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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对您适用吗？
本指南专为安大略省境内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Program，简称TFWP）和高与低技能类别（low 
and high-skilled stream）人员撰写。 

另有其他指南，如：季节性农业工人计划（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gram，简称SAWP）、护理员类别及农业类别。请由
此处下载 www.migrantworkerguide.ca. 

如果您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个类别，请联系
社区法律诊所（community legal clinic）、 社区机构（community 
agency）或是劳工维权组织（workers’ advocacy organization）。

本指南涵盖截至其2015年出版日、与外国劳工息息相关的某些主
要问题。它解释相关法律，但并非法律意见。我们建议您根据自
己的情况寻求更多信息和帮助。

请在网上浏览本指南，或由此处下载PDF 格式文件：
www.migrantworkerguid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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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雇主出现问题，我能做什么？
如果您和雇主出现问题，请联系：

• 社区机构（community agency）1

• 劳工维权组织（workers’ advocacy organization）
• 社区法律诊所（community legal clinic）2 或者
• 临时外国劳工协会（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Association）免费热线：1-888-366-0194 

如果您觉得自己的雇主可能违反了就业法，或如果您想要提出索
赔要求，请致电安省劳工厅就业标准信息中心（Ontario Ministry 
of Labour Employment Standards Information Centre）的免费电
话：1-800-531-5551。

致电时，请用英语说出您的语言（例如：“Mandarin”）。然后您便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翻译说话。

劳工厅的网站3 设有劳工权利相关信息。您也可以在安省定居网
（Settlement.Org）找到这类信息。 

提出索赔

如果您的雇主没有支付您已经 挣的所有工资，或如果他们在其他
方面没有遵守就业法，您可以提出索赔要求。查清楚如何提出索
赔，可浏览劳工厅网站5或前往安省服务厅中心（ServiceOntario 
centre）6 。 

1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2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3 安省劳工厅: www.findlink.at/mol  
4 索赔要求查询劳工厅: www.findlink.at/molclaim 
5 安省服务厅中心: www.findlink.at/sc-loca

了解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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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问题

如果您工作的地方存在健康
和安全的问题，或如果您
想要报告此类问题，请致电
安省劳工厅健康和安全联
络中心（Ministry of Labour 
Health and Safety Contact 
Centre）的免费电话：
1-877-202-0008。

您可以通过此专线与翻译说话。 

如果您有生命危险，拨打9-1-1。

如果想换雇主，我该怎么办？
您可以换工作，但是如果您想要这么做，您需要知道一些重要信
息。换工作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您决定换工作，您
可能需要寻求帮助。

如果您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您可以在加拿大呆到您的许可证
过期为止。

工作许可证通常标示着您可以为哪个具体的雇主工作。如果您的工
作许可证标示了您可以为哪个雇主工作，您可以换工作，但是您需
要先得到一个允许您为新雇主工作的新工作许可证。

如果您想要换雇主： 

• 您的新雇主必须拥有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abou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LMIA）的正式批文。

• 您将必须找新工作。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银行网站（Job Bank 
website）6 是一个找到可能符合LMIA批文工作的好地方。

• 您将需要申请把工作许可证的旧雇主变更为新雇主。 

重 要 提 示 :
保留那些如果您对雇主采取法律行动
时将有助于您证明自己情况的记录：

• 您的工作小时数
• 您的休息时间
• 您的工资
• 您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任

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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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雇主会试图恐吓您当您找其他工作的时候。例如，雇主可能威
胁要解雇他们或把他们送回原居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联系社区机构7、劳工
维权组织、社区法律诊所 8，
或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
热线：1-888-366-0194。 

注：如果您持有开放式工作
许可证，您可以为任何雇主
工作，并可以随时更换雇主。

 
雇主可以拿走我的护照或身份证件吗？
不可以。雇主从您那里拿走您的护照或其他身份文件是违法的。 

有些外国劳工决定把自己的护照交给雇主，以确保其安全保管。如
果您决定这么做，您的雇主仍应该在您向他索取这些证件时将它们
归还给您。您应该只在自己信任某人并可以随时拿到那些证件的情
况下，才要求某人帮您保管证件。

如果雇主开除或辞退我，我有哪些权利？ 
如果您在合约到期之前失去工作，向社区法律诊所9、社区机构10、
劳工维权组织获取建议，或致电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热线：1-
888-366-0194。

如果您已经连续受雇3个月或更久，您的雇主要辞退您必须给您：

6  工作银行网站: www.findlink.at/jobbank 
7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8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9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0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重 要 提 示 :
您的新雇主必须支付劳动力市场影
响评估的（LMIA）费用。您的雇主
或招聘人员向您收取这个费用是违
法的。

了解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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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书面通知，或者
• 以工资代替通知，或者
• 上述两者都有

通知时间或工资金额在《就业标准法》（Employment Standards 
Act）内有明文规定。这些均根据您受雇于该雇主的时间长短。 

如果您的雇主开除您，，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拥有“正当理由”（他们
指责您有不当行为），以上这些规定便不适用 

您的雇主不能因为下述原因而开除您：

• 对健康和安全违反行为提出投诉。
• 拒绝从事不安全的工作。
• 向劳工厅举报他们。

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简称OHSA）11 如果您因为以上原因被停止雇用这被视为
报复，，联系劳工咨询办公室Office of the Worker Adviser，简
称OWA）12 或多伦多工人健康与安全法律援助中心（Toronto 
Workers’ Health & Safety Legal Clinic）13。他们能够帮您向安省
劳动关系局进行投诉。

当您停止为雇主工作时，他们必须为您提供就业记录（Record of 
Employment，简称ROE）。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因为它包括
了您已工作的时数和被停止雇用的原因等信息。当您报税和申请
就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福利时，您需要这个信息。
把您的就业记录保管在安全的地方。 
 
如果您的雇主不给您就业记录，致电加拿大服务部（Service 
Canada）寻求帮助，免费电话：1-800-622-6232。

11 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指导: www.findlink.at/OHSAGuide 
12 劳工咨询办公室: www.findlink.at/OWA 
13 多伦多工人健康与安全法律援助中心: www.findlink.at/worker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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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仍可以找工作，为不同的
雇主工作。请阅读：如果想
换雇主，我该怎么办？

注：如果您持有开放式工作
许可证，您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他们不需要拥有LMIA正式批
文，您也无需变更自己的工作许可证。

招聘人员和雇主可以向我收取招聘或行政
费用吗？
在安大略省，招聘人员或雇主为下列服务收取费用是违法的：

• 帮忙找工作（招聘费用）
• LMIA申请
• 面试准备
• 简历帮助
• 急救培训
• 帮助寻找住宿

如果您已经被收取此类费用，向社区法律诊所14、社区机构15、劳
工维权组织寻求帮助，或致电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热线：
1-888-366-0194。

为违法费用提出索赔

从2015年11月20日起，农业劳工将可根据《外国公民就业保护
法》向劳工厅提出索赔。相关索赔步骤如下： 

1. 为您的投诉收集支持文件， 
例如：合同复印件、收据， 
或就业记录。 
 
 

重 要 提 示 :
您有权呆在加拿大直到您的工作许可
证过期为止。

了解您的权利



14

外国劳工指南

2. 如果您感到安全的话，给您的雇主或招聘人员写
封信，要求他们在某个具体日期之前把您已支付
的金额退还给您。如果您觉得这么做不是很自在
的话，您仍可以在2015年11月20之后向劳工厅提
出索赔。 

3. 向劳工厅提出投诉。您可以在支付费用的3年半
之内提出申请。致电劳工厅就业标准信息中心的
免费电话：1-800-531-5551，获取有关如何索赔
的信息。 

如果被骚扰或歧视，我能做什么？
《加拿大人权法》（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和《安省人权
法典》（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禁止与种族、性别、公民
身份和原居地等基础相关且不受欢迎或具有敌意的行动或语言。

如果您遭受歧视或骚扰，联系社区机构16、劳工维权组织、社区法
律诊所17，或者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热线：1-888-366-0194。

如果您正处于紧急危险之中，拨打9-1-1寻求帮助。如果您感觉自
己并非处于紧急危险之中，但仍需要帮助或建议，您可以致电当
地警察局的非紧急电话号码18。

如果这样做是安全的，面对骚扰或歧视您的人，告诉他们停止这
种行为。如果骚扰或歧视持续发生，保留发生了社么事情的书面
记录——名字、日期、时间和地点。这将帮助您表明一直以来持
续发生的骚扰或歧视模式。

14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5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6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7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8 安省警察局: www.findlink.at/on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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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向安省人权法庭（Human Rights Tribunal of 
Ontario）19 或加拿大人权委员会（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 提出投诉，请联系人权法律支援中心（Human 
Rights Legal Support Centre，简称HRLSC）21 获取免费法律咨询
和支持，电话是：1-866-625-5179。

《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工作场所骚扰和工作场所暴力保护

工作场所的骚扰和暴力并不总是与《加拿大人权法》或《安省人
权法典》等基础之一相关联。然而，您仍可能受到《职业健康与
安全法》的保护。 

根据此法，您的工作场所必须设有保护雇员免于暴力和骚扰的政
策及计划。如果您觉得自己的雇主没有遵守这些法律，您可以
向职业健康和安全联络中心（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ontact Centre）进行投诉，免费电话是：1-877-202-0008。

如果您希望的话，您可以保持匿名。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某人
说话。

如果您觉得自己身处工作场所暴力的危险之中，您有权拒绝工
作。详情请阅览这本小册子的以下部分：我可以对不安全的工作
说不吗？  

我是否可以加入工会或参加劳资集体谈判？
可以的，根据《劳工关系法》（Labour Relations Act）或使用
于您工作的其他集体谈判法律，您有权加入工会或参加劳资集体
谈判。在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保护您加入工会的权利。您不能因为和工会代表谈话
或在工作场所进行组织工作而失去您的工作或被驱逐出境。

