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身份
与性工作

本文件并非法律意见，仅供性
工作者改善生活及工作环境的
参考资料。本文件并无令人犯

罪的意图。2015年10月

由性工作者为性工作者撰写
安全及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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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与刑事法是复杂的。这份资料不包含你的个别情况所需知
道的所有信息。它提供了基本信息以助你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
也鼓励你与你信任的人倾诉你的个别情况。

性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的合法移民身份。
这会影响我们安全工作的能力 。

这份文件提供的参考信息适用于：

你在加拿大却不持有加拿大国籍，并且提供性服
务或色情服务。

与性工作有关的刑事法律，在加拿大是全国统一
的。但是有些法律和法律程序仅应用于不持有加拿
大国籍的人。  这份资料会帮助你把那些法律的不利
影响减到最小。   

每个省的警方的惯例、执行力和法庭程序都有可能
不同。甚至每个城市或地区都可能不同。这份资料
编写于蒙特利尔，可能与加拿大其他地方的程序非
常不同。

依照法律，不管移民身份是什么，在加拿大的每个
人都有一定的基本权利，而且每个执法人员的权力
都是受到限制的。 

用词注释：

• 我们不使用“移民性工作者”这个
术语，因为人们对它的定义不同。例
如，有些人将永久居民包含在内，有
些人则不。

• 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从事性产业工
作，而且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是我们
的客人。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使用
女性人称代表性工作者，男性人称代
表客户，两种人称交互使用代表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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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与法律执行

一直以来，性工作者与警察的关系都是紧张及敌对
的。 冲突持续是因为对性工作的犯罪化和污名化：
视性工作者为受害人及罪犯，及把性工作看作社会问
题。 警察对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群体及在公众场所聚
集之人士的骚扰、针对、任意及不合理对待，令这种
关係更加恶劣。

不持有加拿大国籍的性工作者和受种族歧视的性工作
者可能在工作时对警察有恐惧，因为我们经常被警察
当做目标，并且可能被询问、拘捕和驱逐。这种恐惧
和在避免与执法部门产生冲突时采取的行动，可能会
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加拿大，只有在学校、托儿所或操场附近的公共场
所出售你自己的性服务，才是违法的。 在其他任何地
方出售你自己的性服务都不是犯罪。但性工作者工作
的时候依然害怕警察，因为：

• 所有客人都有可能会被控告购买或企
图购买我们的服务。 （请参阅《客人
与法》），而且

• 帮助和促成交易的同事，有可能被不
同的法例检控。（例如：获得物质利
益、促使（卖淫）、协助刊登广告、
参与买卖性交易)（请参阅《第三方与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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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与移民身份

性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的移民身份。例如，你可能是：

• 永久居民 或正在等待通过申请。

• 持有效的游客或访客许可/签证

• 持有效的工作许可（工作签证）

• 持有效的学习许可 （学生签证）：
• 持有或不持有工作许可

• 正在等待担保移民被批准：
• 持有或不持有工作许可

• 正在等待难民申请被批准
• 持有或不持有工作许可

• 无正式身份——（你没有合法的移民身
份）：

• 你的许可/签证过期了；或者
• 你还没开始办理以上任何手续；或者
• 你被签发了离境令。（见p. 16）        

在移民法中，“许可”和“签证”是一回事。



各种类型的
执法人员

联邦法律执行：
比如 RCMP 

（加拿大皇家骑警）
；CBSA（加拿大边境
服务局）；CSC（加

拿大惩教局）。

市级法律执行：
如蒙特利尔警察
局、多伦多警察
局、市政府检查

员。
省级法律执

行：
如魁北克省警
察局、安大略

省警察局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俗称： 移民局）执行
移民法《移民与难民法及相关条例》。CBSA移民局
有责任处理违反移民法的行为、移民拘留和驱逐出
境。

在不同的执法部门工作的执法官员所拥有不同权力，
遵循不同的程序，并且可能执行不同的法律 。比如：

• 如果官方怀疑与你工作的人是“人
口贩卖的受害者”或在加拿大非法居
留，联邦官员（例如加拿大边境服务
署或加拿大皇家骑警）会到访你上班
的地方。然而，进行“侦查”的警察
通常是市级警官或其他的市政府检查
员。

如果一个官员来到你工作的地方，他必须告诉你他是
谁（是否为市级机构、移民局等工作）。不同官员有
不同的权力，这影响到有哪些问题是你要依法回答
的，以及什么情况下你必须或不必要让他们进入你的
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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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法律：

不同居民区或城市可能有不同
法规，以控制在该区域内在什
么条件下允许经营什么商业。

例如，所有商户在晚上9点停止
对公众开放。法规也可能规定
在该区域内禁止经营“色情按

摩院”。

各种规范性工作的法律

违反市级法规
不是刑事犯

罪。但是你可
能会被罚款。
如果累积了很
多次罚款，你
可能会被迫关
闭或出售你的

店铺。
见p.10-11

依照你的移民
身份和判决的
不同，如果你
被证明犯了

罪，你可能被
驱逐。在不知
道某项罪名对
你的移民过程
有什么影响的
情况下，绝对
不要认罪。

见p.5 及 7 

移民法: 

根据你移民身份的不同，你
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被允许在
加拿大工作。你也可能被或
不被允许为性产业的雇主工
作。更多信息请参阅p.8-9

违反一项移民
法规不是刑事
犯罪。但是你
可能被拘留或

被驱逐
（被强制离开
加拿大）。
见p.12-16

刑事法：

刑事犯罪使得大部分与性工作有
关的活动都违法。例如，为其他
性工作者约见客人、从其他性工
作者处得到利益、为其他性工作
者打广告，以及向性工作者购买
服务。与人口贩卖有关的犯罪行

为也被用来检控性产业
从业人员。



一同工作：

接下来 右方格 会解释与帮助性工作者工作（与客人
沟通交流、安排与性工作者见面或讨价还价、保安或
接待、为性服务打广告等）相关的刑事犯罪。性工作
者会因为向其他性工作者提供这些服务而被指控。

出售自己的性服务不是非法的（除非是在
学校、托儿所或操场附近的公共场所）。
但是帮助其他人出售性服务一直都是犯

罪，即使你自己也是性工作者。

刑事法与性工作

2. 客人：

所有的客人都可能因购买或意图购买性服务而被起诉。购买性服务一直都是犯罪，不管你是谁或谁在提供服务。
客人可能仅仅因尝试获得性服务而被控告，即使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得到服务。

