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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法律建议，您应该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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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

这份小册子是为希望更多了解人口贩运问题的读者而撰写的。您可以从中了解到有关人

口贩运的概况、相应的法律、政府的努力以及您可以做些什么。

人口贩运问题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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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 迫使他人提供劳务或服务，

而拒绝提供的后果可能会使

其担心自身安全或其认识的

其他人的安全。这还包括使

用武力、武力威胁、欺骗或

胁迫等手段，从他人身上切

除人体器官或组织。

强迫劳动 是指人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

愿（在某种形式的惩罚威胁

下）而提供的劳务或服务。 

偷渡 是一种跨国犯罪。此类罪案

通常是在偷渡客的同意下进

行的。偷渡客通常可在到达

目的地国之后自由选择想做

的事。

偷渡非法

移民

帮助他人非法进入某个国

家，并从中获取某种形式的

报酬。

创伤情结 对贩运人产生的正面情感。致谢：

内容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司法厅（Ministry of 
Justice）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Office to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英文缩写为 OCTIP）提供。

由 Paula Burgerjon 以平实的语言撰写并编辑。

人民法律学院（People’s Law School）以年度预算

运转，保持刊物信息的更新。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提

供印刷版和网络版小册子。请查阅我们的网站，了解

有哪些资源可用。

使用和解释信息的责任由使用者承担。

允许出于非商业目的来复制本刊物中的信息，且需注

明出自 People’s Law School。虽然授权使用者复制

其中的内容，但未经  shutterstock.com  允许，不得

复制其中的图片。

发行单位：
The People’s Law School
150 - 900 Howe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M4
www.publiclegaled.bc.ca
电邮：info@publiclegaled.bc.ca
电话：604.331.5400   
传真：604.331.5401

本词汇表中的术语将在 

第一次使用时加下划线。

术语词汇

       2014, People’s Law School, BC

http://www.shutterstock.com
http://www.publiclegaled.bc.ca
mailto:info%40publiclegaled.bc.c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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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的定义

什么是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常常被描述为现代形式的奴隶

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打击人口贩运行

动计划”（BC Action Pla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将“贩运”定义为“以剥削为目

的，招募、窝藏及/或控制他人”。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 and Crime）2009年 

《人口贩运问题全球报告》（Report on 
Global Trafficking）中称，人口贩运的最常

见形式是性剥削（79%）。性剥削的受害者

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女孩。第二常见的形式

是强迫劳动（18%）。不过，这可能有失偏

颇，因为与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相

比，强迫劳动不常被发现，少被报道。人

口贩运是对人权的侵犯，是严重的犯罪。

2000年，为了打击人口贩运，联合国

通过了一个名为《人口贩运议定书》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otocol）的国际

公约。在该议定书中，对人口贩运进行

了界定：行动（Act）+ 手段（Means）+ 
目的（ Purpose） = 人口贩运（Human 
Trafficking）。下图提供了详细信息。

在涉及儿童的案件中，若事实表明，以剥

削为目的，招募、运送或窝藏儿童，则构

成人口贩运。 

对受害人的剥削可有多种形式，说明如下：

性剥削

受害人被迫卖淫、被迫从事与性有关的活

动（包括艳舞、按摩）、被迫参与制作色

情作品。

行动 + 手段 + 目的 = 人口贩运

行动 + 手段 + 目的  =  
人口贩运

贩运人必须有以下一

项或多项行动：

以实现以下一种或多种形式

的剥削：

招募

运送

转移

窝藏

接收

给予/接受好处

暴力

暴力威胁

胁迫

诱拐

诈骗

欺骗

滥用权力

性剥削*

强迫劳动或服务

奴役**

劳役

切除器官

*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

**或类似奴役的做法

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

手段：

实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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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是指人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