19 安省人权法庭: www.findlink.at/hrto 
20 加拿大人权委员会: www.findlink.at/chrc 
21 人权法律支援中心: www.findlink.at/hrlsc

了解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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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是指招募、运送、转移或扣留某人以达到剥削的目的。
这可能在同一国家境内或跨越国际边界发生。贩卖人口可能发生
在妇女或男性、女孩或男孩身上。贩卖人口可以涉及强迫劳动、
性剥削、强迫婚姻和器官切除。

以下迹象表明您可能是贩卖人口受害者

• 您从事的不是之前被承诺的工作。
• 您被承诺了一份工作，但当您来到加拿大之后，您发现并没有

这个工作。
• 您的工作时间非常漫长和/或不寻常，或被强迫随时都必须可

以工作。
• 您被限制可以做些什么或可以去哪些地方。
• 您的工作只收到极少工资或全无工资。
• 您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明被他人拿走。
• 您的雇主或招聘人员曾经威胁您或您的家人。
• 您欠招聘人员或雇主一大笔钱或不断增加的债务， 

您无法还清。

大部分的贩卖人口受害者会遭遇多于一项的上述情况。 

如果我被贩卖，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被贩卖了，如何寻求帮助：

• 从 Chrysalis反贩卖人口网络（Chrysalis Network）22 获得帮
助和支持，免费电话：1-866-528-7109。

• 联系临时外国劳工协会免费热线：1-888-366-0194。
• 致电灭罪热线（Crime Stoppers）23 的免费电话： 

1-800-222-8477。

22 Chrysalis反贩卖人口网络: www.findlink.at/Chrysalis 
23 灭罪热线: www.findlink.at/stop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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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联系社区法律诊所
24、社区机构25 或劳工维权组
织寻求帮助。

临时居民许可（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s）

贩卖人口的受害者可以申请临时居民许可（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简称TRP）26。 本许可有效期为180日，可以申请延
长。您可以前往一个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简称CIC）27 办公室预约时间，申请本许
可。CIC官员将与您进行面谈，决定您是否符合申请资格。一般来
说，如果您的申请包含一份警察报告，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如果您是贩卖人口的受害者，无须支付任何申请费用。您不需要
指证您的人口贩子便可获得帮助或申请临时居民许可。
 
申请临时居民许可可能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好为您的申请寻
求帮助。

24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25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26 临时居民许可: www.findlink.at/trp 
27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办公室: www.findlink.at/cicoffices

重 要 提 示 :
如果您正处于紧急危险之中，拨打
9-1-1。

了解您的权利



18

外国劳工指南

工作许可证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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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支付自己到加拿大的旅费吗？
一般来说，不用。您的雇主有责任支付您来往您的祖国和加拿大
之间的旅费。

如果您已经在加拿大境内，您的雇主必须支付您前往新工作场所
的费用和返回您的祖国的旅费。

在某些情况下，从事高技能职业的雇员需要自付旅费前往加拿大。

我可以为没有列在我的工作许可证上的雇
主工作吗？
除非您持有开放式工作许可证，否则您只可以为列在您的工作许可
证上的雇主工作。

如果您想换雇主，请阅读：如果想换雇主，我该怎么办？

我如何更新自己的工作许可证？
如果您的雇主有LMIA正面批
文，您可以登陆加拿大公民
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28 网站 
更新自己的工作许可证。如果
在工作许可证过期之前申请更
新，费用是$155。如果您没
有收到自己已更新的工作许可
证，但已经在许可证过期之前
提交申请，您可以依据自己
最后许可证的相同条件继续工
作。这被叫做“默认合法身份”
（implied status）。

重 要 提 示 :
您可以自己申请更新工作许可证，或
可请社区机构29 、劳工维权组织或社
区法律诊所30 帮忙。有些招聘人员可
能告诉您更新工作许可证要花比这多
许多的费用，而且您自己办不了等。
目前到期前更新工作许可证的费用是
$155（另加$200复原费，如果您在工
作许可证过期后才提出申请），任何
费用变更都将张贴在加拿大公民和移
民部网站31

工作许可证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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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工作许可证已经过期，您可以在过期后90天之内申请
恢复自己的工作许可证身份。这个费用共为$355，其中$200是“
复原费”，加上$155的新工作许可证费用。提出申请时，您将需
要提交您雇主的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abou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LMIA）的正式批文。如果您的工作许可证已经
过期，而且您在过期后才提出新许可证的申请，在收到被恢复的
工作许可证之前，您不能合法工作。

在网上申请更新您的工作签证要比邮寄申请快得多。 

我可以在加拿大既工作又读书吗？
您只可以选修短于6个月的非学分课程。没有学习许可证（study 
permit），您不可以报读可获得文凭或学位的学术、专业或职业课
程。但是，没有学习许可证您可以选修网络课程。 
 
了解更多有关学习许可证的申请，请浏览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网
站（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32 website。

我可以申请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ce，简称PR）身份吗？
根据您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您从临时外国劳工计划所获得的经
验有可能或没有可能帮助您在加拿大取得永久居民身份。通常
情况下，只有从事管理、专业或高技能职业的雇员符合资格可
以申请加拿大经济移民计划（Canada’s economic immigration 
programs）33。您可以浏览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网站或安省定居网
（Settlement.Org）了解更多有关加拿大的移民计划。

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可以是一个漫长、昂贵和复杂的过程。及早考
虑和研究永久居民的申请是个好主意，这样，您便知道申请有哪
些要求， 能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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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加拿大的大型经济移民计划：
 
省提名计划（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安大略省机遇：安省提名计划（Opportunities Ontario: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34 是为想要在安省永久居留的管理、专业或高
技能人才或国际学生所设的移民类别。 

符合本计划的劳工类别的条件是35：

• 拥有固定全职工作职位的工作邀请（job offer），并属
于加拿大的《全国职业分类》（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简称NOC）36  技能类别0（管理职业）或技能
类别A（专业职业）或技能类别B（技术职业和技术行业）。
如果您已经在从事被认可的工作职位，您现在必须赚取该职位
的最低核定工资。 

• 在过去5年中拥有至少2年与您打算从事工作的相关经验，或如
果该工作为安省的受监管职业，则您必须有安省的注册登记。 

• 有一个已经通过“安省机遇”预先筛选及认可的雇主。

您的雇主必须提名您，并开始申请程序。您不能自行申请。该计
划对国际学生的要求略有不同。

28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更新申请: www.findlink.at/cicrenew 
29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30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31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更新申请:  
    www.findlink.at/cicrenew 
32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工作学习许可申请: 
    www.findlink.at/applywp 
33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 来到加拿大页面:  
    www.findlink.at/cicfswtest 
34 安省机遇 – 外国劳工: www.findlink.at/pnpworkers  
35 安省快速通道的要求不同。寻找更多信息: 
     www.findlink.at/ONEE 
36 全国职业分类: www.findlink.at/noc

工作许可证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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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收到自己的安省提名证书，您便可以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
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简称CIC）37 提出永
久居留的申请。您可以在安省公民、移民和国际贸易厅（Ministry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简称
MCIIT）38 的网站找到更多信息。

每个省份拥有各自的省提名计划（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39 。各省的省提名计划要求均不相同。 

加拿大经验类别（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加拿大经验类别（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CEC))40 是某些
从事高技能工作、在加拿大居住和工作过的人士可能符合申请资
格的一种移民类别。 

要符合本计划的申请资格，您必须：

• 拥有在加拿大至少1年的全职或等同技术工作经验（skilled 
work experience）41。该工作必须属于加拿大的《全国职业分
类》（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简称NOC）42 技
能类别0（管理职业）或技能类别A（专业职业）或技能类别
B（技术职业和技术行业）。有些职业不符合申请资格43。

• 在作为技术雇员的3年内提出申请。
• 满足英语或法语的语言要求44。

37 安省机遇: www.findlink.at/PNPapp 
38 MCIIT: www.findlink.at/mciit  
39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省提名计划资格: www.findlink.at/pnpcanada 
40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 加拿大经验类别:  
    www.findlink.at/cic-cec 
41 安居网站加拿大经验类别文献: www.findlink.at/cecarticle 
42 全国职业分类: www.findlink.at/noc 
43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 经验类别例外:  
    www.findlink.at/exceptions 
44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 语言要求:  
    www.findlink.at/swlangre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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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在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的快速通道系统（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s Express Entry system）45 创建
档案提出加拿大经验类别移民申请。

该计划对国际学生的要求略有不同。

联邦技术移民计划（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

联邦技术移民计划 (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简称
FSWP)46 是某些从事高技能工作的人士可能符合申请资格的一种移
民类别。申请者将被评估其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语言能力、适应
能力以及加拿大雇主的雇用需求等。 

下面是该计划的申请资格标准：

• 您必须拥有一个工作邀请（job offer）、符合资格职业的工作
经验，或是博士学生或从加拿大大学毕业。您的工作经验必须
是至少1年的全职有偿工作，或同等的兼职工作。

• 您的工作经验必须是过去10年内的经验，而且属于加拿大的《
全国职业分类》（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简称
NOC）技能类别0（管理职业）或技能类别A（专业职业）或
技能类别B（技术职业和技术行业）。

• 当您申请时，您的年龄、语言能力和适应能力也会被纳入考虑。

您可以通过在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的快速通道系统（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s Express Entry system）47 创建
档案提出加拿大经验类别移民申请。

45 安居网站快速通道文献: www.findlink.at/Eentry 
46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 技术移民页面:  
    www.findlink.at/cic-fsw 
47 安居网站快速通道文献: www.findlink.at/Eentry

