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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害怕寻
求执法人员或服务提供单位
的帮助，因为我们面临的是
歧视和羞辱，性工作被定
罪，担心被执法官员指控，
不确定的移民身份以及潜在
的被捕风险和被驱逐出境。
 
* 请记住：在加拿大，作为
性工作者或卖春并非违法行
为。
 
你应该像每个社会成员一样
受到保护，免受暴力或剥削
的侵害。您应该能够获得支
持并倡导您的权利。

性工作本身并不涉及暴力或剥
削。像其他工作一样，性工作者
可能在工作中有高低起伏，但暴
力和剥削从来都不是任何工作可
接受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
社会对性工作的主流态度让我们
觉得这些是我们工作的正常分。
无论是在按摩院，整体健康中
心，人体按摩店，酒店，应召地
点或其他性产业工作中，了解您
在暴力或剥削情况下如何帮助自
己或同事就非常重要。

了解您的
权利有助于
您保护您⾃
和您的同事.

如何保护
⾃⼰免受暴
⼒和剥削？

联系我们以支持您和您的同事。
 
迁蝶（亚洲和移民性工作者支持网
络）
416-906-3098  
butterflysw.org 1



了解您的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班表，收入/工资
●工作职责：您将提供哪些服
务？
●工作场所的安全性
●就业：您是属于自雇人士还
是受雇员工？
    ○如果您接受雇主的培训，
无   法自己决定您的工作时间
或工资，或者您无法掌控您的
工作，您可能就是雇员  
●雇主或中介机构不应要求您
支付费用以获得工作

我如何防⽌
劳动剥削？

* 保留您自己的工作时数和日期记
录。
 
* 您的雇主不应扣留您的文件，例如
身份证或护照（自己保管好）。
 
** 即使您没有在加拿大工作的许
可，“就业标准法”的法律（例如最
低工资，工作时间，休假和假期）仍
然可以保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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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作
场所受到暴⼒
和骚扰？

没有人可以对您使用武力或威胁要
伤害您身体
 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您戏弄，大喊
大叫，霸凌或发送令人反感的笑话
或题材，或恐吓您骚扰您
您不应在工作场所受到任何形式的
骚扰或  性暴力，无论这些人是雇
主，经理还是同事，客户或执法
（条例，移民和政策）官员

您有权保护自己免受工作场所的暴
力和骚扰。你应该像每个社会成员
一样受到保护，免遭暴力和骚扰。

同意提供性服务并不意味着您接受对您的暴力行为。
您有权拒绝任何您不想要的性接触。

性⼯作不是暴⼒。暴⼒和骚扰（例如性骚扰和殴打）
不属于做性⼯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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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受“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简称
OHSA）的保障
 
这意味着您有权：
 
 - 了解何谓健康和安全危害
 - 参与保持您的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 拒绝从事您觉得不安全的工作
 
*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假让职工在其或
其子女面临家庭暴力或性暴力（连续
工作13周后）时，可以免于中断工
作。这也就是说您之后可以恢复工
作。

您受“刑法”的保护
 
您在法律上受到保护，
不受人身侵犯，身体伤
害，性侵犯，盗窃，抢
劫，人口贩运，绑架和
强行拘禁

如果您被贩运，您可以申请临时工作许可证而暂时留在加拿大
（许可证的长度通常为6个月至1年）。
 
您无需与执法机构合作或对您的贩运者作证以期获得许可证。

⼈⼝贩运受害者的临时⼯作许可证（TRP）

多
伦
多
⽆
惧
政
策

多伦多市议会通过决议，认可多
市为“通行无碍”状态，其目的
是重申其对无证居民（没有有效
学生，旅游或工作签证，难民身
份，非永久居民或公民，或其他
无有效加拿大移民身份的人）的
承诺，无论移民身份如何， 都
得以确保所有居民都能够获得市
政和警察的服务。

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您都
可以在多伦多获得服务
您无需向市府官员，警察或服
务提供单位透露您的移民身份
（即使您被问到的话）

如果我没有安
全的移⺠⾝份，
我该如何获得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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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服务
提供单位
的帮助

由于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的混淆，一些服务提供单
位可能会将我们所有人都视为被贩运的受害者。
告诉服务提供单位您的需求以及他们如何为您提
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您还有权决定如何向服务
提供单位认证自己身份（是贩运的受害者，是性
工作者，还是具有移民身份与否等）。

我们鼓励您与服务提供单位讨论您披露身份的疑虑，和/或与其他服务提供单位
和执法机构共享的信息时相关的问题。在您披露信息，同意与他人共享信息或
签署任何表格之前，请务必对此进行讨论。请记住，您有权反对共享您的信
息- 包括在服务提供单位之间的共享信息。有些组织无法提供匿名和保密服
务。提前询问有无这种可能性。

知道你的权益!
安全，尊严，正义!