• 这就让警察可以干涉我们的工作并且侵入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工作的地方任然可以被监视，并
   且警察的干涉还是跟在旧的法规中一样。
• 更多信息请见《客人与法》

性工作者可能会与帮助组织和管理他们的工作的第
三方合作。这些第三方提供或运作工作场所、打广
告、吸引顾客并与顾客交流沟通等。由于语言障碍
以及缺少跟工作有关的可获得的信息（例如按摩院
的规矩、按摩许可、刑事法、租赁、打广告等），
这些服务对很多不持有加拿大国籍的性工作者来说
都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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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工作者：

简而言之，在现行刑事法的规定中，性工作者只有在
在学校、托儿所或操场附近的公共场所出售自己的性
服务，才会被监控。在其他任何地方出售自己的性服
务都不是犯罪。见《沟通交流与法》。

即使你没有在进行犯罪，警察或CBSA（移民局）也
可能会拘留你。警方的肆意和非法拘留及拘捕仍可能
发展成合法的驱逐。

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名警察（不是CBSA（移民局) 
官员）因为你的客人购买了你的服务而逮捕了他。被
捕时你跟他在一起。依照法律，警察可以为了向你提
问而 暂时 拘留你，因为你是“犯罪行为”（购买你
的服务）的“证人”和“受害者”。

• 警察让你表明身份，你告诉了他们
你的姓名。他们联系CBSA（移民局) , 
CBSA确定了你的签证过期了。你被转
送去CBSA拘留，最后被遣送。

• 警察让你表明身份，你拒绝了。尽管
你没有犯罪，警察还是可能会以“妨
碍警务”为由逮捕你，拘留你，并且
联系CBSA。

3.第三方：
第三方是指与性工作者一同工作或陪伴他们的人士
（接待员、司机、保安、业务拥有者、管理人员、
预约者、网站管理员等）。性工作者亦能够作为第
三方，为其他性工作者提供这些服务。

第三方可能因下列犯罪行为而被起诉：

• 获取物质利益：如果你在性产业中为一个
生意工作，从其他性工作者的工作中赚取金
钱或其它收益是违法的。

• 拉皮条 （促使卖淫）：促成性工作者的工
作是违法的。例如，帮助性工作者与客人见
面或为性服务约见，为他们的性服务打广告
或做宣传等。不是一定要收钱才会因“拉皮
条” （促使卖淫）而被起诉。

• 为性服务打广告：为别人的性服务打广告
是违法的。

• 参与购买我们的服务：所有客人都被视为
有罪。因为购买或者尝试购买别人的性服务
是违法的。见《客人与法》。帮助你出售性
服务的人可能因参与这个过程而被起诉。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三方与法》。

很多性工作者与第三方合作，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想
单独工作。性工作者经常觉得与第三方合作更安
全，因为这样会减少孤立性，增加安全性。其他性
工作者喜欢独自工作，但是需要与他人合作吸引客
人，赚取足够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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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与贩卖人口控罪：

在2014年以前就有针对拐卖人口的刑事法了。但在2014
年，联邦政府出台了Bill C-36。这个法规把与性工作者相关
的新的刑事犯，与贩卖人口相关的新罪行连结起 。这个法
规将所有成人间双方达成同意的性工作、性剥削和及贩卖
人口合并起来，反映了一种信念：性工作本质上是剥削并
且是有害的，所有性工作者都是受害者。

与没有加拿大国籍或不是永久居民的性工作者合作的第三
方，可能会因违反贩卖人口罪和违反与成人间双方达成同
意的付费的性服务有关的罪而被起诉。

虽然从外地来加拿大的性工作者通常需要第三方才能安全
工作并且获利，与第三方有关的新的犯罪行为戏剧性地增
加了针对他们的指控的数量，也增加了判决的严重性，包
括强制的最低判刑。

如果你是永久居民：刑事犯罪

你可能会失去你的永久居民权。如果你被证实在加拿大犯
下了“严重罪行”，还可能被驱逐。“严重罪行”就是：

**更多关于“判刑“的信息请参阅p. 7

如果你被证实犯了“严重罪行”，加拿大移民局可能决定
你“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并且命令你离开加拿大。

• 如果你被证实犯了移民法中没有被定义
为“严重”的罪，你不会失去永久居住
权，但是者这仍可能影响你获得国籍。

• 如果你在加拿大之外的地方犯了法，你也
可能被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 你也可能因违反移民法而被“不被允许进
入或逗留”， 例如，错误陈述与你的移民
文件相关的事实。

变成“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意味着你失去了移民身份，
并且被勒令离开加拿大。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许可，
你不被允许返回加拿大。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上诉。

**更多有关“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的信息，请参阅p.15

• 你的实际刑罚是
超过6个月监禁。
例如，你因盗窃而
被认定有罪，并且
被判7个月监禁；
或者

• 所犯罪行的最高刑罚可能是
10年或以上监禁。比如，你
因“拉皮条” （促使卖淫）
或“接受物质利益”而被认
定有罪，即使只对你罚款或
判处两个月监禁。

如果你不是永久居民：刑事犯罪

如果你有签证或正在等待你的担保移民或难民申请被
批准，而你被发现犯了以下的罪，你可能会被“不被
允许进入或逗留“而且被强制离开加拿大：

• 一项刑罚犯罪，可能被起诉为简易程
序罪行(轻微罪行)或公诉罪行（可被
起诉的罪行），或者

• 两项犯罪，只能起诉为简易程序罪行
(轻微罪行)，并且两项犯罪是源于两
个不同的事件。

在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加拿大移民局都可能会决
定你“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并且命令你离开加拿
大。

• 如果你在加拿大境外犯了罪，也可能
被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 你也可能因触犯移民法而变成“不被
允许进入或逗留”。例如，错误陈述了
与你的移民档案有关的事实。

变成“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意味着你失去了你的移
民身份，并且被命令离开加拿大。通常情况下，如果
没有特别许可，你不能回来。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
可以上诉。

**更多有关“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的信息，请见
p.15



被警察拘留

如果你因犯罪（例如收取物质利益、拉皮条（促使卖淫））而被捕，警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拘留你。

如果你被捕而且被拘留：

• 第二天会首次出庭见法官（周末除外）。这时你就进入了答辩“不认
罪”的程序。

• 如果你被拘留，而检察官没有将你在法庭上当庭释放，你就会有一个
保释聆讯。你有权在三天之内進行保释聆讯。只有在征求你同意的情
况下，保释聆讯才可以推迟到首次出庭的三天之后。

