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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书的编写基础，司法部谨在此表示感谢。

此外，司法部对以下单位的大力协助一并表示感谢：PLEI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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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文化遗产部，加拿大卫生部，加拿大人力资源开发部，加拿大

检察部和加拿大妇女地位部。（部门名称按所给予协助的时间顺序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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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在此我们向参与这一过程并提供帮助的各界人士，以及他

们所做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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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手册
这本手册以在婚姻家庭或其他关系中遭受虐待的移民和难民妇女为

对象。如果你认识的人中有人遭受虐待，给她这本手册，并询问她

是否需要帮助。她可能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让她知道她并非孤立

无援。

虽然这本手册是为移民和难民妇女而写，虐待男性同样是犯罪行

为。任何遭受虐待的人都应该鼓起勇气，寻求帮助。

致读者
作为移民或难民妇女，你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你可能无法向人诉

说自己的遭遇。如果受到了虐待，你可能为自己和孩子担惊受怕。

这种时候，也许你需要更多了解加拿大法律，知道自己的权利，以

及受害人能够得到哪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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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紧急情况

如果可能的话，打电
话给警察或朋友。

跑到外面去，以便让
别人看到你（除非你
认为躲在室内更安
全)。

大声叫喊—让邻居
听到以便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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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虐待？
当一个人伤害了你或凶恶地对待你

时，你便受到了虐待。

虐待可以是身体虐待、性虐待、感情

虐待、精神虐待或经济虐待。你所受

到的虐待可能不止一种形式。

虐待者往往是配偶、前配偶、同居者

或前同居者。有时你的家庭成员、配

偶的家庭成员或同居者的家庭成员是

施虐者。虐待者可能是男性，也可能

是女性。

身体虐待的例子有：

• 打

• 掐

• 掴

• 推搡

• 拳打

• 脚踢

• 烧伤

• 枪击

• 刺伤或砍伤

此类侵犯性行为在加拿大是犯罪行为。

性虐待是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的性接触或性行为。

在加拿大，这也是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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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心理虐待大约包括：

• 威胁伤害你或你认识的人

• 摔碎你的东西或伤害你的宠物，或口头威胁要这样做

• 尾随（骚扰罪）

这些在加拿大是犯罪。

经济上虐待的例子有：

• 收走你的工资支票

• 拒绝给付金钱使你不能买你和孩子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
支付房租或医疗

这些在加拿大是犯罪。

其它形式的虐待可能不构成犯罪，但仍然是错误的，任何人无权对

你做出这些行为。例子包括：

• 羞辱你

• 侮辱你

• 无视你的存在

• 冲你吼叫

• 辱骂你

• 将你同你的家人和朋友孤立开

• 教训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里能去，与哪些人交往

• 不允许你拥有钱



你并非孤立无援
有人能帮助你。

给任何多元文化机构或移民难民服务组织打电话。看看他们能提供

何种帮助。询问他们你还可以给哪里打电话或直接登门寻求帮助。

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会保护你和孩子。

你还能得到：

• 建议和咨询

• 可以逗留的安全地方

• 经济援助

• 法律援助（可能是免费的援助）

• 协助出走— 你可以到法庭要求对孩子的监护权，经济支持，
或者要求离婚

• 刑事法庭发出的禁止骚扰令

• 民事或家事法庭发出的法庭令

如果你决定留在家里，你也能得到帮助。

哪里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 妇女庇护所（例如，基督教妇女青年会）

• 警察

• 政府公诉律师处

• 医院

• 多元文化协会

• 妇女中心

• 电话危急救助专线

• 普法教育和信息协会

• 律师介绍服务

• 法律援助办公室

• 医生或公共卫生护士

• 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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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关
系积累
  

虐待行为   

平静阶段

你的遭遇并非独有
虐待发生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受害人既可能是加拿大公民，也可能

是移民。无论其有无子女、或贫或富、或为职业妇女或为全职母

亲、或年纪轻轻或已进入老年，不分背景、宗教、种族、文化和族

裔出身，虐待都可能发生在两人关系的任何一个阶段。

不是你的过错
向人讲述遭受的虐待并非易事。很多遭受虐待的妇女觉得羞于启

齿，或者怕亲友不会相信他们。但是，请记住：无论你做了什么，

别人都没有任何权利虐待你。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虐待开脱罪

名。受虐待者无罪。

很多妇女发现虐待行为有个循环周期。紧张关系积累一段时间，虐

待人终于暴虐起来。“爆发”或施虐以后，有一段时间的平静时

期。这时候虐待者或许会表示道歉并表示以后不会再犯。然而不

久，紧张关系再次积累，虐待人再次暴虐起来。虐待行为如此循环

往复、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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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保护
看到或听到父母某一方受虐待对于孩子的影响非常严重。这会影响

