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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谨记，多伦多警察局（Toronto Police Service，简称 TPS）能随时为您提

供协助和支援。TPS 相信，在对待所有受到人口贩运和性剥削影响的人时，我

们都应予以尊重、保其尊严，本着平等、真诚的原则，采取专业、无偏见的

方法。我们的使命是，通过专业、彻底的调查，使案件以适宜的方式得到解

决，同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源，让您得到协助。 

作为遭受人口贩运影响的人士，能够取阅本指南并且／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

您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资源指南中包含有关人口贩运调查、可能出现

的结果以及刑事法庭程序的信息。 

如果您不愿向警方报案，或是需要时间和支援以作出决定，我们已与多家机

构合作，在此艰难时期为您提供帮助。您可以在本网站找到这些机构的联系

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确认、逮捕并起诉加害者。同时，我们也支持您作为幸存者所

作出的决定，相信您会选择最适合您的处置流程。 

在本网站中，我们会使用“幸存者／受害者”这样的代称，但我们意识到，遭

受人口贩运、性剥削及／或性暴力的人士有权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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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相当于现代的奴隶制，是《加拿大刑法》明令禁止的严重刑事犯罪。 

人口贩运包括使用武力、身体或精神胁迫、欺骗来招募、藏匿他人或控制他人

行动。 

贩运者强迫受害者违背自身意愿进行性交易。 

贩运者通过情绪操纵、金钱、毒品和身体虐待来胁迫受害者。（胁迫指通过武

力或威胁来劝服他人做出违背自身意愿行为。） 

受害者忍受着充满绝望、暴力、恐惧的落魄生活，却又极难逃脱。 

在安省，大多数警方通报的案件都涉及年轻女孩和妇女。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尤

其容易成为贩运者的目标。 

语言障碍、对贩运者的恐惧和／或对执法人员的惧怕，经常使受害者无法寻求

帮助，从而让人口贩运成为一种非常隐蔽的犯罪。 

以下性贩运教育视频由幸存者 Rhonelle Bruder 讲述。视频面向家长和年轻人，

概述了人口贩运的运作方式、贩运者如何物色和培养受害者，以及年轻观众应

该注意什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64J1T_H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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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与法律	

《加拿大刑法》 
自 2005 年以来，人口贩运一直是《加拿大刑法》中明定的犯罪行为。《加拿

大刑法》第 279.01 条对人口贩运的定义如下：“任何人若以剥削或协助剥削

为目的招募、运送、转移、接收、扣留或藏匿他人，或控制、指挥或影响他

人行动，即为犯下可公诉罪行。” 

对于此类罪行的指控，必须有证据表明嫌疑人： 

• 招募、运送、转移、接收、扣留或藏匿受害者， 

• 或控制、指挥或影响受害者的行动；并且 

•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受害者或协助剥削受害者 

人口贩运包括三大要素： 

• 行动：招募、运送、转移、藏匿或接收他人 

• 手段：威胁或使用武力、胁迫、绑架、欺诈、骗局或滥用权力，或

收买他人控制受害者 

• 目的：剥削 

《加拿大刑法》还有三项用于应对人口贩运的主要罪名： 

• 第 279.011 条（贩运十八岁以下人口）， 

• 第 279.02 条（蓄意从人口贩运中获取金钱或其他利益），以及 

• 第 279.03 条（拿走或销毁被贩运者的旅行或个人身份证件）。 

《刑法》对“剥削”（exploitation）的定义如下： 

剥削（第 279.04 条）：该行为导致他人提供或有意提供劳动或服务，并且此

人根据合理预期相信，如果不这样做，自己或所识之人的安全便会受到威胁。 

为了证明人口贩运中的剥削，需要有证据表明幸存者的境遇在合理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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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令人感到害怕，还要考虑到幸存者的所有独特情况（例如年龄、性别、国

籍／族裔、社会经济条件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幸存者必须声明他们曾担忧

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需要记住的重点是，受害者或幸存者的同意不可用作人口贩运指控的无罪辩

护理由。在加拿大，没有人有权同意自己被剥削。 

哪些不属于人口贩运？	

• 涉及带他人穿越边境的偷渡 

• 由年满十八岁的个人独立进行的、自愿的有偿性工作 

有关人口贩运的误解	

幸存者向警方披露详情即可立即感到解脱。 

对幸存者来说，向警方披露他们的受害过程往往十分痛苦。许多幸存者对执

法人员深感恐惧，在与警察互动时会感到恐慌和困惑。然后，幸存者就被要

求为其受到的虐待向警方提供陈述，这会进一步带来创伤。向警方披露详情

并不是每位幸存者重获自由的最后一步，相反，这只是余生疗伤旅途的起点。 

受害者与贩运者往往素不相识。 

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都熟识贩运自己的人。贩运者可能是家族友人、伴侣、

近亲或已建立亲密友谊或浪漫关系的人。如果贩运者与受害者已建立起联系，

逼迫受害者进行性交易会变得更加容易。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的确，大多数人口贩运受害者是女性，但是，男童、男人、女同性恋、男同

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或性别存疑者（LGBTQ2S+）也会面临性贩运

的特殊风险。认为男性很少或从未受到影响的误解很危险，会导致专门面向

男性或 LGBTQ2S+ 人群的预防和善后项目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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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贩运者都是男性。 

虽然大多数贩运者是男性，但女性在人口贩运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女

性罪犯自己曾经也是受害者，后来变成了贩运者的“手下”（bottom）。这种手

下为贩运者／皮条客指定的女性，负责监督他人并报告违规行为。作为贩运者

／皮条客的左膀右臂，手下可以帮其指使受害者、收钱、预订酒店房间、发布

广告或惩罚其他受害者。 

人口贩运受害者会在公共场合寻求帮助。 

人口贩运往往是一种非常隐蔽的犯罪。受害者可能不敢站出来寻求帮助；他们

可能受到威胁或暴力逼迫；他们可能害怕贩运者报复，包括担心家人的安危；

他们可能没有或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份证件或无法使用电话。许多受害者也被迫

与世隔绝，因此很难报警。 

人口贩运只发生在低收入家庭。 

人口贩运可以影响任何人，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家庭收入、社

会地位或性取向。即使来自条件优渥、充满关爱的家庭，也有可能成为人口贩

运的受害者。 

卖淫是否合法？	

根据《社区及受剥削者保护法》（PCEPA），卖淫在加拿大是合法的。 

然而，宣传性服务、为这些服务付费以及依靠他人卖淫所得为生，皆是非法行

为。 

未满十八岁者几岁才可同意发生性行为？	

在加拿大，您必须年满十六岁才能合法地同意发生性行为。这被称为“同意年

龄”。性行为包括从接吻到性交的一系列行为，但不包括任何虐待或剥削。针

对十六岁以下青少年有一些例外情况，但前提是他们为同龄人或年龄相近。 

您必须年满十八岁才能合法同意可能存在“剥削”的性行为 —— 如涉及卖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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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像，或性行为涉及权威、信任或依赖关系时（例如与教师、教练或保姆） 

哪些人面临人口贩运的风险？	

人口贩运受害者没有统一的特征。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可以是任何人，不分种族、

肤色、籍贯、残障状况、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社会经

济地位、教育水平或公民身份。 

虽然人口贩运可以影响任何人，但该行业主要瞄准那些来自社会中最脆弱、受

排斥最严重的社区的人。 

性贩运风险较高的群体包括： 

• 妇女和女童（尽管男童、男人和 LGBTQ2S+ 群体也会成为目标） 

• 无家可归且被边缘化者 

• 与自卑和自贱作斗争者 

• 霸凌、歧视的受害者及／或有被虐待经历者 

• 加拿大新移民、被收养者、受照护者和来自低收入家庭者 

• 与瘾癖作斗争者 

• 贩运者经常使用成瘾物质来招募、控制或剥削受害者 

• 一些贩运者会故意向易受影响的人士提供毒品，以消磨他们的抵抗 

• 心理健康受到某些因素影响的人，往往在评估风险及察觉恶意时能

力不足 

• 贩运者善于发现有心理健康问题者的弱点，并加以利用。 

虽然性剥削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由于所属群体的不同，一些年轻人比

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原住民与人口贩运	

原住民，尤其是女性，比非原住民更容易遭受性虐待和人口贩运。殖民和寄

宿学校给原住民社区带来的创伤及虐待留下了许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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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问题缺乏了解、家庭暴力、贫困、与世隔绝、吸毒、帮派及种族主义，

原住民社区的成员可能更易遭受性剥削。 

哪些迹象表示某人可能遭遇人口贩运	

行为迹象 

• 网络社交媒体变化 —— 新的个人资料／帐户／好友，不允许家长

访问设有不同年龄或姓名的帐户和／或个人资料 

• 改变日常作息 —— 整夜醒着，白天睡觉 

•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挑逗性照片，并会定期穿着得更加挑逗 

• 与当权者接触时避免回答问题或让他人代为发言 

• 与当权者或警察打交道时，表现出受过训练／害怕／紧张／有敌意 

• 避免眼神接触 

• 被家人报告失踪 

• 出勤、成绩和在校行为发生变化或辍学 

• 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行踪和新“朋友”开始变得诡异 

• 精神游离并且难以记住对话 

• 使用性行业常用的俚语（干爹／皮条客／手下等）。 

身体迹象 

• 身体创伤痕迹（不明原因的瘀青、烟头烫伤等） 

• 身上有文身或烙印的名字或符号（并且不愿解释这些标记） 

• 不再持有自己的身份证件（身份证件被他人扣留） 

• 持有大量现金、预付信用卡、酒店钥匙/收据 

• 携带多部手机 

• 持有写有昵称、电话号码、价格及账目的笔记本或纸条 

• 持有性用品，例如大量避孕套和润滑油 

• 手机上存有自己的挑逗照片 

• 手机上装有伪装本机电话号码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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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患上性传播疾病的并发症 

什么是培养？	

“培养”（grooming）是指与他人建立关系、信任和／或情感联系，以便操纵、

利用和／或虐待他们。 

在培养受害者时，贩运者会花时间去了解他们以评估其脆弱性，以便日后操控。 

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天、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贩运

者将逐渐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并使其日益依赖自己。 

• 贩运者通常会承诺为受害者提供更好的生活。这可能是一段关系、一份

工作、物质满足等 

• 贩运者将有目的地利用受害者的心愿和需求来实现剥削 

• 经过培养的儿童和年轻人可能会受到性虐待、剥削或贩运 

•贩运者可能是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同龄人。他们可以是新朋友、

同学、导师、男女朋友、音乐人或网红 

培养受害者的整个过程可以面对面或在线完成。 

被培养有哪些迹象？	

•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保密，包括在网上的行为 

• 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但不愿介绍给亲朋好友 

• 突然有了钱或新东西，如内衣、衣服和手机，但却无法或不愿解释来源 

• 穿着打扮突然大变（开始化浓妆，穿着挑逗） 

• 未满合法年龄便开始饮酒或吸毒 

• 无法解释的情绪波动 

• 上网或使用网络设备的时间变长 

• 表现出心烦意乱、孤僻或愁苦 

• 不符合其年龄的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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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交媒体发布与性有关或挑逗性的内容 

