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时外国务工人员 

您的权利受到保护
在加拿大，所有工人（包括临时外国务工人员）的权利都受到法
律保护。如果您是临时外国务工人员，您享有与加拿大人和永
久居民相同的权利和保护。 

您的权利
您的雇主必须：
` 向您提供有关您的权利的信息。
` 在工作的第一天或之前，给您一份已签署的

就业协议副本。
` 按照就业协议中的规定，支付您的工作报

酬。这包括加班工作，如果它包含在您的协
议中。 

` 需尽合理努力为您提供一个没有虐待
包括报复）的工作场所。

` 遵守您工作所在省或地区的就业和招聘标准。
` 在您有资格获得省或地区健康保险之前，为

您提供并支付涵盖您的紧急医疗护理的私
人健康保险（例外情况，请参阅医疗保健服
务部分）。

` 如果您在工作场所受伤或生病，需尽合理努
力为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您的雇主不可以：
` 强迫您从事不安全的工作或您的就业协议
未授权您从事的工作。

` 强迫您在生病或受伤的情况下工作。

` 向您施压或强迫您进行就业协议中未包括
的加班。

` 因您举报虐待、不安全工作、住房不足或配
合政府雇员的检查而惩罚您。

` 拿走您的护照或工作许可。

` 将您驱逐出加拿大或更改您的移民身份。	

` 让您偿还他们可能为雇用您而支付的与招
聘相关的费用。



	`您的就业协议
在您上班的第一天或之前，您的雇主必须给您
一份就业协议的副本。在加拿大，您必须选择
英语或法语作为协议的官方语言。您和您的雇
主都必须签署本协议。就业协议必须提及与您
的聘用意向书中所述的相同的职业、工资和工
作条件。

	`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您无需获得雇主的许可就可寻求医疗保健。在
大多数情况下，在加拿大就医或住院治疗无需
付费。 

	`省或地区医疗保险
根据您工作的省或地区的健康保险制度，您将
获得免费医疗保健。但是，当您第一次抵达加拿
大时，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享受省或地区
健康保险制度的保障。  您的雇主应根据您所在
省或地区的要求帮助您建立健康保险。  

	`私人健康保险
如果有一段时间您不在您所工作的省或地区
健康保险范围内，您的雇主必须为您购买并支
付涵盖紧急医疗护理的私人健康保险。您的雇
主不得为此（私人健康保险）从您的工资中扣
除任何款项。

如果您是来自墨西哥或加勒比地区的季节
性农业务工人员，则这不适用于您，因为这
些国家与加拿大之间的协议包括提供健康
保险。

	`如果您在工作场所受伤或生病
请尽快告诉您的主管或雇主，并尽快就医。您
的雇主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通过以下方式为
您提供前往医疗保健提供方的机会 

（如医生、护士或药剂师），例如：

	` 为您提供就医时间
 ` 确保有电话可以拨打紧急服务 
 ` 为您提供信息，告诉您该做什么以及去哪里

获得医疗保健
 ` 帮助您获得前往医疗保健提供方的交通工具 

您的雇主无需支付您前往医院、诊所、 
医生或其他医疗保健服务的交通费用。 

（有关季节性农业务工人员的例外情况，
请参阅医疗保险部分。）

您有权在没有雇主在场的情况下， 
与医疗保健提供方私下交谈。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apply/mexico.html#h2.2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apply/caribbean.html


	`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
您的雇主不能强迫您从事您认为危险的工
作。他们不能解雇您或拒绝支付您的工资。您
的雇主必须调查工作场所汇报的任何危险。
您有权拒绝工作，直到您和您的雇主就以下
事项达成一致：

	` 危险已消除
 ` 您已获得适当的设备和培训
 ` 问题不再存在

您的雇主必须：
	` 遵守就业法。
 ` 培训您安全完成工作，包括如何安全地操作

任何设备或机械。
 ` 如果您的工作要求您使用杀虫剂/化学产品，

需为您提供防护设备和适当的培训。您的雇
主不得为此（设备或培训）从您的工资中扣
除任何款项。您必须学会正确使用该设备。

当工人因工作受伤或生病时，大多数省和地区
提供工人补偿福利（补偿工资损失的款项）。

	` 您的雇主阻止您提出工人赔偿要求是违
法的。

 ` 在一些省和地区，雇主必须购买和支付工作
场所安全保险。您的雇主不得为此从您的工
资中扣除任何款项。

 ` 如果您和您的雇主在健康和安全问题上存
在分歧，请将情况举报给您所在省或地区的
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办公室（请参见下方的
联系方式）。 

