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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本手冊

這本手冊以在婚姻家庭或其他關係中遭受虐待的移民和難民婦女爲

對象。如果你認識的人中有人遭受虐待，給她這本手冊，並詢問她

是否需要幫助。她可能需要你的支援和幫助。讓她知道她並非孤立

無援。

雖然這本手冊是爲移民和難民婦女而寫，虐待男性同樣是犯罪行

爲。任何遭受虐待的人都應該鼓起勇氣，尋求幫助。

致讀者

作爲移民或難民婦女，你可能會感到孤立無援。你可能無法向人訴

說自己的遭遇。如果受到了虐待，你可能爲自己和孩子擔驚受怕。

這種時候，也許你需要更多瞭解加拿大法律，知道自己的權利，以

及受害人能夠得到哪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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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緊急情況

如果可能的話，打電

話給警察或朋友。

跑到外面去，以便讓

別人看到你 （除非

你認爲躲在室內更安

全）。

大聲叫喊 – 讓鄰居聽

到以便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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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虐待？

當一個人傷害了你或兇惡地對待你

時，你便受到了虐待。

虐待可以是身體虐待、性虐待、感情

虐待、精神虐待或經濟虐待。你所受

到的虐待可能不止一種形式。

虐待者往往是配偶、前配偶、同居者

或前同居者。有時你的家庭成員、配

偶的家庭成員或同居者的家庭成員是

施虐者。虐待者可能是男性，也可能

是女性。

身體虐待的例子有：

• 打

• 掐

• 摑

• 推搡

• 拳打

• 腳踢

• 燒傷

• 槍擊

• 刺傷或砍傷

此類侵犯性行爲在加拿大是犯罪行爲。

性虐待是在你不同意的情況下的性接觸或性行爲。

在加拿大，這也是犯罪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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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心理虐待大約包括：

• 威脅傷害你或你認識的人

• 摔碎你的東西或傷害你的寵物，或口頭威脅要這樣做

• 尾隨（騷擾罪）

這些在加拿大是犯罪。

經濟上虐待的例子有：

• 收走你的工資支票

• 拒絕給付金錢使你不能買你和孩子需要的東西， 例如食物，
支付房租或醫療

這些在加拿大是犯罪。

其他形式的虐待可能不構成犯罪，但仍然是錯誤的，任何人無權對

你做出這些行爲。例子包括：

• 羞辱你

• 侮辱你

• 無視你的存在

• 沖你吼叫

• 辱駡你

• 將你同你的家人和朋友孤立開

• 教訓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里能去，與哪些人交往

• 不允許你擁有錢



你並非孤立無援

有人能幫助你。

給任何多元文化機構或移民難民服務組織打電話。看看他們能提供

何種幫助。詢問他們你還可以給哪里打電話或直接登門尋求幫助。

打電話給警察。他們會保護你和孩子。

你還能得到：

• 建議和諮詢

• 可以逗留的安全地方

• 經濟援助

• 法律援助（可能是免費的援助）

• 協助出走―你可以到法庭要求對孩子的監護權，
經濟支援，或者要求離婚

• 刑事法庭發出的禁止騷擾令

• 民事或家事法庭發出的法庭令

如果你決定留在家裏，你也能得到幫助。

哪里可以得到更多資訊？

• 婦女庇護所（例如，基督教婦女青年會）

• 警察

• 政府公訴律師處

• 醫院

• 多元文化協會

• 婦女中心

• 電話危急救助專線

• 普法教育和資訊協會

• 律師介紹服務

• 法律援助辦公室

• 醫生或公共衛生護士

• 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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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關係積累  
虐待行爲 

平靜階段

你的遭遇並非獨有

虐待發生在各種各樣的家庭。受害人既可能是加拿大公民，也可能

是移民。無論其有無子女、或貧或富、或爲職業婦女或爲全職母

親、或年紀輕輕或已進入老年，不分背景、宗教、種族、文化和族

裔出身，虐待都可能發生在兩人關係的任何一個階段。

不是你的過錯

向人講述遭受的虐待並非易事。很多遭受虐待的婦女覺得羞於啓

齒，或者怕親友不會相信他們。但是，請記住：無論你做了什麽，

別人都沒有任何權利虐待你。無論任何理由都不能爲虐待開脫罪

名。受虐待者無罪。

很多婦女發現虐待行爲有個循環周期。緊張關係積累一段時間，虐

待人終於暴虐起來。“爆發”或施虐以後，有一段時間的平靜時

期。這時候虐待者或許會表示道歉並表示以後不會再犯。然而不

久，緊張關係再次積累，虐待人再次暴虐起來。虐待行爲如此循環

往復、周而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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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保護