工作许可证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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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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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签合同吗？  
一般来说，为了得到您的工作许可证，您必须签一份合同。然而，
对于某些被视为比较高技能的工作而言，则没有签合同的需要。

我是否有权保留自己合同的副本？
是的。如果您没有副本，向您的雇主要求一份。

有些雇主不给雇员他们的合同副本。如果您要求了副本，但雇主
拒绝提供给您，请向社区法律诊所48、社区机构49、劳工维权组织
寻求帮助，或可致电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热线：1-888-366-0194。

我应该得到多少报酬？
您应该得到您从事职业的市面行情工资。雇主不能给与其他雇员
具有类似经验、从事类似工作的外国劳工比较低的工资。

安省境内各地的市面行情或“一般”工资都有所不同。欲查看您职业的
一般工资，浏览加拿大工作银行网站（Jobbank.gc.ca）50，然后输入
您从事主要工作任务的职称。例如，您可以输入“厨房帮手”（kitchen 
helper）或“建筑工人”（construction labourer），然后搜索当地地
点。该报告会显示您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的“中位数”工资是多少。

最低工资（Minimum wage）

您每小时应该挣得至少$11.25。这是安大略省的一般性最低工
资。另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外情况的完整清单可以在安省劳工厅
（Ministry of Labour）51 网站找到。最低工资的任何调涨都将在每
年的10月1日生效。

如果您对于最低工资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劳工厅的就业标准部门
（Employment Standards Branch），免费电话是：1-800-531-5551。

工作条件与福利



26

外国劳工指南

我怎么领工资？
您的雇主可以用现金、支票或直接入账到您的银行账户等方式支
付工资给您。如果您可接受直接入账，银行账户必须是以您的名
义开的。除非您许可，没有人能够使用您的银行账号。

我应该多久领一次工资？
多久发一次工资由雇主来决定，但是他们必须有一个固定发放工
资的时间安排。在安省，通常是每2个星期或每个月领取
一次工资。

您的雇主应该给您纸质或电子的工资单。它可以在您每次领工资
时说明您的工资组成。上面说明了这个工资包含了哪段时间的工
资，您工作了几个小时、您的小时工资率，以及从您工资被减去
（扣除）的任何部分。 

在您的工作结束之后，您必须
得到最后一次的工资包括如仍
有欠您的任何金额。这必须在
下一次预定的发薪日或离开
工作7天后发放给您。欲了解
更多情况，请浏览安省劳工厅
（Ministry of Labour）54。

48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49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50 工作银行网站工资查询: www.findlink.at/JBwages 
51 工作银行网站工资查询: www.findlink.at/JBwages  
52 安省劳工厅 – 联系信息: www.findlink.at/molcontact 
53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54 安省劳工厅 – 工资支付页面: www.findlink.at/wagepay

重 要 提 示 :
如果您觉得您的雇主没有付您自己应
得的工资，您应该致电劳工厅52，免
费电话：1-800-531-5551，或致电社
区法律诊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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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资会被扣除哪些部分？ 
您的电子或纸质工资单必须显示雇主从工资中减去或扣除的所有
金额。

常见的扣除项目包括：

• 收入税——省政府和联邦政府按您的收入所征收的税金
•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简称CPP）——

由劳动者供款、在老年时领取的每月福利金
• 就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简称EI）——此款用于

如果您失去工作可以领取的临时性经济资助

您必须为就业保险和加拿大退休金计划缴纳供款，即使您不使用
这些项目。 

住宿费用 

如果您的雇主为您提供住宿，该费用将从您的工资中扣除。扣除
金额应该写明在您的合同上面。 

虽然这不被允许，但是有些雇主会向雇员收取远远高于市场行情
的租金。如果您对自己被收取的租金感到担心，您可以向社区法
律诊所55、社区机构56 或劳工维权组织寻求帮助。

我的雇主不可以扣除我工资的哪些部分？
 
您的雇主不可以从您的工资中扣除管理或招聘费用。支付雇用您
和帮助您在加拿大定居的相关费用是他们的责任。

雇主不可以扣除工资支付制服费用，除非您已经向雇主提出书面
许可表示您同意他们这么做。 
 
55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56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工作条件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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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被允许，有些雇主会非法扣除工资。如果您的雇主这么
做，向社区法律诊所57、社区机构58 或劳工维权组织寻求帮助，与
安省劳工厅提出索赔申请。 

我一天得工作几个小时？
一般来说，您一天应该工作8个小时或按照您的正常每日工时安
排（这可能多于8个小时）。如果您被要求工作超过该每日限制时
数，您的雇主需要得到您的书面同意。

您的工作最高时数是每周48个小时 ，除非您和您的雇主就此已达
成书面合同，并且您的雇主已得到安省劳工厅的许可。如果您的
雇主获得每日或每周较长工作时间的许可 ，该许可必须张贴在工
作场所内，且所有雇员都能看到的地方。

如果您一周工作超过44个小时，您有权得到加班费，是您正常工
资的1.5倍。

例如说，如果您每周工作48
个小时，每小时工资为$11.25
，您的头44小时工资为$11.25
，4小时的加班费则是每小时
$16.88（$11.25乘以1.5）。

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加班工
作，您可以使用安省劳工厅
的加班计算器工具（Ministry 

of Labour’s overtime calculator tool）59进行计算，或致电就业标
准信息中心（Employment Standards Information Centre），电话
是416-326–7160，或免费电话：1–800–531–5551，或可拨打听
障人士专线（TTY）：1-866-567-8893。

57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58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59 安省劳工厅的加班计算器: www.findlink.at/overtime

重 要 提 示 :
尽管不被允许，有些外国劳工会被要
求无偿超时工作。由于这是一个常见
的问题，最好把您每天工作的时数记
录下来。假如您和雇主发生冲突，这
个记录将会帮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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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得到多少休息时间？
一般来说，您每天应该休息至少11个小时，而且两个工作天之间
应该至少休息8个小时。

您每个星期有权连续休息24小时，每2个星期则有权连续休息48
小时。您可以在一个星期中的任何一天休息，不一定得在周末休
息，但是在周末休息是普遍常见的做法。 

如果值班时间超过5个小时，您应该拥有30分钟的不支薪用餐休息
时间。 

我可以有假期吗？ 
在您为同一个雇主工作了12个月之后，您有资格得到最少2周的带
薪假期。如果您有权得到更多假期，具体情况将被写入您的合同
里面。

我可以得到假期工资吗？ 
您每赚一元，您的雇主必须支付您4%的假期工资。假期工资是
在您放假的时候支付给您的。如果假期工资要在任何其他时间发
放，您必须以书面形式同意。

如果您在合同结束时没有收到您的假期工资，您可以向安省劳工
厅60 提出索赔申请。您可能想要向社区法律诊所61、社区机构62 或
劳工维权组织寻求帮助，请他们帮您提出申请。 

 
60 向安省劳工厅提出索赔申请: www.findlink.at/empclaim 
61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62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工作条件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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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得到公共假日工资吗？ 
在公共假日63，您应该休息一天或得到额外工资；这通常是您正
常工资的一倍半。安大略省每年有9个公共假日。这些假日是：
新年、家庭日、耶稣受难节、维多利亚日、加拿大国庆日、劳动
节、感恩节、圣诞节和节礼日。

我如何报税？  
如果您有欠税款或如果您想要收到退税，您将必须报税。如果您
符合永久居民申请资格，则报税尤为重要。 

报税可能非常复杂。您可以从社区机构64 获得报税方面的帮助。
如果您有疑问，还可以致电加拿大国税局（Canada Revenue 
Agency，简称CRA）65，免费电话是1-800-959-8981。

只需要非常简单报税的低收入人士可以访问免费的报税诊所（free 
tax clinic）66。许多这类报税诊所只在二月到四月间开放，但是有
些则提供全年服务。如果您负担的起，获得帮助的其他选择还有
私营报税公司。

报税时您将需要：

• T4税单（T4 slip）:  
T4是一份声明，表明您
在一年当中从一个雇主
那里共赚了多少钱。 您
的雇主（们）应该在二
月底之前把您的T4税单
寄给您。

63 安省劳工厅公共假日页面: www.findlink.at/holidaypay 
64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65 加拿大国税局: www.findlink.at/cra 
66 V义工报税诊所: www.findlink.at/taxclinic 

重 要 提 示 :
作为一个税务居民（resident for 
tax purposes）不等同于移民
居民（resident for immigration 
purposes）。作为税务居民只意味着
您在加拿大居住和工作，即使您没有
永久居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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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税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在加拿大报税，您必须以邮寄的方式送出。例
外：如果加拿大国税局已经有您的出生日期记录在档，您可能可
以在网上报税。

使用纸质报税表：

在随后几年中的报税

您可以利用邮寄报税或网上报税。如果您上网报
税，您的税务将会得到比较快捷的处理。

要上网报税，使用NETFILE70 报税系统。这是加拿
大国税局的网上报税系统。您，或帮助您的人，必

须使用经由NETFILE认证（NETFILE-certified）的软件。这是指
加拿大国税局核准和认可的报税软件。

67 加拿大国税局 – 税务办公室: www.findlink.at/cra-office  
68 加拿大国税局 T4 表格: www.findlink.at/cra-t4 
69 加拿大国税局 – 税务办公室: www.findlink.at/cra-office 
70 加拿大国税局 – Netfile 报税系统: www.findlink.at/netfile

去您当地的邮局
或税务服务办公
室（tax services 
office）67 拿报税
表格，或

从加拿大国税局
网站68下载报税表
格，然后

将表格邮寄到加
拿大国税局或亲
自送到税务服务
办公室。69

工作条件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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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就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简称EI）？我如何申请？
就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简称EI）是为以下人士所提
供的临时性经济资助 ：