	`没有虐待的工作场所
雇主必须做出合理的努力，提供一个没有虐待
的工作场所。  您的雇主或代表您的雇主行事的
任何人不得在身体、性、心理或经济上虐待您。

虐待包括报复（因举报雇主不遵守规定），例如
降级、纪律措施或解雇的行为或威胁。任何恐
吓、控制或孤立您的行为都可能是虐待。

虐待的一些例子：
	` 身体伤害；
 ` 威胁、侮辱； 
 ` 强迫您以一种对您的健康不安全或有风险

的方式工作；
 ` 不受欢迎的性接触；
 ` 控制您的活动范围或所接触的人；
 ` 偷窃您的东西；
 ` 拿走任何或所有欠您的钱；
 ` 拿走并拒绝归还您的护照、工作许可或其他

身份证明；
 ` 强迫您进行欺诈；  
 ` 因您投诉您的工作条件或虐待行为或参与

政府雇员的检查而解雇、威胁或处罚您。

如要举报虐待情况，请拨打加拿大服务部
保密举报电话 1‑866‑602‑9448。如果您
需要帮助，请立即致电 9‑1‑1 或当地警察。



	`如果您失去工作
在解雇您之前，您的雇主应该提供合理的通知。
如果没有，他们必须向您支付解雇费。金额基于
您工作的时间以及您在哪个省或地区工作。

如果您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工作，或者
您因为受到虐待而离职，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就
业保险福利。 

有关就业保险的信息，请访问   
EI 常规福利页面。

	`更换雇主
您可以更换雇主。但是，您的工作许可可能只
允许您为当前雇主工作，因此您可能需要申请
新的工作许可， 之后才能开始为其他雇主工
作。此外，您的新雇主必须获得加拿大政府的
许可才能雇用您作为临时外国务工人员。他们
可能必须重新申请务工人员市场影响评估。

如果您是季节性农业务工人员，您可能无
需获得新的工作许可即可更换雇主。 

您可以使用加拿大政府的 Job Bank，从想要
雇佣临时外国务工人员的加拿大雇主那里寻
找工作。招聘公告上会说明雇主是否已经申请
或收到了积极的务工人员市场影响评估。雇主
需要这个来雇用临时外国务工人员。

	

	`季节性农业务工人员计划中的
工人

如果您通过季节性农业务工人员计划受雇，您
的雇主必须免费为您提供适足的住房（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除外，雇主可以从您的工资中扣除
住宿费用）。所有扣除的工资应在您的就业协议
中列出。允许的扣除额度因省而异。如果您来自
墨西哥或加勒比地区，住房和公用事业费用必
须包含在您签署的就业协议中。 

	`什么是适足住房？
您居住的地方应符合省/地区和市级法律， 
包括：

	` 安全（没有危险）
 ` 不会过度拥挤
 ` 状况良好，能保护您免受天气影响 
 ` 有可以正常使用的灭火器和烟雾探测器 
 ` 通风良好
 ` 有可正常使用的厕所、洗手池和淋浴， 

可以正常使用并提供隐私
 ` 持续供应冷热水 

如果您的住房有问题，请拨打加拿大服务部
保密举报电话 1‑866‑602‑9448 进行举报。

住房权利

`  低工资和初级农业中的工人
如果您是低工资或初级农业工人，您的雇主必须
确保为您提供适足、合适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您
的雇主可以从您的工资中扣除住房和水、电等费
用。但是，根据您的节目流有一些限制。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benefits/ei/ei-regular-benef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work-canada/permit/temporary/extend/change-jobs-employers.html
https://www.cic.gc.ca/english/helpcentre/answer.asp?qnum=163&top=17
https://www.jobbank.gc.ca/temporary-foreign-workers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apply/mexico.html#h2.2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agricultural/seasonal-agricultural/apply/caribbean.html


如何获得帮助	
如果您的雇主违反临时外国务工人员计划的规
定，或虐待您或您认识的人，您应该举报。 

	`请拨打加拿大服务部的举报电
话：1‑866‑602‑9448
	` 这项服务是保密的。加拿大服务部不会告诉
您的雇主您打过电话。		

 ` 您可以使用 200 多种语言中的一种与加拿
大服务部代理人交谈。

 ` 您可以留下匿名消息来举报您的担忧。所有
电话都会被认真对待，并且可能会受到调查。

您也可以使用此在线表格向加拿大服务部
举报虐待行为。

	`因虐待或虐待风险而更换工作
如果您认为自己受到虐待或存在遭受虐待的风
险，则可能有资格申请针对弱势务工人员的开放
工作许可。开放式工作许可允许您在加拿大为几
乎任何雇主工作，从而可以更换工作。更多信息，
请参见网页—— 受虐待的弱势外国务工人员。

	`从流动务工人员支持组织获得
帮助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Community Airport Newcomers 

