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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互联网使用政策 
 

 
1. 目的: 

为渥太华移民女性服务(IWSO)工作人员提供对互联网使用和参与社交媒体的期

望，包括IWSO主办的社交媒体，以及员工加入IWSO的非IWSO社交服务。 
 

2. 政策声明: 

所有员工在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都要遵循本政策中概述的程序，认识到社

交媒体是一种快速转变的现象，而且一项政策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 
 

不阻止IWSO工作人员参与社交媒体，但他们应该注意到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适

用于国际社会组织或内部其他通信的所有公约均适用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特别包

括： 
 

 尊重客户、捐赠者和彼此； 

 保护保密性、隐私和安全，和/或； 

 保护和正确使用IWSO的资产。 

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均由IWSO拥有和运营。互联网使用旨在执行董事预先批准的情

况。 

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将由IT工作人员进行监控。 

如不遵守本政策，我们将受到适当的纪律处分，直至并包括被解雇。 

3.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使用任何社交媒体工具和网站的IWSO所有工作人员。 
 

4. 指导原则： 

互联网的使用和社交媒体提供了许多员工可能希望参与的好处——从了解关键的

信息保护问题，到社区项目的合作。这是建立一个社区、交流想法、学习事物和

影响IWSO社会专业知识的强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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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在线协作平台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的方式，为与客户、同事和全球的接触提供

了新的方式。社交媒体是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可以帮助您与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

是一种参与与IWSO关键问题相关的全球对话的方式。 
 

社交媒体活动可能会模糊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界限。所有员工都应考虑其活动对

IWSO、其专业监管机构、客户、同事以及该组织声誉的潜在影响。 
 
 

5. 定义: 
 

博客：“web日志”的缩写，一个允许个人或团体与在线受众共享信息的网站。 
 

保密性：员工不披露与客户有关的任何信息的道德原则或法律权利，除非客户同

意允许披露，或有法律要求共享该信息（如儿童援助协会、调查机构、专业许可

机构） 
 

文件：记录所需的信息，以确保护理的质量、客户的安全和护理的连续性。这

些信息将记录在客户记录中，可能是纸质或电子记录。文件必须包括评估和识

别客户需求。 
 

好友关系：在社交网站或社交社区网站中请求或添加他人作为联系人的行为。 
 

识别信息：是指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 
 

公共领域：与引用信息、数据等接触者自由访问。 
 

渥太华移民妇女服务(IWSO):针对本政策，包括IWSO运营的所有办公室或支持

IWSO客户的地点。 
 

社交媒体平台：用于集成和共享用户生成的内容的技术工具和在线空间，以便让

选民参与对话，并允许他们参与内容和社区创建。例如网站、脸书、推特、领英

和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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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包括但不限于对内部、外部观众可访问的网站、博客、播客、讨论论

坛、在线协作信息和出版系统(Facebook, Google+ 和Twitter)。 
 

工作人员: 在本政策中，包括所有员工（永久全职、兼职和临时员工）和其他

员工，如志愿者、承包商外包服务提供商和附属公司。 
 

用户身份: 标识允许用户访问计算资源的凭据。通常，用户身份与组成用户凭

据的密码相关联。 
 

用户凭据：有效的用户身份和密码，组合在认证系统或方法中，授予用户对系

统或资源的访问权限。 
 
 

6. 程序 
 

6.1 隐私: IWSO致力于维护其客户、家庭、捐赠者、员工、供应商等人的隐私。这是

绝对重要的。在与IWSO一起雇佣时，所有员工都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声明，其中包

括不分享有关客户和组织的信息（隐私政策）。 
 

6.2 尊重: 不允许发表歧视性的评论。歧视性评论是指那些涉及种族、年龄、性别、

性取向、宗教、政治说服、体型、身体或精神和/或接触问题--或《安大略省人

权法典》中确定的任何其他因素的评论。（反种族主义和反压迫政策、工作场

所骚扰） 

6.3 谨慎和常识：虚拟讨论组是与他人联系的一种强大方式。发送给一个人的信息

可以很容易地广泛共享。内容应该被仔细考虑：如果一份声明不能在公共场所

播放，那么它就不应该在社交媒体论坛或电子邮件中发表。任何以电子方式出

版的内容都可以广泛访问，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6.4 无认可: 员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商业广告或招揽。工作人员不应该推荐

特定的治疗、服务或商品。IWSO批准的IWSO网站用户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平

台来宣布活动、捐赠机会、新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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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宣传: IWSO支持公开的对话和公开的交流思想。已在网上确认自己为IWSO工作

人员的工作人员。在个人资料中列出其工作场所的人，不得公开支持（或在脸

书或其他网站上“点赞”）可能与IWSO价值观和政策相冲突的团体、请愿书或原

因。 
 

 
6.6 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个人身份识别: 

 