在某种形式的惩罚威胁下）而提供的劳务

或服务。在诸如以下行业中发现存在强迫

劳动：农业和渔业、家政、建筑、采矿、

制造业、卖淫业以及常与毒品有关的非法

活动。

被胁迫切除器官

器官在全球黑市有很高的需求量。被胁

迫切除器官常常发生在地下诊所，受害

者几乎得不到术后护理和照料，也几乎

没有报酬。

要知道，没有人可以合法地同意被剥削。

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某人因为得到保

证可以从事合法的工作而同意搬到加拿

大。可是却在暴力威胁和畏惧的胁迫下被

迫劳动。当事人可能同意在加拿大工作这

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在上述情况下工作

是应该的。

人口贩运和偷渡有什么区别？

人口贩运罪不一定要跨境运送人口。从定

义上看，偷渡是跨国犯罪。 

偷渡也称为偷渡非法移民，是指帮助他人

非法进入某个国家，并从中获取某种形式

的报酬。这可能会涉及危险的旅行条件或

在偷渡客的同意下使用假身份证件。可能

是偷渡单个人，也可能是偷渡一组人。

在 加 拿 大 ， 《 移 民 和 难 民 保 护 法 》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2002) 将偷渡认定为犯罪行为。

了解人口贩运

加拿大的人口贩运问题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口贩运在加拿大

广泛存在。皇家骑警的报告称，在全国人

口贩运中，加拿大妇女和女孩遭到性剥

削。原住民以及儿童福利系统内的未成年

人尤其容易成为受害者。在加拿大的市镇

中，涉嫌性贩运活动的有地方团伙、跨国

犯罪机构，也有个人。

那些可能合法或非法入境加拿大的外籍劳

工常常在农业、建筑业、加工厂、招待业

及家政行业被强迫劳动。由于受害人通常

不愿主动寻求帮助，因此很难确定加拿大

受害人口的确切数字。

受害人不愿寻求帮助的一些原因包括：

畏惧

贩运人采用暴力威胁、实际暴力和性侵

犯，逐渐使受害人产生畏惧。通常，被跨

国贩运的人会担心向当局举报后会被驱逐

出境。如果债未还清，贩运人也会对其家

人进行暴力威胁。

债务奴役

许多受害人都由于交通费、签证费、食物或

毒品而欠贩运人钱。他们被告知，只有在债

务还清之后才能得到自由。为了使债务奴役

关系得以继续，债务金额常常任意上涨。



5

依赖和孤立

受害人通常都没有家人或社交圈子。他

们可能对环境和文化不熟悉，而且也不

知道该到哪里或向谁求助。贩运人可能

禁止他们与别人交谈，并将他们不断地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以便他们

不会有认识的人。贩运人可能会拿走他

们的身份证件，并向他们提供毒品或酒

精以保持他们的依赖性。儿童尤其容易

被极端孤立起来。

创伤情结

当受害人对贩运他的人产生正面的情感，

就出现了创伤情结。这往往是由于受到贩

运人的孤立和控制而造成的。

羞耻和罪疚

受害人可能感到自己的经历太耻辱而羞于

寻求帮助。这对于男性尤其严重，因为人

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男性也会被贩运。

什么人会被贩运？

任何人都可能被贩运。贩运人主要针对那

些容易受害的人下手。在全球，这种软弱

性有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包括：

政局不稳

战争、内乱和自然灾害可导致被迫迁移，

致使人们流离失所、失去工作、与家人分

离并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

贫穷

贩运人向贫困的人以及边缘人许下能过上

好生活的虚假承诺。这些人可能会冒更大

的风险，尝试为自己或家人谋求生计。

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遗症

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促进了人的边缘

化，尤其是原住民的边缘化。殖民主义

是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手

段，其目的是为了剥削这个国家的资源

和人民。在人们挣扎着行使其基本民权

和人权的同时，殖民主义的后遗症仍影

响着整个社会。

种族地位

原住民妇女和女孩是人口贩运中独特的易

受害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

相关因素的影响，如寄宿学校的虐待、性

别不平等、贫穷、家庭暴力或儿童福利系

统的待遇。

性别不平等

在许多文化中，女性都被视为价值低于男

性。同样的工作女性的报酬更低，在权

力、医疗护理、受教育、财产方面都不及

男性，而且还可能要对男性惟命是从。

瘾癖

贩运人有时会提供毒品来瓦解抵抗，使

受害人形成依赖性，并胁迫他们从事强

迫劳动或性服务。当受害人形成毒瘾之

后，贩运人就利用这个弱点来保持对他

们的控制。

精神健康

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由于能力有限，可能

在表达同意、评估风险或察觉不良意图方

面有困难。贩运人很擅长发现这些弱点，

并操控这些弱点，使之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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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胁迫