Network 在温哥华国际机场为临时外国
务工人员提供信息和指导介绍会： (604) 
270‑0077。

 – MOSAIC 为临时外国务工人员提供服
务： (604) 254‑9626。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888‑621‑7233
 ` 曼尼托巴省: 1‑855‑957‑7233
 ` 新不伦瑞克省: 1‑800‑222‑9775
 `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 1‑800‑563‑5471
 ` 西北地区: 1‑800‑661‑0792
 ` 新斯科舍省: 1‑800‑952‑2687
 ` 努纳武特地区： 1‑877‑404‑4407
 ` 安大略省：1‑877‑202‑0008 
 ` 爱德华王子岛省：1‑800‑237‑5049
 ` 魁北克省：1‑844‑838‑0808
 ` 萨斯喀彻温省：1‑800‑567‑7233
 ` 育空地区：1‑800‑661‑0443

` 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马尼托巴省
–  卡尔加里天主教移民协会通过其  TFW
  中心  (1‑888‑331‑1110) 和社区支持服务

计划 (403) 262‑2006) 为临时外国务工
人员提供服务。

` 安大略省、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爱
德华王子岛：

  –  KAIROS Canada
`  魁北克省：

– Travailleurs Etrangers 
Temporaires（临时外国工人）

`  报告工作场所的健康或安全
  问题
您是否被要求从事危险工作？工作条件是否不
安全？您是否因为工作而受伤或生病？
如果是这样，请联系您所在省或地区的工作场
所健康和安全办公室：

`  阿尔伯塔省：1‑866‑415‑8690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services/foreign-workers/report-abuse/tool.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work-canada/permit/temporary/vulnerable-workers.html?utm_campaign=generic&utm_medium=vanity-url&utm_source=slash-vulnerable-foreign-workers
https://cannyvr.ca/
https://cannyvr.ca/
https://www.mosaicbc.org/services/settlement/migrant-workers/
https://www.tfwhub.ca/
https://www.tfwhub.ca/
https://www.ccisab.ca/services/services-for/tfw.html
https://www.kairoscanada.org/
https://www.infotetquebec.com/en/
https://www.infotetquebec.com/en/
https://www.alberta.ca/occupational-health-safety.aspx
https://www.worksafebc.com/en
https://www.gov.mb.ca/labour/safety/index.html
https://www.worksafenb.ca/
https://www.gov.nl.ca/dgsnl/ohs/
https://www.wscc.nt.ca/
https://novascotia.ca/lae/healthandsafety/
https://www.wscc.nt.ca/
https://www.ontario.ca/page/workplace-health-and-safety
http://www.wcb.pe.ca/
https://www.cnesst.gouv.qc.ca/en
https://www.worksafesask.ca/
https://www.wcb.yk.ca/


	`举报其他就业问题	
如果您认为您的工资不合理、待遇不公平，或
者您的雇主不遵守您的就业协议，请联系您所
在省或地区的就业标准办公室：

 
 
 
 
 
 
 
 

 ` 安大略省：1‑800‑531‑5551
 ` 爱德华王子岛省：1‑800‑333‑4362 
 ` 魁北克省：1‑800‑265‑1414 
 ` 萨斯喀彻温省：1‑800‑667‑1783 
 ` 育空地区：1‑800‑661‑0408，分机 5944

	`在联邦监管部门工作的员工
加拿大的大多数行业受省或地区政府监管，但
有些行业受联邦政府监管。如果您的工作场所
受联邦监管，您可以在线或致电 
1‑800‑641‑4049 进行投诉。

受联邦监管的行业和工作场所清单 

保护和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
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者您
怀疑或知道有人口贩运行为，请致电 ：

	` 加拿大人口贩运热线	1‑833‑900‑1010，请与
您所在社区的支持服务或执法部门联系；	或

 ` 拨打加拿大服务部的保密举报电话 
1‑866‑602‑9448。

` 阿尔伯塔省：1‑877‑427‑3731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833-236-3700
` 曼尼托巴省：1‑800‑821‑4307
`  新不伦瑞克省：1‑888‑452‑2687
`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1‑877‑563‑1063
`  西北地区：1‑888‑700‑5707
`  新斯科舍省：1‑888‑315‑0110
`  努纳武特地区：1‑877‑806‑8402

https://www.alberta.ca/labour-and-immigration.aspx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employment-business/employment-standards-advice/employment-standards
https://www.gov.mb.ca/labour/standards/
https://www2.gnb.ca/content/gnb/en/departments/post-secondary_education_training_and_labour/People/content/EmploymentStandards.html
https://www.gov.nl.ca/psc/eap/
https://www.ece.gov.nt.ca/en/services/employment-standards
https://novascotia.ca/lae/employmentrights/
http://nu-lsco.ca/
https://www.ontario.ca/document/your-guide-employment-standards-act-0
https://www.princeedwardisland.ca/en/topic/employer-employee-services
https://www.cnesst.gouv.qc.ca/en
https://www.saskatchewan.ca/business/employment-standards
https://yukon.ca/en/employment/employment-standards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jobs/workplace/federally-regulated-industries.html
https://www.canadianhumantraffickinghotlin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