6.7.1 许多人使用他们的个人博客或社交媒体来讨论他们的工作，并加入“行业

对话”。这一政策并不打算限制这一点，只要没有披露机密信息，并且博客作者

清楚地指出，在博客中表达的观点是个人的意见，而不是IWSO的意见。那些不

确定博客作者为IWSO的工作人员，不讨论IWSO，纯粹是关于个人事务的博客将

不属于这一政策。 
 

6.7.2 员工应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地址（而不是immigrantwomenservices.com地址）

作为他们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的主要识别方式。员工不应该使用IWSO的电

子邮件地址来进行社交媒体通知。 
 

6.7.3 如果一个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人在他们的个人资料中明确表示他们为IWSO工

作，我们鼓励他们包括一个简单和可见的免责声明，建议所表达的观点是他们自

己的，他们不是代表该组织发言。此外，作者应用第一人称书写（“我”，而不

是“我们”），以确保他们显然是在为自己说话。示例简介：“IWSO的支持工作

人员，我的观点是我自己的。我热衷于美食与舞蹈。” 

6.7.4 如果员工的博客、发布或其他在线活动与IWSO的声誉或品牌对IWSO产生

负面影响，则不应提及IWSO或他们与IWSO的联系。 

6.7.5  

如果一个工作人员回应，或发起了一个关于IWSO的对话(例如帖子或推特)，他们必须承
认他们与IWSO的联系，并以第一人称(“我”)表达他们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例如：“作
为IWSO的工作人员，我个人同意您的观点，谢谢”。 

 
6.7.6 拥有（或希望拥有）个人博客（或社交媒体页面）表示他们在IWSO工作的员工将

请求执行董事的许可。 
 

6.7.7 如果工作人员为第三方制作博客（或社交媒体页面），这可能构成利益冲

突，必须与IWSO执行董事商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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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当媒体联系工作人员了解他们博客上与IWSO信息相关的帖子时，他们必

须按照所有媒体的要求，建议执行董事在回复前获得批准和指导。 
 

6.7.9 工作人员如果担心在博客中包含什么内容，应该联系执行董事。 

6.8 内容的真实性: 博客的文章和评论必须是准确和真实的。作者应该是第一个回应他们的

错误的人。如果出现错误，请识别错误并迅速纠正。如果之前的文章被修改，请确保

清楚地表明已经这样做了。 

6.9 发布关于 IWSO的信息: 

6.9.1 网站的员工将避免发表对可能造成声誉损害的组织、其合作伙伴、供应商、供应

商或个人的负面评论。 

6.9.2 员工将避免对其他员工、客户或IWSO的利益相关者发表贬损评论。 

6.9.3  禁止员工发布任何客户或员工的图片。如果客户或客户的替代决策者已经签署了同意书并同意

了发布，通信代表可以使用IWSO官方媒体网站和平台发布客户的照片和/或故事。 

6.10 “好友客户: 

6.10.1 许多社交媒体工具使个人能够将某人“添加好友”到他们的社交网络。将客户“添

加为朋友”不符合保持个人和职业分开的需要。与客户交朋友会损害员工和客户的保密

性和隐私，也会模糊专业关系的界限。员工负责确保他们与客户的互动是通过IWSO的

官方方法，如电话或面对面，并符合其专业协会或监管机构概述的专业边界指南。 

6.10.2 建议的行动方针是，忽略任何客户提出的“友谊”、业务联系、直接或@回复、

博客回复或社交媒体网站内的博客回应请求，然后亲自处理。这是为了维护专业关系

的完整性和保护保密性。 

6.11 官方IWSO网站、博客和帐户: IWSO 经营着自己的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账户。 

6.11.1 只允许IWSO通信授权创建官方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网站，包括在IWSO文本中作为

标识符的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网站。未经上述要求事先授权存在的网站或页面在被发现

时将接受审查，并可能被修改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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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通信代表主持IWSO网站。 

6.11.3  执行董事应批准可代表该组织发表意见的通讯代表和官方发言人。 

6.11.4 发布在IWSO上的内容将反映IWSO的价值观和观点。 

6.11.5 IWSO的网站，一个IWSO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这将是识别的主要手段。 

6.11.6 IWSO 不鼓励在博客、wiki或其他与IWSO、组织参与的业务或问题有关的在线参

与中匿名。IWSO相信透明度和诚实。当他们在IWSO的官方网站上发表评论时，员工们

将使用他们的IWSO电子邮件，并且不会使用假名或匿名发布。 

7. 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7.1 工作人员只能为合法目的使用国际工联组织网站。您可能不使用我们的网站: 