女性可能因为是某个帮派成员的女友而进

入帮派，之后被卖去从事与性有关的活

动，从而受到剥削。在与帮派有染的家庭

中出生的青少年往往会以帮派认为合适的

方式为自己的家族生意出力。

网络陷阱

贩运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网络和视频聊

天网站进行引诱、宣传、剥削。贩运人随

后会使用色情和露骨的照片进一步实施控

制——威胁要在网上公开这些照片，让当

事人家人看到。

现在，在线社交网站已取代那些较容易受

到监视的场所（如购物中心、学校、汽车

站和聚会），成为招募的主要地点。儿童

和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方式的引诱。

为什么会有人口贩运？

反人口贩运的支持者认为，人口贩运之所

以存在是因为人们想要得到廉价的商品、

廉价的劳力和性服务。“推动因素”包括贫

穷、性别不平等、缺乏机会和教育、政

治动荡和失业。“拉动因素”包括经济全球

化、对廉价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新传播

技术的出现。

人口贩运并不是新事物。奴役、劳役、

强迫劳动及其他类似做法已经存在了数

千年。

然而，在最近的 20 年时间里，世界不断变

化的条件导致了人口贩运（主要是对妇女

和女孩的贩运）在全球范围的增长。

贩运人是怎样的人？

贩运人口的罪犯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他

们可能独立运作，有一个小网络，也可能

是长途贩运人口的大型、跨国、有组织的

犯罪网络的一部分。

他们可能是专业的，也可能是业余的。贩

运人可能是个陌生人、朋友、家人、包工

头、外交官、职业罪犯，也可能是个公司

管理人员。

在有些国家，就业和人才中介机构声称可

提供培训并帮助人们在外国寻找合法的工

作。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剥削而招募。

政府和执法官员有时也会涉入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从哪些方面违反了人权？

人口贩运严重侵害人权，如生活的权

力、自由的权力、享有个人安全的权

力、不受奴役的权力及不受有辱人格对

待的权力。贩运人将受害人视为商品一

般来对待，侵犯了他们做出自主决定的

权力、自由行动的权力、选择在哪里工

作及为谁工作的权力。

有一种人权立场将受害人视为需要保护和

服务的人，而不是罪犯。这个立场对于恢

复受害人的尊严和安康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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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人口贩运

国际法：联合国《人口贩运议定书》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rotocol）
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预防、抑制和

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议

定书》（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为打击贩运人口，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人口贩运议定书》

确立了广泛认可的国际框架。

加拿大于 2002 年加入了《人口贩运议定

书》，并致力于制定法律和计划以贯彻执

行该议定书。该议定书要求加入国着重进

行以下三个主要领域的工作，即“三个 P”：

•	 保护（Protection）——保护并协助那些

受害人。

•	 预防（Prevention）——预防并打击人

口贩运

•	 起诉（Prosecution）——对贩运人进行

起诉。

此外，加拿大“打击人口贩运全国行动计

划”（National Action  Pla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中增加了第四个P：缔结伙伴