• 离家时间更长，或长时间失踪 

• 访问与性交易关系密切的网站（Leolist.cc 等） 

贩运者如何保持对受害者的控制？	

贩运者在招募到受害者后，将继续通过显而易见的外在操控和不易察觉的行

为来控制他们。 

贩运者会以各种方式确立精神控制并操纵受害者，例如： 

• 感情关系操控（贩运者会不择手段地让受害者爱上他／她） 

• 贩运者的目标是消除受害者生活中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一切事物，让其

完全依赖于自己（在情感上、身体上和经济上） 

•  贩运者会假意承诺让受害者过上更好的生活 —— 创造出一种家的感

觉，而受害者在原本的生活中或许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 性虐待 

• 强迫受害者从事非法／犯罪活动 

• 威胁 —— 包括针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暴力威胁 

• 恐吓 

• 传播暴露的色情图片或视频 

• 肢体暴力或折磨 

• 使受害者与亲友隔绝 

• 拿走受害者的身份证件和护照 

• 财务操纵 —— 贩运者会说服受害者从事性工作，以支援家用 

• 勒索 —— 通过实际或威胁强取、暴力或恐惧从受害者那里取得财物 

• 让受害者怀孕以建立家庭纽带 
 

 

为了让受害者乖乖听话，贩运者会在每晚结束时收走现金并存好，这样受害

者就会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如果受害者想保证有食物、



人口贩运幸存者与家长指南 

15 
 

住所和其他必需品，则不得不外出赚取更多的钱。 

贩运者会通过认可与偏爱来奖励赚钱最多的受害者，而忽略那些得利较少的，

从而煽动受害者互相竞争。 

贩运者还会设法让受害者债务缠身，使其在经济上依赖自己。受害者可能被

迫租车、支付酒店、汽油、食物和房租等费用。受害者也可能被迫申请个人

贷款，所得金额直接进了贩运者的口袋。 

贩运者对受害者的要求	

• 贩运者会强设一个受害者每日必须赚取的金额下限 

• 贩运者通常会要求受害者称其为“干爹”。贩运者将扮演受害者父亲（或

“干爹”）的角色。受害者通常不知道贩运者的真实身份，只用“干爹”或

其街头诨名称呼他 

• 其他人也通常只叫受害者“上班”时的化名 

• 受害者不得与其他贩运者发生眼神接触，如果违反此“铁律”，受害者可

能会遭受极端身体虐待。 

什么是劳工贩运？	

劳工贩运者使用暴力、威胁、谎言、债务奴役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迫使受害

者违背自身意愿在多种行业工作。贩运的受害者往往获许诺高薪工作、教育

或旅行机会，然而，在他们抵达目的地后，只能被迫在危险且恶劣的条件下

长时间工作，收入微薄甚至完全没有薪水。 

受害者在误导下相信，如果自己违反工作许可，便会失去移民身份并／或被

驱逐出境。许多人不得不忍受虐待，因为他们还要供养远在祖国的家人和孩

子。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劳工贩运的受害者，但最容易受影响是那些刚刚来加拿

大的人，因为他们或许： 

• 移民身份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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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没有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 

• 身负劳务债务或生活贫苦 

• 因语言障碍而与世隔绝，不会说英语 

• 不了解自己在加拿大可享有的权利，也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存在劳工贩运的行业包括： 

建筑业、农业、餐饮业、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美甲沙龙等。 

家政奴役是一种发生在住家中的劳工贩运，贩运受害者可能看起来像是保姆、

管家或其他类型的家政工人。他们经常被剥削，一次工作很多小时，几乎没

有时间休息，薪水很少或完全没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动也会受

到限制。 

劳工贩运的迹象包括： 

• 薪水过低、根本没有薪水或薪水被不合理地克扣 

• 工作时间过长、被迫加班或没有休息时间 

• 被迫从事未列于劳务合同之中的工作 

• 被诈骗高额的劳务费用以确保在加拿大就业 

• 遭遇包括性侵犯在内的暴力对待，或受到暴力或伤害威胁 

• 在情感上或心理上遭受虐待 

了解更多劳工贩运救助资源，请访问 
The FCJ Refugee Centre  FCJ 难民中心 

208 Oakwood Ave. 
Toronto, ON 

(416)-469-9754 www.fcjrefugeecentre.org 

FCJ 难民中心为难民和其他因移民身份而面临风险的人士提供服务，并欢迎任

何人就相关问题寻求建议、咨询和支援。FCJ 难民中心帮助初到加拿大的难民

申请人应对其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如缺乏资源、边缘化、歧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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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J 难民中心会根据贩运幸存者的多种需求提供直接服务。我们会陪伴幸存者

一起走完法律和移民程序，帮助他们安顿并复原，通过着眼整体的方案，确

保他们充分了解情况，并有能力引导自己走出贩运经历。 

我们确保贩运幸存者能够获得起步指导、法律援助和转介、移民选项信息、

合适的住房、就业支持、咨询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心理支持。走出人口贩

运的阴霾或需要时间，但我们保证将全程与您同行。 

幸存者／家长关于人口贩运的问题	

我正在被贩运。在这段时间里，我会有何感受？	

如果您正在经历人口贩运，请务必记住这不是您的错。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

者往往极度痛苦，但您和家人可以获得帮助，曙光就在前方。 

许多受害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贩运。人口贩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

生理和心理都有影响。由于贩运者的操控手段，受害者经常难以发觉自己正

在被剥削。 

如果您受到人口贩运的影响，您可能会感到： 

• 愤怒 

• 内疚 

• 羞耻 

• 自责 

• 恐惧、担心或困惑 

• 一文不值或孤独无依 

• 悲伤或抑郁 

• 焦虑 

• 仿佛失去控制 

• 仿佛无法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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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贩运者有矛盾的感受 

这些都是对剥削和虐待的常见反应，但如果你有其他的感受，也很正常。 

我们知道，剥削的精神影响，例如焦虑、抑郁、创伤后压力，以及自责和内

疚感，会长期困扰受害者。 

有时受害者还会经历： 

•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 药物和酒精滥用 

• 意图自杀 

• 自残行为 

• 怀孕和性传播感染（STIs） 

• 无家可归 

• 心理健康风险因素 

请记住，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不是您的错。 

您所经历的是强加于您的犯罪行为，您不该为贩运者的行为负责。 

什么是创伤纽带？	

创伤纽带是一种对虐待的心理反应。当受虐者与施虐者建立起不健康的联结，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当受害者因感情关系的承诺而被引诱和培养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受害者与贩运者之间的联结会发展成一种强烈的依附，我

们通常称之为创伤纽带。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段关系让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爱

与深情。一旦关系建立，虐待的循环就开始在爱与深情以及愤怒与暴力之间往

复。 

受害者会竭尽全力让这段关系回归到一开始的蜜月阶段。贩运者生气后，受害

者会深情款款地为可能发生的事情道歉。这时候，受害者可能会对关系恢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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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充满希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恶性循环使受害者始终处于不安和高度警惕的状态。受害者仍然在这段关

系中找到了慰藉，因为虽然关系中充满虐待，但也可预测且始终如一，脱离这

段关系可能会十分困难，让人不知所措。 

创伤纽带的迹象	

贩运受害者可能会： 

• 对贩运者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 

• 忠于或捍卫贩运者 

• 合理化贩运者的暴力行为 —— 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足和取悦贩运者来

控制虐待程度 

• 有想要保护贩运者的感觉 

• 觉得贩运者是真心爱自己并关心自己 

• 觉得只有贩运者才能帮助或照顾自己 

我为什么觉得无法离开？	

了解这种纽带的运作方式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留在暴力或虐待关系中。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种常见但伤人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创伤纽带的复杂性

以及打破创伤纽带所需的心理重建。 

以下是研究人员发现为什么很难打破创伤联纽带的一些原因： 

•受害者可能不觉得自己正受到伤害。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童年负面经历，

他们觉得受到性剥削是“正常的”。 

• 有时在受害者眼中，贩运者或“皮条客”是一个浪漫的伴侣。 

• 在许多情况下，贩运者已对受害者完成了洗脑，以致受害者相信贩运者

真正关心自己并会保护自己的安全，执法人员和当权者反而不可信。 

• 受害者可能害怕离开。即使他们确信贩运者会入狱服刑，但他们仍觉得

自己始终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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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可能觉得即使被卖去进行性交易也比重获自由要好。可能没有足

够的家庭或社区支援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 有些文化传统导致“此事不可说”的想法根深蒂固。受害者可能因羞耻感

而不愿离开并接受帮助，在其文化中对虐待保密是一种常态。 

• 许多幸存者，因童年遭受虐待或在性交易中被剥削而自卑，认为他们活

该受到虐待。这些创伤受害者觉得他们不配获得安全、爱和健康的人际

关系。 

• 许多幸存者认为被贩卖的经历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以至于不相信自己

能够再次融入“真实”世界。出于这种想法，他们觉得没必要尝试逃离。 

创伤纽带的迹象 

贩运受害者可能会： 

• 对贩运者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 

• 受害者会不断努力让这段关系回到一开始的样子（蜜月阶段）。 

• 忠于或捍卫贩运者。 

• 合理化贩运者的暴力行为 —— 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足和取悦贩运者来

控制虐待程度。 

• 有想要保护贩运者的感觉。 

• 觉得贩运者是真心爱自己并关心自己。 

• 觉得只有贩运者才能帮助或照顾自己。 

• 这可能是受害者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爱、深情或保护。受害者会将贩运

者视为保护而非剥削自己的人。 

我是一位家长。我该如何保护孩子免受贩运者的伤害？	

• 了解孩子上网都做些什么。 

• 知道孩子所有社交媒体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 了解孩子正在使用哪些社交媒体（如 Instagram、Facebook、Snap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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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确保孩子在社交媒体上不泄露隐私，并且知道他们要添加哪些“好友” 

• 在网上与孩子互加好友，方便您看到他们的好友列表、发布的照片和状

态更新 

• 知道孩子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 

• 了解孩子与何人、在何处玩耍 

• 与孩子建立亲密、有爱的关系 

• 就建立健康关系、设定清晰界限与孩子进行讨论 

• 帮助孩子从小确立自尊自爱 

• 与孩子保持开放的沟通。提醒孩子，如果他们感到被威胁或需要情感支

持，他们可以随时来找您或其他值得信赖的成年人 

• 营造一种氛围，让孩子无论遇到何事都可以来找您或回家。时刻提醒他

们，家是安全的避风港。 

• 注意前文中贩运／培养的迹象和表现，如果您注意到这些行为，要敢于

询问孩子 

• 记下通话记录、车牌号码，并记住与孩子往来之人的姓名 

• 我们不想让孩子们心生恐惧。我们应该教他们时刻谨记，潜在的危险和

不安全的情况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身上。 

有关如何识别、回应并应对性剥削迹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hildrenofthestreet.com 