• 失去工作。
• 因为生病、生产或育儿而无法工作。
• 因为照顾临终病人而无法工作。
• 正在请有工作保障的休假（job-protected leaves  

of absence）。71

当您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雇主都为就业保险计划供款。外国劳
工必须和加拿大劳工符合相同的资格要求。 

如果您失去工作之前已经累积足够长的工作时间，您可能符合领
取就业保险金的资格。具体所需工作时数根据您在安省的居住地
而有所不同。使用您的邮编号码查找您必须累积的工作时数72。

您不能在加拿大境外领取就业保险金。 

您可以用两种方式申请就业保险金：

• 在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4 周之内，亲自前往加拿大服务中心
（Service Canada centre）。

• 上网申请。73

您将需要提供：

• 您的地址证明
• 您母亲的婚前姓氏
• 您的社会保险号码（Social Insurance Number，简称SIN）
• 关于您工作的信息
• 您的银行信息
• 您的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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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果您还没有收到您
的就业记录（Record of 
Employment），您也可以提
出申请。

特别就业保险金

特别就业保险金是为处于特定情况而没有工作的人士所提供的临
时性经济资助。每一种就业保险金都有不同的资格要求和申请程
序。您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领取生产、育儿和照顾病危亲属等就业
保险金。但是，您必须身在加拿大才能领取患病就业保险金。

孕妇生产就业保险金（Maternity Benefits）：
符合资格的母亲可以领取这个就业保险金长达15周时间。休假期
间需要介于预产期前8周至宝宝出生后17周之间。

父母育儿就业保险金（Parental benefits）：
父亲或母亲可在生产或收养子女后的52周内领取长达35周的就业
保险金。

照顾病危亲属就业保险金（Compassionate care benefits）：
要照顾在26周之内有去世风险的病危家庭成员且符合资格的人
士，可以领取长达6周的就业保险金，让他们可以照顾病危家人。

患病就业保险金（Sickness benefits）：
符合资格的个人因为生病而不能工作，可以领取长达15周的就业
保险金。

您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就业保险的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
1-800-206-7218或浏览加拿大服务部网站。75

71 安省劳工厅 – 请假: www.findlink.at/leaves 
72 就业保险经济区域: www.findlink.at/eihours 
73 就业保险申请: www.findlink.at/ei-app 
74 就业保险复议过程: www.findlink.at/eisite 
75 加拿大服务部网站: www.findlink.at/servicecan

重 要 提 示 :
有些外国劳工的申请被拒绝，但是提
出上诉后领到了就业保险金。如果您
的申请被拒绝而您想要提出上诉，要
求重新审议。74

工作条件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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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符合申请安省工作计划（福利）
资格？
不，如果您拿的是临时工作许可证，您不符合申请安省工作计划
（Ontario Works）的资格。如果您失去工作，您可能符合申请就
业保险（Employment Insurance，EI）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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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Conditions & Benefits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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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什么健康保险？
您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应该获得医疗保险。您的雇主有责任在您
刚到加拿大的头3个月为您提供私人医疗保险。3个月之后，您
有资格得到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lan，简称OHIP）的保障。

最初3个月：私人医疗保险 

在您刚到加拿大的头3个月，您的雇主有责任为您提供私人医疗保
险，直到您有资格申请OHIP。他们不可以向您收取这个费用。 

当您有私人医疗保险的时
候，如果您需要看医生或拿
药，您将需要先行付费，晚
些再申请报销，或您的保险
将直接支付费用。如果您
必须先为医疗服务或药物付
费，您将需要填写一张表
格，然后通过上网或邮寄发
送到保险公司。确保您保留
自己的收据，因为您可能需
要连同索赔申请一同提交，

或者保险公司可能在晚些时候会要求您提供给他们

尽管您的雇主有为您提供私人保险的义务，有时候他们并不这么
做。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请向社区法律诊所76、社区机构 77、劳
工维权协会寻求帮助，或可致电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热线：
1-888-366-0194。

3个月之后：安大略省健康保险计划（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lan，简称OHIP）的保障

一般来说外国劳工符合资格可获得安省健康保险计划（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lan，简称OHIP）78 。您可以在安省服务中心
（ServiceOntario centre）79 申请OHIP 。您必须随身携带一些证

重 要 提 示 :
在您抵达加拿大之后，您应该尽早要
求得到自己的私人保险信息。不要等
到您生病了才询问相关信息。私人保
险往往有许多例外条款。例如说，有
些保险不保怀孕相关费用或既有医疗
状况。最好熟悉一下您的保险提供哪
些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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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80，包括您的工作许可证、护照和安省居住证明。在安省未住满
3个月还不符合使用OHIP的资格，但您可以提前申请。

如果您在申请OHIP之前获得了医疗服务，您必须自行付费。然
而，如果您之后可以提出证明表示您在那时虽然还没有注册但是
符合使用OHIP资格，医护人员应该要为您进行退费。

当您申请OHIP的时候，您可能被要求提供一封雇主信或您的合同，
表示您会在安省从事至少6个月的全职工作，并注明您的工作类型。
如果您的工作许可证上列有雇主姓名、您在加拿大的职业和您在安
省的就业期间（必须至少有6个月），便不用提供雇主信或合同。

如果您申请了却得不到OHIP保险，您可能要考虑向社区机构81、劳
工维权组织或社区法律诊所82 寻求帮助。您还可以提出书面要求，
请OHIP 资格审查委员会（OHIP Eligibility Review Committee，简
称OERC)复审这个决定。您可以把您的要求邮寄或传真到OHIP 资
格审查委员会：

OHIP Eligibility Review 
Committe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
1055 Princess Street
PO Box 168
Kingston, ON
K7L 5T3
传真：613-548-6557

76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77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78 安省健康保险计划 OHIP 文献: www.findlink.at/OHIParticl 
79 查找安省服务地点: www.findlink.at/sc-loca 
80 安居网站文献 – OHIP 文档: www.findlink.at/OHIPdocs 
81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82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83 健康卡号授权书: www.findlink.at/release

重 要 提 示 :
如果您没有自己的OHIP卡，您去诊
所或医院时会被要求填写一张“健康
卡号授权书”（health number release 
form）83。填写这张授权书让您的医护
人员可以获得您的OHIP信息，即使您
还没有收到自己的健康卡。或者，如果
您有申请OHIP时的“办证记录”,您可以提
供给医护人员以便获得医疗护理服务。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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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哪里获得医疗帮助？ 
出现紧急医疗情况，请拨打9-1-1。

如果并非紧急情况，以下是一些您可以获得的医疗服务。许多服
务以您的第一语言提供翻译或健康信息。

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提供一般的医疗帮助和专科医生转介。安省某些地区家
庭医生短缺，所以也可参考其他的选择。如果您想要寻找家庭
医生，可致电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的免费电话：1-800-268-7096，或上网搜
索 。84 

步入式（Walk-in）医疗诊所

许多社区都有步入式诊所。您不用预约便可以看到医生或护士。
您可能不能每次都看同一个医生。如果有其他病人排在您前面，
您可能必须等待。如果可以的话，带上您的OHIP健康卡或保险凭
据。 

社区健康中心（Community Health Centers，简称CHC）

社区健康中心85 有一系列的专业人士，例如：医生、护士和执业护
士（nurse practitioners）。有些中心为没有OHIP或其他健康保险
的人士服务。但是，CHCs不是在每个安省社区都有。您可以在安
省医疗中心协会（Association of Ontario Health Centres）86 网站
查找CHCs服务地点，或致电该协会：416-236-2539。

安省健康热线（Telehealth Ontario）

安省健康热线87是一项电话服务，您可以每周7天、每周24小时与注
册护士通话。该服务是免费和保密的。您可以通过翻译服务， 以自
己的语言和某人说话。即使您没有OHIP或私人保险，您也可以使用
这个服务。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7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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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如果您需要紧急医疗服务，请前往医院。随身携带您的OHIP健康
卡或任何私人保险信息。即使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医院仍将会帮
助具有紧急情况的人，但是如果您没有保险收费将会非常昂贵。
如果这是工作相关的受伤，医院会代您向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
（Workplace Safety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收费。 

您社区内的医疗服务

拨打2-1-1，访问211网站88，或在电话本里查找您社区内的医疗
服务。

我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获得医疗帮助吗？
许多医院和健康诊所都提供通过电话获得翻译的服务。其他保健
服务有会说不同语言的工作人员和支援者。欲了解更多关于医
疗口译员的信息，请参阅《与您的专业口译员一起合作》指南
（Working with Your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Guide）。89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照顾自己的精神健康？
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和工作可以是非常困难的。您远离了自己的家
人和朋友，这里的文化和语言对您是生疏的，而且您可能要长时
间的工作。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让您感到孤独、挫折和焦虑。

下列是一些您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方式：

84 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 www.findlink.at/drsearch 
85 安居网站社区健康中心文献: www.findlink.at/chcarticle 
86 安省医疗中心协会分布地图: www.findlink.at/chcmap 
87 安省健康热线: www.findlink.at/telehealth 
88 安省211网站: www.findlink.at/211 
89 与您的专业口译员一起合作指南: www.findlink.at/interguide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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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健康饮食，吃些您喜欢
的事物。