关系（Partnership）。

缔结伙伴关系（Partnership）——伙伴关

系提倡国家间合作关系，旨在有效实现保

护、预防和起诉的目标。

加拿大的法律

在加拿大，人口贩运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 of Canada）

和《移民及难民保护法》（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都将一切形式

的人口贩运定为刑事犯罪。

《刑法》下的四项人口贩运罪行概括如下：

人口贩运罪（第 279.01 条）将参与以剥削

为目的而对他人实施特定行动的行为定为

犯罪。对于涉及绑架、严重伤害、性侵犯

或死亡的案件，可判处终身监禁，对其他

案件最高可判处 14 年徒刑。

贩运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罪（第 279.011 条） 

将涉及对未成年受害人进行严重伤害、性

侵犯或致死的犯罪，增加了法定最低刑

期 6 年，其他案情，增加了法定最低刑期

5年。

谋取物质利益罪（第 279.02 条）将在知情

情况下接受由人口贩运所带来的财物或其

他物质利益定为犯罪。最高可判处 10 年
徒刑。

扣留或销毁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罪（第

279.03 条），例如出于人口贩运的目的而

扣留或销毁他人的护照或签证是犯罪行

为。最高可判处 5 年徒刑。

根据《刑法》，没有人可以合法地同意被

剥削。

加拿大的《刑法》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条款

可用来起诉参与人口贩运活动的人。例

如，涉及儿童和青少年性剥削的犯罪、性

侵犯、欺诈、造假、强行禁锢、暴力监

禁、敲诈勒索、诱拐、人身侵犯和有组织

的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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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及难民保护法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
该法将通过特定手段将人口带入加拿大的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使用欺骗、胁迫、诱

拐、诈骗、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手段运送人

口跨越边境是犯罪行为。

在到达加拿大之后，藏匿或运送以此方式

招募的人也是犯罪行为。

对以上犯罪行为的处罚为罚款100万元或以

下，或终身监禁，或两项并罚。

该法将出于人口贩运或偷渡的目的而使用

身份证件（如签证或护照）的行为定为犯

罪。此罪最高可判处 14 年徒刑。

要了解《刑法》和《移民及难民保护

法》中的这些条例，请访问：http://laws.
justice.gc.ca/eng 。

联邦政府的努力

2012 年，加拿大创立了“打击人口贩运全国

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该计划将在四年间投

入 2,500 万元，以加强加拿大政府在预防、

发现和起诉人口贩运案件、协助受害人方

面的努力。由加拿大公共安全部（Public 
Safety Canada）领导的人口贩运行动小组

已经成立。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publicsafety.
gc.ca/cnt/cntrng-crm/hmn-trffckng/index-
eng.aspx 。

2013-201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

提高认识
由社区领导 
的应对措施

政策和法律 培训和教育 服务协调

青少年
以性剥削为 
贩运目的

易受害的劳工
以劳动剥削为
贩运目的

原住民社区 
以性剥削为 
贩运目的

工作重点

10项指导方针：
1. 认识地区多样性；2. 维护受害人的人权；3. 确保在原住民社区中使用与其文化相适宜的方式； 

4. 支持由社区领导的应对措施；5. 要考虑受害人需求的多样性；6. 尊重受害人的观点； 
7.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特别保护；8. 提供与受害人的文化相适宜的服务； 

9. 使用基于证据的方法；10. 承认易受害性的潜在根源

基础：联合国 
《人口贩运议定书》：
预防、保护、起诉、 

缔结伙伴关系

加拿大 
国家行动计划

http://laws.justice.gc.ca/eng
http://laws.justice.gc.ca/eng
http://www.publicsafety.gc.ca/cnt/cntrng-crm/hmn-trffckng/index-eng.aspx
http://www.publicsafety.gc.ca/cnt/cntrng-crm/hmn-trffckng/index-eng.aspx
http://www.publicsafety.gc.ca/cnt/cntrng-crm/hmn-trffckng/index-eng.aspx


9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努力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

（Office to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英

文缩写为 OCTIP）负责全省打击人口贩运战

略的总体协调。

打击人口贩运需要各领域的响应，涉及各

级政府部门的参与。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

将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执法部门、学术

机构及社区机构协同合作。

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的使命是：

• 为社区提供支持，加强各地打击人口贩

运的能力——从预防到服务提供

• 提高人们的认识，提供培训和教育

• 找出在服务、政策和立法方面有哪些不

足和障碍妨碍了受害人受到国际保护的

人权

• 为国家和国际打击人口贩运活动做出

贡献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制定了“打击人口贩运

行动计划”，该计划针对 2013-2016 年全

省人口贩运问题，安排了三个重点和五

个优先行动领域，要了解这项计划，请

访问 http://www.pssg.gov.bc.ca/octip/docs/
action-plan.pdf 。

执法

加拿大的国家警力机构皇家骑警（RCMP）
已设立了人口贩运全国协调中心（Human  
Trafficking National Coordination Centre）。

