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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移民身份会影响我们安
全工作的能力。

移民法

市级法
律

这些法律由不同类别的执法人员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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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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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移
民局）；CSC（加拿大惩教局）。CBSA执行
移民法并且负责移民拘留和遣送。

与性工作有关的刑事法，在加拿大是全国统一
的。有些移民法也禁止性工作者进行工作。不同
的移民法适用于特定的身份（例如：永久居民、
签证类型、难民申请者、无身份人士）。

不管你的移民身份是什么，在执法人员来到你的工
作场所的时候，你都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你的权利
由当时的情况所决定。

如果你没有加拿大国籍： 刑事法和移民法都可
能对你的移民身份产生影响，并且可能导致拘
留、逮捕和遣送。警方的行为和法庭程序可能因
城市、区域或省份而有所不同。

1.你遇到的是哪种官员？（例如：市政府检查
员、警察、RCMP加拿大皇家骑警；CBSA
移民局等。）
2.他们为什么来访？（例如：检查、有授权
令、接到举报）
3.他们有什么权力？（他们可以拘留我还是给
我开告票？他们可以问我与我的移民身份有
关的问题吗？）
4.你在哪里？（例如：商业场所？住宅？公共
场所？）

这份文件指明了影响性工作者健康和安全的法律
问题。如果想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并且以策略
将法律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小，请阅读《移民身份
与性工作》。

如果执法人员来到你的工作场所，问问你自己: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市政府检查员只能执行市级法律。 他们不能拘留你。他们可以检查与市级法规有关的事项（健康与安全、
执照等)，但是他们不能执行刑事法和移民法。他们没有权力询问你的移民身份。如果你违犯了市级法规
（你忘记带你的执照、违犯服装规定等）他们可以给你开告票／罚单（罚款）。更多信息请阅读《移民身
份与性工作》。
警察可以执行市级法规和刑事法。在某些城市，警察进行 移民执法人员（CBSA）移民局可以拘留你，
如果他们相信：
检查并且执行法规。
• 你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或
警察可以拘留你，如果：
• 你违犯了移民法（包括相关条件）；或
• 你正在违犯刑事法（例如：购买性服务、接受物质
• 你可能因为犯罪记录或其他“安全原因”，
利益）；或者
而“不被允许进入或逗留” （inadmissible)
• 有一张以你的名字签发的拘捕令（与刑事检控或移
；或
民局的离境令有关）
• 你被签发了一张与离境/驱逐有关的命令；或
• 此外，警察可以暂时拘留“目击证人“。所以即使
• 他们无法确定你的身份。
你没有被刑事检控，也有可能被暂时拘留。更多信
息请参阅《逮捕与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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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里？
与警员讲话=做出呈堂证供

你的权利取决于你所在的场所（例如：公寓、按摩院、
宾馆、车里）。

如果警察与你对话: 你可以表明身份，但是你有权利不
说话。你所说的任何话都会被作为口供。口供会被用
来指证你、你的同事和/或你的客人。警察用他们进行
更深入的调查，以获取足够的证据进行逮捕。

如果警察来到你的住所（例如、家里、共管公寓、公
寓）你不需要让他们进门，除非：
• 他们有授权令 (授权进入或搜查特定地区) ；或
• 应门的人允许他们进门；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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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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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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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有权在没有授权令的情况下进入商业场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没有授
权令，他们不能搜查住所，但是市级法律--例如
市级法规会给警察进屋“检查”的权力。市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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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工作者会跟警察说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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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A (移民局)

更多与移民或控罪有关的拘留、与法律程序有关的信
息和策略（如保释聆讯、拘留复议、合理替代拘留的
方式、离境令和驱逐），请参阅《移民身份与性工
作》。

CBSA(移民局)通常因特定原因而来访（例如：找
特定的某个人、“没有身份的工作者“、“人口
拐卖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有
一张授权令。

如果有一张有你的名字的离境令（Removal Order)/
驱逐令 (Deportation Order) 被签发了，你就被命令
离开加拿大。如果你不离开，就会有一张逮捕令签发
给你。

如果你被CBSA(移民局)拘留，你有权要求与你的
律师谈话。在你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你有权不说
任何话，直到你与你的律师谈话。
• 执法人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尊重你与律师
说话的权利。
• 没有政策规定你必须与CBSA(移民局)合
作，但是如果你不合作，他们可能会更激
进并且逼迫你顺从他们。
• 为了确保你与律师说话的权利，你可以
以“积极／正面的陈述”回应。例如：
“是的，我会合作，但是我想先跟我的律师
谈话。”
• CBSA(移民局)执法人员有权质
疑你和重复询问你相同的问题。
他们受过训练可以激使你说话
（做出口供），并且说服你相信
这样对你最有利。如果你决定
不要做出口供-保持镇定，试着
不要对他们的任何言语或行为
做出反应。

你可以进行以下某项申请来防止被移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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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你的案件的具体细节。
• 如果你的申请被接受，你可能在审理过程中
被有条件释放。
• 有些人不想呆在加拿大。如果你没有被拘
留，你可以利用条令允许的时间为离开做好准
备，然后离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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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执法人员表明身份

移民法

如果你在商业场所内，警察和市政府检查员可以要求
你出示你的执照 （市政府要求的特定执照）。如果你
没有，他们可以询问你的姓名。
• 如果CBSA（移民局）不能确认你的身份
（你无法证实自己的身份），即使你没有因
犯罪被控告，他们也可以拘留你。
• 警察只有當你正在犯罪的时候，无法证实自
己的身份而拘留你。
• 市政府检查员不能拘留你（无论是因为你的
身份还是其他任何原因）。