“街头儿童（Children of the Street）的使命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通过提高

公众意识、教育和早期干预策略，预防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剥削及人口贩

运，同时为家庭提供支援”。 

家长工具包 
https://www.childrenofthestreet.com/parent-toolkit 
该工具包于 2015 年发布，旨在为家长提供关于性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教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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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识别预警信号，保护孩子免受剥削，并为家长提供策略与工具，以

便在孩子遇到此类问题时有效应对。 

下载 Safer Space 资源包 
https://www.childrenofthestreet.com/safer-space 
该资源包为家长、照顾者以及与儿童和青少年打交道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份简

明的指南，帮助他们熟悉手机应用程序并识别网上剥削的预警信号，并提供

应对网上剥削的支持资源。 

下载链接： 
https://a21df1e8-146f-4268-

85fd40f5b23760f2.filesusr.com/ugd/cb3288_6ec57a240ba745bfafb22d0e7bbb154
3.pdf 

保证网络安全（Get Cyber Safe）是一项全国性的公共宣传活动，旨在让加拿

大人了解网络安全以及如何通过简单几步来保护自己的在网上的安全。 
https://www.getcybersafe.gc.ca/en/home 

贩运者如何在网上剥削个人？	

网上儿童性剥削，指儿童在诱骗下在网上看到或参与与性有关的活动。 

互联网是以性为目的引诱和培养年轻人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途径。对儿童有

性兴趣的人培养儿童参与潜在性互动，即为网上引诱。 

通常是成年人在网上引诱儿童，但也可能是青少年或儿童的同龄人。 

在网上培养儿童或青少年的贩运者可能会： 

• 花数天、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与儿童或青少年成为朋友。通过伪装成

同侪、熟人、合作伙伴或朋友来消除“危险陌生人”的概念。 

• 使用冒犯的性词语、让儿童接触色情视频或在儿童面前自亵，贩运者

会鼓励儿童或青少年自我探索性。 

• 贩运者使用性勒索手段，说服儿童进行性活动并拍下或录下自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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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然后贩运者将用这些照片或视频威胁这名儿童。 

• 如果儿童试着抛下贩运者，他们还可能会威胁要伤害自己或儿童的家

人，从情感、心理和身体上伤害儿童。 

网上培养的迹象包括： 

• 不愿透露在与何人交流 

• 异常的分心或全神贯注 

• 孤僻并显得更加安静、悲伤，或反而变得更不稳定 

• 情绪剧烈波动 

• 无法关掉手机，关机会导致担忧或压力 

• 当您靠近时，会立刻切换电脑或手机屏幕 

• 使用您认为他们不该知道或与其年龄不符的性语言 

当您的孩子能够使用互联网或科技设备（手机、平板电脑、游戏设备等）时，

您就必须开始教导他们如何安全上网。 

•  家长应该去熟悉孩子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应用程序，以及网络语言。 

• 探讨网上保护、网络匿名、设立界限、维护健康关系以及给予同意。 

• 与他们讨论不屈服于压力以及在感到受威胁时停止联系的意义。 

• 告诉他们可以随时来找您或其他成年人，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犯了错。 

• 提醒您的孩子，能够在家中上网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如果滥用特权或

不遵守您制定的使用规则，他们可能会失去上网的特权。 

• 制定并执行规则，例如禁止将移动网络设备带入卧室。这有助于确保他

们不会在深夜使用设备与人悄悄联络。 

• 与孩子讨论危险人士、安全规则、身体安全、危险情况，并确定一个家

中的“安全词”。 

有关如何确保孩子上网安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ybertip.ca/ 以及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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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campaigns/online-child-sexual-exploitation.html 

我的伴侣、子女或朋友被贩运至性交易行业。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孩子或亲友被贩运至性交易行业，您可以联系警方报案。

将您掌握的与孩子有关的信息告知接案警官。对警方来说，所有相关信息可

能都很重要。向接案警官提供您孩子的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社交媒体帐户

和已知的往来人员。然后，接案警官将报告转交至人口贩运小组以进一步开

展调查。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在疗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幸存者是在近期还

是在数年前遭遇贩运。幸存者可能会感到尴尬、羞耻和害怕。他们可能已经

或者尚未准备好谈论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准备好诉说时，我们应当细心倾听

并提供支持。 

如果您觉得某些事情不太对劲，或者怀疑孩子受到了性剥削，请相信您的直

觉。花时间通过开辟、拓展沟通渠道，来强化并加深您与孩子的关系。 

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您关心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他们的错。没有人想要

或理应被贩运至性交易行业。 

对受害者来说，逃离人口贩运可能极度困难。皮条客的威胁和控制、吸毒和

酗酒、羞愧和自贱、自卑以及与家人的疏远都可能成为年轻人逃离人口贩运

的障碍。 

他们可能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但要记得提醒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错。

如果您能在整个疗愈过程中不断传递这一信息，对他们会很有帮助。 

我的孩子被贩运了。作为家长，我可以获得哪些支援？	
Lifeworthy 

SIM 旗下项目 
10 Huntingdale Boulevard 

Scarboroug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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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94-6918 https://lifeworthy.ca/parents-hope 

Lifeworthy 为性贩运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并倡导支持社区和精神关怀。该项

目由 John Cassells、Ashley Constable 及其志愿者团队领导，主要有三大服务

领域： 

• 为在性行业受到剥削的年轻女性提供引导和生活辅导。 

• “Parents Hope”部门为性交易受害者的家人提供照顾。 

• 为与人口贩运相关的部门提供咨询并培训教会和教会附属组织。 

• 如果您有亲友被贩运或以其他方式卷入性行业活动，Parents Hope 可

随时为您提供支援。 

• 我们提供在线同侪主导的互助小组会议以及个人支持。 

• 服务完全免费。Parents Hope 是 Lifeworthy - SIM Canada 下的一项服务 

• 更多信息，请电邮联系 Lynda，邮箱地址 parents.hope@lifeworthy.ca 

或访问 https://lifeworthy.ca/parents-hope/。 

如果警方发现我从事性交易，会将我逮捕吗？	

不会。您不会因为从事性交易工作而被捕。 

在加拿大，独立提供性服务是合法的，此处的独立指不受任何外部控制。 

• 购买或宣传他人提供的性服务是违法的 

• 依赖他人从事性工作的所得为生是违法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贩运者经常会强迫受害者与他们一起犯罪。 

当个人参与性剥削时，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举例来说，个人或在无意中散布儿童色情内容、协助逼迫和勒索，或参与虐

待受害者。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刑事指控和入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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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向警方报案。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自己或他人可能正在经历培养、引诱、被招募、人口贩运，请致

电加拿大人口贩运求助热线 1-833-900-1010 或 使用热线的在线聊天功能。 

热线那端受过专业培训的倡权者全天在线，全年无休，可以 200 多种语言为

您提供保密的支援。热线可以帮助全国各地的求助者联系当地应急、过渡和

／或长期支持及服务。 

您无需分享任何不愿透露的信息。热线旨在为您提供帮助和支持。 

该热线由一家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慈善机构加拿大消除人口贩运中心

（Canadian Centre to End Human Trafficking）负责运营。热线不属于政府机构，

但会在适当的情况下帮助求助者联络执法部门。 

Toronto Crime Stoppers （多伦多犯罪克星） 

多伦多犯罪克星与社区、执法部门和媒体合作，帮助提供引致拘捕或意义重

大的线索的任何人保密身份，从而预防并减少犯罪。 

如果您想举报人口贩运并保持匿名，可以联系： 

Toronto Crime Stoppers  多伦多犯罪克星 

电话 416-222-TIPS（8477） 

网站 222tips.com 或 

编辑短信 TOR 加您的信息，发送至 CRIMES（274637） 

SecureDrop 
多伦多犯罪克星致力于协助执法部门应对网络犯罪问题，通过 SecureDrop 加

密信息提交系统为网络内部举报人提供最安全的匿名提交途径。 

多伦多犯罪克星建立的 SecureDrop 平台使用 Tor 匿名软件来保护您的身份、

位置和发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会询问或要求您提供任何可识别出身份的

信息，也不会跟踪或记录我们的通讯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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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222tips.com/SecureDrop 

什么是人口贩运限制令？	

您也可以联系 Legal Representation Program （法律代表计划）申请针对贩运者

的人口贩运限制令（Human Trafficking Restraining Order）。 

• 当法官确定受害者正在经历贩运，或面临贩运“风险”并需要保护时，便

会下达此类法庭命令，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 

• 必须向法庭提交申请才可获得人口贩运限制令 

• 限制／保护令可列明贩运者必须遵守的一些条件，否则其将因违反法院

命令而被捕 

•举例来说，限制／保护令可以要求贩运者不得直接或间接与受害者接触；

不得前往受害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地方（受害者的家、工作地点、学校、

庇护所、集体住所）；必须将受害者的个人物品包括证件归还至警察局；

不得持有任何武器；必须删除受害者的所有露骨照片，并且不得发布、

出售或提供这些照片等。 

申请人口贩运限制令要花钱吗？	

不用。这是律政厅提供的免费服务。 

•政府将免费提供一名律师，帮助受害者或申请人（若申请人并非受害者）

完成获得限制令所需的所有工作 

谁可以申请人口贩运限制令？	

• 想要为自己申请限制令的成年受害者； 

• 想要为自己申请限制令的儿童受害者； 

• 代表受害者申请限制令的其他人（当受害者同意申请时）；以及 

• 希望申请限制令以保护孩子的儿童受害者（未满 18 岁）家长或法定监

护人，无论是否已征得该儿童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是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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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并可提出反对） 

律师会告诉警方贩运者的信息吗？	

不会。律师受律师委托人特权的约束，必须对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的通讯保

密。 

只有当委托人允许时，律师才可向警方提供信息。 

我应该联系谁来申请人口贩运限制令？	

• 拨打人口贩运求助热线：1-833-900-1010 

• 要求与律师联系以申请限制令 

• 发送电邮至 Kelly.Beale@ontario.ca 或者致电或短信联系 Kelly Beale，电

话号码 (416) 779-8189 

哪里有免费的法律咨询？	

Justi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儿童与青少年正义） 

儿童与青少年正义（英文简称 JCFY）为安省 18 岁以下青少年和 25 岁以下无

家可归青年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JCFY 是一家非营利性法律援助中心，专门保护那些与法律体系、教育、社会

服务或心理健康系统起冲突者的权利。 JCFY 为安省的年轻人、家长（教育相

关事务）、专业人士和社区团体提供初步法律建议、信息和协助。 

Justi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儿童与青少年正义 
Canadian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Youth and the Law 

