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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小陳，之前是
一名國際學生*

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
幫助我找出自己在工作
上應有的工資。

小陳的情況 
• 我求學期間在一間家庭餐館工作。 

• 我的室友對我說，我被剝削工資。

接下來發生了甚麼？ 
• 我從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FWO）

找到以我的語言撰寫的資訊。 

• 我使用 FWO的「薪酬與條件工具」
（PACT）來算出我在工作上應得的

工資 。

小陳如何解決問題？ 
• 我要求老闆付給我最低工資。 

• 他初到澳洲，對工作法例一無所知，
他同意付給我正確的金額。

*這是一個虛構的案例研究，它是根據在工作場所被人剝削的國際學生所舉報的情況而構成
由澳洲政府 的。若需資訊 ，請瀏覽網站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你還可以聯繫
教育部資助。 你的教育提供者屬下的學生支援服務部或社區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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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麗莎，之前是
一名國際學生*

我告訴主管，加班
工作令我的簽證
面臨風險。

麗莎的處境 
• 我在工作上經常被要求在週末加班。 

• 我沒有告訴主管，我每兩週只能工作 
40小時。

接下來發生了甚麼？ 
• 學生服務部向我提供了有關如何與

我的主管談及簽證限制的建議。 

• 他們還將我轉介給公平工作申訴專
員公署（FWO），以獲取更多關於我的
工作場所權利和保障的資訊。

麗莎如何解決問題？ 
• 我告訴主管，加班工作令我的簽證

面臨風險，她十分驚訝。 

• 她同意不再要求我加班。

*這是一個虛構的案例研究，它是根據在工作場所被人剝削的國際學生所舉報的情況而構成
由澳洲政府 的。若需資訊 ，請瀏覽網站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你還可以聯繫
教育部資助。 你的教育提供者屬下的學生支援服務部或社區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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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卡維亞，之前
是一名國際學生*

我知道自己的處境有
問題–必須有所改變。

卡維亞的情況 
• 我 在 求 學 期 間 做 清 潔 工。我 沒 有

得到適當的小休時間，影響了我的
學業。 

• 我的導師建議我向社區法律中心
諮詢。

接下來發生了甚麼？ 
• 法律中心為我提供免費的建議。事

實證明，我有權獲得更多小休時間，
同時也被剝削工資！ 

• 他們幫助我寫信給老闆，並告訴我
要保留我的工作時數紀錄。

卡維亞是如何解決問題？ 
• 我的老闆不同意向我支付更多工

資。我知道這是不對的。 

• 我尋找新工作，一旦找到，我就在公
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的網站匿名舉
報我的舊老闆。

*這是一個虛構的案例研究，它是根據在工作場所被人剝削的國際學生所舉報的情況而構成
由澳洲政府 的。若需資訊 ，請瀏覽網站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或ato.gov.au。你還可以聯繫
教育部資助。 你的教育提供者屬下的學生支援服務部或社區法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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