皇家骑警、市政警力部门、加拿大边境服

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非政府的社区组织以及本省的移民律师将

继续协作，制定终结人口贩运的策略。

•	 预防（Prevention）：提高公众的认

识，以帮助识别可能的受害人和贩运

人，提高执法教育，对犯罪组织进行前

瞻性调查并制定国际协议

•	 保护（Protection）：通过调查、风险

评估和向相应社区服务机构转介，确保

受害人的安全。

•	 起诉（Prosecution）：收集证据，使贩

运人受到诉讼

•	 缔结伙伴关系（Partnership）：与国内

国际机构通力合作

法律的执行有许多挑战，例如：

• 人口贩运的国际特性：各国有不同的法

律，而且来源国的政府也可能涉案

• 人口贩运的隐匿性以及与有组织犯罪的

关联

• 受害人被频繁转移到不同地方

• 受害人害怕警方和移民局，不敢指认贩

运人的罪行

• 被贩运者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的受

害人

社区机构和宗教组织

基于社区的机构正在提高认识，旨在将支

持服务扩展到新出现的贩运受害人。宗教

组织也正在付出努力，通过在其会众和社

区中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消除人

口贩运活动。

支持服务

《人口贩运议定书》强调对受害人人权的

尊重，敦促各国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为受

害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http://www.pssg.gov.bc.ca/octip/docs/action-plan.pdf
http://www.pssg.gov.bc.ca/octip/docs/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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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培训网站 http://
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
html ，可了解全部服务项目。

受害人可能需要的关键服务包括：

• 住房；

• 医疗和心理咨询；

• 用受害人明白的语言提供的咨询和信息

服务；

• 衣物和食物之类的物质帮助；

• 就业和教育机会；

• 法律援助；以及

• 与警方及政府机构取得联系的协助。

暂住证
《人口贩卖议定书》还要求各国考虑采纳

法律，允许受害人临时或永久留在接收

国。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英文缩写为 CIC）可

提供暂住证（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英文缩写为TRP）。可通过与移民官面谈来

启动申请程序。在这个阶段，受害人不必

证明他们已被贩运，只需证明存在此可能

性即可。受害人不会被要求协助任何刑事

调查，也无需指认贩运他们的人。

如果移民官相信某人可能是被贩运的，

则会发放暂住证。暂住证可使受害人

在最多 180天内拥有在加拿大的合法身

份。CIC 官员可根据受害人的情况在 180 天
结束时重新发放暂住证。受害人将可以享

受医疗护理和心理咨询服务，也可以申请

工作许可。

有关暂住证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Human 
Trafficking - Canada is Not Immune（《人口

贩运：加拿大不能幸免》）第四单元。网

址见本小册子的“资源”部分。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用人权方针时，应

注意以下原则：

• 保护隐私，使受害人不落入危险的境地

• 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控制权

• 乐于支持、保持耐心，始终尊重受害

人，维护其尊严

• 确保转介的服务与受害人的文化背景相

适宜

• 如果受害人选择与警方协作，请予以

协助

网站 http://www.pssg.gov.bc.ca/octip/
training.htm 上列出了完整的指导方针。

识别可能的贩运受害人
如果您是服务提供机构，请注意，您的工

作不是确定某人究竟有没有遭到贩运。您

的责任是提供支持、保护、摆脱的方法、

康复服务或转介给其他机构。

网 站  h t t p : / / w w w. p s s g . g o v. b c . c a /
octiptraining/index.html 上列出了可提供的

全部服务。

无论您是政府部门的成员还是服务提供

者，请考虑寻找以下迹象：

虐待和控制的迹象

当事人：

• 认为自己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工作

• 无法脱离现有的处境

• 有迹象显示其活动是受到控制的

• 自己和亲人受到暴力或暴力威胁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E2%80%86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E2%80%86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htm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htm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E2%80%86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E2%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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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受的伤看起来是殴打造成的

• 所受的伤害或功能损伤是某些工作所特

有的，或是由于诸如烟头烫伤或永久烙

印之类的控制措施而致的。

• 对当局不信任

• 害怕显露其移民身份

• 没有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

• 使用假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

• 出现在某些可能用来谋取剥削的地方，

如药品实验室

• 不熟悉当地语言

• 不知道家庭住址或工作单位地址

• 当直接与其交谈时，他让其他人代言

• 被迫在不卫生或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 通过惩罚受到管教

• 没有或几乎没有报酬

• 长期地长时间工作

• 没办法得到医疗护理

• 与家人或其直接环境之外的人联系受限

• 认为自己是被债所困

• 处于依附他人的境况

• 来自的地区是已知的人口贩运来源地

 