加拿大儿童、青少年与法律基金会 

55 University Ave, 15th Floor, Toronto, ON M5J 2H7 
电话：416-920-1633 

安省免费电话：1-866-999-JFCY (5329) 
https://jfcy.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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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tario Women’s Justice Network（安省妇女正义网络） 

安省妇女正义网络（英文简称 OWJN）是 METRAC 旗下的法律信息网站。

OWJN 试图帮助暴力幸存者及其支持者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安省所拥有的合法权

利。我们不提供法律建议。网站以一种反映妇女不同经历及现实的方式提供

易于获取的法律信息。OWJN 是非营利组织 METRAC 对抗暴力（METRAC 

Action on Violence）旗下的一个项目。 

有关合法权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owjn.org/ 

我已准备好向警方报案。我该怎么做？	

• 如果您处于即时危险之中，请拨打 911 

• 如果并非紧急情况，您可以拨打非紧急电话号码 (416) 808-2222 联系警

方。 

• 非紧急报案也可在以下网站直接提交：

canadianhumantraffickinghotline.ca 以及 
humantrafficking@torontopolice.on.ca 

我已经报了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一响应警官，通常是穿着制服的警官，将来到您的所在处并简要了解事件

详请，以完成初步报告。如有可能，这将会在私下进行。 

该名警官还将关注您的身体和情感需求，并在必要时呼叫救护车。 

如果您愿意提供陈述，您将会与人口贩运执法小组的警官会面，以便进行更

详细的面谈。 

如果嫌疑人性侵犯了您，则可能需要完成性侵犯证据采集包（Sexual Assault 

Evidence Kit，简称 SAEK）。 

• SAEK 采集并非强制，仅当您同意时，才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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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在医院时，在征得您的同意后，经过专门培训的护士将完成

证据采集。 

• 护士还将帮您解决任何关于性传播疾病和怀孕的问题和疑虑。 

我的案件将由谁来调查？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官组成，他们会全心全意与人口贩运

受害者合作。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与许多不同类型的社区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 在幸存者同意的情况下，警官可以协助介绍社区机构以提供支持 

•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幸存者的安全，并为持续支援和住房需求做好安排 

人口贩运小组将负责处理大多数案件，进行面谈，并在整个司法流程中与幸

存者持续沟通 

我是否必须提供陈述？	

您不一定要提供陈述或回答问题，但这样做将有助于警方开展犯罪调查。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的调查人员明白，在此时提供陈述对您来说并非易事。他

们会鼓励您提供一份陈述，但如果您决定不提供，他们也会理解。 

无论您是否提供陈述，人口贩运执法小组都会竭尽全力帮助您。 

受害者经常能够提供重要的证据，帮助警方指控被告并防止其再次犯罪。 

您提供的陈述还将协助警方对贩运您的人提出指控。逮捕并指控该贩运者，

有助于警方保护您的安全。 

• 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警方您所记得的一切 

• 有时，警察必须提出一些难以回答或令人尴尬的问题。人口贩运调查

员将为您提供支持，帮助您完成陈述，完全不会夹带任何评判。如果

您在陈述期间需要停下来缓一缓，调查员会让您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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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 尽量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即使您认为它不重要 

• 如果您在陈述时需要休息，只需告诉警官。 

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休息。 

哪些人会看到我的陈述？	

检察官、辩护律师、警方、法官和被告将看到您的陈述副本。 

我之后可以更改陈述吗？	

可以，如果您记起有关犯罪的重要内容，您可以在之后更改或修正您的陈述。 

联系负责您案件的警官，告诉他／她您记起的细节。 

已经过去了很久，我还可以报案吗？	

在加拿大，向警方报案没有时效限制。因此，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报案。 

谁对罪犯提出指控？	

如果警方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认定有理由相信已发生犯罪，则会进行调查并

提出指控 

什么是性侵犯？	

性侵犯指任何违背意愿的性接触。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不分

性别、年龄和文化背景。这样的性接触包括但不限于：违背意愿的接吻、触

碰、插入或企图插入。 

性侵犯的实施者可能是任何人：陌生人、朋友、伴侣、家人或位高权重的人。 

如果您在陈述中报告遭受性侵犯，警方可能会要求您完成性侵犯证据采集包

（Sexual Assault Evidence Kit，简称 SA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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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AEK	采集，我是否有权作出选择？	

SAEK 采集流程属于自愿，也就是说必须得到您的同意才可进行。我们支持您

作为性侵犯幸存者所作出的决定，相信您会选择最适合您的处置流程。 

有关 SAEK 采集，性侵犯幸存者有以下选项： 

• 您可以选择进行 SAEK 采集，并要求警方介入。 

• 您可以选择进行 SAEK 采集，但要求警方不要介入。采集包会在性侵犯

关怀中心保存最多六个月，以免您在一段时间后改变主意，希望警方介

入。 

• 您可以拒绝进行 SAEK 采集，但仍要求警方介入。 

什么是性侵犯证据采集包（SAEK）？	

该采集包内有数个信封、瓶子和其他容器，用于收集和保存证据。 

证据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从身体的多个部位收集，完成采集的最佳时间是

在侵犯发生后的 72 小时内。 

在哪里完成	SAEK	采集？	

SAEK 采集需要由经过收集证据专门培训的注册护士完成。SAEK 采集在性侵犯

／家庭暴力关怀中心（Sexual Assault/Domestic Violence Care Centre）进行。 

多伦多有三家可进行这些检测的中心： 
Women’s College Hospital  多伦多惠仁医院 

76 Grenville Street 
Toronto ON, M5S 1B2 

416-323-6040 
https://www.womenscollegehospital.ca/care-programs/sexual-assault-domestic- 

violence-care-centre/ 
 

 

Scarborough Health Network – Birchmount Campus  士嘉堡健康网络 – 贝治芒分院 
3030 Birchmount Road 

Toronto, ON, M1W 3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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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95-2555 https://www.shn.ca/sexual-assault/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病童医院 
Suspecte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Program  疑似儿童虐待和忽视计划 

55 University Avenue 
Toronto, ON 

416-813-7500 http://www.sickkids.ca/SCAN/ 

性侵犯及家庭暴力关爱中心（Sexual Assault and Domestic Violence Care Center）

为遭受性侵犯和亲密伴侣暴力的男性和女性受害者提供紧急护理、后续治疗

和心理咨询。关怀服务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包括：危机干预、伤情记录、性

传播感染的检测与治疗、验孕、证据收集及存放以交予警方、安全规划、持

续支援转介。 

YourChoice.to 

有关性侵犯幸存者资源的更多信息，www.yourchoice.to 是性侵犯幸存者的一

站式信息网站，帮助他们找到可用的资源和支持服务。无论幸存者选择向朋

友倾诉、去医院、寻求法律建议还是向警方报案，网站旨在帮助幸存者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处置流程。网站的目的不是报案，而是确保幸存者有充足的信

息，就最适合自己的处置流程做出知情的选择。 

YourChoice.to 还提供一份 26 页的文档，该文档包含了性侵犯幸存者最常有问

题的答案，现已被翻译成 12 种不同的语言。 

还会收集哪些类型的证据？	

证据是任何刑事调查的重要一环。收集到的证据将在稍后的审判中用于协助

证明对侵犯嫌疑人的指控。 

证据可包括视频陈述、手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以及其他文档。如果您遭

到性侵犯，采集到的生物样本也将被用作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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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怕，因为贩运者曾威胁过我和我的家人。警方将如何保护我的

安全？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您的安全。警方将为您提供一个安全的

住所，您的支持团队将继续与您合作，为您提供不同的庇护所和住房选择。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会将您运送到安全地点，并为您提供一份安全计划。这样

做是为了确保贩运者无法找到您或与您交流。 

向警方报案是否会影响到我的移民身份？	

不会。向警方报案并不会影响您的移民身份。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遭遇？	

我们非常注重您的隐私。当逮捕涉及人口贩运时，被告的信息和指控将在媒

体稿中公布。 

人口贩运小组会在媒体稿公布前先通知您。 

您的姓名、个人详细资料以及任何可识别出您身份的信息绝不会透露给媒体。

保护您和您的身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逮捕后会发生什么？	

一旦有人被逮捕并受到指控，此人便成为“被告”。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会被羁押并上庭出席理由陈述保释听证会（Show 

Cause Bail Hearing）。听证会由治安官或法官主持，有一名检察官代表检方，

一名律师代表被告。 

法官或治安官将决定被告是否可获得保释，还是送入监狱继续羁押。 

如果被告获得保释，通常会有一些他们在保释期间必须遵守的限制条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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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禁止接触令（No Contact Order）—— 禁止直接或间接接触受害者和指

定的其他相关方 —— 这意味着被告或检方要求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接触受害者 

• 禁止接触令通常包括被告不得前往您工作、居住或可能会出现的任何

已知地点。 

• 如果被告未遵守保释听证会上规定的任何条件，请立即联系警方，因

为这属于直接违反保释条例 

•如果有人联系您并通过威胁或恐吓要求您放弃作证，请立即通知警方。

任何人都不可让您放弃作证。如果有人这样做，此人可能会因妨碍司

法而被捕。 

被告将在案件庭审开始前多次出庭。受害者不需要在这些日期出庭。这些例

行出庭是在为庭审做准备。 

如果有初步听证会（Preliminary Hearing）或庭审，则受害者必须出庭。 

如果没有抓到罪犯，该怎么办？	

案件将永远不会结案。如果罪犯没有被抓到，信息将保持开放，直到发现进

一步的证据，或者罪犯被找到并逮捕。人口贩运小组将尽一切努力逮捕并指

控迫使您从事性交易的人。 

警方是否总会对罪犯提出指控？	

调查任何刑事犯罪的所有指控是警方的职责。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提出指

控，警方就必须这样做。如果没有提出指控，警方应能向您解释原因。警方

或许知道谁应对犯罪负责，但缺少可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的证据。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并且警方无法提出指控，调查人员会告诉您还有哪

些民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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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是什么人？	

检察官（Crown attorney）是加拿大司法体系中的公诉人，他们代表检方并在

诉讼中担任公诉人。 

安省人口贩运起诉小组，由专门负责处理人口贩运案件的检察官组成。 

小组成员拥有诉讼专业知识，例如出庭作证的替代方案（例如，通过视频会

议或在支持下作证），还可以在法庭程序中支持受害者。 

在法庭上会发生什么？	

法庭程序令许多人望而生畏。在此期间，人口贩运执法小组将竭尽全力为您

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将有一名来自受害者与证人援助计划（Victim 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 VWAP）的工作人员，在法庭程序推进期间，持续为