 以任何方式违反任何适用的地方、国家或国际法律或法规的行为。 

 以任何非法或欺诈的方式，或有任何非法或欺诈的目的或效果。 

 以任何非法或欺诈的方式，或有任何非法或欺诈的目的或效果。 

 发送或促使发送任何未经请求或未经授权的广告或宣传材料或任何其他形式的

类似招揽（垃圾邮件）。 

 在知情的情况下传输数据，发送或上传任何包含病毒、木马、蠕虫、定时炸弹、

键盘记录器、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或任何其他有害程序或类似计算机代码的材料，

旨在对任何计算机软件或硬件的操作产生不利影响。 

 无意中发布在网站或脸书/其他社交媒体上的冒犯性、不恰当或不准确的材

料将立即被删除。 

 IWSO 尊重用户的隐私，在正常情况下将不会访问用户的帐户。但是，如果有需

要，我也保留检查用户账户内容的权利。这种情况可能包括被怀疑滥用设施或

保护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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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性 

尊重用户的隐私，在正常情况下将不会访问IWSO帐户。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也保留检查用户

账户内容的权利。这种情况可能包括被怀疑滥用设施或保护系统的完整性。 (IT 政策) 

8.1 所有密码应至少包含8个字符，包括字母和数字字符。 

8.2 用户应每六个月更改一次密码。 

9. 经授权的使用情况 

IWSO的授权用户应获得唯一的用户身份。在发布唯一的用户id之前，用户应书面同意上传本

政策所附的社交媒体指南（附录2）。IWSO可根据需要不时修改社交媒体指南。被授权的用户

将全权负责维护其密码的机密性和其帐户的安全。被授权的用户将全权负责在使用用户id时所

采取的所有行动，包括电子消息传递。 

9.1 任何违反本政策规定的尝试，无论该尝试成功与否，都将导致纪律处分。纪律处

分可能包括从谴责到失去账户特权和解雇员工。 

9.2 违反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刑事犯罪。这些行为可能包括： 

 未经授权地使用计算机(刑法，342.1节); 

 恶作剧 (刑法， 430. (1.1)节; 

 腐化道德标准(刑法, 163节); 

 制作、分发、销售或拥有儿童色情作品(刑法, 16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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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关的做法和/或立法: 

《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1990年，经修订版(“FIPPA”) http://www.search.e-

laws.gov.on.ca/en/isysquery/b31ffc15-1f72-48ac-9bdd- 

18691315d5c7/1/doc/?search=browseStatutes&context=#hit1 Human Rights Code 

http://www.search.e-laws.gov.on.ca/en/isysquery/532fe0da-7e4a- 4bba-a45a- 

933cf5b4e0d4/6/frame/?search=browseSource&context= 加拿大刑法典. (R.S., 1985, c. C-46). 
http://laws.justice.gc.ca/en/C-46/ 

 

11. 参考资料: 

Royal Ottawa Health Care Group, Use of Social Media by ROHCG Staff, Children’s Hospital of Eastern 
Ontario (CHEO), Use of Social Media by Staff & Physicians Ottawa, Canada 

Ethical Framework fo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by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Online Therapy Institute, 
http://www.onlinetherapyinstitute.com/ethical-framework-for-the-use- of- social-media-by-mental- 
health-professionals/ 

 

 
Kaiser Permanente Social Media Policy, 

http://xnet.kp.org/newscenter/media/downloads/socialmediapolicy_091609.pdf IWK 

Health Centre Social Media Guidelines – Work-related Use, Halifax, Canada 
 

Spring Technology in Practice The Standard, (2009). 

Social Network Use: A Test of Self-Regulation, Janet Anderson & Puckrin, Karen - Journal of Nursing 
Regulation Vol.2, Issue 1, April 2011 

Using Social Or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Sites Can Breach Confidentiality: June 2010 https://www.cmpa- 
acpm.ca/cmpapd04/docs/resource_files/perspective/2010/02/pdf/com_p1002_7-e.pdf 

Social Media Policy Keeley Kolmes, Psy.D, San Francisco, USA (2010) 

http://www.drkkolmes.com/docs/socmed.pdf 

 
 

12. 附录: 
 

隐私权政策 

社交媒体指南 

IT 政策 

反种族主义/反压迫政策 

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政策 

http://www.search.e-laws.gov.on.ca/en/isysquery/b31ffc15-1f72-48ac-9bdd-
http://www.search.e-laws.gov.on.ca/en/isysquery/b31ffc15-1f72-48ac-9bdd-
http://www.search.e-laws.gov.on.ca/en/isysquery/532fe0da-7e4a-
http://laws.justice.gc.ca/en/C-46/
http://www.onlinetherapyinstitute.com/ethical-framework-for-the-use-%20of-social-media-by-mental-health-professionals/
http://www.onlinetherapyinstitute.com/ethical-framework-for-the-use-%20of-social-media-by-mental-health-professionals/
http://www.onlinetherapyinstitute.com/ethical-framework-for-the-use-%20of-social-media-by-mental-health-professionals/
http://xnet.kp.org/newscenter/media/downloads/socialmediapolicy_091609.pdf
http://www.drkkolmes.com/docs/socm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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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书 
 

 
我已经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这个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用政策的条款。 

 
 
 
 
 

 

姓名 (正楷书写的姓名) 
 
 
 
 
 
 

 

签名 签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