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抱怨您的雇主没有跟从新斯科舍省的
劳工标准守则(Nova Scotia Labour Standards
Code) ，你可以向新斯科舍省的劳工标准分部
(Nova Scotia Labour Standards Division) 提出申
诉。如果符合劳工标准守则的情况下，劳工标
准官员分部将调查投诉。例如是雇主拒绝支付
欠你假期的工资。
在工作中，如果你是工会会员，工会将帮助保护
你的权利。大多数工会有一个管家。这是一个工
作的同事负责处理问题，并回答有关合同和工会
的问题。你应该能够打电话给他或她提问。
如果你觉得省或市政府机构对你有不公平对
待，或者你有关于新斯科舍省政府服务的投
诉，新斯科舍省申诉专员办事处 (Nova Scotia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也许能帮助你。
如果你已经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你不应该
再在申诉专员办事处投诉。
你也可以写信或打电话给你的省立法大会委员
（MLA）或联邦国会议员（MP）或你当地的
市政委员会员。市政办事处可以给你联系委员
的信息。

支持团体做什么？
支持团体试图改变在政府，社会或法律中其成
员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支持团体有政治或社
会目标。例如，改善为无家可归的人，移民和
难民或妇女的情况，还有改善环境，教育，医
疗保健。
这是一些支持团体尝试作改变的一些方法：
• 公共教育：信息小册子或网站，讲习班，
研讨会
• 游说政府：写信给官员的运动，与决策者
和政界人士进行直接会谈，请愿书
• 媒介活动：记者招待会，采访，发表文章
• 抗议：集会，游行
您可能能够在支持团体工作或做义工。义工服
务的方式使你能够学习更多有关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

先从LISN的在线法律信息开始 - 您可以找到
许多法律论题： www.legalinfo.org
需要律师吗？致电我们的律师转介服务
1-800 665-9779 或 455-3135，要求律师引
荐。 要求律师引荐。你可以安排和律师30分
钟的会议，收费20元另加统一销售税(HST)。
这会议可以给你重要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是
在警察拘留或在刑事法庭，你可以得到免费
的口译服务。
只想听关于特定的法律主题的录音信息吗？
打电话到拨号法律 (Dial-a-law) 420-1888。
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人权委员会
(Nova Scot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电话
424-4111，或免费长途电话 1-877-269-7699 。
地址:1690霍利斯街(Hollis Street)，六楼 (6th
Floor)， 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新斯科舍
省 (Nova Scotia)。
网址：www.humanrights.gov.ns.ca
加拿大人权委员会(The 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免费的长途电话号码：
1-888-214-1090。
网站：www.chrc-ccdp.ca
新斯科舍省申诉专员办事处
(Nova Scotia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5670春园路，#700房(Spring Garden Road,
Suite 700), 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新斯
科舍省(Nova Scotia)
电话 902-424-6780
在新斯科舍省的免费长途电话：
1-800-670-1111
电子邮件：ombudsman@gov.ns.ca

链接到新斯科舍省的立法议会议员
(Link to Members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Nova Scotia): http://nslegislature.ca/index.
php/people/members/
点击“国会议员”(Members of Parliament)：
www.parl.gc.ca/SenatorsMembers.
aspx?Language=E

新移民需要了解关于

新斯科舍省的劳工标准守则 (Nova Scotia
Labour Standards Code)的基本事实：
-雇主 http://gonssal.ca/General-Public/
Documents-Resources/documents/Labour_
basicFactsER_Oct14B.pdf
-雇员 http://gonssal.ca/General-Public/
Documents-Resources/documents/Labour_
basicFactsEE_Oct14B.pdf

人权法律

新斯科舍省职业卫生与安全 (Nova Scoti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1-800-952-2687 or 902-424-5400
新斯科舍省劳工标准部
(Nova Scotia Labour Standards Division)：
地址: 5151终点站路，七楼 (Terminal
Road, 7th floor)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新斯科舍省(N.S.) 电话：902-424-4311，
或免费长途电话 1-888-315-0110。
电子邮件 labrstd@gov.ns.ca

这本小册子给你一些有关

你租住吗？新斯科舍省的住宅租客法指
南 (A guide to the Nova Scotia 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 www.gov.ns.ca/snsmr/forms/
pdf/resten/TenancyGuide.pdf

人权法律的信息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到公平
的对待

这本小册子包含一般的法律信息。
它不提供法律意见。

你可以做些什么
和从哪里得到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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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我们相信，每人都有被平等和公平
对待的权利。人权提供保护，不受歧视。

