的人同样享有载入《宪章》的权利，即司法权利。 

这些权利保护被警察逮捕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被逮捕，其有权知道逮捕的原因和理由

以及被指控的罪行。  

警察若无法官发放的搜查证则不可以搜身或搜查住宅，除非特殊情况，比如他们有合理理

由相信人身健康或安全出于危险之中。 

此外，被逮捕的人有权通知亲属和求助律师。最后，公权力机关必须人道、有尊严地对待

被捕或被拘留的人。 

司法审判中的权利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fra/lois/Y-1.5/textecomplet.html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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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自由宪章》中还存在一些权利保护受到司法审判的人。例如，所有人在受到刑事

追诉或司法起诉时有权享受公正、公平的程序。 

在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前，受到刑事指控的人被推定为无罪，并且有权自行代理或获得律师

代理。 

其还有权在审判时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不能强迫其自证其罪。 

在魁北克，司法权利保障个人受到尊重 

以及身心完整受到保护。 

 

了解更多 

法律 

《人权与自由宪章》 

《儿童权利公约》 

《青少年保护法》 

《青少年刑事司法系统法》 

人权与青少年权利委员会 

简易版人权与自由宪章 

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经济与社会权利 

司法权利 

Éducaloi 

犯罪与违章 

司法与法院 

自由与公民权 

劳动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https://www.ohchr.org/FR/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RC.aspx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P-34.1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fra/lois/Y-1.5/textecomplet.html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vos-droits/Pages/charte-droits.aspx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pratiques/Pages/discrimination.aspx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vos-droits/Pages/des.aspx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vos-droits/Pages/ex-droits-judiciaires.aspx
http://www.cdpdj.qc.ca/fr/droits-de-la-personne/vos-droits/Pages/ex-droits-judiciaires.aspx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crimes-et-contraventions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justice-et-tribunaux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libertes-et-citoyennete
https://www.educaloi.qc.ca/categories/tra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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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五——魁北克是一个世俗社会 

魁北克的世俗化 

魁北克政府及其机构是世俗化的：政府的决定和行为独立于宗教力量。但并非一直以来都

是如此。在魁北克的历史中，天主教会曾经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  

从六十年代开始，宗教的影响力才逐渐在魁北克公共生活中减弱， 

而受教会管理的机构也逐步世俗化。 

政府的世俗化基于政治与宗教分离原则、宗教中立、全体公民平等、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 

例如，您与医院护理人员的宗教信仰不得影响您及时获得医疗护理。 

在魁北克社会，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是基本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有权选择、践行和表达自

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构成歧视和骚扰的理由之一，宗教性歧视和骚扰在魁北克受到禁止。  

政府的世俗化 

魁北克政府的世俗化旨在确保人人平等，无论其信仰或宗教。2019 年，为了巩固世俗化，

魁北克在历史演进中迈出了新的一步，颁布了《世俗化法》。这部法律基于魁北克的历史、

价值观和特点，确立了魁北克政府世俗化的模式。 

这部法律还含有一些规则，明确了世俗化准则如何体现于魁北克的公共领域。比如，从

2019 年 3 月 27 日起，该法律禁止某些公职人员，特别是新入职的警察、刑事诉讼检察官

以及公立中小学的教职工等，在行使职权期间佩戴宗教标志。  

但是，在 2019 年 3 月 27 日已经在职的佩戴宗教标志的人有权继续在本单位行使职权的时

候佩戴。 

另外，为验证身份或出于安全考虑，个人在接受某些政府服务时必须露出脸部。同样地，

政府公职人员向公众提供服务时必须露出脸部。 

魁北克是北美唯一将世俗化写进法律的地区。政府的世俗化已载入《人

权与自由宪章》。  

了解更多 

法律 

《世俗化法》 

《促进政府宗教中立及旨在规范某些组织以宗教为由请求变通之法律》 

司法部 

政府宗教中立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L-0.3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L-0.3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R-26.2.01
https://www.justice.gouv.qc.ca/ministere/dossiers/neutra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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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融入一个新社会必然要求您做出坚定且持续的承诺，即证明您使用法语融入和充分参与公

共生活的意愿。这份承诺尤其体现为使用政府向您免费提供的法语化与社会融入服务。 

通过本实用指南中的超链接继续学习，同时求助于个性化的辅导程序，您将加速和促进融

入魁北克社会。 

测评样题 

您阅读本指南准备的学习测评包含陈述题、判断题和情景分析题。  

以下是《人权与自由宪章》所载民主价值观和魁北克价值观学习测评中的几道样题。 

在魁北克，男性和女性享有同等权利，男女平等受《人权与自由宪章》约束和保护。 

• 正确 

• 错误 

以下哪幅图中的人在魁北克有权结婚？ 

• 两男 

• 两女一男 

• 两女 

• 一男一女 

• 两男一女 

请指出以下哪一个/哪些情景存在歧视。拒绝聘用： 

• 一位怀孕的女性 

• 一位不具备所需文凭的人。 

• 一位某一族裔人士。 

自 2019 年 3 月 27 日起，根据《世俗化法》，新入职的警察在行使职权期间不得佩戴宗教

标志。 

• 正确 

• 错误 

https://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fr/informations/parcours.html
http://legisquebec.gouv.qc.ca/fr/showdoc/cs/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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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的官方语言是什么？ 

• 英语 

• 西班牙语 

• 法语 

• 法语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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