永久居民有权在加拿大任何地方工作。没有具体的
法律禁止你从事性工作。
如果你没有加拿大国籍或不是永久居民（签证持有
者、难民申请者、等待担保等）你不能合法从事性
产业工作：
• 即使有合法的工作许可（例如：工作签
证），你也不能从事性产业工作。《移民
与难民保护规定》规定你不能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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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城市有政策命令警员提供“没有恐惧地獲得協
助” (Access Without Fear)。这些“不要问、不要
说”的政策可能会让潜在的受害者或者没有身份的移
民不必暴露他们的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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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被允许依法在加拿大任何地
方工作，你应该能够保护你自己在
那里工作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在公
开提供性服务或色情服务的商户工
作。

如果警察要求你表明身份，你要知道：
• 向警察谎报身份是刑事犯罪
• 你被依法要求提供你的法定姓名。如果你选
择提供你通常使用的另一个名字，考虑一下
这是理性公事的检查吗？你被正式询问或拘
留了吗？
• 如果你提供了你的法定姓名，又有一张以那
个姓名签发的逮捕令（与离境／驱逐令或刑
事控诉有关），警察可以逮捕并拘留你。
• 除非有逮捕令，否则警察一般不能仅仅因认
为你违犯移民法规或没有身份就逮捕你。他
们可以联系CBSA（移民局）并把你提供的
名字交給他們。

更多信息请参阅《移民身份与性工作》。

万一要被拘留，提前要做的准备
提前做好准备并且与你能信任的人交谈，是很有帮助
的。因为一旦你被拘留了：

刑法

• 你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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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可以给别
人打电话，你熟记了他们的号码吗？
• 你永远都可以跟你的律师私下谈话，但是你与
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谈话都可以被监听而且被用
作证据指证你。如果有人已经了解你的状况并
且有要打电话的人的姓名和号码，当你的对话
被监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互相交流并且不透
露具体细节。

在加拿大，出售自己的性服务不是犯罪。除非是在公
共场合或者在学校、托儿所或操场的视线范围内。但
是：
• 客人购买或意图购买我们的服务是违法的。
请参阅《客人与法》；还有
• 同事帮助或促成我们的工作是违法的（例
如：获得物质利益、拉皮条、打广告）。参阅
《第三方与法》。

如果你已经被拘留，有没有人：

• 与没有加拿大国籍或永久居民权的性工作者
合作的第三方，可能被控以贩卖人口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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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展工作社工？他们知道你的法定姓名吗？

如果你没有加拿大国籍，并且被判定犯下某些罪行，
你会失去移民身份，并且被迫离开加拿大（被驱逐）
。
在不知道某项罪名对你的移民身份有什么影响的情况
下，永远不要认罪。
更多信息请参阅《移民身份与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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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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
么要逮捕你，或为什么要拘留你。

提前问问你自己
• 法律允许你在加拿大工作吗？

在他们带你去任何地方之前，试着说服他们给你点时间拿东
西（例如你需要你的女性用品、药物、外套、要上洗手间
等。）。

• 法律允许你为提供性服务或色情服务的雇主工
作吗？

在你离开之前，试着带上:

• 你知道从事性产业工作对你的移民身
份会有什么影响吗？

• 保暖的衣服、外套、眼镜、化妆品等。
•钱
• 药、吸入器、激素等
• 你的法律、医疗和其他重要文件
• 你需要联系的人的电话号码

• 你需要市府颁发的特别的执照（例如：
按摩执照）才能工作吗？（这与移民许
可有所不同）
• 你在公开提供性服务或色情服务的地方工作
吗？你知道法律允许你的雇主公开提供哪些服务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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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提供给执法人员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是什么？
• 谁拘留了你？（哪种法律执行人员：SPVM （蒙特利
尔警察）、RCMP（加拿大皇家骑警）、CBSA （移
民局）? 他们的姓名、编号等。）
• 为什么要拘留你？（移民原因、刑事犯罪指控等。）
• 你被拘留在哪里？（地点、地址）
• 他们会把你带去其他地方吗?
• 你有保释聆讯或拘留复议聆讯吗？什么时候？哪里？
• 他们应该打电话给谁（外展社工、移民律师、刑事法
律师、朋友等）？你能与你的律师见面吗？
• 你需要他们给你带些什么东西吗？聆讯要用的钱？衣
服？药物？他们要在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带去什么地
方？
• 你有权要求翻译。你要求要翻译了吗？你有要求嗎？

• 你知道哪些市级法律(法规条例)对你的工作场
所有效吗？
• 你知道哪些刑事法与移民法会用于你提供的服
		
务吗？
• 你知道在你的活动范围内有突击搜
查或侦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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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和支持请联系:

• 面对每种执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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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 Parthenais Street (North of Ontario Street)
Suite 404, Montreal (QC) H2K 3T1
Frontenac Metro
www.chezstella.org
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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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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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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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或雇主）讨论这些
情况？

迁蝶

（ 亚裔及移徙性工作者支援网络）
电邮: cswbutterfly@gmail.com
网站：www.butterflysw.org
电话: （416）906-3098
我们提供中文和英文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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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你的状况、潜
在风险和安全策略的信息，可以跟谁咨询？

此系列其他可供阅读资料
I. 广告与法
II. 第三方与法
III. 客人与法
IV. 朋友、家人与法
V. 沟通交流与法

VI. 逮捕和拘留
VII. 警察的权力：
室内接客及应招工作
VIII. 移民身份与性工作
IX. 没有加拿大国籍身份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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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一些性工作者组织或联盟
组织能给你提供更多信息和支持吗？

4 o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