性⼯作就是⼯作。
性⼯作者有权享有安全，尊严，平等和正义。

对執法⼈
员提出投訴
沒有人有權違反我們的權利，
当然也包括執法人员。
如果您遇到執法人员或警察的
任何不當行為，騷擾或暴力行
為，您可以提出投訴。

客戶服務改進團隊, 
City of Toronto 
311 / mlsfeedback@toronto.ca
City Hall, 100 Queen St. W., 16th floor,
West Tower, Toronto, ON, M5H 2N2

針對条例⽅⾯的投訴

獨立警察審查官办公室
416-246-7071
oiprdcomplaints@ontario.ca
www.oiprd.on.ca

針對警察的投訴

多倫多監察員
(您必須首先通過市府內部過程）
416-392-7062 
ombudsman@toronto.ca
www.ombudsmantoronto.ca

我们一些人可能不太敢呈交
投訴狀。
 
您可以聯繫迁蝶討論您的選
擇，包括采用集體投訴和匿
名方式。

* 您可以匿名提供反饋，但在提交正式投訴時必
須披露您的身份

http://www.oiprd.on.ca/
http://www.ombudsmantoront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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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迁蝶（亚洲和移⺠性⼯作者⽀持⽹络）
416-906-3098�/�www.butterflysw.org

外展和热线服务
建立领导力，培训和网络联系
陪伴，口译和翻译服务
情绪，社会，健康和法律信息，服务和支持。紧急和危机
支持（例如暴力，被捕或拘留）
 研究，出版刊物，公共教育，游说和宣导

我们提供的服务和支持是匿名的。您无需提供名字或私人信
息。

⼯⼈组织
工人行动中心
针对跟工作场所有关的问题为工人提供保密和不带评判的支援
服务
416-531-0778 / 免费热线: 1-855-531-0778
www.workersactioncentre.org

协助受暴妇⼥组织
Assaulted Women’s Helpline
416-863-0511 / 免费热线: 1-866-863-0511 / www.awhl.org

法律援助
安大略法律援助
（为符合财务要求的低收入安省居民提供以下方面的法律服务:
家暴，家庭法，移民及难民法，刑法和扶贫法）
416-979-1446 / 免费热线: 1-800-668-8258 
www.legalaid.on.ca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www.workersactioncentre.org/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www.awhl.org/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www.legalaid.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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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社区法律援助中⼼

有些社区法律援助中心为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士服务。你可
以在此网址
https://www.legalaid.on.ca/en/contact/contact.asp?
type=cl  输入你的邮编来找出最靠近你住所的社区法律援助中
心。大多伦多地区有多家法律援助中心，以下列出的几家是迁蝶
的合作伙伴。

芭芭拉•施利弗紀念診所
（为受虐妇女提供服务）
416-323-9149 / www.schliferclinic.com/

华越柬寮法律援助中心
（为华人，越南，寮国及柬埔寨社区不懂英语的人士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
416-971-9674 / www.csalc.ca

Downtown Legal Services  
416-934-4535 / www.downtownlegalservices.ca

Parkdale Community Legal Services 
416-531-2411 / www.parkdalelegal.org

安省南亚裔法律援助中心
（为自我界定为南亚裔，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米
尔，孟加拉，印度-加勒比，混合种族以及其他的人士提供法律
援助。 ）
416-487-6371 / www.salc.on.ca

其他讯息

劳动厅
免费热线: 1-877-202-0008 / www.labour.gov.on.ca

紧急报案
Call - 911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s://www.legalaid.on.ca/en/contact/contact.asp?type=cl
http://www.schliferclinic.com/
http://www.csalc.ca/
http://www.downtownlegalservices.ca/
http://www.parkdalelegal.org/
http://www.salc.on.ca/
http://www.butterflysw.org/
http://www.labour.gov.on.ca/
http://www.legalaid.on.ca/


迁蝶 亚洲和移民性工作
者支持网络

迁蝶的⼯作是与移⺠性⼯作者建⽴社
群：在这⾥我们可以分享爱，关怀，是
有笑声也有眼泪的地⽅。我们的社群让
我们相互⽀持，抵抗压迫，共同成⻓，
并实现梦想。

促进安全和尊严
建立领导力，发展相互支持网络，促进
团结
加强对合法权利，健康，社会和劳务服
务的获取途径
促进平等，消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
同性恋恐惧，变性恐惧，拒绝污名化和
对亚洲人，移民及性工作者的歧视
促进听取性工作者的声音
倡导法律和政策改革（例如，将性工作
合法化并取消禁止从事性工作的移民禁
令）

联系我们
 
电子邮件：
cswbutterfly@gmail.com
电话：416-906-3098
网站：butterflysw.org

作者：Elene Lam 和 Anna Malla
图： Kelly Lui 
多伦多市资助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