您提供支持。 

受害者／证人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将： 

• 帮助您理解每次必须出庭时将要面对的状况 

• 告知您何时需要出庭 

• 为您提供所需的任何法庭文件 

• 协助您完成“受害者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 

• 如果您被要求出庭作证，则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协调，使您能够在作证

前与检察官见面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将做好一切安排来接您出庭。在法庭上，小组成员将陪在

您身边，确保您在等待作证时不会受到恐吓或骚扰。 

您将被带到法院内的安全地点，小组成员将一直留在您身边，直到您被要求

作证。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您在庭审过程中感到安全、受保护。 

如果您在作证期间需要休息，小组成员也将始终陪在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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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执法小组和您的支持人员将在整个过程中与您保持联系。如果您有

任何问题、疑虑或需求，可以直接找他们。 

什么是庭审？	

庭审时，检察官和被告律师会向您和其他证人提问，询问事情的经过。这一

切都是在法官面前进行的。在庭审结束时，法官将审查已提交至法庭的证据

并作出裁决，即判决。法官或法官及陪审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审查提交的

证据。 

被告可被判有罪或无罪。这些裁决会在庭审的最后阶段公布。如果在庭审结

束时，被告被判无罪，这意味着他们将被无罪释放，恢复自由。但这并不意

味着没有人相信您或其他证人，这只说明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排除合理怀

疑，无法认定被告有罪。 

如果被告被判有罪，将择日举行量刑听证会。您不需要出席该听证会，但如

果您想去，也可以参加。 

我是否必须出庭作证？	

如果被告表示“不认罪”，您很可能需要在初步听证会和庭审中出庭作证。 

在您出庭作证前，人口贩运执法团队和您的支持团队将陪同您与负责本案的

检察官会面。检察官将告诉您在法庭上会发生什么，并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在庭审前的某个时间，检方一定会让您拿到一份自己的陈述，这将有助于加

深您的记忆（庭审通常距犯罪之时较远）。您可能会被要求多次阅读您的陈

述，以确保您在法庭上的证词与陈述保持一致。 

检方还将在庭审日之前向您展示法庭内部，以便您了解庭审将在何处进行。 

如果您对在法庭上见到贩运者有所顾虑，认为见到他／她会影响您作证，检

方可以提出申请，让您在另一个房间通过闭路电视（视频）作证。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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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贩运案件中的受害者都会选择以这种方式作证，因为他们对在法庭上面对

贩运者感到极度恐惧和焦虑。检方将尽一切努力保护您的权利和尊严，这也

将有助于您作证。 

www.courtprep.ca 网站也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关于加拿大司法程序的信息，包

括动画模拟法庭。 

我会在法庭上见到被告及其同伙吗？	

接您去法庭的人口贩运执法小组成员会立即将您带到法院内的私密房间。您

将留在房间内，直至需要作证。如果您想离开房间，警官将与您同行。这样

做是为了确保您在庭审全程都感到安全。如果被告或其同伙企图威胁您或与

您交流，警官将立即应对，并可能提出进一步的刑事指控。 

被告坐在法庭内什么地方？	

如果被告在羁押中，则其通常会坐在一个有透明格挡的区域内，由法警看守。

如果被告未被羁押，则其可能坐在法庭内，自己的律师旁边。 

如果被告已被保释，则其可能坐在律师旁边，或坐在法庭的公众座位区。 

出庭时要穿成什么样？	

虽然有关出庭着装没有明确的要求，但还是有一些一般规则。例如，如果您

戴着帽子，则必须摘下。其他法庭礼节，例如在庭审期间不可说话、关闭手

机，也将得到执行。 

如果我在指控已提出后改变主意会怎么样？	

犯罪受害者应被以礼相待，享有诚恳、尊重和尊严。 《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

案》和《安大略省受害者权利法案》承认受害者获得信息、保护、参与和赔

偿的权利。 

公诉人在与受害者往来时必须保持敏感、公正公平并有同情心。如果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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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赋予受害者的权利，则其有权表达自己的

看法，这些看法也应当被考虑。 

然而，其他令人信服的公共利益因素可制衡受害者的意愿。例如，被告对公

众构成风险，或者受害者是在恐吓或被迫下放弃继续。 

在决定是否继续推进案件时，所有这些因素都将被仔细考量。是否继续的最

终决定将由检察官作出。 

什么是受害者影响陈述？	

如果被告被判有罪或表示认罪，检察官会让您提交一份“受害者影响陈述”

（Victim Impact Statement）。您可以借此机会，在陈述中说明这一经历对您的

生活带来了哪些身心影响。 

法官在量刑时会考虑这份受害者影响陈述。 

是否要提交受害者影响陈述取决于您的个人意愿，并非强制要求。但是，让

法官看到犯罪对您和您的生活造成的具体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提交了这份陈述，法官就必须在量刑时考虑其中内容。 

法官可以对被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	

被告可被判处多种类型的刑罚。 

监禁（Incarceration） 

• 罪犯将被送进监狱 

• 《刑法》规定了每项刑事犯罪的最长监禁期以及某些犯罪的最低刑期。

法官决定每个案件适用的刑期。 

• 还可叠加禁止接触令，这样罪犯就无法在监狱里联系受害者 

• 如果所判刑期不满两年，罪犯会被送入省级监狱，并且可能会获得缓刑

令（Probation Order），罪犯在出狱后必须遵守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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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刑期超过 2 年，罪犯将被送入联邦监狱，如果罪犯在刑期结束前获

假释回到社会，将接受假释监督（Parole Supervision） 

• 各监狱的安全等级不同，分为最低级别、中等级别和最高级别 

间歇性服刑（Intermittent Sentence） 

• 仅适用于判处的刑期不超过 90 天的情况 

• 罪犯每周五晚上到监狱报到，并在监狱里服刑至周日晚上。这种情况

每周末连续重复，直至罪犯服刑完毕。 

• 这种刑罚使罪犯可以上班、上学或者管理任何健康问题 
 

• 这种刑罚总是附带缓刑令。当罪犯不在狱中服刑时，必须遵守缓刑令

中的条款 

有条件徒刑（Conditional Sentence） 

• 适用前提包括：刑期不满 2 年，该罪行没有最低刑期且不是《刑法》中

禁止判处有条件徒刑的罪行之一（如人口贩运），法庭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罪犯在社区服刑不会危及社会安全，且符合量刑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 在缓刑官的监督下在社区（即在家中）服刑，并受到家中软禁等条件的

约束。有条件徒刑也可附加缓刑令，以延长罪犯必须遵守条件并受缓刑

官监督的时间。如果罪犯违反有条件徒刑的条款，则可能会因此而被重

新逮捕。在有条件徒刑违规听证会后，法官可以命令罪犯在监狱服完剩

余的刑期，或者允许罪犯继续在家中服刑。 

带有缓刑令的缓期执行（Suspended Sentence with Probation） 

• 法官可能会作出延迟执行或“暂不执行”所判刑罚一段时间的决定。如果

被告在缓期执行期间未再犯下任何刑事罪行，则不会对原罪再判处刑罚。

但是，如果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罪犯将交由原案法官审判，

该法官可对愿罪行判处任何适用的刑罚。缓期执行总会附带缓刑令，要

求罪犯遵守法官设定的一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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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虽不必在狱中服刑，却受到缓刑官的监督。 

法官可以在量刑阶段根据案件情况下达的命令：DNA 命令、SOIRA 命令（性罪

犯信息登记）、枪支禁令和没收令 

缓刑（Probation） 

• 当罪犯在监狱服完不满两年的刑期后或因一些类型的刑罚（如有条件释

放、罚款或缓期执行）的附加条款，回到社会但仍受到监督 

• 由缓刑官监督，最长可达三年 

• 罪犯通常需要遵守缓刑令中列出的条件，包括：不得吸毒或酗酒，远离

某些地区、地点或个人，在罪犯同意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或咨询，寻找或

保持工作，不得持有任何武器 

• 如果罪犯违反了任何缓刑条款，其可能会被逮捕，并可能因“违反缓刑

条款”受到新的指控。 

上诉（Appeal） 

• 被告可以在庭审结束时就有罪判决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及在被

判有罪或认罪的情况下对所判处的刑罚提出上诉 

• 在一些情况下，检察官也可以在庭审结束时就无罪判决向更高一级法院

提出上诉，以及在罪犯被判有罪或认罪的情况下对所判处的刑罚提出上

诉。 

• 上诉必须在判决后 30 天内提出 

• 上诉法院可以允许或驳回上诉。如果被告或检方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法院可以下令重新审判 

• 只有当上诉法院下令重新审判时，您才需要再次作证。 
 

什么是认罪协议？	

当检方和辩方达成一致，被告继而认罪时，即为认罪协议（plea bar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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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通常是为了换取利益，例如减少对被告的指控或双方对量刑达成共识。 

如果您的案件出现认罪协议，这并不意味着罪行不够严重或检方不相信您。

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因为如果没有认罪协议，法院系统将无

法处理收到的大量案件。由于检方十分了解法官对特定罪行可能判处的刑罚，

如果他们可以让被告同意近似的刑罚，庭审或许就没有必要。 

在达成认罪协议之前，检察官必须与犯罪受害者协商。法官将在认罪／宣判

期间询问检察官是否已将拟判刑罚告知受害者，并询问受害者是否还有任何

意见。受害者希望知晓案件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在了解背后原因后更有可能

接受被告的认罪协议。 

当被告希望对犯罪行为负责、表现出悔意、希望在量刑时获得宽大处理时，

也会达成认罪协议。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检方在劝导被告认罪之前不需要征得受害者的同意。认

罪协议可以在庭审前任何时间和庭审期间达成。 

受害者通常很难理解为何检方会减轻对被告的指控，尤其是在证据看起来很

有说服力的情况下。与检方交谈，让其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最后，法官拥有

接受或拒绝认罪的最终决定权。 

无论是否达成了认罪协议，您仍然有权提交受害者影响陈述。 

罪犯什么时候会出狱？	

绝大多数罪犯不会在狱中服满全部刑期。在大多数情况下，罪犯在服刑一段

时间后，会从狱中假释（Parole ）。您可以要求在罪犯被释放和举行假释听

证会时接获通知。 

如果罪犯在省级监狱服刑，您可以致电 1-888-579-2888，在“受害者通知系统”

中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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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受害者通知服务”（Victim Notification Service）。 

如果罪犯在联邦监狱服刑，您可以拨打 1-800-518-8817，在“全国假释委员会”