看到或聽到父母某一方受虐待對於孩子的影響非常嚴重。這會影響

孩子的行爲，身體和心理健康，自尊心，和在學校的表現。它也會

影響孩子與他人交往的方式。在家庭中目睹虐待行爲的男孩在他們

長大成人之後，更容易發生虐待自己的妻子或伴侶的行爲。女孩在

長大以後，更容易在自己的關係中逆來順受，接受虐待行爲。

作爲父母一方的虐待受害人，會很難照顧自己的孩子。孩子們會耳

濡目染地學會虐待者的行爲，並認爲他們不需要尊重受害人。虐待

也會使你筋疲力盡，沒有多少精力與孩子分享。

如果虐待人同時還虐待你的孩子，你應該爲他們尋求幫助。虐待兒

童是違反法律的行爲。你可以找兒童福利或家庭服務機構尋求建

議、幫助和諮詢。應保護你的孩子免受虐待的傷害。

是留下還是離開，哪種選擇更好？

首先你應該考慮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也許你覺得親友們可能不

支持你離家出走。這種情況是可能的。但即使如此，與其留下來讓

你和孩子繼續蒙受虐待，不如一走了之。

你可以選擇暫時離開，或者永久離開。無論哪種選擇都不意味著你

必須終止婚姻或你們的關係。在做決定的時候，你應弄清下列幾個

問題：

• 留下來會有多大危險？

• 虐待者以前有沒有虐待你？

• 虐待者是否曾經用武器，如刀或棍，傷害你？

• 家裏有沒有槍？

• 虐待者是否過度飲酒或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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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決定留下應該怎麽辦？

你或許覺得留下來會更好。

如果你有傷，應立即治療。你不需要一定說明誰傷了你。但是如實

向醫生敍述原委經過對你的治療更有好處。

及時記錄有關你受傷的情況和受虐待的次數，這會對你將來最後決

定離開有幫助。最好能準備好一套出走計劃，以備萬一需要迅速離

開。

電話簿的前幾頁一般列有報警和其他緊急救助電話號碼。最好能記

住報警號碼以備萬一需要幫助。緊急情況下你還可以撥打 911。

平日注意收集一些資訊，如能幫你的人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如有可

能，存一些錢。

嘗試做一些能讓你自己心情更好一點的事情。你可以向專家諮詢或

學習一些新的職業技能。找能夠幫你的親友聊聊。

如果虐待你的人願意改過自新，他可以去接受專家諮詢。經長時期

的幫助，有些虐待者漸漸改掉了惡習。但是那些過去一直性情暴虐

的人是很難改變的。通常隨著時間的推移虐待會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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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監護權怎樣處理？

如果你離開了受虐待的家庭，你依然可以要求得到孩子的監護權。

如果你認爲孩子可能會有危險，就在離開時把孩子帶走。立即向法

庭申請監護令。在這方面，律師可以幫助你。律師還可以幫你請求

法庭責令孩子的父親向你和孩子支付經濟支持。法庭會根據孩子的

最佳利益做出裁定。

如果你得到了孩子的監護權，孩子的父親一般可以獲准探視。你可

以在孩子的父親來接、送孩子的時候安排旁人在場。如果你擔心孩

子的安全，你的律師可以請求法庭下令，探視時請人監視。

如果你覺得孩子的父親或其他人會試圖領孩子回國，你應該告訴你

的律師。如果你要求，法庭可以下令收繳孩子的護照，由法庭保

存。

如果你的孩子是加拿大公民，請撥打護照辦公室電話：

1-800-567-6868或     1-866-255-7655（TTY聽障特服電話）。

讓他們把孩子的名字登記到一份專門名單上，這樣，如果有人試圖

爲孩子申領護照，護照辦公室會打電話通知你。如果你的孩子有其

他國籍，請與有關大使館或領事館聯繫，請求他們拒絕爲你的孩子

發放護照。

如果你有法庭監護令，最好帶一份副本在身邊，以防萬一出現問

題。你也可以給孩子的學校一份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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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離開受虐待的家庭，你

會不會被驅逐出境？

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你不會因離開受虐待的家庭而

被驅逐出境。（永久居民有時亦稱登陸移民)。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否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應打電話給當地公民事務處詢問。在電話

簿的藍頁部分公民和移民（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條目

下查找他們的電話。

如果你被認定是難民或需要保護的人，你可以自己申請成爲永久居

民。如果你是作爲一名難民或需要保護的人的配偶，而他又同時在

爲你們兩人申請永久居民，他可以撤銷申請。在這種情況下，你可

以以人道主義或同情的理由申請永久居民。你需要清楚地表明爲什

麽你需要留在加拿大，但不能保證申請成功。

如果你已經要求了難民保護，並且與你的虐待人的難民保護要求是

聯名提交的，你可以提出將難民保護要求分開。這樣，你將得到單

獨聽證，收到單獨的裁定。

你可能需要法律諮詢。如果你付錢給某人以得到法律幫助，這個人

必須是律師、由律師指導的法學院學生、魁北克律師協會成員或加

拿大移民顧問協會成員。可以打電話給你們當地的加拿大移民中心

獲取更多資訊。中心的電話號碼可以在藍頁的公民和移民條目下查

找。

如果你的擔保被撤銷，你會不

會被驅逐出境？

作爲被擔保的移民，你不會僅僅因爲擔保被撤銷而被驅逐出加拿

大。（另見12頁的經濟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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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哪些幫助？