儿童遭贩运的迹象

孩子：

• 没有或无法联系父母或监护人

• 看上去受到惊吓，行为举止与一般的同

龄孩子不同

• 在工作之外，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或

者没有时间玩耍

• 与跟他们没有关系且不是监护人的人生

活在一起

• 不去上学

 • 不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吃饭，或只

能吃剩饭

• 所做的工作与其年龄不相称

• 旅行时没有大人带领或与非亲非故的人

一起

以下迹象也有可能表示孩子是被贩运的：

• 虽然是孩子尺寸的衣服，但外表看起来

是做体力劳动或从事性工作通常要穿

的。

• 玩具、床铺和儿童衣物出现在不恰当的

地方，如妓院和工厂之类的地方

• 有成年人声称“发现”了一个没有大人

带领的孩子

 

有人生活在家庭奴役中的迹象

当事人：

• 与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私人空间

• 在共用或不恰当的地方睡觉

• 不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吃饭，或只能吃

剩饭

• 根本不能离开家，或仅可以在有家庭成

员陪同的情况下才能离开

• 要可以每天随时工作，没有或几乎没有

休息日

• 曾被雇主或家庭成员殴打或性侵犯，或

受到虐待或威胁

有人受到性剥削的迹象

当事人：

• 从一家妓院到另一家妓院，或在不同地

点工作

• 无论何时离开都会有人押送

• 有刺青或其他标记表示剥削者对他们

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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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日

• 在工作的地方睡觉

• 与一群人一起生活或旅行，有时是与其

他讲不同语言的妇女一起

• 有从事性工作通常要穿的衣服

• 只会用当地语言或客户群所使用的语言

说与性有关的单词

• 没有属于自己的现金，拿不出任何身份

证件

• 有毒瘾或酗酒，或营养不良

• 有伤疤或伤口，或虐待、酷刑留下的其

他印记

有人受到劳动剥削的迹象

当事人：

• 与一群人一起在工作的地方居住，且不

离开或不常离开该地（且仅在与雇主一

起时才离开）

• 住在简陋、不合适的地方，如旧谷仓或

储物棚里

• 在不卫生、不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且工

作时间极长

• 没有适合工作穿的衣服或保护装置

• 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报酬，且没有劳动

合同，或合同过分苛刻 

• 工作、交通、住宿都要依赖雇主

• 受到安全措施的约束，以防离开工作

地点

• 罚款是管教他们的形式

• 遭受侮辱、虐待、威胁或暴力

您能做些什么？

教育自己和他人

• 阅读并传阅这份小册子

• 利用这份小册子中列出的资源和信息

• 参加由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制作的在

线培训课程 Human Trafficking: Canada 
is Not Immune（《人口贩运——加拿大

不能幸免》）。这个培训课程是免费

提供的，有英文和法文版。其主旨是

为了满足加拿大全国前沿服务提供机

构的需求。可通过以下网站，参加该

培训课程：http://www.pssg.gov.bc.ca/
octiptraining/index.html

提高认识

• 与政治人士联系，询问他们针对这个问

题在做哪些工作

• 到打击人口贩运组织做志愿者，奉献您

的时间和才干

运用您的购买力

• 不去购买性服务，也不去存在与性有关

的商业活动的地方。劝阻朋友不要参与

• 如果制造商因使用强迫劳动而闻名，

不要购买他们的产品。只买公平交易

的产品

举报 
• 如果您认为有人被贩运，请联系警方。

• 如果您担心有人马上会有危险，请致电

911。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0D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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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难民委员会

（Canadian	Council	
for Refugees）

提供了有关贩运妇女和女孩的信息以及

联邦政府为提高人权保护而进行的维权

信息。 

www.ccrweb.ca/eng/engfront/
frontpage.htm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 

（BC’s	Office	to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的使命是为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制定和协调打击人口贩运的