（National Parole Board）处登记。 

什么是假释？	

假释（Parole）指罪犯在服完整个刑期之前有条件地从监狱释放，允许罪犯在

缓刑及假释官（如果在省级监狱服刑）或假释官（如果在联邦监狱服刑）的

监督下在社区服完剩余的刑期。 

在安大略省，安省假释委员会（Ontario Parole Board）负责罪犯在刑期结束前

的释放事宜。加拿大假释委员会（Parole Board of Canada）则负责刑期超过两

年的罪犯的释放事宜。 

假释委员会将根据辖区法律决定是否批准罪犯的假释申请。他们考虑的因素

包括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以及罪犯是否完成了课程或治疗等。 

大多数刑期超过两年的罪犯可以在服完刑期的 1/3 或 7 年后（以先到者为准）

向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申请提前释放。如果假释申请被拒绝，罪犯可以在 2 年

后再次申请。如果假释获得批准，罪犯将从监狱释放，在社区中服完余下的

刑期，在此期间，罪犯必须遵守特定的假释条款，并将受到假释官的监督。

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假释条款，则可撤销假释并将罪犯送回监狱。在某

些情况下，法官可以命令罪犯在服完一半刑期或十年（以较短者为准）之前

不得申请完全假释。如果是这种情况，将在判刑时说明。 

什么是《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	

《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Canadian Victim Bill of Rights）是一套法定原则，

针对在刑事司法流程各个不同阶段应当如何对待犯罪受害者作出了规定。 

根据《法案》规定，受害者指的是因犯罪导致其经受身体或精神伤害、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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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经济损失的个人。《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赋予了犯罪受害者以下法定

权利： 

• 获得信息权 

• 参与权 

• 获得保护权 

• 获得赔偿权 

在法官决定判处罪犯何种刑罚之前，受害者都有权向量刑法官提交一份受害

者影响陈述。如果法庭收到受害者影响陈述，则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这份

陈述。受害者影响陈述是法官了解受害者因犯罪而遭受的身心伤害、财产损

害或经济损失，以及犯罪对受害人影响的重要途径。 

在安省，受害人与证人援助计划（Victim 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的工作

人员可以协助犯罪受害者完成受害者影响陈述。受害者影响陈述只能以纸本

提交，或由受害者或检方在法庭上宣读，或由受害者在法庭外通过闭路电视

宣读，以避免见到罪犯。 

如需了解《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policing/victims.html 

 

我可以获得经济赔偿吗？	

作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您有资格获得经济赔偿。 

《加拿大受害者权利法案》（2015 年版）规定，如果被告定罪，受害者有权要

求法院考虑赔偿。如果法官下令，罪犯的判决中可能包括赔偿，要求犯罪直

接向受害者支付一笔款项，以试图弥补犯罪造成的金钱损失或财产损害。 

我有一大笔金钱债务。我可以获得帮助吗？	

当贩运者通过胁迫或欺诈以受害者的名义借贷时，就会产生胁迫债务。在这

种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会在威胁、强迫或诱骗下租车、支付酒店、汽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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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房租等费用。 

受害者可能还会被迫申请个人贷款、学生贷款、开放信用额度或一些社会福

利，然后将这些所得交给贩运者。 

Project Recover（恢复计划） 

恢复计划为正在应对胁迫债务不良信用的人口贩运幸存者提供免费的支援、

指导、建议和倡权代理。迄今为止，恢复计划代表性贩运幸存者倡权的成功

率为 100%。恢复计划还为幸存者和社会服务供应方提供了许多实用资源，并

为加拿大借贷方提供了一个有关人口贩运的工具包。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projectrecover.ca 或 

致电加拿大人口贩运热线 1-833-900-1010 

Victim Services Toronto （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 

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提供短期危机应对、干预和预防服务，回应个人、家

庭和社区在犯罪和悲剧突发之后的即时需求（通常为 72 小时内） 

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提供短期危机应对、干预和预防服务，回应个人、家

庭和社区在犯罪和悲剧突发之后的即时需求（通常为 72 小时内）。 

Victim Services Toronto 还有多个协助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的计划，其中包括： 

Victim Crisis Response Program（受害者危机应对计划） 

受害者危机应对计划在犯罪或意外悲剧突发后立即为个人及其家人提供帮助。

该计划全天响应，全年午休，是多伦多唯一为犯罪和突发悲剧受害者提供即

时危机现场、创伤、安全和支持服务的计划。 

High Risk Support Services（高风险支持服务） 

高风险支持服务旨在提升面临较高前任亲密伴侣暴力风险的个人及其家庭的

安全。个案协调员将与客户一起制定全面的安全计划，因应情况变化重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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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安全选项，并提供倡权代理，并帮助联系社区支持服务。 

Case Management Services（个案管理服务） 

个案管理服务是针对难以获得其他服务的重大犯罪和突发悲剧受害者的短期

（一到三个月）集中援助。这些服务根据每个人的需求量身定制，包括但不限

于：情感支持、系统倡权、经济援助（有资格限制）、安全规划、陪伴、协

助获取多种计划、服务和资源，以及协助受害者在繁文缛节中找到所需资源。

“受害者快速响应计划”个案管理。 

什么是	VQRP？	

受害者快速反应计划（Victim Quick Response Program，简称 VQRP）旨在帮助

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即时经济援助的严重暴力犯罪受害者。符合条件的凶

杀、谋杀未遂、严重袭击、家庭暴力、性侵犯、人口贩运和仇恨犯罪的受害

者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援助。 

请联系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Victim Services Toronto）以查询资格条件。个

案协调员将与受害者会面，协助提交申请并确保受害者获得适当的社区支持。

该计划旨在填补从犯罪发生之时到受害者接受长期支持服务之间的空白。 

请注意，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将向负责该计划运营的律政厅提交申请。 

有关 VQRP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attorneygeneral.jus.gov.on.ca/english/ovss/vqrp.php 

 

 

联系信息： 
 

 

Victim Services Toronto  多伦多受害者服务中心 
40 College Street Toronto, ON (416) 808-7066 

https://victimservicestoron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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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受害人与证人援助计划？	

受害人与证人援助计划（Victim 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 VWAP）为所

有犯罪受害人和证人提供法律程序方面的信息、协助和支援。 

VWAP 办公室位于全省各地的法院中。律政厅网站上列有全部 VWAP 办公室的

地址。 

www.ontario.ca/attorneygeneral 

我是	LGBTQ2S+	社区的一员。有适合我的资源吗？	

多伦多警察局可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有责任为所有犯罪受害者提供保

护和服务。警局成员将继续提升我们对多元化的理解，意识到尊重所有人的重

要性，以包容、尊重、有尊严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无论其身份认同如何。 

人口贩运执法小组致力于识别出所有人口统计类别中的人口贩运特点，并在与

人口贩运受害者合作时充分考虑对方的文化与背景。 

我们已在网站的社区资源部分囊括了 LGBTQ2S+ 友好组织。您也可以致电 416-

808-7268 联系我们的 LGBTQ2S+ 联络专员 Carmen Wong 警员，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为跨性别者，您可以查看我们的《多伦多警察服务指南 —— 面向多伦

多跨性别社区》。 
https://www.torontopolice.on.ca/publications/files/guide_to_police_services_tran
s_community.pdf 

只有当包括 LGBTQ2S+ 社区受害者在内所有人口贩运受害者都得到支持和援助

时，消除人口贩运的不懈努力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我有瘾癖。我可以获得帮助吗？	

可以。人口贩运小组将为您提供支持服务，帮助您戒除瘾癖。摆脱瘾癖

（Freedom from Addiction）是加拿大领先且最具创新性的酒精和药物瘾癖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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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一。摆脱瘾癖是戒毒和戒酒领域的领导者，为青少年、成人、家庭和雇

主提供一系列顶级的戒瘾治疗计划和服务。 

摆脱瘾癖还可提供安全、敏感和清醒的空间，并提供不同类型的 LGBTQ2S+ 友

好的成瘾治疗计划。 

Freedom from Addiction 摆脱瘾癖 
Aurora ON 

1-888-241-3391 
Freedomfromaddiction.ca 

哪里有免费且保密的电话支持热线？	

Chrysalis Anti-Human Trafficking Network（反人口贩运网络） 

Chrysalis 网络为因强迫性交易或劳动而被贩运的女性、男性和青少年提供免费

且保密的电话咨询服务。我们还为自认为没有被贩运或剥削的性工作者提供长

期的支持。 

我们为来电者提供咨询、当地服务转介，以及 Project Lifeline（生命专线计

划），一个安全的伙伴系统，面向工作时与外界隔绝的性工作者。如需使用生

命专线，只需来电告知我们您开始隔绝以及预计离开的时间。如果在说好的时

间内未能听到你的消息，我们便会通知您的紧急联系人，并努力确认您的安全。 

http://www.chrysalisnetwork.org/ 
1-866-528-7109 

我能在多伦多的哪些地方找到援助和咨询服务？	

Covenant House  圣约家园 
20 Gerrard Street East 

Toronto ON 
416-598-4898 www.covenanthousetoronto.ca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无家可归青年援助机构，圣约家园（Covenant House）提供

广泛的服务和支持：全天候危机庇护所，机构内和社区中的过渡性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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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综合服务，包括面向多伦多多元社区的服务、服务体验和心理健康支持。 

Safe Hope Home  平安希望之家 
15-75 Bayly Street West 

Ajax, ON 
info@safehopehome.com 

 

平安希望之家（Safe Hope Home）力求提供长期康复项目，旨在引导被性剥

削或被贩运的妇女，或那些存在性剥削／贩运的妇女取得完全康复并重新融

入社会。整个过程包括住房、专上教育、咨询等。 

360°Kids  360 度儿童 
Newmarket, ON 
(905) 475-6694 

https://www.360kids.ca/ 

360 度儿童（360°Kids）提供一系列青少年支持服务，帮助约克地区处于危险或

无家可归的孤立、弱势青少年走出逆境和危机，进入安全、稳定、幸福的状态。

提供的项目包括应急和长期住所、就业计划、咨询、基本需求、外展服务、帮

派预防以及教育升级（iGrad）。 

iRISE 计划 
https://www.projectirise.org/ 

iRISE 计划（Project iRISE）是一个以幸存者为主导、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

织，为人口贩运幸存者和处于危险中的人士提供创新技能及领导力发展计划

和机会。我们为幸存者、青少年、看护者、服务供应者提供创伤知情、切合

文化的反贩运课程和教育培训，以教育并强化我们的社区。 

Lotus Health  莲花健康 
555 University Avenue 

Toronto, ON 
437-226-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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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us.health@sickkids.ca 

莲花健康（Lotus Health）是一项针对 18 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和倡权计

划，这些儿童和青少年曾遭遇过、目前正在经历或可能面临性交易剥削或贩运

的风险。 

莲花健康是一个跨学科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并与社区伙伴

开展密切合作，以确保照护方法的全面与协调。 

Lifeworthy 
SIM 旗下项目 

10 Huntingdale Boulevard 
Scarborough, ON 
1-800-294-6918 

https://lifeworthy.ca/parents-hope 

Lifeworthy 为性贩运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并倡导支持社区和精神关怀。该项目