• 每天做些与工作无关的体力
活动。

• 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
• 在您不工作时，做些您喜欢

的事情。
• 学习新的事物。
• 与老家的家人朋友保持 

联系。 

• 结交新朋友，找到您可以聊天的对象。
• 找到与您共享信仰的社区。
• 加入一个社区团体或运动队伍。
• 限制用酒精、香烟和其他不健康方式应对困境。 

寻求帮助

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您常常出
现以下问题，您可能要寻求帮助：

• 睡不着
• 难以集中
• 感到绝望
• 使用药物或酒精作为应对方式
• 出现伤害自己或想要自杀的念头 

这时您要找人谈一谈，或查找您社区内的精神健康服务，请致
电安省精神健康求助热线（Ontario Mental Helpline）90 免费电
话：1-866-531-2600。该服务是免费和保密的。如果您希望用自
己的语言通话，只要用英语说出您的语言（例如：“Mandarin”），
然后您就会被接通至口译员服务。您不需要OHIP保险。您不用提
供关于您的任何信息便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90 安省精神健康求助热线: www.findlink.at/mhhel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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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以帮到您的还包括您的医生、您的信仰团体、当地的社区
机构91 和社区健康中心92。您还可以致电求助中

心（distress centre）93 电话是：416-408-4357。求助中心为需要
情绪支持的人士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口译员以您的语言通话。

如果怀孕了，我能做什么？
在另一个国家怀孕可以是一个充满压力的经验。要考虑的事情非
常的多，包括怎样获得医疗保健、您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您的工作
情况。当您不是只身一人的时候，解决困难的情况相对简单。您
可能想要联系社区机构94 或劳工维权组织寻求帮助。

您的选择

如果这不是您计划中的怀孕，您通常有3个选择：

• 抚养这个孩子。
• 把婴儿给人领养（把抚养孩子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交给其他人）。
• 人工流产（中止妊娠）。 

如果您想得到关于把送养婴儿或人工流产的更多信息，您
可以致电全国堕胎联盟（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95 

的免费热线：1-800-772-9100。您还可以从安省领养机构
（AdoptOntario）96 找到有关领养的更多信息，免费电话是：1-
877-236-7820。在安省，这两个过程都是合法的，而且如果您有
OHIP则两者均属免费。

91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92 安居网站社区健康中心文献: www.findlink.at/chcarticle 
93 求助中心: www.findlink.at/dcontario  
94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95 全国堕胎联盟: www.findlink.at/naf  
96 安省领养机构: www.findlink.at/adoption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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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和怀孕

如果您有OHIP，与您怀孕相关的必要医疗服务都由OHIP支付。如
果您有私人健康保险，您应该查清它是否涵盖怀孕费用。有些私
人保险公司不提供这类费用的保额。

如果您没有OHIP或支付怀孕费用的私人保险，在安省生产会非常
昂贵。医院可以按他们希望的费用收费，包括高出OHIP的价格。

以下是一些您可能可以获得的低费用或免费支持服务： 

社区健康中心（Community Health Centres，简称CHCs）
CHCs有医生、护士和执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s）等在职医疗
专业人员。如果您没有OHIP，您或许可以在CHC获得医疗保健服
务97。您可以致电416-236-2539，找出您的社区内是否有CHC。 

产前和产后护理
公共卫生部门（Public health units）为孕妇设有各种计划。例如：
健康宝宝健康儿童计划（Healthy Babies, Healthy Children，简称
HBHC）为刚出生到6岁的儿童提供服务。联系您当地的公共卫生部
门98 获取更多信息。此外，加拿大产前营养计划（Canada Prenatal 
Nutrition Program）99 也为孕妇和家长提供许多服务和计划。

助产士
请助产士提供护理可以是一个费用较低的选择。除此之外，有些
助产士或许可以帮您就医院或医生治疗进行商议达成较低的费
用。他们可以在您怀孕期间帮助您规划可行的成本，并帮助您
了解健康体系如何运作。有些助产士可以为没有OHIP的孕妇提
供服务，有些设有自己的分娩中心。您可以通过安省助产士学
会（College of Midwives of Ontario）100 查找助产士服务，电话
是：416-640-2252。 

97  安居网站社区健康中心文献: www.findlink.at/chcarticle 
98  公共卫生部门: www.findlink.at/ph-units   
99  加拿大产前营养计划: www.findlink.at/cpnp-find  
100 安省助产士学会 – 找一个助产士: www.findlink.at/cmo-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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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险

您可能符合就业保险
（Employment Insurance，
简称EI）的怀孕和育儿休假
特别就业保险金。您可以联
系加拿大服务部（Service 
Canada）101 查清自己是否
符合申请资格，免费电话
是：1-800-206-7219。

怀孕和育儿休假

如果您怀孕了（怀孕休假）
或如果您是新的爸妈（育儿
休假），您可以请无薪假，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您必
须达到为您的雇主工作最少限时，才能享受这种有工作保障的休
假。102

101 就业保险联系信息: www.findlink.at/scphone  
102 安省劳工厅 – 请假: www.findlink.at/leaves  
103 人权法律支援中心: www.findlink.at/hrlsc

重 要 提 示 :
您的雇主不可以因为您怀孕而开除
您，减少您的工时，或把您送回自
己的国家——这么做违反了《安省
人权法典》（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然而，尽管违法，许多
妇女仍因为怀孕而在工作中遭遇歧
视。如果您处于这种状况，您或许想
要联系人权法律支援中心（Human 
Rights Legal Support Centre）103 寻
求申请索赔的帮助，免费电话是：1-
866-625-5179。通过此热线，您可以
用自己的语言通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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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处虐待关系中，我能做什么？
请告诉您信任的人，寻求帮助。如果您正处于紧急危险之中，请
拨打9-1-1。

虐待有着许多不同的形式。它可以是身体、性、情绪或经济等方
面的。在加拿大，即使您的施虐者是你的配偶，身体虐待和性虐
待都是非法的。有些形式的经济虐待也属非法行为。

有些人很难分辨自己是否正遭受虐待。以下是一些警示信号，可
能您正处于一段虐待关系中。您的伴侣：

• 贬低您，使您难堪。
• 用吓着您的方式看着您或做出某些行为。
• 控制您做的事、您见面或说话的对象，或您去哪里。
• 阻止您见自己的朋友或家人。
• 拿走您的钱，让您提出要钱的要求，然后拒绝给您钱。
• 做所有的决定。
• 告诉您您是一个不好的家长，或威胁带走或伤害您的孩子。
• 阻挠您工作或上学。
• 毁坏您的财产，或威胁要杀死您的宠物。
• 用枪、刀或其他武器恐吓您。
• 猛推您、用掌扇您或掐您窒息，或殴打您。
• 威胁要自杀。
• 威胁要杀死您。

这只是一些例子——不
是详尽的列表。如果您
需要帮助，但并非紧急情
况，致电受虐妇女求助热
线（Assaulted Women’s 
Helpline）104 免费电话：
1-800-863-0511。受虐男士
可以致电男性性虐待幸存者
支持服务（Support Services 
for Male Survivors of Sexual 

重 要 提 示 :
如果您在家里不安全，您可能想到庇
护所（shelter）108 留宿。庇护所是安
全的地方，通常是免费或仅需按您的
收入收取小额费用。 在您规划逃离虐
待的时候，您可以在庇护所居住几个
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大部分的庇护所
都有辅导和支持小组。他们可以把您
转介到其他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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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105 的免费热线：1-866-887-0015。两个热线电话的服务
都是免费且保密的。您可以用自己的第一语言通话。

Barbra Schlifer诊所106 为受虐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辅导，电话
是：416-323-9149。您还可以联系警察、医生、或社区机构107 寻
求帮助。
 
了解更多关于虐待的知识：《虐待是有悖文明的恶行》（Abuse is 
wrong in any language）109。

104 受虐妇女求助热线: www.findlink.at/awhl  
105 男性性虐待幸存者支持服务: www.findlink.at/mss  
106 Barbra Schlifer 纪念诊所: www.findlink.at/VAWclinic 
107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08 211 庇护所列表: www.findlink.at/211shelter   
109 虐待有关信息: www.findlink.at/abusedjc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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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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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接受健康与安全培训吗？
是的，您的雇主和主管必须确保您需要安全工作和保护自己免于
受伤或疾病的相关信息、培训和设备。这是根据《职业健康和安
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简称OHSA）所
规定的。

您开始一份新工作或收到新任务的任何时候，您的雇主和主管必
须告诉您是否有任何危险。

您还应该接受下列这些主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基本培训：

• 根据OHSA ，您有哪些义务和权利
• 根据OHSA，雇主和主管有那些义务
• 常见的工作场所危害和职业病
• 根据OHSA，联合健康安全委员会（joint health and safety 

committees）和健康和安全代表（health and safety 
representatives）起着什么作用

• 安省劳工厅（Ministry of Labour）、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和健康
和安全协会（health and safety associations）各起着什么作用

• 《工作场所有害物质系统条例》（Workplace Hazardous 
Materials Information System Regulation，简称WHMIS条例）
的信息和指令要求 

如果您是一位主管，您的培训可能有所不同。

要问雇主的10个健康和安全问题
如果您的雇主没有给您这些信息，下列是一些可提出的有用问题：

• 我的工作有哪些危害？
• 有我应该知道的任何其他危害吗？
• 我会接受工作培训吗？
• 您会召开健康和安全会议吗？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48

外国劳工指南

• 有我应该要穿戴的安全设备吗？我会接受如何使用这些设备的
培训吗？什么时候？

• 我将会接受紧急事故处理流程的培训吗（例如火灾或化学品泄
漏）？什么时候？

• 灭火器、急救箱和其他应急设备放在哪里保管？
• 如果我受伤了该怎么办？谁是急救人员？
• 我的健康和安全责任有哪些？
• 如果有健康和安全问题，我该问谁？

如果您对《职业健康和安全法》抱有疑问，请致电安省劳工厅的
健康和安全联络中心（Health and Safety Contact Centre），免费
电话是：1-877-202-0008。通过此热线，您可以用自己的第一语
言通话。

作为雇员，我有那些权利和义务？ 
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简称OHSA），您有重要的权利：