如果你被捕又被释放了：

• 如果你在结案之前被释放了，你需要遵守一些
条例并且参加下一次法庭审讯。如果你错过了下
一个开庭日期，法官就可以签发一个逮捕令把你
逮捕。违反你的条例可能导致你被控以新罪名，
你很可能因此而被拘留直到下一次法庭审讯。

保释聆讯

在保释聆讯的时候，检察官可能会争辩，反對你被释
放，因为：

• 你可能不会回来出席下次法庭审讯；或

• 你对公众或者某个受害者或证人的安全有威胁；或

• 你有再犯罪的危险；或

• 你被指控的罪名以及犯罪内容非常严重，公众会
因此对法律的公正性失去信心。

保释聆讯的时候，你的律师会辩护说你应该被释放，因
为：

• 你有能力提供一个固定地址。如果你没有房间或
住所，你要跟一个朋友或家人等住在一起。你也可
以考虑留下收容所的地址（但成功机会较微）。

• 你不会对任何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 你将不会再犯罪

• 你会遵守释放你的条件

要说服法官释放你：

• 证明你的状况很稳定。解释说你有固定的生活。（例
如：工作、学校、医疗跟进 、其他活动）

• 有人可以证明你是稳定和可信的。如果可能的话，请
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例如：外展工作员、家庭成
员、同事）上庭作证，证明你会遵守条件，并且出席下
次庭审讯。

• 有人能提供保释金。请一个经济状况“合法”，并且
财政稳定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请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
人，带着保释金来出席你的保释聆讯，以确保你在被释
放后会遵守条例。如果他们不能带钱来，让他们带上证
明，证明有需要时他们可以提供保释金。

如果检控官说服法官不释放你，你会被拘留到审讯日。你有权
尽早地接受审讯，但审讯日期取决于法庭什么时候可以开庭。
审讯日期可能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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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指市级、省级、联邦警局警官，而不是移民执
行官（CBSA)(移民局)。通常来说，除非你收到驱逐
令，否则警察不能因违反移民法其他规定或条件而
逮捕你。

这个部分指的是被警察拘留。警察拘留（拘留、监
禁、关押等）和移民拘留涉及不同的程序、法院和
拘留所。

警察可以逮捕和拘留你，如果：

• 有一张有你的名字的逮捕令，而签发这张逮
捕令的原因是没有合作执行驱逐令；或者
• 有一张有你的名字的逮捕令或收监令，而这
张令与正在发生的刑事犯罪有关或其他违法
案件；或者
• 你违反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与一件正在发
生的刑事案件或刑事判决有关；或者
• 你正在犯罪（例如收取物质利益、妨碍警察
办公）。

警察也可能拘留你，如果：

• 你的客人或同事被捕了，而且你是“罪案”
的“证人”或/和“受害者”（例如购买性
服务、收取物质利益）。他们会要求你做证
人。如果你拒绝，他们可能因妨碍警察办公
而逮捕你；或者

• 他们虚构一个“理由”来逮捕你，例如妨碍
警察办公或者袭击警官。

警官必须告诉你，你为什么被捕，或者为什么被拘
留。

• 如果没有正式地以一项罪名指控你或有你名
字的逮捕令的话，他们是不能逮捕你的。
• 身为性工作者，或者看起来像性工作者，都
不违法，并不是逮捕你的合法理由。
• “帮助你”或者“确保你安好”绝不是合法
拘留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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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裁决－判刑

如果你因刑事犯罪而被捕，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

• 检察官可能不会起诉你，或者最终
放弃这个案子，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起
诉。

• 检察官可能起诉你，你可以辩称“
无罪”然后参加审讯。

• 检察官可能起诉你，在某些时候你
的律师会尝试与检察官谈判。

你可能被判有罪：

• 因为你参加庭审，最终法官或陪审
团判你有罪。

• 因为你的律师与检察官达成“协
议”。这意味着如果检察官同意了共
同提议的判决，你就要认罪。

不管是审判失败还是你决定认罪，如果你被判有罪，
你就会受到判刑。

• 判刑就是犯罪造成的后果或要受到
的惩罚。

• 判刑可能由你的律师和检察官共同
协商后达成，也可能是由法官决定
的。

• 在所有的案例中，法官对你的判刑
都有最终决定权（即便你与检察官达
成了协议）。

撤消控罪－释放(Discharge)：
对移民的影响

判刑由你的具体情况和很多其他因素（你以前的犯罪
记录、你的现况、案件的来龙去脉）决定。你的移民
身份也可能是影响判决的因素之一。

如果你在一项罪案中被判有罪，你要与律师合作，试
着协商让你被 “撤消控罪”－”释放” ，这对你来
说极为重要。释放是判刑的一种，分两种情况：无条
件释放和有条件释放。

在移民法中，被判释放（有条件或无条件）与被判“
无罪”一样，你不会失去你的移民身份或被驱逐。

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认罪！除非你不想参加审判，而
且你的律师已经与检察官达成协议释放你，或者你已
经准备好文件让法官释放你。

永久居民：如果你被证明犯下了“严重罪行”（详解
请见 p.5) ，而且你没有被判释放，你可能失去永久
居住权并且被驱逐。

任何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员（签证持有者、正在等待
担保移民和难民申请被批准等）：如果你被证违反了
p.5所述的罪行，并且没有被判释放，就可能会被驱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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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与性工作

永久居民： 一旦你变成了永久居民，你就 有权在加拿
大境内任何地方工作。 没有法规特别妨碍你做性工作
者，而且你不会仅仅因为是性工作者就失去永久居民身
份。了解你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失去永久居民身份（请
见P.5 及15）

如果你没有加拿大国籍或不是永久居民 （比如你持有签
证、或者在等待担保移民或难民申请被批准等)你不能
合法从事性产业工作：

• 除非你有工作许可，你在加拿大境内
任何地方都不能合法工作（除了一些全
职学生）。

• 即使你在加拿大被允许合法工作（例
如你有工作许可），你也不能从事性
产业工作，因为《移民与难民保护法
（IRPR）》规定你不能为“有定期提供
脱衣舞、色情舞蹈、三陪服务（应召）
和色情按摩的雇主“工作。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IRPR）》183 
(1) (b.1) and 196.1 (a) ). .

