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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权利！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可以
以各种语言为国际学生提

供建议。

这是陈，他曾
是国际学生* 

公平工作调查专
员署帮我确定了
正确的薪资。

陈的情况 
• 读书时，我在一家家庭餐馆

工作。 

• 我的室友告诉我，我的薪资
过低。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 我 从 公 平 工 作 调 查 专 员 署
（FWO）用母语找到了信息。 

• 我使用FWO薪资与工作条件
工具（ PACT）来确定我从事的
工作的正确薪资。

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 我要求雇主付给我最低工资。 

• 他 新 到 澳 大 利 亚，不 了 解 工
作 法 律 。他 同 意 付 给 我 正 确
的薪资。

由澳大利亚政府
教育部资助。

*这是虚构的案例研究，根据经历过工作场所剥削的国际学生报告的情况编写。
了解信息，请访问fairwork .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

你还可以联系就读的教育机构提供的学生支持服务或社区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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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丽莎，
她曾是国际学生*

我告诉我的主管，
加 班 工 作 使 我 的
签证面临风险。

丽莎的情况 
• 在工作中，我经常被要求在周末加班。 

• 我没有告诉我的主管，我每两周只能
工作40小时。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 学生服务向我提供了关于如何与主管

讨论签证限制的建议。 

• 他们还将我转介给公平工作调查专员
署（FWO），帮助我了解关于工作场所
权利和保护的更多信息。

丽莎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 我告诉我的主管，加班工作使我的签

证面临风险。她很惊讶。 

• 她同意不再要求我加班。

*这是虚构的案例研究，根据经历过工作场所剥削的国际学生报告的情况编写。
由澳大利亚政府 了解信息，请访问fairwork .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
教育部资助。 你还可以联系就读的教育机构提供的学生支持服务或社区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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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卡维亚，
她曾是国际学生*

我知道我的情况
不 对，我 必 须 做
出改变。

卡维亚的情况 
• 我在读书时做清洁工。我没有得到适当

的休息时间，这影响了我的学习。 

• 我的助教建议我去社区法律中心咨询。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 法律中心为我提供了免费建议。事实证

明，我有权获得更多休息时间，而且我
的薪资过低！ 

• 他们帮我写信给雇主，告诉我保留我的
工作时间记录。

卡维亚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 我的雇主不同意支付更多薪资。我知道

这是错的。 

• 我寻找新工作。一旦找到新工作，我就
在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网站上匿名举
报了我的前雇主。

*这是虚构的案例研究，根据经历过工作场所剥削的国际学生报告的情况编写。
由澳大利亚政府 了解信息，请访问fairwork .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
教育部资助。 你还可以联系就读的教育机构提供的学生支持服务或社区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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