1. 您有知道的权利。您有权知道自己的工作中有哪些危险。您的
雇主或主管必须告诉您，在您的工作中能够伤害您的任何事
物。您的雇主必须确保您得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这样您才能安
全地工作。 

2. 您有参与的权利。您有权参与保持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行
列。取决于您公司的大小，您可以是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一
员，或成为健康和安全代表。您还有权参与到培训和信息会议
当中，帮助您安全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您有拒绝不安全工作的权利。如果您相信自己的工作会使您处
于危险之中，您必须将这个不安全的情况报告给管理层。如果
该情况没有得到纠正，而您觉得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仍有危险，
您有权拒绝执行工作。法律规定您不能因为拒绝不安全的工作
而受到惩罚（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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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向雇主报告了某个危害而他们不予以修正，您可以致电安省
劳工厅的免费电话： 1-877-202-0008。

为了您自己和您的同事们，您也有保持自己工作场所安全的义务。

您必须做到以下事项：

• 向您的主管报告任何工作场所危害（危险）。
• 穿戴或使用这个工作要求的任何保护设备。
• 遵守法律和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政策及程序。
• 以不会伤害您自己或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的方式工作和行动。

如果您不确定某件事情是否安全，或如果您不知道怎样做某件事
情，提出问题。 

我可以对不安全的工作说不吗？
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法》（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简称OHSA），您有权拒绝从事您相信对您自己或其他工作人员是
不安全的工作。如果您处于工作场所中某人对您施加暴力的危险之
中，您也可以拒绝工作。

如果您拒绝不安全的工作，您
将需要采取一些步骤。如果您
拒绝不安全的工作，您需要：

• 马上告诉您的主管或雇
主您拒绝工作，并说明原因。

• 如有需要，说明您是根据《职业健康和安全法》行使自己的 
权利。

您可以在劳工厅网站110 学习更多关于怎样对不安全的工作说不的 
程序。

110 安省劳工厅拒绝工作指南: www.findlink.at/nounsafe    

重 要 提 示 :
对不安全的工作说不。您不必做那项
工作，直到情况安全为止。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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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雇主不可以因为您拒绝从事您不相信是安全的工作而开除
您，把您送回您的祖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恶劣地对待您。这意
味着不许进行报复。

如果您觉得对雇主说不感到不舒服，或担心您将会失去自己的工
作，联系社区法律诊所111、社区机构112、劳工维权组织，或拨打临
时外国劳工协会的免费热线：1-888-366-0194。 

如果我在工作时受伤或某样东西让我生病
的话，我能做什么？
如果您在工作时受伤，立即接受医疗治疗。如果您感到这么做是
安全的话，尽快向您的雇主报告您的伤情。如果是紧急情况，拨
打9-1-1。

您的雇主不可以因为您受伤或因为您向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
（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提出索赔
而开除您。然而，曾有些外国劳工因为受伤而失去他们的工作。
这是不被允许的，但确实发生过。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尝试向
社区机构113、劳工维权组织或社区法律诊所114 寻求支持，以便保
护自己。 

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的赔偿

您可能符合资格通过工作场所安全和保险局（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申请经济赔偿。WSIB的项目
是免费的。即使该事故是您的错，您还是可以向WSIB申请索赔

111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12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13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14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51

申请赔偿

向WSIB提出索赔的程序由报告受伤或疾病（reporting the injury or 
illness）115 开始。如需提出索赔的帮助，联系：

• 劳工咨询办公室Office of the Worker Adviser，简称OWA）116 

的免费电话：1-800-435-8980。OWA为不属于工会的劳工提
供WSIB索赔免费帮助。 

• 社区机构117

• 安省工业事故受害者团体（IAVGO）118 是专为受伤劳工服务
的一间社区法律诊所，免费电话是：1-866-521-8535。

您的医生必须填写一张表格，这是您索赔申请的其中一部分。清楚地
向您的医生说明您的受伤或疾病是在工作时发生的或是由于工作而造
成的。医生需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能作出准确的笔记。

如果您不同意自己的WSIB索赔裁定，您可以提出上诉119。

警告：WSIB的“推定”（deeming）作法

“推定”是WSIB决定领取赔偿者有再工作的能力，即使他们无法从事
他们的旧工作。如果WSIB觉得您可以从事一些其他的“合适就业”，
他们可以减少或停止对您的赔偿。这对外国劳工来说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往往都不能得到正确种类的工作许可证再回到加拿大。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联系安省工业事故受害者团体（IAVGO）120，这
是一间帮助受伤劳工的社区法律诊所。或者，您可以向社区机构121

、劳工维权组织或其他的社区法律诊所122 寻求支持。

115 向WSIB报告受伤或疾病: www.findlink.at/wsibfile  
116 劳工咨询办公室: www.findlink.at/owa 
117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18 安省工业事故受害者团体: www.findlink.at/iavgo  
119 WSIB 劳工上诉: www.findlink.at/wsibappeal    
120 安省工业事故受害者团体: www.findlink.at/iavgo 
121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22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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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学习更多关于如何提出WSIB索赔申请：

• 访问WSIB网站123。
• 致电WSIB的免费电话：1-800-387-0750。您可以要求用自己

的语言通话。
• 以您的语言把自己的问题电子用邮件发到 

translation@wsib.on.ca。
• 阅读：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简称CLEO）124 的《劳工赔偿：提出索赔
申请》（Workers’ Compensation: Making a Claim）125。 

123 WSIB网站: www.findlink.at/wsib 
124 劳工索赔申请资源: www.findlink.at/wc-claim 
125 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 www.findlink.at/c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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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得到什么类型的住房？
您的雇主应该为您提供住宿或确保您能够找到适合的住房。如果
您的雇主为您提供住宿，他们将从您的工资中扣除租金。您的雇
主只可以扣除租金部分，他们不能为了如家具或厨房用品等家用
物品从您的工资扣钱。被扣除的住宿费用金额应该列明在您的合
同里，而且该费用应该与当地具有可比性的住宿费用类似。 

您的住宿可能是单人房或合租房。与同事分享合租房是很常见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您将很有可能与其他人共享浴室和厨房。

注意：如果您的职业被视为是高技能职业，您将比较有可能要负
责自己的住宿。 

如果住宿方面出现问题，我该怎么办?
根据您的具体住宿，您可能可以取得房东和租客委员会（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的服务。如果您是自己找到您的住宿的话，
您有可能受到《住宅租赁法》（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简称
RTA）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阅读《租客需要知道的相关法律信息》
（What tenants need to know about the law）126 。该出版物出自
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
简称CLEO）127 。如有疑问，您还可以致电房东和租客委员会128 

的免费电话：1-888-332-3234。 

然而，一般来说，如果您的雇主为您提供住宿，或如果您和家人
住在一起，您便不属于《住宅租赁法》的管辖范围，换言之您不
能使用房东和租客委员会的服务。如果遇到问题，您可以联系社
区机构129、劳工维权组织或社区法律诊所130。有些市政卫生部门
（municipal health units）131 能够帮助确保您的住宿情况符合达到
一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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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务方面，我有什么权利？
在与警察打交道的时候，您有自己的权利。一般来说，警察不能：

• 没有理由地搜查您。
• 要求血液或唾液样本，除非他们有理由并得到您的许可。
• 没有理由地扣留或囚禁您。
•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您的房子。 

如果您被警察质问或逮捕，
您可以要求要一名律师。一
旦您要求要律师，警察应该
停止向您提问。您在被警察
逮捕之前和之后所说的所有
一切都可以被他们作为证据
使用。

如果警察发现您在工作许可
证到期后逾期居留或您违反了工作许可证的条件，他们可能会告
诉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简称
CBSA）。

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

有些外国劳工遭遇了警察的“种族定性”。种族定性是当某人因为他
的种族或族裔受到不同的对待，而不是根据合理的怀疑。尽管《
安省人权法典》（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并不允许这种现
象，但种族定性是很常见的。

126 CLEO 租客信息: www.findlink.at/cleo-ten 
127 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 www.findlink.at/cleo 
128 房东和租客委员会: www.findlink.at/ltb  
129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30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31 市政卫生部门: www.findlink.at/ph-units 
132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重 要 提 示 :
如果您被逮捕了但请不起律师，您可
以要求“当值律师”（duty counsel）
。这是免费的法律咨询意见。如果您
有其他法律问题，您可以访问社区法
律诊所。132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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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相信自己遇到了种族定性，知道自己有权与律师谈话，知
道自己不用提供血液或唾液样本，除非警察有怀疑您的具体理
由。你可以把事情发生经过的所有细节写下来，例如：日期、时
间、地点和涉及人员。您也可以向社区法律诊所133、劳工维权组织
或社区机构134 寻求支持，以及向独立警务审查办公室主管（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Review Director）135 提出投诉。

您可以从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的（Community Legal 
Information Ontario，简称CLEO）136 的《警察权力：

拦截和搜查》（Police Powers: Stops and Searches）出版物中了
解更多关于自己在警务方面的权利。

在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anadian Border 
Services Agency）方面，我有什么权利？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简称
CBSA）137 是执行移民法律的政府部门。他们可以逮捕和拘留没有
有效工作许可证或违反工作许可证条款的人士。CBSA与警察不同。

如果您给CBSA 官员打开您家大门，他们可以搜查您家或将您逮
捕。CBSA官员可以在没有您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您家的唯一时候是当
他们拥有以下2张令状时：

• 移民逮捕令（immigration arrest warrant），以及
• “特别进入”或“feeney”令 

您可以隔着大门和CBSA官员说话，要求他们从门底下把2张令状传
给您。如果他们有这2张令状而您不让他们进来的话，他们可以强
行进入或可能晚些时候再回来。CBSA官员并不总是穿着制服——
有时候他们穿着便服。 