       

记住：特别歧视提供性服务、色情服务的人员的移
民法规很不明确：

-法规特别规定：“你不能为雇主工作”。这对独立
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法规特别规定你不能提供“色情按摩”，但你的签
证上可能写着：不能合法在与性交易有关的商业场
所工作，例如…按摩院…。从业人员怎么知道官员
是否会认为她所工作的按摩院是
“与性交易有关的”？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有些人
提供性服务，有些人不提供呢？

-法规特别规定雇主“有规律地提供”服务，但是如
果从业人员只向少量固定客人提供性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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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移民法中，“签证”和“许可”是一回事。

游客或访客许可

• 依照法律规定，如果你持有的是游客或访客许
可，你在加拿大境内任何地方都不能工作。

• 游客签证的有效期一般是六个月。如果你想呆更
长时间，就要申请延期。

工作许可（工作签证）

• 你可能持有“封闭式”工作许可，特别规定你
可以从事哪些工作、你可以为哪些雇主工作、你
可以工作多久等。如果你持有“开放式”工作许
可，你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性产业雇主除外。

• 但是所有临时居民（即使持有“开放式”工作许
可）都不能为“有定期提供脱衣舞、色情舞蹈、
三陪服务（应召）和色情按摩的雇主”工作。

• 你的签证上可能有规定写着：不适用于与性交易
有关的商业场所的雇佣，如脱衣舞俱乐部、按摩
院或三陪服务。

• 依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IRPR）》“按摩院”
的含义比“色情按摩”广泛得多。

学习许可（学生签证）

• 如果你是全职学生，你可能持有工作许可，或
者可以在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在校园外合法工
作。

• 然而，所有的临时居民（包括国际学生）都不能
为“定期提供脱衣舞、色情舞蹈、三陪服务和色
情按摩的雇主”工作。

担保移民申请者

• 在你等待担保申请通过期间，你在等待获得你的
永久居民身份，你需要一张工作许可来在加拿大
境内合法打工。

• 然而，所有临时居民（包括担保移民申请者）
都不能为“經常地（定期）提供脱衣舞、色情
舞蹈、三陪服务（应召）和色情按摩的雇主”工
作。

难民申请者

• 如果你是难民申请者，你需要工作许可来在加拿
大境内合法工作。

• 但是，所有临时居民（包括难民申请者）都不能
为“經常地（定期）提供脱衣舞、色情舞蹈、三
陪服务（应召）和色情按摩的雇主”工作。

按摩院

与其他商业一样，按摩院有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员工
和不同的服务。

• 不是所有的按摩院都是色情按摩院：
有些按摩院提供色情服务，有些则不
提供。

• 不是所有在按摩院工作的人都提供性
服务：有些员工会提供性服务，其他
的可能不会。

• 不同员工可能会提供不同的性服务。

• 有些员工可能只是有时提供某种性服
务，或者只对某些客人提供服务。

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是注册为全方位的、治疗的或美容
的商业机构（提供服务，例如反射疗法、足疗、针压
疗法、或按摩等）而且你被允许依法在加拿大工作，
你应该能够保护你自己在那里工作的权利。

• 但是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是注册为定期
提供性服务或色情服务的商业机构，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IRPR）》规定
你不能合法在那里工作，除非你是永
久居民或者持有加拿大国籍。
•
 《移民与难民保护法（IRPR）》规
定“你不能为雇主工作”，所以如果
你是在住所（如公寓）工作，这条法
规应该怎样应用就很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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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法规和商业场所
（按摩院、水疗院和代理处等）

如果你在商业场所工作-治疗性或美容性的水疗院、
全方位服务的按摩院或定期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工
作-市级法规一般都有相关规定。

• 每个城市和省的市级法律（法规）都
不一样。同一条法规可能适用于整个
城市或地区，也有可能每个居民区都
不同。

• 如果你在商业场所工作（不是住所，
如公寓），了解适用于你工作的居民
区的市级法规是很重要的。

• 市级法规是特别的法律。不是刑事
法。如果你犯了市级法规，你不会因
违反刑事法而被起诉。

法规是规定当地商户（如按摩院）可以合法进行哪些
商业行为的市级法律：

• 法规可能规定是否所有店主和雇员都
要有执照或许可证、怎样获得这些许
可证、雇员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
么、什么时间可以对外营业等。

在这部分中“执照”和“许可证”是一回事，都是应
用于市级法规和工作场所（例如按摩院）。

• 这些“执照”和“许可”与跟移民法
有关的“许可”不一样：记住：如果
你没有加拿大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你
不能在加拿大境内合法工作，除非你
有与移民有关的工作许可，或者你是
全职学生并且被允许工作。

市级法规的后果

如果你违反了市级法规，市政府检查员或警员可能
给你一张告票（罚单）。比如：

• 如果一个市政府检查员或警员来到按摩院
并且要看你的执照，你没有或者忘在家里
了，他们会给你一张告票（罚单）。

如果你不缴罚款，或收到太多告票，将会产生一些
后果。比如：

• 如果一个按摩院店主收到一定量的与生意
有关的告票，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按摩院执
照，被强制关店并且卖掉。

• 如果一个按摩师收到太多告票，他可能失
去按摩师执照。

• 记住：市级法规并不是刑事法。你不会因
为违反法规而被关进拘留所。然而，在一
些城市，未缴费的罚单最终可能变成“收
监令”-这意味着在一些城市你可能因没缴
罚单而坐牢（更多信息请参阅《逮捕和拘
留》）。

你需要一张特别的执照才
能工作吗？

 
• 取决于商业类型和当地法规，你可能需要由
市府颁发的执照才能工作。

• 取决于你的移民身份，你可能无法获取执
照。

• 如果你对当地的法规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人
可以让你咨询（例如外展社工、同事等）？

• 有时雇主不告诉员工他们是否需要执照，所
以其他员工可能不知道你是否需要有执照。

• 有些性工作者不愿意应对市政府检查员或者
不想注册成从业员，可能会在居民区内从事“
室内应招”（例如公寓）。

• 如果你有按摩师执照或许可（例如全方位服
务的按摩执照、按摩执照、身体按摩执照）工
作时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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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法规由不同类别的执法人员执行。在一些城市，
市级警察负责监察，在另一些城市则是市政府检查员
负责监察，或者都负责。了解你要应对哪种执法人员
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权力不一样。（见p.5-8)比
如：