由 John Cassells、Ashley Constable 及其志愿者团队领导，主要有三大服务领域： 

• 为在性行业受到剥削的年轻女性提供引导和生活辅导。 

• “Parents Hope” 部门为性交易受害者的家人提供照顾。 

• 为与人口贩运相关的部门提供咨询并培训教会和教会附属组织。 

• 如果您有亲友被贩运或以其他方式卷入性行业活动，Parents Hope 可随

时为您提供支援。 

• 我们提供在线同侪主导的互助小组会议以及个人支持。 

•  服务完全免费。Parents Hope 是 Lifeworthy - SIM Canada 下的一项服务。 

• 更多信息，请电邮联系 Lynda，邮箱地址 parents.hope@lifeworthy.ca 或访

问 https://lifeworthy.ca/parents-hope/。 

Courage for Freedom  自由的勇气 
Kelly Franklin, Founder 

Courage for Freedom Head Office 
PO Box 414 Station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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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ham, ON N7M 5K5 
电话：519-615-2292 

电话／短信：519-870-2292 
https://courageforfreedom.org 

在自由的勇气（Courage for Freedom），我们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和预防手段

对一线员工和社区服务提供者进行教育、培训和认证，以服务弱势的人口贩运

和性剥削受害者。我们致力于提升公众意识，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工作或提供服

务，因而影响或关心受害者的社区组织和人员、政府机构、教师及家庭。通过

我们的一线工作经验、亲身经历、护理解决方案、创伤建议和支持选项，我们

为无数幸存者及其支持人员或家人提供了有用的建议，帮助他们自我导向安全

甚至逃离剥削。我们的疗伤马儿（Horses that Heal）项目提供了贩运创伤支援

起点，之后再辅以面对面或在线指导。我们协助机构提供咨询建议、趋势更新

和希望。自 2013 年以来，自由的勇气已经为无数幸存者提供了实时解决方案

和真诚的系统指引，这都离不开畅销书作家、获奖活动家 Kelly（同时也是人

口贩运和性剥削的幸存者）对团队的领导，她的目标是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并支

持他们一往无前。 

The FCJ Refugee Centre  FCJ 难民中心  
208 Oakwood Ave. 

Toronto, ON 
(416)-469-9754 

www.fcjrefugeecentre.org 

FCJ 难民中心为难民和其他因移民身份而面临风险的人士提供服务，并欢迎任

何人就相关问题寻求建议、咨询和支援。FCJ 难民中心帮助初到加拿大的难民

申请人应对其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如缺乏资源、边缘化、歧视等。 

FCJ 难民中心会根据贩运幸存者的多种需求提供直接服务。我们会陪伴幸存者

一起走完法律和移民程序，帮助他们安顿并复原，通过着眼整体的方案，确保

他们充分了解情况，并有能力引导自己走出贩运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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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确保贩运幸存者能够获得起步指导、法律援助和转介、移民选项信息、合

适的住房、就业支持、咨询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心理支持。走出人口贩运的阴

霾或需要时间，但我们保证将全程与您同行。 

Metrac 
Action on Violence  对抗暴力 

158 Spadina Road 
Toronto, ON (416) 392-3135 

www.metrac.org 

METRAC 致力于通过教育、研究和政策终结各个社区内基于性别的暴力。 

METRAC 与个人、社区和机构合作，力求改变观念、行动和政策，以消除针对

妇女和青少年的暴力行为。 

我们提供紧密相关、突破界限的服务和计划，专注于教育和预防，并使用创新

工具来建立安全、正义和公平。 

Aura Freedom International  光环自由国际 
PO BOX 69018, RPO ST CLAIR CENTRE TORONTO, ON 

电邮：info@aurafreedom.org 
https://aurafreedom.org/ 

光环自由（Aura Freedom）以性别平等之名创建，是一个草根妇女组织，致力

于通过宣传和教育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和人口贩运。我们与多种类型的盟友开

展合作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通过教育、倡权、研究、培训和女权运动建设，光环自由在加拿大和南亚地区

实施了多个应对性别暴力的可持续项目。 

我们的工作促进了性别平等，赋予了边缘化妇女权力，并让幸存者获得了反抗

压迫的关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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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亲眼目睹，仅仅通过对妇女和女童进行人权教育，她们就可有能力抵抗长

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窠臼及其影响，并过上健康且包容的生活。当我们增加针

对性别暴力根源的教育时，我们的努力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The Elora House – A New Hope 
伊罗拉之家 – 新希望 
Guelph, Ontario (519) 

710-2176 
www.ercf.ca/elora-house 

项目当下的重点是在圭尔夫／惠灵顿县建立一个安全屋，面向被性交易剥削的

妇女和女童。伊罗拉之家（Elora House）将提供即时落脚点、食物和衣物，并

将帮助求助者联络提供全领域咨询和支持的社区合作伙伴。 

伊罗拉之家领导团队由具有与人口贩运和家庭暴力幸存者打交道经验的员工、

圭尔夫／惠灵顿社区的志愿者组成，他们有些人来自受害者服务中心、SIM 加

拿大、妇女厅和警务部门。 

原住民主导服务	

原住民幸存者可以获得咨询、文化课程、瘾癖治疗和领导力发展服务。 

Native Women’s Resource Centre of Toronto  多伦多原住民妇女资源中心 
191 Gerrard Street East 

Toronto.ON 
(416) 963-9963 

https://nwrctportal.ca/live/ 

多伦多原住民妇女资源中心（Native Women’s Resource Centre of Toronto，简

称 NWRCT）是一个社区组织，致力于为城市内的原住民妇女及其家庭提供资

源和支持。NWRCT 提供切合文化的项目和服务，以培养并增强原住民妇女集

体的能力和自给自足能力。 

NWRCT 始于一群敬业的原住民妇女认识到需要在多伦多建立一个集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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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原住民妇女可以共享资源、相互支持并实践她们的传统方式。 

Ontario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安省原住民女性协会 
电话：1-800-667-0816 

www.onwa.ca 

原住民反人口贩运联络员（Indigenous Anti-Human Trafficking Liaison，简称 

IAHTL）项目支持原住民社区提供以幸存者为本的本地化人口贩运应对行动。 

IAHTL 行动是由原住民发起，面向原住民，目的是终结社区中的人口贩运。 

该项目在幸存者的指导下，制作并推广了基于文化的讲演、教育材料、创伤知

情工具和资源，以及特别为原住民社区打造的公共意识与预防工具。 

联络员为包括年轻人、双灵人在内的幸存者（有些不久前才逃离贩运）组织社

区参与活动和教育课程，重点关注他们的优势和坚韧，以便制定最佳实践模式。 

Talk4Healing 
https://www.talk4healing.com/ 

免费电话：1-855-554-HEAL (4325) 

Talk4Healing 是一项基于文化、完全保密的服务热线，专为安省各地的原住民

妇女以 14 种语言提供服务，内容包括： 

• 文化敏感的危机咨询、建议和支持 

• 针对个人情况的信息和转介 

• 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方式接受原住民妇女的问题 

• 协助找到一条适合个人的疗愈之路 

• 可提前预约的电话咨询会议 

Native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of Toronto  多伦多原住民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 
30 College Street 

Toronto, ON 
(416) 96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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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ativechild.org/holistic-services/clinical-services/ 

多伦多原住民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Native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of Toronto，

简称 NCFST）是一家提供多种服务的城市原住民机构，为原住民儿童和家庭提

供全面的、基于文化的项目和服务。 

我们的反人口贩运团队提供包容、不带评判的支援，叫作“Bekaadendang”，意

为平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处在疗愈之旅各个阶段的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们为有过负面性经历（包括人口贩运）、面临相关风险、希望治愈的社区成

员及其亲朋好友提供专门的支持。目前，Bekaadendang 提供： 

• 为 12 岁以上的社区成员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包括为需要强化咨询的成

员提供治疗 

• 为 16 岁以上（可按需放宽）的社区成员提供个案管理，为在住房、就

业、教育等方面有需要的成员提供支持。我们在 NCFST 内部提供许多

服务（包括物质滥用支持、过渡性住房、产前及产后支持等），以便

在机构内提供全套的护理服务。 

• 我们还运营各种心理教育小组、幸存者小组，并一直在试图扩大我们

的社区服务范围 

• 每项支持都以 Cree 药轮的教义为指导，并采取以赋权为主的方法，为

成员提供一个专门的空间来专注于发现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帮助他们

实现。 

每项支持都以 Cree 药轮的教义为指导，并采取以赋权为主的方法，为成员提

供一个专门的空间来专注于发现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帮助他们实现。 

Toronto Council Fire Native Cultural Centre 
多伦多篝火会议原住民文化中心 

439 Dundas Street East 
Toronto ON 

(416) 36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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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uncilfire.ca 

多伦多篝火会议原住民文化中心（Toronto Council Fire Native Cultural Centre）

是一个自治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机构，它带着对原住民福祉的信心和承诺，联

络并服务原住民社区。我们的使命是为第一民族群体提供咨询、物质援助和其

他直接服务，并鼓励、促进精神及个人成长。 

多伦多篝火会议的项目和服务包括： 

部门／项目 

1) 核心部门：金融 - 维护 - 身份恢复 (ROI) 项目，包括教授、学习、分享及治疗（TLSH）空

间以及 TRC 行动号召 82 海龟雕塑，以及每年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举办 IRSS 传统庆典
www.irsslegacy.com 

 
2) 集会地点：免预约厨房 - 食品银行 - 咨询住房/无家可归 - 社区活动及宣讲会 

 
3) 儿童及家庭支持与福利：产前营养计划 - 家庭培育计划 - 特别项目及活动 

 
4) 健康与福祉部门：原住民疗伤与健康 - 终身护理项目 - 城市原住民健康生活项目 - Kizhaay 

Anishinaabe Niin（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5) 青年与青年健康导航部门：Akwe:go 计划 - Little Embers 项目 - Was-Nabin 项目 - 青年生活

促进项目 - 青年健康导航项目 
 

6) 教育、意识及福利部门：读写及基本技能 - Apatisiwin（就业和培训） 
 

7) 决议健康／文化支持及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幸存者（IRSS）Naandwidizwin – Wechihitita（治

愈自我 – 互相帮助） - 失踪及被杀原住民妇女、女童、跨性别及双灵人士（MMIWGT2S） 

LGBTQ2S+	主导服务	
Toronto Rape Crisis Centre/Multicultural Women Against Rape 
多伦多强暴危机中心／多元妇女反强暴中心（TRCC/MWAR） 

24 小时危机热线：416-597-8808 
P.O. Box 5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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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Ontario 
M6R 3B5 

https://trccmwar.ca 

TRCC/MWAR 是一个由草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士集体运营的组织。我们为性

别暴力或性暴力的幸存者提供反压迫、女权同侪支援，努力建立一个没有暴力

的世界。 

TRCC/MWAR 积极参与公众教育、社会活动，并为幸存者及其支持者提供直接

的个人和团体支援。 

Lotus Health 莲花健康 
555 University Avenue 

Toronto, ON 
437-226-3579 lotus.health@sickkids.ca 

莲花健康（Lotus Health）是一项针对 18 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和倡权计