警察

如果虐待者攻擊你或威脅將會攻擊你，你可以打電話給警察。警察

會趕來幫助你。很多警官受過專門訓練來處理家庭或類似關係中的

暴力事件。如果你需要治療，他們會帶你去醫院，他們也可以幫助

你安全地離開。

婦女避難所

如果你所在的地區有婦女避難所，你可以去那裏。這是一個安全的

地方，你和你的孩子可以在那裏暫住幾日或幾周。避難所可能根據

你的經濟情況收取部分費用。

避難所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會幫助你，並向你提供有關資訊。如果

你提出要求，他們可以幫助你尋求法律諮詢、經濟援助和新的住

處。他們也有食品、衣服、紙尿褲和玩具以備萬一你沒有時間把這

些東西打進包裏。他們不會告訴虐待者你在哪里。

婦女避難所是社區團體辦的機構。他們的電話號碼通常與其他緊急

號碼一起列在電話簿的前幾頁。你可以打電話向他們尋求建議。你

甚至不用向他們透露你的姓名。

經濟援助

你可能需要社會福利或經濟援助。如果你是永久居民或公民，你就

有權申請社會福利或其他經濟援助。如果你不是，仍可以申請，這

取決於你所住的地區。各省和地區對經濟援助有不同的規定。請打

電話給省或地區政府辦公室諮詢。

如果你是擔保移民，你的第一資金來源應該是你的擔保人，但如果

你的擔保被撤銷，你也許能夠得到政府的經濟援助。

如果你目前正在作爲政府援助難民或私人/團體擔保難民接受經濟援

助，你的援助不會由於你離開遭受虐待的家庭而被取消。只要你符

合條件，政府或私人擔保組織將繼續提供你所需的經濟援助。請與

當地的加拿大移民中心、私人擔保團體或服務機構聯繫，瞭解你的

權利並獲取你所需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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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向法庭申請孩子的監護權或申請離婚時，你可以請求法庭責令

孩子的父親支付你和孩子的生活費用。

如果……，會怎麽樣？

如果你舉報了虐待人會怎麽樣？

如果警察有理由相信你受到了侵犯，虐待人可能會受到侵犯罪指

控。你必須向警察敍述你受虐待的情況。如果警察認爲理由充分，

他們也可能逮捕虐待人。

如果虐待人被逮捕，他會在監獄裏呆短暫數小時，然後他將出庭參

加保釋聽證會。此後，他可能獲准出獄，除非法庭認爲有充分理由

繼續關押他。

如果你擔心自己的安全，在虐待人被釋放之前告訴警察你的擔心。

法庭會對其釋放附加條件。例如，法庭可能會責令他不准給你打電

話，不得見你。如果他不遵守這些條件，警察可以再次拘捕他。

如果你擔心他在被釋放後會傷害你，可以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暫住，

比如婦女避難所。

如果警察指控虐待人，會怎麽樣？

如果虐待人對侵犯了你或孩子的行爲供認不諱，法庭會對其宣判。

判決可能是罰款、監外察看、監禁或上述各項之組合。作爲監外察

看的一部分，虐待人可能必須接受專家心理諮詢。是否處以監禁取

決於數個因素，比如，是否初犯及虐待的嚴重程度。如果你擔心，

可以告訴政府公訴律師。在虐待人獲得監外察看判決的情況下，法

庭可能會對其釋放附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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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虐待人堅持自己無罪，你將必須在法庭審理時出庭作證。可能

允許你在屏風背後或在另外的房間通過閉路電視提供證詞，這樣你

就不必見到虐待人。你也可以在作證時要人陪伴在你身邊，使你感

覺舒服一些。

可能要等幾個月才能開庭審理。如果法庭認爲虐待人有罪，他會被

判刑。你可以向政府公訴律師詢問關於本省或本地區受害人服務的

資訊，以及解釋法庭程序。

虐待人是否會被驅逐出加拿大？

如果虐待人是加拿大公民，他不能被驅逐出加拿大。如果虐待人是

難民或永久居民，且如果法庭宣判其犯有侵犯罪或其他刑事犯罪，

他可以被驅逐出境。驅逐令會在刑事判決之後的移民聽證會上發

出。然而，驅逐過程需要很長時間。

身體虐待不是唯一的虐待形態

□ 虐待人是否經常對你無端挑剔或說你毫無價值？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交朋友？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見你的家人？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離開住所？

