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新卖淫法最新信息
从2014年11月6日起, 法案C - 36已经成为法律. 加拿大新卖淫法定以下活动为违法：
- 购买性服务（即：为性服务付款的客户）
- 在网络或报刊上为性服务登广告（为自己登广告除外）
- 从性工作中获得物质利益的人（如经理, 司机等）
- 在任何学校，操场或托儿所旁边进行以卖淫为目的沟通
新法律全面的問与答，請参考:
http://www.aidslaw.ca/publications/interfaces/downloadFile.php?ref=2305
如果您需要中文(或其他语言)的概覽, 請聯繫我們.
SWAN也可以
- 回答您有关新法律的问题，
- 当我们有更多的信息的时候, 让你知道法律怎样在不同的城市执行,
- 如果法律执行時, 拥护您的权利。
我们将需要一点时间才知道新法律如何在不同的城市执行。同时,我们收集
了以下的信息:
 Vancouver温哥华-- 温哥华警察局(VPD) 已经向警员指示他们该继续遵守
温哥华警察局的性工作执行指南(见附件)。 如果你觉得温哥华警察局
没有遵守这个指导方针,请联络我们,让我们能够和他们跟进。温哥华市
政府继续致力于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并已发给法案C - 36的回应
(见附件)。
 Richmond 列治文—省皇家骑警已经向SWAN声明列治文市和列治文皇
家骑警没有意思关闭按摩院。如果你们将来的日子有相反的感觉,请跟我们
联系,让我们可以跟进。我们现在没有关于列治文执行新法律更进一步的细
节。
 Burnaby 本拿比-省皇家骑警通知 SWAN 他们跟Burnaby市目前没有意愿关掉按摩店。假如你对这声明有其
他想法，请联络SWAN，让我们能够跟进。我们目前没有其他关于Burnaby执行新法律的信
息。
声援你的
SWAN Vancouver Society/天鹅温哥华协会 (2014 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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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市对法案C-36通过的回应
2014年11月7日
温哥华市对C-36法案(保护社区和被剥削者法)的通过非常关注.
正如研究证实，性工作违法化进一步增加性工作者面对暴力的风险。
法案C-36的通过：
-

削弱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
增加社会排斥和推动性工作者往更偏远的地区工作

这法案通过对温哥华市的将来有什么意思
展望未来，大家应该集中关注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及她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
温哥华市承诺对这个目标表达支持，于2014年10月，市长和市议会采取的温哥华健康城
市策略鉴定了13个目标，包括:
-

安全和社会融合
促进所有人的健康和福利
谋求令温哥华作为加拿大最安全的大城市，透过每年减低罪案，包括性侵害罪案

温哥华市会继续跟社区组织和省政府合作，联同把性工作者经验的危险和损害减到最少
。这包括：
- 对付所有种类的非法利用和虐待
- 提供教育和认识这个行业的机会
- 协助得到健康和社区服务
- 为希望离开这个行业的人士制造过渡期的计划
温哥华市建议联邦政府参考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的法规
于呈递给联邦政府的文件中，温哥华市建议把提出的法规转介给最高法院，以便保障它服
从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和Bedford案件的裁定：
优先考虑这个法规所保护的群体的健康，安全，和尊严。
温哥华市提出要求一个包括全国不同城市的咨询会，讨论这个法规有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2013 年，温哥华市提供超过$400,000的补助给11个社区组织：
- 促进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
- 打击儿童和青年的性剥削
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如何积极的改善性工作者
http://vancouver.ca/people-programs/Health-and-safety-for-sexworkers.aspx

温哥华是北美首个城市推出改善性工作者的健康，
安全，及他们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计划。

温哥华警察局的性工作执行指南
2013年1月通过
(室内工作者的相关摘录。完整的文档:
http://vancouver.ca/police/assets/pdf/reports-policies/sex-enforcement-guidelines.pdf）

联邦政府法案C-36的通过不会改变温哥华警察局对性工作的执法理念。
温哥华警察局人员已被指示继续遵循性工作执行指南中列出的原则。
目的
• 性工作执行指南反映温哥华警察局有关对性工作者暴力和性工作相关的执法的理念。
• 在任何时候，温哥华警察局人员将秉承“IPAR”的价值观：诚信，敬业，责任和尊重。
•
该文件反映了温哥华警察局关于对性工作者暴力和性工作执法有关的法律的理念。它还提
供警察和公众关于温哥华警察局对性工作实施的准则及理由。这里列出的应对策略是与温
哥华警察局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并确保温哥华警察局人员在处理任何涉及性工作时有一
致及恭敬的消息。
一般原理
•
温哥华警察局注重与性工作者建立关系，以提高她们的的安全，减少伤害和暴力，并在适
当情况下（如儿童和青少年）, 帮助退出性工作战略。
• 在所有情况下，温哥华警察局人员以尊重和尊严对待性工作者。
•
温哥华警察局会回应社会各界的投诉，并研究是否有需要采取执法行动。执法行动将是一
致的，与呈现给社区或性工作者的风险成比例,
利用至少侵扰的策略，既保持性工作者的安全和减轻问题。在处理涉及性工作的投诉时,
温哥华警察局将使用ICEEE（调查，沟通，教育，执法和退出)，并会在适当时继续采用这
种办法。
在被视为“高风险”的情况下，包括参与性剥削的儿童/青少年，帮派/有组织犯罪，剥削，
性虐待，暴力和贩卖人口, 执法行动将会采取。
推理