划，这些儿童和青少年曾遭遇过、目前正在经历或可能面临性交易剥削或贩运

的风险。 

莲花健康是一个跨学科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并与社区伙伴

开展密切合作，以确保照护方法的全面与协调。 

其他幸存者资源	

Illuminate 照亮行动 
604-347-9500 

全加拿大免费电话 1-855-332-4283 
Connect@illuminateht.com  

www.illuminateht.com 

救世军照亮行动（Salvation Army Illuminate）的总部位于卑诗省，协助加拿大

各地的人口贩运幸存者获得帮助、支持、转移、治疗、领导力和就业培训等。 

他们的底波拉之门（Deborah’s Gate）留宿项目提供全方位的善后护理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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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他们的驱动幸存者发展中心（Propel Survivor Development Centre）提供

指引、咨询和马儿治疗、就业、辅导，面向卑诗省（现场）和全加拿大各地

（在线）的幸存者。 

Timea Nagy 
https://www.timeanagy.com/ 

Timea 是一位国际演说家和社会变革倡导者。 

人口贩运幸存者、作家、演说家和变革倡导者 Timea Nagy 于 1998 年移民加拿

大。她从匈牙利布达佩斯来到多伦多，本以为可以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谁知

等着她的却是一场噩梦。作为一名匈牙利女警的女儿，Timea 被贩运者关押了

三个月，被迫在性行业工作。幸运的是，她成功逃脱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十年

后，她创立了“与我同行”（Walk with Me），一个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和执法

机构的非营利组织。 

Elizabeth Fry Toronto 
215 Wellesley Street East 

Toronto, ON (416) 924-3708 
https://www.efrytoronto.org/sex-work-transition-program 

“出口在此”（EXIT Doors Here）是一项性工作者行业转变项目，旨在帮助女性永

久离开性行业并从相关创伤中恢复。我们还帮助性贩运的受害者。 

该项目为希望退出性行业的女性以及性贩运的幸存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服务以

及基于时间的干预措施。 

“出口在此”使用全新的、基于实证的关键时间干预（CTI）案例管理模型。事实

证明，CTI 可以成功地帮助人们从不稳定、敏感转变到稳定的状态。 

“出口在此”团队在转变的关键时期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并加强妇女与服务、

家庭、朋友和社区的长期联系。CTI 是一种有时间限制的循证实践，在转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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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准备离开这个行业或需要人伸出援手，Elizabeth Fry 

Toronto 致力于提供有意义的支持。 

资格标准 

该项目面向： 

• 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 

• 年满 18 岁，且自我认同为女性 

• 在性工作的任何阶段，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 

• 有意离开性行业 

• 至少有以下两种经历： 

a.曾经或险些违反法律 

b.缺乏积极的社会支持／天然支持网络 

c.产生负面影响的物质滥用 

d.失业／未充分就业／缺乏就业技能 

e.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 

f.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掌握在虐者手中 

g.无家可归或面临相关风险 

使用法语的幸存者	
La Maison 

Maison d’hébergement pour femmes francophones 
La Maison - 面向说法语妇女的女性庇护所 

Téléphone (647) 777-6433 
www.lamaison-toronto.org 

La Maison est un Centre multiservices qui offre un hébergement aux femmes 
francophones et leurs dépendants aux prises avec la violence conjugale et 
famil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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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mandat 
Offrir un environnement sécuritaire aux femmes francophones dans toute leur 
diversité, avec ou sans enfants, aux prises avec la violence conjugale et familiale 
afin de les appuyer dans la reprise de leur autonomie.La Maison s’implique 
également dans des stratégies sociales visant à réduire la vulnérabilité des femmes 
et à faire valoir leurs droits 

 
Les La Maison est un organisme féministe géré par et pour les femmes 
d'expression française. 

 
Les services directs, la prévention et la sensibilisation au coeur de la communauté 
sont une partie intégrante de son engagement. 

 
Hébergement et soutien 
Logement d’urgence temporaire, confidentialité, accueil, écoute, repas, transports 
d’urgence, gestion et planification des risques de sécurité. 

 
Accompagnement 
Appui dans les démarches légales et administratives, information, orientation et 
accès aux services et ressources externes, défense des droits, suivi post- 
hébergement. 

 
Programme d’activités 
Rencontres individuelles et en groupe, ateliers thématiques et créatifs pour les 
femmes et leurs enfants, activités de loisir et de divertissement. 

 
Liaisons communautaires – Sensibilisation, programme de bénévolat, éducation 
et formation. 

 
La clientèle de La Maison: 
Les femmes d’expression française dans toute leur diversité 

 

我们的使命 

为在与婚姻和家庭暴力作斗争的各类讲法语的妇女（无论是否有孩子）提供

一个安全的环境，帮助她们重新获得自主权。La Maison 还参与旨在减少妇女

脆弱性并维护她们权利的社会战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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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aison 是一个女权主义组织，运营者和服务对象都是说法语的女性。在社

区内部开展直接服务、推动预防和意识教育是其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宿及支持 

临时应急住所、保密、接待、倾听、餐食、紧急转移、安全风险管理和规划。 
 
支援 

法律和行政程序援助、信息支持、外部服务及资源指导与获取、权利维护、

住宿后跟进。 
 

项目活动 

个人和团体会议、针对妇女及其子女的主题性创意工坊、休闲和娱乐活动。 

社区链接 - 意识提升、志愿者计划、教育和培训。 
 
La Maison 的服务对象： 

各类说法语的女性 
 
 

Fem’aide 
www.femaide.ca 

Téléphone :1 (877) 336-2433 
 

Fem’aide est une ligne d’assistance téléphonique provinciale offerte 24 heures sur 
24, 7 jours sur 7, pour femmes qui ont été victimes de violence.Des ressources et 
des services de soutien sont fournis. 
Fem'aide 是一个全天候的省级电话求助热线，专为遭受性别暴力的讲法语的女

性提供支持和转介服务。提供支持和转介服务。 
 
 

OASIS Centre des Femmes 
https://www.oasisfemmes.org/ 

465, rue Yonge 
Téléphone :(416) 591-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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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Centre des femmes offre des services de counseling et de soutien pour 
femmes francophones (16 ans et plus) relatifs à la violence dans les relations 
intimes et/ou à caractère sexuel.Leurs heures d’ouverture sont du lundi au 
vendredi de 9 h à 17 h.) 
Oasis Centre des femmes 为曾经或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和／或性侵犯的说法语的

女性（16 岁及以上）提供咨询和支持服务。 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

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Centre Francophone 
https://centrefranco.org/fr/ 
Téléphone:(416) 922-2672 

 

 

Le Centre francophone de Toronto est un entre multidisciplinaire offrant des 
services socio-communautaires variés à l'ensemble de la communauté 
francophone. 
Centre francophone 是一个社区中心，一站式提供各种社会服务。 

 
 
 

MOFIF 
Le Mouvement Ontarien des Femmes Immigrantes Francophones 

20 Lower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 

Téléphone:(647) 390-4194 
 

http://mofif.ca 
 
Le MOFIF a pour mission de travailler à la mise en place des conditions favorables 
pour améliorer la situation des filles et des femmes immigrantes francophones et 
favoriser leur intégration ainsi que leur participation active dans toutes les 
sphères de la société. 

 

MOFIF 的使命是努力创造有利条件，改善说法语的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处境，

促进她们融入社会并积极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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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Liaison Officer - Community Partnerships and Engagement 
Unit Téléphone :(416) 808-0100 

http://www.torontopolice.on.ca/community/french.php 
Agente de liaison francophone - Unité d'engagement et de partenariats 
communautaires 

 
 
 

使用韩语的幸存者	
 

 
KCWA Family and Social 

Services 
5075 Yonge Street, Toronto, ON 

416-340-1234 
Email:kwca@kwca.net 
https://www.kcwa.net 

 

 

“KCWA 家庭和社会服务”（KCWA  Family  and  Social  Services）前身为韩裔加拿

大妇女协会，是一个由一群关心移民妇女和家庭问题的女性于 1985 年成立的

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然而，我们现在为男女老少各种人士提供服务。 

我们的使命宣言是“建设韩裔加拿大人社区，从每一个人开始”。我们旨在通过

提供文化敏感、语言恰当的服务和项目来增强韩裔加拿大社区的能力，这些

服务和项目旨在打击家庭暴力、贫困及不平等，并提升移民家庭的福祉。 

在过去的 36 年中，我们一直在为安置相关事宜和家庭问题提供个人咨询。我

们定期开展有关职业发展、育儿、财务、获取社会福利、教育和法律信息的

项目和研讨会。我们还开展了数个旨在发现社区问题的项目和公众意识活动。

KCWA 在大多伦多地区设有两个办事处。我们的主办公室位于 Mel Lastman 广

场，俯瞰北约克市政中心和与北约克中心地铁站相连。我们的分部位于 

Bathurst 交 Finch 路口，Northview Height 中学前。 

如果您正在寻找有关安置及家庭咨询的信息和服务，欢迎随时联系 KCWA。 
 
캐나다한인여성회라고 알려진 KCWA  Family  and  Social  Services 는 1985 년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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캐나다의 한인 이민 여성들과 가정문제에 관심을 가진 여성들에 의해 발족된 

비영리 자선단체이며 현재는 남녀노소를 불문하고 서비를 제공하고 있습니다. 

KCWA 는 “건강한 우리 지역 사회 만들기, 한 번에 한 사람씩”이라는 임무를 

달성하고자, 문화적, 언어적으로 적합한 서비스와 프로그램을 제공하여 

지역사회 구성원들이 폭력과 가난, 불평등에서 벗어날 수 있는 능력을 갖도록 

지원하며 이민자들의 삶의 질을 향상하도록 돕고 있습니다. 

지난 36 년동안,   캐나다  정착을  원하는  이민자들의  다양한  문제들과 

가정문제들을 위한 개별상담을 제공해왔으며 직업개발, 자녀양육, 재정, 정부 

지원프로그램의 이용, 교육, 법률정보 등과 관련된 정기적인 프로그램과 

세미나 운영하고 있으며 또한 지역사회의 현안을 해결하고 지원하기 위한 

다양한 프로젝트와 지역사회 캠페인을 진행했습니다. 

KCWA 는 광역토론토내에 2 개의 사무실을 운영하고 본사는 

노스욕시빅센터와 멜라스트맨 광장을 마주하며 노스욕센터 지하철역과 직접 

연결됩니다. 

KCWA 의 지점은 배더스트-핀치의 노스뷰하이츠 고등학교 앞에 위치하고 

있습니다. 

정착이나 가정문제와 관련하여 도움이 필요하신 분은 언제든지 KCWA 에 

연락주십시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