在新斯科舍省保护什么人权？
新斯科舍省人权法律保护免受歧视。此法律
说，人们不应该有被区别对待因为：
• 年龄
• 种族
• 颜色
• 宗教
• 信条或信仰
• 种族，民族或原起源的住民
• 性别（包括怀孕）
• 性倾向
• 身体残疾
• 精神残疾
• 家庭状况
• 婚姻状况
• 收入来源
• 感染或疾病的不合理的恐惧
• 与受保护的个人或团体联系
• 政治信仰，党派或活动
该法还有表示，骚扰有以上这些特点的人是违
法的。骚扰表示进行身体或性伤害别人。其他
类型的骚扰也包括在该法案。新斯科舍省人权
委员会调查所有骚扰的案件。
歧视在任何这些地方是违法的：
• 工作场所
• 房屋（包括公寓和临时房屋）
• 商店和餐馆
• 省资助的计划
• 购买或出售物业
• 现场或义工工作
• 发刊出版，广播或广告
• 在协会或团体的会员，如工会

如果为宗教原因，可以把我解雇吗？
视情况而定。因为你的宗教，你的雇主应该
不可歧视你。雇主必须合理的让一个人得到
一份工作，或继续工作。这称为雇主“适应
的义务”。适应并不一定是完善的，但它应
该是合理的。
什么是合理的，取决于不同的事情，包括企
业的规模和雇员的任务。例如，有时大企业
有更多员工会比较小企业有更多弹性。
你要负责给您的雇主关于您的需要足够的信
息，使他或她可以设法满足您的需要。

我可以请假哀悼吗？
是可以的。如果你的配偶，父母，监护人，
或子女死亡，您可以连续请假三个工作日。
如果你的祖父母或孙子女，以及其他亲戚去
世，你也可以请假一个工作日。详细阅读新
斯科舍省的劳工标准守则的清单。
因为员工需要请假哀悼，员工将必须尽早通
知他们的雇主。请假哀悼的时期你不会获得
工资。

你可以向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投诉，如果他
或她不是歧视你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可能希望有人能与你同在现场。你还可以
问你的上司或老板写下来他们打算做什么，
给你一个副本。下面是如何谈论这个问题的
一些技巧：
• 描述这个问题和谈论你的感受
• 谈论你的权利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影响
• 描述这个问题对你的影响
• 听你的上司或老板要说什么
• 花一些时间考虑他或她说什么
• 解释清楚你想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请
教他或她，他们可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写下你向谁投诉，日期和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不满意如何处理此事，你可以联系
新斯科舍省人权委员会(Nova Scot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与人权委员会官员谈 论您
的具体情况。

如果我的工资是以现金支付，我依然有人
权保护吗？

在我的工作场所，我可以有口译员吗？

如果我觉得我在工作中受到歧视，我能做
些什么呢？
首先，找出是否有工作场所的政策指出当员
工感到他们受到歧视时应该做的。某项政策
可能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你觉得谁人对你歧视，你可以尝试与他或她
交谈。该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或她的行为如
何影响你。

如果你的投诉不符合新斯科舍省的人权法，
人权委员会不能处理您的投诉，但他们可能
会建议你其他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您的投诉符合新斯科舍省的人权法，人
权委员会将告诉有关投诉的公司，团体或个
人你已作出投诉。这是为了帮助企业，团体
或其他人了解该问题和思考用什么方式来处
理它。如果投诉符合该法，人权委员会将尽
力帮助双方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该委员会将采取恢复性司法方法。恢复
性司法是一个非正式的方法; 围坐在一张桌子
举行会议，而不是在法庭。恢复性司法接受歧
视以及你被歧视，伤害人们和关系。这可能伤
害你的家人，同事，客户或其他住户。任何人
受了伤害可以受益于参与解决问题。

是否有其他人权的法律保护我吗？

是的。在任何工作场所歧视是违反法律的。
不能。但是如果你是在新斯科舍省任何一个
医院的病人，你有权要求免费健康口译员。
医院不应该用你的家人和朋友担任翻译，除
非你有这种请求。

对于我的人权投诉，新斯科舍省人权委员
会将做什么？

如果我觉得房东或在商店或餐馆对我歧
视，我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尝试与你的业主或经理交谈关于他们
如何对待你。你可以用书面投诉，并请他们
与你谈论解决办法。
如果你认为你有人权的投诉，你也可以与新
斯科舍省人权委员会联系。人权委员会官员
会告诉你，你的投诉是否符合在新斯科舍省
的人权法律。如果确实符合，人权委员会官
员将通过电话与您填写投诉表格或你亲自填
写。

加拿大人权法通过联邦政府监管的团体保护
加拿大公民和所有居民和游客不受歧视。这
包括联邦政府部门，机构和国营企业，如邮
局，银行，航空公司，以及互联网和有线电
视公司。对联邦政府监管的团体歧视的投诉
由加拿大人权委员会处理。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规定的加拿大居
民和所有加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
是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
有关“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更多信息，
阅读 ”新移民需要了解…关于法律 ”。

如果我觉得受到不好的对待，是否有其他
地方，我可以投诉？
是有的。你去哪里寻求帮助，取决于投诉谁
和你抱怨什么。你应该把你的投诉拿去这些
团体中的一个，不是所有的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