市政府检查员只能执行市级法规。

• 他们可以询问和监察法规所规定的相关事项
（健康与安全标准、执照等）

• 他们不可以询问你的移民身份。

• 如果你违反了市级法规（把执照忘在家里了
或者你的着装不符合规定等）他们可以给你开
告票（罚单）。

• 他们不能执行刑事法，但是如果法规规定了
你可以、不可以提供什么服务的话，他们可以
询问有关你的服务的问题。

• 你知道你的雇主能够合法为公众提供什么服
务吗？

• 不要说不必要说的话。如果他们问的有关你
的工作的问题超出了法规规定的范围，你不需
要回答或回应。

警员可以执行市级法规和刑事法。

• 在某些城市，警方负责监察和执行法规（开
告票）。

• 警方可以执行刑事法和逮捕正在违反刑事法
的人（例如购买性服务、接收物质利益）

市级法律（地方法规）的执行

执法部门与执法人员的酌情权：
每个执法人员对法律的解读都不同

• 很多省级法规和刑罚都不明确，所以执
法人员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意味
着他们会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解读和执行
法规。

• 有些警察和城市监察员很有礼貌并且思
想开明：他们不会为难从业人员而且确
保每个人的安全。

• 其他警员直接妨碍或威胁从业人员：他
们很享受执行自己的权力，控制、使情
况客观化，看自己能压迫他人到什么程
度，或者其他基于种族的或者将他人视
为受害者的偏见的想法和行为，这些是
他们从未证实或者质疑的事情。这种骚
扰和威胁会在工作场所增加与法律执行
有关的压力和恐惧。

当警察和监察员来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大部分情况
下不会有人因犯罪或移民而被逮捕或带到拘留所。
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询问员工和雇员、搜查工作场
地、有时骚扰和威胁员工和客人，并且会有不尊重
人或威胁的言论或行为。这些针对我们和我们的工
作场所的行为，源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对我
们的尊严的侵犯，并且由于语言障碍而更加严重。

正因如此，了解自己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
就能保护自己，而且在应对不同状况的时候知道自
己有哪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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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法的执行：

被CBSA（移民局）拘留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移民局）官员执行移民法
和移民拘留。他们是移民执行官，不是联邦、市级或省级
警员。

这个部分要讲的是移民拘留。移民拘留和警方拘留（关
押/监禁）涉及不同的程序、法庭和拘留中心。

CBSA（移民局）官员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和酌情权。如果
他们有理由相信以下这些情况，他们就可以拘留你：

• 你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或者
• 你在违反移民法（包括你的移民条件）
，或者
• 有一张以你的名字签发的离境令或驱逐令
有关的拘捕令 (p.16)，或者
• 他们无法确定你的身份。

总体来说，只有CBSA（移民局) 人员可以因为你违反移
民条例而逮捕你。但是如果有一张以你的名字签发的逮捕
令，而且这张逮捕令、是与离境令或不执驱逐令有关，
那么当地警察或CBSA官员都可以拘留你并且将你转交
CBSA 拘留所。

如果CBSA相信发生了以下情况，他们可以拘留你直到“
拘留复议聆讯”（见下页）：

• 你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或者
• 你有潜逃的风险（意味着你不会出席你的
移民聆讯），或者
• 你的身份不能被确认。
• 由于你的犯罪记录或其他“安全问题”，
你可能被判“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加拿
大。（见p.15)

拘留复议聆讯

这个程序在有移民和难民委员会（IRB）委员在场时进行。

如果CBSA（移民局) 在复议聆讯前拘留你：
 

• 你在被拘留48小时后有一次拘留复议。

• 如果你仍然被拘留，下一次拘留复议是在
你的48小时拘留复议后7天之后。

• 如果你再次被拘留，在此之后，每30天
你都有一次拘留复议。

在你的“拘留复议聆讯”上，CBSA（移民局) 可能以在左
下方列出的四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为由， 争辩说你应该继
续被拘留。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合理的替换拘留的
选择”，就可能被释放。实际上，“拘留复议聆讯”与“
保释聆讯”是类似的。（见p.6)

为了能被释放，你要说服委员基于“合理的替换拘留的选
择”释放你：

• 你的律师会辩论说你应该被释放，因为你
没有“潜逃危险”，而且你会出席下一次
聆讯或服从移送。

• 决定经常取决于某人是否能提供保释金，
以保证你会遵守你的释放条件。支付保证
金的人也要承诺，确保你会遵守你的条件
（如果你违反了你的保释条件，他们会通
知CBSA（移民局) ，以确保你在被移送的
时候会出现等。）

如果你没有被释放，你会被拘留直到被遣送，或直到下一
次拘留复议聆讯。

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的污名和歧视普遍存在
于大众中，包括警方、CBSA（移民局) 和其
他的决策者。污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
其他形式的歧视也可能会影响移民局官方对
待你、你的档案和审理移送的方式。

你可以进行以下某项申请来防止由加拿大被移送：

• 申请难民

• 移送前风险测评（PRRA）

• 人道主义援助申请（H&C）和申请暂停
遣返 。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资格进行这些申请。你
需要与律师讨论你的案件的特别细节。更
多信息请看p.16。

如果你成功地进行了其中某项申请，在申请审理期间，你
可能会被有条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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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要被拘留，
提前要做的准备：

考虑有关拘留的问题，会让人很有压力。如果你被拘
留，提前做好准备并且与你能信任的人交谈，是很有
帮助的。

一旦你被拘留了，你就很少有机会与能帮助你的人说
话。你的个人物品也会被拿走（口袋里的所有物件、
你的背包、你的手机）。所以在被拘留之前做好计划
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已经被拘留，有没有人：

• 有你的公寓钥匙，可以拿到你的衣
服、钱、重要的文件、药物等。

• 可以带钱（“经济保证”或“保释
金”）来拘留中心、法庭或法院？

• 可以来法庭或法院，以你的名义在保
释聆讯和拘留复议聆讯上作证？

• 可以帮你找律师-移民律师或刑事法辩
护律师？

• 你认不认识可以替你打电话，并且帮
你安排你的事情的外展工作者？

建立一个搭档系统：

• 如果你被拘留，你认识会帮助你、
可以提前告诉他们你可能被拘留的人
吗？他们会不会帮忙？有什么策略
等？

• 提前讨论这些事情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一旦你被拘留，你的沟通交流就
会被监控。你总是可以与你的律师私
下交流。但如果你与其他人交谈，你
们的对话就会被监控，也可以被用作
指控你的证据。

所以如果有人已经明白你的处境，并且有一张你被拘
留的时候需要打电话联系的人的通讯录，是很有帮助
的。这样如果你被拘留了，在被监控的时候，你可以
与他们联系，并且不用透露太多细节。