如果CBSA官员没有2张令状，您不需要与他们谈话。如果您不想
让他们进来，就不要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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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户外，如果您没有充分
的移民身份，CBSA官员可以逮
捕您。除非您正在开车、骑着
摩托车或自行车，您不需要出
示身份证件。然而，您可能要
确认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如
果不确定某人的身份的话，他
们可以对其进行逮捕。一旦您
确认自己的身份，您可以不回
答他们问您的其他问题。

如何与CBSA打交道的更多信息可从“无人非法”维权组织（No One 
Is Illegal）138 的《外国人：知道您的权利》（Migrants: Know 
Your Rights）139 资源中找到。
 

我可获得的服务有哪些？
定居安置服务

定居安置服务为加拿大的新来者提供帮助，例如：语言培训、求职
协助、转介、住房帮助和社会支持。很多定居安置机构都有会说许
多不同语言的工作人员。

每个定居安置机构都有自己的服务对象规定。向这类机构询问他
们为外国劳工提供哪些服务。 如果某个机构不为外国劳工提供服
务，请他们帮您找一个为外国劳工提供服务的机构。有些定居安置
机构不理会移民身份，为所有刚到加拿大的人士提供服务。  

133 社区法律诊所: www.findlink.at/lao 
134 社区机构: www.findlink.at/services 
135 独立警务审查办公室主管: www.findlink.at/oiprd 
136 警察权力信息: www.findlink.at/policepwr 
137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www.findlink.at/cbsasite  
138 “无人非法”维权组织: www.findlink.at/noii 
139 外国人: 知道您的权利资源: www.findlink.at/infonoii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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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服务

城市和城镇等市政当局通常
为当地居民提供多种服务，
例如：娱乐休闲计划、托
儿、房屋补贴、图书馆、求
职计划、紧急庇护所、食物

银行和保健服务。其中一些服务是免费的，另一些则需收费。许
多城镇为没有赚很多钱的人或“低收入”居民提供较低收费的服务。 

在多伦多、渥太华、萨德伯里和温莎，您可以拨打3-1-1了解关于
市政服务的更多信息。该热线是免费的，并提供翻译服务。
 
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ies）：多伦多和汉密尔顿

虽然在大部分的市政当局需有效的工作许可证或永久居民卡才能
获得服务，许多市政当局现正在考虑“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或“接近而不害怕”（access without fear）的政策。这意味着
许多居民可以不论其移民身份而获取服务。多伦多和汉密尔顿目
前已经实施这类政策。然而，有些外国人发现，即使在这些城市
里，他们仍被要求提供移民身份证明和得不到服务。如果您没有
有效的工作许可证，或如果您违反了自己工作许可证的条款，您
应该小心谨慎，只和您信任的对象分享这个信息。 

我怎样在自己的地区找到信仰或社区团体？ 
加入一个信仰或社区团体能
够帮助您认识自己社区内的
人们，让加拿大更有家的感
觉。许多市政当局和教育局
都有您可以参加的社团体名
录。您还可以在安省定居网
（Settlement.Org）的“附近的

服务”（Services Near Me）141 互动式地图上查找。 

信 息 提 示 :
拨打2-1-1即可找到定居安置服务，
或可在安省定居网的互动式地图
（Settlement.Org’s interactive map）
查找。140

信 息 提 示 :
查看电话本、社区公告板或拨打
2-1-1也是找到您区域中的崇拜地
点、信仰或社区团体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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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哪些交通选择？
安大略省大部分的城市都有公共交通系统。小一点的城市一般都有
公交车系统，而多伦多则还有地铁和街车。

一次性地购买多张车票或多个代币通常会比较便宜。如果您常常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月票可能是您的最佳选择。 

长途旅行的话，您可以乘坐火车或大巴。提供这类交通服务的公司
非常多，但是最受欢迎的是：

加拿大灰狗巴士（Greyhound Canada）142（大巴）
1-800-661-8747 
Canada.info@greyhound.ca

加拿大国铁公司（Via Rail）143（火车）
1-888-842-7245

骑自行车

自行车是短程交通的选择之一。在安省，自行车被视为是车辆。
这意味着您必须遵守交通法律，并在道路右侧骑自行车。 
有些外国劳工在骑自行车时受了伤。如果您决定要骑自行车，考
虑以下安全提示：

• 戴好头盔。
• 使用手势示意您要去哪个方向。
• 可能的话，与路边停车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
• 与可能看不见您的卡车和大型车辆保持距离。
• 在夜间穿着浅色或亮色的衣物并使用自行车灯和反光装置。
• 使用自行车车铃或喇叭。

140 安省定居网的互动式地图: www.findlink.at/services 
141 安省定居网的互动式地图: www.findlink.at/services 
142 加拿大灰狗巴士: www.findlink.at/greyhound 
143 加拿大国铁公司: www.findlink.at/via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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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在银行开户？
要开立银行账户144，您必须出示适当的证件。对于许多外国劳工来
说，最方便的证件就是您的工作许可证、护照和健康卡。除了这
些以外，许多银行都要求至少要有一个在加拿大签发的证件。 

在加拿大，银行收取账户和服务等费用，例如：额外的现金取款
和转账。先对您社区内的各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
的收费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出选择。

加拿大的电话系统情况如何？
移动电话（手机）

如果您要在加拿大开通手机计划，先研究不同的通话计划再签合
约。如果您住在农村地区，您应该先检查电话公司的信号覆盖范
围。有些公司并没有在加拿大所有地区设有手机覆盖范围。仔细阅
读您的合约，再决定您是否同意。在安省，主要的电话公司有罗
渣士（Rogers）145 、研科（Telus）146、 贝尔（Bell）147、Fido148

、维京（Virgin）149、 Mobilicity150、Wind 151 和Koodo152。

您可以选择预付计划或一个每个月底交费的计划。有些电话不能
用于预付计划。预付计划按每分钟收费，而且通常要贵很多。然
而，有些人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容易维持预算。

144 安居网站文献 – 银行账户: www.findlink.at/bankacnt 
145 罗渣士: www.findlink.at/rogers 
146 研科: www.findlink.at/telus 
147 贝尔: www.findlink.at/bellphone 
148 Fido: www.findlink.at/fido 
149 维京: www.findlink.at/virgin 
150 Mobilicity: www.findlink.at/mobilicity 
151 Wind: www.findlink.at/wind 
152 Koodo: www.findlink.at/ko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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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话（座机

就家用电话而言，您通常要为这个电话线支付标准月费，并为长
途电话额外交费。有些公司提供绑定服务（bundles），即由同一
个公司提供多项服务，例如：电话、电视和互联网。加拿大贝尔
公司（Bell Canada）153 和罗渣士公司（Rogers）154 是2个主要的
家用电话供应商，但是许多公司也提供类似服务。与不同公司联
系，讨论他们的计划和收费。

Pay phones

您还可以使用公用电话。本地通话收费50分钱；但是，如果您住
在农村地区，您可能很难找到公用电话。有些公用电话不提供投
币选择，需要使用信用卡或加拿大贝尔公司（Bell Canada）的电
话卡才能付费。

长途电话

安省的长途电话费用比其他国
家的费率相比高出许多。长途
电话通话计划或电话卡或许可
以提供比较优惠的费率。您可
以签订一个包括长途电话通话
分钟的计划。或者，您可以购买预付长途电话卡，在拨打长途电话
时使用。您可以在许多便利商店或杂货店里购买到这种电话卡。

我怎样从加拿大寄信？
加拿大邮政局（Canada Post）155 负责邮件的投递。要寄信或寄
包裹，请去邮局。有些邮局位于药局或杂货店里头。如果您要寄
包裹，邮费取决于包裹的尺寸、重量，和抵达目的地的速度。

153 贝尔: www.findlink.at/bellphone 
154 罗渣士: www.findlink.at/rogers 
155 加拿大邮政局: www.findlink.at/canpost

信 息 提 示 :
开头是1-800、1-844、1-855、1-866
、1-877或1-888的长途电话号码是免
费的。这表示这些电话不会收费。许
多政府机关的电话号码都是免费的。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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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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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检查清单
查看您的工作许可证，检查它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包括：
您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您雇主的姓名、工作地点和您的工作
类型。

我的工作日

 � 我每天的工时是几个小时？
 � 我的正常工作日是哪些天？
 � 我应该在开始上班之前就抵达工作场所吗？
 � 我的午餐休息时间有多长？
 � 我的午餐休息时间是有薪的吗？
 � 我有任何其他休息时间吗？例如茶歇？
 � 我要工作几个正常的工时之后才算加班？
 � 如果有任何加班的话，需要加班多久？
 � 您会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运输吗？

工资和福利

 � 我怎么领工资？
 � 我多久领一次工资？
 � 我的加班费怎么算？
 � 我会收到健康福利、退休金或工会会员资格吗？
 � 这些福利的费用是多少？
 � 会有人和我一起审查从我工资中扣除的项目吗？
 � 我来往工作场所的时间是有薪的吗？
 � 我会得到奖金吗？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奖金？
 � 奖金有多少钱？

休假

 � 我有带薪假期吗？还是我的假期工资已经包含在我的正常工 
资里面了？

 � 我的假期时间／工资是怎样计算的？
 � 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我要联系谁？

检查清单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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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病假是有薪的吗？
 � 我是否可以安排无薪休假？

健康和安全问题 

 � 我的工作有哪些风险和危险？
 � 我应该知道的其他工作场所危害有哪些？
 � 我什么时候会接受工作培训？
 � 有任何可供我看的健康和安全信息吗？
 � 有召开健康和安全会议吗？
 � 急救箱和灭火器放在哪里？
 � 如果发生火灾或其他紧急情况，我怎么做？
 � 如果我在工作时受伤了，我怎么做？
 � 我有哪些健康和安全责任?
 � 我的雇主有哪些健康和安全责任?
 � 如果我有一个健康和安全疑问，我该问谁？