□ 虐待人說的話是否讓你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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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到虐待

• 你並非孤立無援。

• 不是你的過錯。

• 有人能幫助你。

• 你需要保護自己和孩子。

如果你離開，要帶什麽東西？

在緊急情況下應儘快離開。不要爲了帶下述東西耽擱時間 ―

只管離 開。但如果你有時間，儘可能帶上下列東西。

□ 重要文件，如出生證、護照、公民文件、移民文件、兒童監
護權文件、法庭令（如禁止騷擾令）、健康卡、社會保險卡和
你的配偶或伴侶的社會保險號

□ 錢、信用卡

□ 支票本、存摺、儲蓄債券

□ 個人通訊錄

□ 藥物

□ 房門鑰匙

□ 駕駛執照和汽車鑰匙

□ 孩子最喜歡的玩具

□ 幾天的衣服

□ 貴重首飾

如果你在考慮離開，最好事先將這些東西準備好，存放在一個安全

的地方，以備萬一需要迅速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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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手冊所用詞語

侵犯

強行對別人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而未經對方同意即爲侵犯。（在威

逼下或由於恐懼而被迫同意的不是真正同意。)

保釋聽證會

這是一個人被拘捕並被指控以後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個庭審程序。法

庭判定是否應對此人執行有條件釋放（如責令其不得與你接觸)，或

是繼續拘留直至法庭完成有關指控的審理。

騷擾罪

如果由於某人反復跟蹤或糾纏你，監視你，以威脅性行爲對待你或

孩子，使你感到害怕，他就犯了騷擾罪。有時也稱尾隨罪。

政府公訴律師

這是代表政府的律師。政府公訴律師的職責是在案件發生以後向法

庭提出立案。

監護權

如果你有孩子的監護權，對有關他們的撫養和教育的重要決定，你

就負有法律責任。如果你有監護權，孩子通常跟你住在一起，但會

探望他們的父親。

法律援助

這是一種由律師或法律援助辦公室提供的援助，在某些情況下是免

費的。請與律師介紹服務機構、法律援助辦公室或普法教育資訊協

會聯繫，瞭解何處能得到法律援助和是否能得到免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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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或家庭事務法庭令

如果你擔心自己的安全，但又不想求助於警察，你也許能從民事或

家庭事務法庭得到一份法庭令，規定虐待人不得靠近你。你應當尋

求法律援助，瞭解在你所在的省或地區有何種民事或家事法庭令。

禁止騷擾令

如果你擔心自己的安全，你也許能夠得到一份禁止騷擾令。這是刑

事法庭發出的命令，對虐待者規定限制條件。例如，禁止虐待人見

你，給你寫信或給你打電話。如果他不遵守命令，警察會逮捕他。

如果你想進一步瞭解禁止騷擾令，可以向律師諮詢。

監外察看

這是刑事法庭發出的法庭令，它可以是案犯的判決書的一部分。監

外察看犯人的釋放是有條件的，例如，必須接受專家心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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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清單

事先準備一份個人的社區資源清單不失爲一個好主意。除警察以

外，還有各種組織和機構能夠提供支援或相關資訊。請在電話簿裏

的白頁，黃頁或藍頁查找下列當地或省機構的電話號碼。（不要忘

記更新號碼，因爲這些號碼不時會有改變。）

有用資源 電話號碼

警察

可以幫助你評估你的安全狀況 （911用於緊急情況）
並對罪犯採取行動。                           

普及法律教育協會

可以提供法律、法律體系和

受害者權利的一般資訊

受害者服務機構           

可以介紹你到諮詢服務機構，介紹

專爲受害者的專案和服務。     

危急專線 

也許可以幫助進行危急情況干預

並介紹你到有用的服務機構。

過渡接待站   

可以向遭配偶虐待的婦女受

害人提供住處、資訊和仲介服務 。  



精神健康官員

可以提供有關抑鬱，緊張、和精

神健康方面的資訊和諮詢服務。    

多元文化和移民服務機構

可以提供資訊並介紹你到有用的

服務機構 。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可以回答有關移民身份和程序的

問題，並提供有關移民和難民保護法    1-888-242-2100
的資訊 。 

法律援助服務機構

你可能符合你所在省法律援助專案

下的免費服務的條件，該專案可以幫助

你解決家庭、移民和民事法的問題 。

我信任的人

家庭、朋友、醫生或宗教顧問也許

能提供精神和實際生活的支援 。     

其他    

尋找其他有用資源！例如，

你也許能從一個當地婦女中心，

社區關懷中心等求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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