如果你被拘留了，你可以给谁打电
话？你熟记他们的号码了吗？在被
拘留的时候，你很可能拿不到你的
手机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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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法人员试图把你带进拘留所：

• 他们必须告诉你，你为什么要被逮
捕，或你为什么要被拘留。

在他们带你去任何地方之前：

• 问一问你是否有时间拿一下你的东
西。

• 他们可能会说你不需要，他们不会
带走你很久，你很快会回来等。不管
他们说什么，试着说服他们给你一点
时间（例如你需要你的女性用品、药
物、外套、要上洗手间等。）。

如果执法人员把你带进拘留所（逮捕或拘留），在他们
把你带走之前，试着把这些信息告知你认识的人。如果
你不能，把这些信息告知你之后可以打电话的人：

• 谁拘留了你？（哪种法律执行人员、他们
的姓名、编号等。）

• 为什么你被拘留了？（移民原因、刑事犯
罪指控等。）

• 你需要翻译吗？你要求要翻译了吗？（有
翻译很重要，紧记：除非你能说两种语言，
否则你不能知道翻译员是否提供准确和没有
偏差的信息）。

• 他们要把你带去哪里？（地点、地址）

• 你可以给律师打电话吗？你的律师可以与
你见面吗？

如果你被拘留，而且你能给某人打电话，试着给他们如
下信息：

• 你被拘留在哪里？（地点？）

• 你是被移民拘留还是被警方拘留？
 • 是哪种官员把你拘留了？
             （SPVM？RCMP？CBSA？等
等）

• 你告诉官员的你的名字是什么？

• 你给他们的你的生日是什么？

• 他们要带你去其他地方吗？

• 你有保释聆讯或拘留复议聆讯吗？什么
时候？哪里？

• 你需要他们为你给其他人打电话吗（外
展社工、移民律师、刑事法律师、朋友
等）？

• 你需要他们给你带些什么东西吗？聆
讯要用的钱？保暖的衣服？药物？他们
要在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带去什么地方
给你？

保暖的衣
服、外套、

眼镜等

钱

化妆品及护
肤品

你的法律、
医疗和其他
重要文件

药、吸入器
、激素等

在你离开之前，试着带上：

你需要联系的人
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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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你的移民身份：
“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变成“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意味着：

• CBSA（移民局) 向移民科举报了你，移民
科是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RB）的一个法庭。

• CBSA出具了一份与你的移民档案有关的“
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报告”给移民科。

• 移民科检阅了报告，并且裁定你“不被允许
进入或逗留”。

•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
拘留。

如果移民科裁定你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 你失去了你的移民身份，而且被命令离开加
拿大。（更多有关离境令和驱逐令的信息见
p.16）

• 如果没有特别许可，一般情况下你不被允许
回来加拿大。

•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申请上诉。

有很多原因可以使你“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例如：

• 违反移民法（移民条件），或
• 被认定在加拿大刑事犯罪，或
• 被认定在加拿大境外犯了刑事罪。

违反移民法：

如果你没有加拿大国籍，某些移民法可能会对你生效。

在你有签证或在等待你的担保移民或难民申请被批准的时
候，如果你没有履行移民义务，你可能会变成“不被允许
进入或逗留”并且被迫离开加拿大。例如，如果CBSA宣
称：

• 你从事性产业工作，或

• 你在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工
作，或

• 你误报或隐瞒了有关你的移民档案的事
实。

即使你有永久居民权，有些移民法还是会对你生效：

• 如果你没有履行移民义务，你会变成“
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例如，如果CBSA
宣称你误述或者隐瞒了有关你的移民档案
的事实，或者你被证实犯了罪。

总的来说，只有CBSA（移民局) 官员可以因违反移民条例
而逮捕你。但是如果有一张以你的名字签发的逮捕令，而
且这张逮捕令、是与离境令或不执驱逐令有关，那么本地
警员可以拘留你。（见p.16)

被认定犯了罪：

• 如果你被认定犯了罪，而且你没有被判 
“释放”，就可能会被不被允许进入或逗
留。

• 请阅读p.5 和7了解什么情况下，你会因
被在加拿大犯罪判刑，而被不被允许进入
或逗留和被驱逐，以及有关 “释放”的信
息。

• 你也有可能因在加拿大境外犯了罪而被
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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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令（Removal Orders)和驱逐令 
(Deportation Orders)

驱逐是指你被强制离开加拿大。（你被驱逐。）

如果有一张以你的名字签发的离境令或驱逐令，这意
味着加拿大政府命令你离开加拿大。

• 两者都是离开加拿大的命令，但是他们的程
序不同、执行方法也不同。

• CBSA（移民局) 官员执行离境令和驱逐令。

这些指令可能会允许你在被迫离开之前，在加拿大停
留几天。

• 如果你没有被拘留，而且被命令离开的时候
没有离开，将会签发一张以你的名字的逮捕
令。

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的污名和歧视普遍存在于大众
中，包括警方、CBSA和其他的决策者。污名、种族
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也可能会影响移民
官员如何对待你、你的档案和移送的审理。

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

一旦你被命令离开加拿大，如果你想留下，你可能有
很低的机会可以不被遣送。

比如，如果你可以证明如果你被遣送回国，你的安全
会受到威胁。你可能由于很多因素而有危险，包括与
你的性别身份、性倾向、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或所属
的文化或社会团体有关的歧视和暴力。

你可以进行以下某项申请来防止由加拿大被移送离
开：

• 申请难民

• 移送前风险测评（PRRA）

• 人道主义援助（H&C）和申请暂停遣返。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这些申请。你需要与律师讨
论你的案件的个别情况。这些申请可能要经过几个月
的审核，所以可能对没有被拘留的人来说是好的选
择。基本费用通常是由法律援助支付的。

有些人可能没兴趣留在加拿大。如果你没有被拘留，
你应该会想要好好利用命令允许你停留的时间，然后
离开加拿大。

反對贩卖人口政策和性工作

性工作在法律中经常被定义为剥削。尽管性工作者
可能会经历暴力和被剥削，我们没有经历或觉得性
工作是剥削。暴力、虐待和剥削不是我们工作的一
部分。

法律和政策经常把所有双方同意的性工作和性剥削
混为一谈。这样一来，所有来加拿大工作的性工作
者都被视为性剥削的受害者。这个假设合并了所有
情况，不管是否存在“被迫、诱拐、欺骗、强制”
，并且假设所有性工作者-特别是从其他国家来的性
工作者-没有自主性。