资源
以下是一些对外国劳工可能有用的组织和资源。这不是详尽的
列表。

政府机构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简
称CIC） – 负责移民和临时居民相关规定和申请的联邦政府部门。

• www.findlink.at/cic 
• 1-888-242-2100 

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简称ESDC） – 监督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事务和处理劳
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abou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
LMIA）申请的联邦政府部门。

• www.findlink.at/esdc 
• 1-800-622-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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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公民、移民和国际贸易厅（Ministry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简称MCIIT） – 负责移民事
务的安省政府部门。

• www.findlink.at/MCIIT
• 1-800-267-7329 

安省劳工厅（Ontario Ministry of Labour） –负责安省劳动法律的
省政府部门。该厅的电话热线以多语种提供信息服务。 

• www.findlink.at/MoL 
• 安省劳工厅健康和安全联络中心（Health and Safety Contact 

Centre）1-877-202-0008 
• 就业标准信息中心（Employment Standards Information 

Centre）1-800-531-5551 

安省服务厅（ServiceOntario） – 管理诸如健康卡、驾驶执照、福
利、保健服务等的省政府机构。

• www.findlink.at/serviceon 
• 1-800-267-8097
• 1-800-268 -1154 (OHIP) 

劳工维权组织（Workers’ advocacy organizations）

加拿大难民理事会（Canadian Council for Refugees，简称
CCR） – 一个致力于在加拿大和全球范围维护难民和弱势外国人
权利并为其提供保护的全国性伞式组织。

• www.findlink.at/CCR 
• 514-277-7223

加拿大劳工大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简称CLC） – 倡
导全加拿大劳工权益的组织。

• www.findlink.at/CLC
• 613-521-3400

外国劳工正义组织（Justicia for Migrant Workers，J4MW） – 由
外国劳工及其支持者所组成的维权团体。

• www.findlink.at/j4mw
• j4mw.on@gmail.com 

检查清单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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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ROS：加拿大普世公义行动（KAIROS: Canadian Ecumenical 
Justice Initiatives） – 由教会和宗教组织为人权所组成的联合会。

• www.findlink.at/kairos 
• 1-877-403-8933

外国劳工争取改善联盟（Migrant Workers Alliance for Change，
简称MWAC） – 由维权和社区团体、工会、研究人员、劳工和为
正义而努力的社区成员为外国劳工所组成的联合会。

• www.findlink.at/mwac 
• coordinator@migrantworkersalliance.org

“无人非法”维权组织（No One Is Illegal，简称NOII） – 努力争取
让所有外国劳工能够有尊严和尊重的生活权利的一个移民和难民
及其支持者团体。

• 多伦多:  ................ www.findlink.at/noii 
 ............................. nooneisillegal@riseup.net 

• 渥太华:  ................www.findlink.at/noiiottawa 
 ............................. Noiiottawa@gmail.com

安省移民服务机构理事会（Ontario Council of Agencies Serving 
Immigrants，简称OCASI） – 安省多个移民和难民服务机构的伞
式组织。OCASI的目标是让移民和难民在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
均实现平等、服务可及性和充分参与。

• www.findlink.at/OCASI
• 416-322-4950

劳工行动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 – 一个基于劳工的组
织，旨在改善劳工权益并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源。

• www.findlink.at/wac
• 416-531-0778 

本地资源

Barbra Schlifer纪念诊所（Barbra Schlifer Commemorative Clinic） – 
为遭遇暴力的妇女提供法律支持和辅导的中心。

• www.findlink.at/vawclinic 
• 416-32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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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法律诊所（Community Legal Clinics）／安省法律援助计划
（Legal Aid Ontario） – 社区法律诊所为合资格的人士提供信息、
法律咨询意见和代表服务。

• www.findlink.at/lao 
• info@lao.on.ca 
• 1-800-668-8258 

FCJ难民中心（FCJ Refugee Centre） – 为难民申请人、外国劳
工和没有身份的人士提供支持、建议和住宿的组织。

• www.findlink.at/FCJ 
• info@fcjrefugeecentre.org 
• 416-469-9754 

人权法律支援中心（Human Rights Legal Support Centre） – 该
中心为遭受歧视的人士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意见和支持。该中心以
多语种提供服务。

• www.findlink.at/hrlsc 
• 1-866-625-5179

安省工业事故受害者团体社区法律诊所（IAVGO Community 
Legal Clinic） – 为安省受伤劳工提供免费服务的社区法律诊所。

• www.findlink.at/iavgo 
• 1-866-521-8535 

Kababayan多元文化中心（Kababayan　Multicultural Centre） 
– 为社区成员，重点关注安省菲律宾社区，提供定居安置服务的
中心。

• www.findlink.at/kababayan 
• office@kababayan.org 
• 416-532-3888

新加拿大人中心（New Canadian’s Centre） – 致力于支持彼得堡
（Peterborough）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区域的移民、
难民和其他新来者的非盈利慈善组织。

• General website:  ................... www.findlink.at/NCC
• 彼得堡:  .................................. info@nccpeterborough.ca 

 ............................................... 705-743-0882 

检查清单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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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堡（Cobourg):  ................... info@nccpeterborough.ca 
 ............................................... 905-377-8100

安省劳工职业健康诊所（Occupational Health Clinics for Ontario 
Workers，简称OHCOW） – 提供工作相关健康问题信息和服务的
诊所。

• 安大略:  ................ www.findlink.at/OHCOW  
 ............................. info@ohcow.on.ca  
 ............................. 1-877-817-0336 

• 汉密尔顿:  ............ 848 Main Street East  
 ............................. hamilton@ohcow.on.ca  
 ............................. 905-549-2552 

• 萨尼亚-莱姆顿 
(Sarnia-Lambton): .... 171 Kendall Street 
 ............................. sarnia@ohcow.on.ca 
 ............................. 519-337-4627 

• 萨德伯里: ............. 84 Cedar Street  
 ............................. sudbury@ohcow.on.ca  
 ............................. 705-523-2330 

• 多伦多:  ................ #110-970 Lawrence Ave West  
 ............................. toronto@ohcow.on.ca  
 ............................. 416-449-0009 

• 桑德贝(又名雷湾):  .. #103B Barton Street  
 ............................. thunderbay@ohcow.on.ca  
 ............................. 807-623-3566 

• 温莎:  ................... #1-3129 Marentette Avenue  
 ............................. windsor@ohcow.on.ca  
 ............................. 519-973-4800

• 省立办公室:  ......... #606-1090 Don Mills Rd, Toronto 
 ............................. info@ohcow.on.ca  
 ............................. 416-510-8713

工作场所安全及保险局（Workplace Safety and Insurance 
Board，简称WSIB） – 为安省的工作场所管理赔偿和无过失保险
的独立信托机构。如果您在工作时受伤，您可以提出WSIB索赔
申请。



69

• www.findlink.at/wsib 
• 1-800-387-0750
• 1-800-465-5606 (multilingual)

有用的网站和求助热线 

安省211（211 Ontario） – 安省社区和社会服务的热线电话和网上数
据库。该服务是免费的，并提供口译服务。

• www.findlink.at/211
• Phone: 2-1-1

受虐妇女求助热线（Assaulted Women’s Helpline） – 为受虐待的
妇女提供危机辅导、支持、信息和转介的免费多语种服务。

• www.findlink.at/awhl 
• 1-866-863-0511

安省社区法律教育中心（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
简称CLEO） – CLEO网站有许多简单易懂的出版物，包括住房、
移民、劳工权利等法律议题。

• www.findlink.at/cleo 

安省精神健康求助热线（Ontario Mental Helpline） – 提供与精神
健康相关教育、建议和社区转介的服务。该热线是免费的，以多
语种提供服务。

• www.findlink.at/mhhelpline 
• 1-866-531-2600

安省定居网（Settlement.org） – 为新移民提供值得信赖的信息的
网站。“附近的服务”（Services Near Me）部分设有社区服务的互
动式地图。 

• www.settlement.org 

临时外国劳工协会热线（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Association hotline） – 为外国劳工专设的免费保密求助热线。

• 1-866-366-0194

检查清单和资源 



安省移民服务机构理事会（Ontario Council of Agencies Serving 
Immigrants，简称OCASI） 特此感谢下列组织为此资源的大力

帮助：

农业工人联盟（Agriculture Workers Alliance，简称AWA）、杜兰
区艾滋病委员会（AIDS Committee of Durham Region）、安省社
区法律教育中心（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 / Éducation 
juridique communautaire Ontario，简称CLEO）、Faraday法律事
务所、FCJ难民中心、国际迁徙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search Centre）、Kababayan多元文化中心、KAIROS：加拿
大普世正义行动（Canadian Ecumenical Justice Initiatives）、温
莎法律援助中心（Legal Assistance of Windsor）、加拿大外国劳
工健康网站（ MigrantWorkerHealth.ca）、新加拿大人中心（New 

Canadians Centre）、安省劳工职业健康诊所（Occupational 
Health Clinics for Ontario Workers，简称OHCOW）、加拿大无
偿服务法律学生组织（Pro Bono Students Canada）、萨尼亚-
兰姆顿本地移民合作组织（Sarnia-Lambton Local Immigration 
Partnership）、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简称UFCW）以及职业妇女社区中心
（Working Women Community Centre）。

部分精选内容来自阿尔伯塔省政府（Government of Alberta）
和受虐妇女求助热线（Assaulted Women’s Helpline）。

项目负责人：Julia Mais，由Joanna Sevilla提供插图，
Marcos Vilela设计

欲获得本指南的网络或PDF版本 ，请浏览： 
www.migrantworkerguid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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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s & Resources

www.migrantworkerguide.ca 

Fund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