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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SWAN 通讯？
这份通讯是为在大温地区按摩
院工作的妇女提供健康、法律
、就业、移民和社会资讯的指
南。有英语和中文版本可供选
择。如果你需要这份通讯翻译
成另一种语言，请跟我们联
络。

我们欢迎 Erica,她是卑诗大学的法律学生，她将会帮助我们负责一些关于法律
的计划。以下的几个月，Erica 会用她对法律的了解为我们建立一个法律小册
子给新移民性工作者。这个小册子会包括有关会影响你工作移民和刑事法的信
息；警方和加拿大边境局会如何执行这些法例；和你的权利。这个小册子将会
在 2019 年年中完成，小册子将会是在英文和中文。
你有没有任何关于法律问题的疑问？请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法律的疑问，我们可
以将它们加到小册子中。

如果你有任何希望在下一期看
到的内容， 请让我们知道：
info@swanvancouv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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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边境服务局)(Canadian
Border Services Agency/ CBSA)和移民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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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边境服务局?
- 边境服务局官员是联邦移民执法官员，而不是市政，省级或联邦警察。
- 边境服务局执行移民法。他们负责处理违法行为，移民拘留和驱逐出境。
- 边境服务局官员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
在下列情况下，边境服务局官员可以要求个人提供身份证明（ID）：
- 他们怀疑该人犯了移民罪（例如，违反移民法或条件，例如在没有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在加拿大工
作或在访客签证时在加拿大工作）;
- 他们怀疑这个人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
事实上, 如果你提供任何有关移民身份的资料，边境服务局官员也可以找到原因或借口去拘留你。
如果边境服务局官員有理由相信以下的其中一个事项，边境服务局官员会拘留该人:
- 边境服务局官员无法确认该人的身份;
- 该人没有合法移民身份;
- 该人犯了移民罪（例如违反移民法或条件）;
- 边境服务局签发了他们名下的手令，与驱逐令有关。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被边境服务局逮捕
- 根据条款和条件，他们可能在被捕后被释放; 或
- 假如边境服务局裁定以下的其中一个事项，他们会被扣留直至移民局（法庭/非正式法院）进行
“拘留审查听证会”：
o 该人对公众构成危险（例如，他们有犯罪记录）;
o 此人有飞行风险（例如，他们不会出现在移民听证会或移民中）;
o 边境服务局官员无法确认此人的身份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被边境服务局拘留
- 扣留期间边境服务局将指派一名律师给该人
- 如果该官员没有释放您，您将在大概 48 小时内在由一个称为移民局法庭（Immigration Division
“ID”）进行审查
o 如果您没有在本次听证会上释放，在 7 天内将再举行一次听证会，之后每隔 30 天举行一次
听证会。这些听证会被称为拘留审查（DRs）。
提示：
- 如果您被拘留，请记住天鹅的电话号码和朋友的电话号码。如果您被拘留，您的手机和联系人列
表将被取走，因此您将无法访问您的联系人列表。
移民逮捕，拘留和驱逐仍然是我们所服务的妇女的一个重要问题。 天鹅目前正在与一个律师团队合作，
制定如何解决移民执法和法律问题的战略。如果您有兴趣帮助我们改变法律和/或执法行为的法律努力，
请致电我们。
来源: 迁蝶 多伦多 https://docs.wixstatic.com/ugd/5bd754_8e7745fba2e9469aa6dec0acce9f3a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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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会

第三页
2018 冬季

月中用品派发

最近我们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我们想向您汇报。天鹅的工作人员和义

如果你错过了我们每月的外
展，我们会在星期三送用品。

工在低陆平原的 7 个不同城市进行外展。如果您希望我们为您提供外展
服务，请致电，发送短信或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错过了我们上一个月的外展但
现在有需要用品？不用担心，
天鹅会月中的星期三到本那比
和温哥华派发用品。

天鹅去年发出 288 000 个安全套！这比过去一年的 95 300 增加了。如果您
想要我们送用品给你，请不要犹豫，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支持您的工作安
全。
太不幸地天鹅没有足够的资源
每个月中到素里，列治文，三
联市和亚博斯福。不过随时欢
迎你到我们办公室取用品。我
们的办公室逢星期一至五，早
上九点至下午五点开放。

过去一年我们收到了来自妇女的 14 份施虐者警报报告。我们的施虐者警报

如果我们每月的外展路线没有
包括你在内但你希望我们每月
定时都来送用品，又或者如你
想到我们的办公室取用品，请
致电或传短讯到 778-8656343。

充这些现有的方法，并提供一个平台给其他未能得到这种信息的妇女。如

是一个保密讯息系统，允许女性向我们报告工作中发生的不良事件，如不
付款，暴力客户等等。经您同意，我们会向其他性工作者提供施虐者警
报，让其他人都可以更加安全地工作。我们知道很多妇女已经拥有分享工
作信息的网络。我们的目标是补充这些网络，这个施虐者警报只是为了补

果您希望定期收到施虐者警报，请致电或发送“alert”至 604 719 6343
（ 英 语 ） 或 778 865 6343 （ 粤 语 和 普 通 话 ） 或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info@swanvancouv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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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计划进展
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拨款资助了一个五年的计划目的是提升工作男女的健康。除了天鹅之外参
加了这个计划的其他 3 个机构。
我们的目标是满足性工作者的健康需求，防止性传播感染的传播。我们将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们在未来几年内为您提供更好服务的能力。本月，我
们的义工和工作人员正在接受有关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培训。

照片传声计划进展
天鹅很高与地宣布经过参加者努力拍的照片，照片传声计划将圆满结束。照

健康诊所
温哥华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29 West Hastings
604-736-5262
所有年龄. 只限妇女.
*检查*诊断和处方药*专科转介*
避孕*子宫颈抹片检查*性病和艾
滋病毒测试.
周一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周二至周四下午 12:00 至下午
4:30；
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30
免费服务。不会和家庭医生讨论
结果。
BCCDC 诊所
1170 Bute St.
周一至周五 上午 11:00 至下午
6:30.
所有年龄. 提供:*性病&艾滋病毒
测试*避孕*B 型肝炎疫苗. 免费
和保密. 无需健保卡.

片传声计划的图片将会展示在展览会上。展览会会在下年一月开始。这个计
划的目的是希望能给新移民性工作者一个机会去自我表达她们的经历和带出
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真实但社会，政策制定者和执法部门一直遗忘和不承
认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个计划会展开一个能改变公众对新移民性工作者的理
解和看法的对话。照片传声展览名字是 ：”巧克力还是鸡骨头？”展览馆是
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一个画廊 SUM Gallery (425 室 - 268 Keefer
Street，温哥华）。免费入场，开放时间是 12 点至 6 点。我们会在一月初举
行一个开幕仪式，细节待公布。
这个计划是 LUSH Cosmetics 慷慨拨款的计划。

本拿比
Options for Sexual Health
Clinic
4734 Imperial 604-731-4252
所有年龄. 提供: *避孕*怀孕测
试*性病及艾滋病毒测试
逢周三晚上 7:00 -晚上 9:00
素里
Surrey North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10697 135A St.
如有需要请拨打 778-865-6343,
天鹅可以幫你预约。
如想了解在其它城市的诊所，请
查看 SWAN 网站上的健康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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