措施。

以英文和法文提供了在线培训课程。

http://www.pssg.gov.bc.ca/octip/
about.htm 

http://www.pssg.gov.bc.ca/
octiptraining/index.html

联合国的资源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有关人口贩

运的报告揭露了现代形式的奴隶制。

www.unodc.org/documents/Global_
Reprot_on_TIP.pdf

皇家骑警 

（RCMP）
人口贩运全国协调中心（Human Trafficking 
National Coordination Centre）

小册子《我不是商品》（I’m not for sale）
以及青少年宣传活动资源

www.rcmp-grc.gc.ca/ht-tp/index-
eng.htm

www.rcmp-grc.gc.ca/ht-tp/
publications/index-eng.htm

更多信息 

在线培训课程 Human Trafficking: Canada is Not Immune（人口贩运——加拿大不能幸免）

中全面列出了全国和全省的相关资源。有关详细信息，请浏览网站 http://www.pssg.gov.
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 。

http://www.ccrweb.ca/eng/engfront/frontpage.htm%0D
http://www.ccrweb.ca/eng/engfront/frontpage.htm%0D
http://www.pssg.gov.bc.ca/octip/about.htm
http://www.pssg.gov.bc.ca/octip/about.htm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Global_Reprot_on_TIP.pdf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Global_Reprot_on_TIP.pdf
http://www.rcmp-grc.gc.ca/ht-tp/index-eng.htm
http://www.rcmp-grc.gc.ca/ht-tp/index-eng.htm
http://www.rcmp-grc.gc.ca/ht-tp/publications/index-eng.htm
http://www.rcmp-grc.gc.ca/ht-tp/publications/index-eng.htm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
http://www.pssg.gov.bc.ca/octiptrain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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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您阅读的是哪份刊物？

2.   读了这份小册子之后，您对相关主题的了解有多大提高？

          很大    很少    不大

3.   您希望以后如何使用这份小册子？

          作为参考     传阅    自我辩护

          其他

4.   您对哪些其他公共法律教育主题感兴趣？

          消费者法    雇佣法    家庭法

          租赁法    遗嘱和遗产    移民法

          其他

5.   您认为这份小册子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

请将填妥的评估表交回：

People’s Law School  
邮政地址：Suite 150 - 900 Howe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M4  |  电邮：info@publiclegaled.bc.ca

也可登录以下网站填写评估表：http://www.publiclegaled.bc.ca/bookletevaluation 
12月31日之前收到的评估表，将可以参加年度抽奖活动。

奖品每年不同。

感谢您在公共法律教育方面的兴趣以及为此所付出的时间 – 2014年。

人民法律学院（People’s Law School）是一家注册的慈善机构（注册号：88722 5795 RR）。 
请考虑为支持我们的服务和活动捐款，网址：publiclegaled.bc.ca/don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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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评估表
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请花几分钟时间告

诉我们您对这份刊物的意见。

mailto:info%40publiclegaled.bc.ca?subject=
http://www.publiclegaled.bc.ca/bookletevaluation
http://www.publiclegaled.bc.ca/donate


人民法律学院（People’s Law School） 
为非营利性慈善机构。我们的目的是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民提供可靠的公共法律信息。

人民法律学院（People’s Law School）鸣谢

其他相关公共法律信息的小册子包括：

www.clicklaw.bc.ca 

www.publiclegaled.bc.ca

请关注我们： @PLSBC People’s Law School - BC PLSBC

这些小册子可通过以下网站浏览： 

可进行非商业性复印，但需标明发行单位：THE PEOPLE’S LAW SCHOOL   2014.

这本小册子仅提供公共法律信息。
如果需要法律建议，您应该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

请考虑为本公共服务机构捐款。
您的捐款将帮助我们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民提供公共法律教育和信息。

我们将为20元及以上金额的捐款提供抵税收据。
请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邮政地址，以便向您寄送抵税收据。

THE PEOPLE’S LAW SCHOOL
Suite 150 - 900 Howe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M4 

604.331.5400 | info@publiclegaled.bc.ca

提供的经济支持。

Crown	Publication	order	number:	7550004302Human	Trafficking	in	Canada	[Chinese	Simplified]

http://www.clicklaw.bc.ca
http://www.publiclegaled.bc.ca
https://twitter.com/PLSBC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slawschool
https://www.youtube.com/user/plsbc
mailto:info%40publiclegaled.bc.ca?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