这种种族歧视和受害者化的假设，被性产业中的一
些性工作者和雇主强化了，一些卫生保健和社会服
务提供者也强化了它。

由于很多性工作者没有办法合法来加拿大；也由于
加拿大政府不把性工作视为正当的工作，而是非法
和不道德的行为；也由于移民法特别规定防止性工
作者来加拿大时从事性产业工作，有些性工作者处
于艰难和不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容易受到伤
害。这就强化了伤害-而不是削弱了-对性工作的犯罪
化和移民的限制性政策。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C)将联合国贩卖人口草案
中对人口贩卖的定义总结为，“为了不正当目的，
例如强迫劳动、劳役、奴隶或性剥削，利用不正
当方法，例如强迫、诱拐、欺骗或强制，招募、运
输、转交、藏匿或接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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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居住许可（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和人口拐卖

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CIC（加拿
大公民及移民部）和合作的法律执行部门之间会进行
协商。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他们可能得到一张CIC签发的特别的临时居住许可
（TRP），有效期为六个月（可以续签）。

依照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的规定，你不一定
要指证被控告的“人口贩子”。但是“参与调查或
起诉，或协助当局”是签发和续签TRP的一个衡量标
准。

依照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的规定，在判定一
个人是否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的时候，官员应该考虑
是否：

 
• 他们是否是为了被剥削的目的（事实
上或意图）及是否是被骗或被迫参加
招募的，或

• 他们被迫参与雇佣或其他活动，或

• 雇佣或其他活动的情况是剥削性的

• 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

依照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的规定，官员可以
签发临时居民许可（TRP), 这样受害者就可以：

• 考虑他们的选择（是否回家，或者协
助针对被控贩卖人口的人的调查或刑
事诉讼）；

• 帮助当局调查和起诉；

• 康复、辅导、治疗等，给受害者时间
做出明智的决策。

理论上来说，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承认人口
贩卖和人口贩运的区别。

• “人口贩卖”是指人被“人口贩
子”强迫、诱拐、欺骗等。

• “人口贩运”是指人没有办法合法
出入境，所以他们让“走私贩”帮助
他们非法出入境。

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个人可能是在极度艰难和恶劣的
环境下来到加拿大的。但是区别是根本的-一种情况
下，此人是违背意愿被迫的，另一个则是有一定程度
上的自主。

在政策中，CIC（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具体规定了
人口贩卖和人口贩运“需要当局不同的回应”。实际
上，政府与执法部门时常把贩卖和贩运与女性非法移
民混为一谈，特别是性工作者。

不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和/或不视自
己的工作为被剥削的性工作者，是被
刑事法和移民法系统惩罚的-而不是被
支持。

与性工作和移民有关的污名、性别及种族歧视把所有
其他种族，及没有加拿大国籍的性工作者都假设成
为是受害者， 这些对所有的法定程序，包括移民程
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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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应对执法人员
向执法人员证明你的身份

如果你在商业场所，警员和市政府检查员可以要求
看你的执照。如果你没有执照，他们还是可以询问
你的姓名。

• 即便你没有犯罪，但如果CBSA（
移民局) 官员不能证实你的身份（这
表示你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他们
还是可以拘留你。

• 只有在你正在犯罪的情况下，警察
才能因你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而拘留
你。

• 如果你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市政
府检查员只能给你开告票。

如果警察让你证实自己的身份，你要知道：

• 对警员谎报自己的身份是违反刑事
法例的。

• 如果你告诉警察你的法定姓名，而
且有一张以这名字签发的逮捕令（与
驱逐、离境令或刑事控告有关），警
察可以逮捕你并且把你带进拘留所。

• 如果警察认为你违反了移民规定或
者你没有身份，他们一般不能因此
逮捕你。他们可以向CBSA（移民局) 
以你给他们的名字举报你。

• 有时人们给出自己日常用的名字而
不是法定姓名。设想一下这些场景：
警察是为了一般性检查而跟你讲话
吗？还是你被正式问话或被拘留？

不管你的移民身份是什么，当执法人员来到你的
工作场地，你还是有一些基本权利的。你的权利
取决于工作的环境：你在哪里，你遇到的是哪种
官员？了解你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你了解你可以
依法做什么或说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或说什么。

你在哪里？（哪种工作场所：住宅公寓、按摩
院、宾馆等。）

• 你在住宅公寓还是独立屋中工作？有
没有房东与租客之间的租约？你知道
谁在租约中吗？你通常可以告诉警察
他们不能进入公寓或独立屋，除非他
们有搜查令（见p.21)

• 你是在营业性按摩院或代理处工作
吗？门口有商业标识吗？这个商户有
打广告或在网上注册了吗？有没有公
司支付租金？（见p.21)

你遇到的是哪种官员？他们为什么来访？他们来
自哪个机构？
（市政府检查员、警察、（加拿大皇家骑警）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等。）

• 例如，是否是市政府检查员来监察按
摩院，检查执照？他们只有权力查看
你的按摩证（不是你的移民文件），
而且如果你没有执照，他们只能给你
开告票（见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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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CBSA（移民局) 来访你的工作场所

CBSA（移民局) 通常不会进行任何抽查。如果有特别
的原因，他们通常只会来到你的工作场所，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大部分时候也会有一张搜查令。例如：如
果他们在找某个人；如果他们有理由相信有没有身份
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相信有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等。

如果你被CBSA（移民局) 拘留，你有权要求与律师谈
话。一旦你表明身份，你就有权不说任何话，直到你
与你的律师谈话。然而：

• 官员可能剥夺你见律师的权利，也可能尊重你见律
师的权利。

• 尽管没有实际的政策要求你必须与CBSA（移民局) 
合作，然而如果你不合作，他们可能变得更有攻击
性，并且试着更进一步强迫你。

• 如果你想保证自己见律师的权利，你最好以“正面
说话”回应。例如：“是的，我会合作，但是我想
先见我的律师。”

请记得CBSA（移民局) 官员：

• 有权向你提出问题：他们可以重复提出相同的问
题。

• 他们受过培训而诱使你说话（作为呈堂证供)。他
们会说服你相信这样做会对你有利。

• 如果你决定见律师之前不做出口供-保持冷静、避
免对峙、试着不要对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做出任何反
应。