• 从历史上看，性工作者和警察之间几乎没有信任。性工作者经常会犹豫打电话报警,
因为害怕麻烦，被逮捕或遇到警察的歧视。因此，温哥华警察局一直努力与性工作者,
特别是那些在街道上工作的, 建立积极关系。
• 双方坦诚沟通，只会有利于性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安全。
•
虽然温哥华警察局继续与那些在街道上工作的性工作者联系，室内工作（例如，护送机构
/妓院）也不容忽视; 温哥华警察局室对内性工作者的安全同样重视的。
• 性工作者建立积极工作关系有几个好点:
o 增加信任会导致性工作者在麻烦时更有可能打电话报警时，从而增加安全性。
o
良好的关系，使其更有可能的是当性工作者知道严重的犯罪问题，如人口贩运和帮
派或青年的参与，她们更有可能提醒警方，因为与警方的信任和理解,
她们不会担心个人的影响。
• 通常情况下，性工作涉及自愿成年人,
可能永远不会接受社区或报警关注。涉及自愿性成年人性工作不是温哥华警察局一个优先
的执行行动。

温哥华警察局的性工作执法指引
当回应性工作相关的电话或情况，温哥华警察局的工作重点是确保安全和保障性工作者。
有关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的报警电话是温哥华警察局的应对重点。
1）所有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或虐待都被视为严重的刑事问题。当性工作者报警
或到警察局亲自指控暴力,
温哥华警察局应分配给以一个官员调查。受害者不应被引导到在其他时间再次到警察局，
或完成书面声明，稍后再回到警察局。受害者的报告的及时性（比如，在事件发生后数天
或数周）不会减轻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必须不影响警方的回应。如果该事件发生在另一名
民警管辖，成员接到投诉必须确保及时转诊到正确的警察机构。该成员并应询问到性工作
者是否连接到任何社会支持服务。
2）在回应有关室内和室外性工作的投诉投诉(比如“微妓院”和“独立经营”),
性工作者的安全性和性工作权利将得到尊重，确保警察干预的非侵入性,
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和隐私。官员应考虑使用自由裁量权去解决投诉。
3）当室内或街头性工作者性相关的电话或情况出现的时候，可以有以下的期望:

a. 巡逻和反剥削队将与性工作者建立关系,
援助，提供安全信息，并讨论有关工作地点的选择,
以免居民区，公园和学校;
b. 在适当情况下，官员将涉及到相应的社区警务中心和社区警务人员，确定社
会投诉的范围和找出可能的行动来解决投诉;
c. 如果性工作者是投诉的对象，官员会与性工作联络主任及/或合适的社区外
展服. 以协助解决情况;
d. 在与反剥削单位协商后，官员将考虑室内性工作媒介实施合规性检查;
e. 在与反剥削单位协商后，适当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非正式解决或涉及高风险状况,
官员会确定有否正式执法行动的需要;
f. 如有执法行动需要时,一切必要采取合理步骤, 保证参与各方的尊重和尊严。
（例如，在搜索的执行时，如有警察在场,
人员应提供性工作者毯子或长袍包裹自己，，或者提供足够时间穿好衣服）
; 而且，
g. 官员会坚用自己的专业判断和自由裁量权决定去用成比例和最小侵入性的反
应来达到预期的结果。
见完整文档的4-8页。
参与性工作的温哥华市民与城市的所有居民在法律上有同一水平的安全和保护。由于她们
持重的工作性质，许多性工作者将永远不会有机会与温哥华警察局有接触,
但其他，尤其是街头性性工作者, 可能会与警方更多的接触。
完整的文档在http://vancouver.ca/police/assets/pdf/reports-policies/sex-enforcementguidelines.pdf

Canada's new prostitution law won’t change policing priorities in
Vancouver
by Carlito Pablo on Nov 26, 2014 at 11:01 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Canada’s history, buying sex will be a criminal offence starting December 6
this year.
That’s when the country’s new prostitution law comes into effect, following the passage of
legislation introduced by the federal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But as far as the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is concerned, there’s not a whole lot that’s going
to change in the way it deals with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sexual services in the city.
“Our officers will still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utlined in the sexwork-enforcement guidelines that we have,” Const. Brian Montague told theStraight in a phone
interview.
The VPD spokesperson was referring to a set of directives adopted by the police force in
January 2013 that states: “Sex work involving consenting adults is not an enforcement priority
for the VPD.”
When asked if Vancouver police will be mounting sting operations against buyers of sex,
Montague responded: “If you read our policy…I think the best way to put it is enforcement is a
last resort for us.”
Montague also noted that the VPD has the same approach toward marijuana laws: the VPD
does not place a high investigative and enforcement priority on possession of cannabis as a
singular offence.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other options are explored, and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it is
the fact that our officers have a great deal of discretion when dealing with a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whether it’s prostitution laws or drug laws,” Montague said. “Enforcement isn’t
necessarily always the most appropriate option.”
However, Montague pointed out that as provided for in the VPD’s guidelines, high priority for
intervention are cases involving violence against sex workers, minors, human trafficking, and
connection with criminal gangs. Montague said: “At any time that we’re looking at crimes where
children are involved, where people are being exploited, obviously…enforcement might be
appropriat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Follow Carlito Pablo on Twitter at @carlitopablo.
Source URL: http://www.straight.com/news/777406/canadas-new-prostitution-law-wontchange-policing-priorities-vancou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