没有加拿大国籍身份，特别是从事性产业
工作的人，几乎每天都在遭受歧视、污名
和骚扰。即使与法律没有冲突，有些人还
是害怕与执法人员讲话。

• 当官员来到我们的工作场所的时
候，语言障碍和对法定权利的生
疏，会让人难以保持冷静、难以不
担心或者不被恐吓。

• 你有不被恐吓或骚扰的权利。你
也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尊严，以
及不说不必要说的话。

• 事先计划好当执法人员来访你的
工作场所时，要说什么，不要说什
么，这有助你保持冷静。提前与你
的同事商量对策也可能会有帮助。

• 如果你没有合法的身份或者合法
的工作许可，或者你把文件忘在家
里了，记得这可能只是例行公事。
警察可能会询问甚至骚扰工作人
员、搜查物品、甚至开告票，但这
不会升级为与移民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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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察（不是CBSA（移民局) ）
来到你的工作场所，你想离开：

问问他们你是否会被捕。

如果警察没有告诉你你会被逮捕或拘留：
 

• 保持冷静，解释说你明白你不会被捕或被拘
留，告诉他们你想离开。你就可以离开工作
场地了。

• 如果你不是在工作（你可能在等朋友完成工
作、检查他们的服务、来按摩等）。你没有
理由不能离开。

请阅读p.6了解为什么警察可以拘留你。 

试着冷静地说话和行动，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逮捕你
（例如：妨碍公务、袭警等。）

如果你被警察拘留了，一旦你要求与律师谈话，他们
就必须停止问你问题。但是一旦你跟律师谈话了（通
常是通过电话）

• 警察有权向你提出问题：他们可以不断提出
相同的问题。

• 警察可以合法地说谎，而诱使你说话（警察
可以把它作为呈堂证供)。警察受过培训，会
用激惹你的方法令你说话。他们会说服你这
样做会对你有利。

• 如果你决定拒绝作口供，就不要对警察的任
何言语和行为做出反应-请保持冷静、避免冲
突并且保持沉默。

与警员讲话=做出呈堂证供

如果警察接触你：

你可以表明身份，但是你有权利不说任何其他的话，
而且你所说的任何其他的话都会被作为口供。口供会
被用来指证你、你的同事和/或你的客人。它们被用
来帮助警察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获取足够的证据以进
行逮捕。

一旦你对警察做出口供你就变成了证人，你的口供就
变成了证据。一旦你做出口供你可能会被命令出庭，
指证他们逮捕的人（例如：你的同事或客人）。这就
是为什么有些性工作者不跟警察交谈。

有些性工作者感到恐惧，说出不必要说的话，因为他
们害怕保持沉默会让他们看起来有罪。你的沉默不会
让你显得有罪，但你的口供却会对你不利。

有些工作者会跟警察说话，避免出现问题。即使在警
察没有权力进工作场所的情况下，有些工作者还是允
许他们进屋并且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
他们被突击检查、拘留、逮捕甚至驱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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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察（不是CBSA
（移民局) ）来到你的住所

（家、共管公寓、公寓）：

如果没有搜查令，警察是不能合法进入住所的。除非
应门的人允许他们进屋，或者警察有理由相信： 

• 屋内有人正在或者将要进行刑事犯罪
行为，或者

• 他们要逮捕的人在屋内，或者

• 公众或屋内的某人的生命或安全受到
威胁。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你不表明自己的身份(法定姓
名、地址、出生日期)警察可能因妨碍公务而逮捕
你。你没有义务回答其他问题。

否则，警察没有权力进入住所。
 
• 如果你在公寓或独立屋里工作，警察
来查访你，但没有委搜查-并且并不属
于以上任何一种特殊情况-你不需要让
他们进屋或者回答他们的问题。

• 如果没有义务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你
可以选择表明或不表明。如果你拒绝
出示你的身份证或说出你的姓名，很
多警员会为难你，但有些也会尊重你
不表明身份的权利。

如果警察（不是CBSA（移民局) ）
来到你的商业工作场所

（按摩院、应召中心、脱衣舞俱乐部）：

警察有权在没有委任令的情况下进入商业场所。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进入并且为所欲为。

• 法规-例如市级法规-给警察进屋“检
查”的权力（见p.10-11)

• 违反条例不是刑事犯罪：警察可以给
你开告票，但不能逮捕你。

了解适用于你的室内工作场所的法规是很重要的。

法规不允许搜查房屋，但是可能会允许警察进屋，为
了：

 
• 查看建筑物是否有“火险”，或

• 查看碗柜或办公用品，以确保设备符
合法规规定的卫生及安全标准。

警察的行为是有限制的。比如：

• 法规没有授权警察搜查你、你的背
包、你的外套、你的手机等。如果你
不是被捕，警察不能在没有搜查令的
情况下搜你的身，除非他们认为你有
武器，并且对他人的安全造成威胁。
如果你是被捕，警察也可以搜你的身
以保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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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问问你自己

• 你知道不同执法人员的制服和徽
章是什么样的吗（市政府检查员、
市级警察、联邦机构人員）？

• 面对每种执法人员：你知道哪些问题
你有或没有法定义务回答吗？

• 面对每种执法人员：你知道他们是否
有权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你的工
作场所吗？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没
有法定义务，在没经过你允许的情况
下，让官员进入你的工作场所吗？

• 如果不想让官员进入你的工作场所，
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吗？

• 如果你遇到执法机构人員，你知道你
有哪些合法权利吗？你有没有人可以
联系，以获得更多信息、更好地了解
你的状况？

• 你在压力下会恐慌或说多余的话吗？
如果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保持冷
静？

• 你知道从事性产业工作会怎样影响你
的移民身份吗？

• 你有没有人可以联系，以
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且更
好地了解潜在的风险和安
全措施？

• 如果官员来到你的工作场所，你会怎
么说？怎么做？你能不能与同事（雇
员与雇主）讨论这些情况？

• 如果你是雇主：你为雇员提供了好的
工作条件吗？你的雇员了解他们自己
的合法权利吗？你有没有为他们提供
机会了解：自己的权利、影响他们的
法律和法规、本地执法机构等？良好
的工作条件对雇主和雇员来说都是最
好的。

• 你知道一些性工作组织或联盟组织
能给你提供更多信息和支持吗？(请见
背面)

2065 Parthenais Street (North of Ontario Street)
Suite 404, Montreal (QC) H2K 3T1

Frontenac Metro
www.chezstella.org

电话 : (514) 285 – 8889

我们接受被拘留和监禁人士打
来的接听方付费电话。

我们提供英文和法文服务

（ 亚裔及移徙性工作者支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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