孩子的行为，身体和心理健康，自尊心，和在学校的表现。它也会

影响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在家庭中目睹虐待行为的男孩在他们

长大成人之后，更容易发生虐待自己的妻子或伴侣的行为。女孩在

长大以后，更容易在自己的关系中逆来顺受，接受虐待行为。

作为父母一方的虐待受害人，会很难照顾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会耳

濡目染地学会虐待者的行为，并认为他们不需要尊重受害人。虐待

也会使你筋疲力尽，没有多少精力与孩子分享。

如果虐待人同时还虐待你的孩子，你应该为他们寻求帮助。虐待儿

童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你可以找儿童福利或家庭服务机构寻求建

议、帮助和咨询。应保护你的孩子免受虐待的伤害。

是留下还是离开，哪种选择更
好？
首先你应该考虑自己和孩子的人身安全。也许你觉得亲友们可能不

支持你离家出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即使如此，与其留下来让

你和孩子继续蒙受虐待，不如一走了之。

你可以选择暂时离开，或者永久离开。无论哪种选择都不意味着你

必须终止婚姻或你们的关系。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应弄清下列几个

问题：

• 留下来会有多大危险？

• 虐待者以前有没有虐待你？

• 虐待者是否曾经用武器，如刀或棍，伤害你？

• 家里有没有枪？

• 虐待者是否过度饮酒或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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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决定留下应该怎么办？

你或许觉得留下来会更好。

如果你有伤，应立即治疗。你不需要一定说明谁伤了你。但是如实

向医生叙述原委经过对你的治疗更有好处。

及时记录有关你受伤的情况和受虐待的次数，这会对你将来最后决

定离开有帮助。最好能准备好一套出走计划，以备万一需要迅速离

开。

电话簿的前几页一般列有报警和其他紧急救助电话号码。最好能记

住报警号码以备万一需要帮助。紧急情况下你还可以拨打 911。

平日注意收集一些信息，如能帮你的人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如有可

能，存一些钱。

尝试做一些能让你自己心情更好一点的事情。你可以向专家咨询或

学习一些新的职业技能。找能够帮你的亲友聊聊。

如果虐待你的人愿意改过自新，他可以去接受专家咨询。经长时期

的帮助，有些虐待者渐渐改掉了恶习。但是那些过去一直性情暴虐

的人是很难改变的。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虐待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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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监护权怎样处理？

如果你离开了受虐待的家庭，你依然可以要求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如果你认为孩子可能会有危险，就在离开时把孩子带走。立即向法

庭申请监护令。在这方面，律师可以帮助你。律师还可以帮你请求

法庭责令孩子的父亲向你和孩子支付经济支持。法庭会根据孩子的

最佳利益做出裁定。

如果你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孩子的父亲一般可以获准探视。你可

以在孩子的父亲来接、送孩子的时候安排旁人在场。如果你担心孩

子的安全，你的律师可以请求法庭下令，探视时请人监视。

如果你觉得孩子的父亲或其他人会试图领孩子回国，你应该告诉你

的律师。如果你要求，法庭可以下令收缴孩子的护照，由法庭保

存。

如果你的孩子是加拿大公民，请拨打护照办公室电话：

1-800-567-6868或   1-866-255-7655（TTY听障特服电话)。

让他们把孩子的名字登记到一份专门名单上，这样，如果有人试图

为孩子申领护照，护照办公室会打电话通知你。如果你的孩子有其

他国籍，请与有关大使馆或领事馆联系，请求他们拒绝为你的孩子

发放护照。

如果你有法庭监护令，最好带一份副本在身边，以防万一出现问

题。你也可以给孩子的学校一份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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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离开受虐待的家庭，你
会不会被驱逐出境？

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你不会因离开受虐待的家庭而

被驱逐出境。（永久居民有时亦称登陆移民)。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否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应打电话给当地公民事务处询问。在电话

簿的蓝页部分公民和移民（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条目

下查找他们的电话。

如果你被认定是难民或需要保护的人，你可以自己申请成为永久居

民。如果你是作为一名难民或需要保护的人的配偶，而他又同时在

为你们两人申请永久居民，他可以撤销申请。在这种情况下，你可

以以人道主义或同情的理由申请永久居民。你需要清楚地表明为什

么你需要留在加拿大，但不能保证申请成功。

如果你已经要求了难民保护，并且与你的虐待人的难民保护要求是

联名提交的，你可以提出将难民保护要求分开。这样，你将得到单

独听证，收到单独的裁定。

你可能需要法律咨询。如果你付钱给某人以得到法律帮助，这个人

必须是律师、由律师指导的法学院学生、魁北克律师协会成员或加

拿大移民顾问协会成员。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当地的加拿大移民中心

获取更多信息。中心的电话号码可以在蓝页的公民和移民条目下查

找。

如果你的担保被撤销，你会不
会被驱逐出境？
作为被担保的移民，你不会仅仅因为担保被撤销而被驱逐出加拿

大。（另见12页的经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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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哪些帮助？

警察
如果虐待者攻击你或威胁将会攻击你，你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警察

会赶来帮助你。很多警官受过专门训练来处理家庭或类似关系中的

暴力事件。如果你需要治疗，他们会带你去医院，他们也可以帮助

你安全地离开。

妇女避难所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妇女避难所，你可以去那里。这是一个安全的

地方，你和你的孩子可以在那里暂住几日或几周。避难所可能根据

你的经济情况收取部分费用。

避难所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帮助你，并向你提供有关信息。如果

你提出要求，他们可以帮助你寻求法律咨询、经济援助和新的住

处。他们也有食品、衣服、纸尿裤和玩具以备万一你没有时间把这

些东西打进包里。他们不会告诉虐待者你在哪里。

妇女避难所是社区团体办的机构。他们的电话号码通常与其他紧急

号码一起列在电话簿的前几页。你可以打电话向他们寻求建议。你

甚至不用向他们透露你的姓名。

经济援助
你可能需要社会福利或经济援助。如果你是永久居民或公民，你就

有权申请社会福利或其他经济援助。如果你不是，仍可以申请，这

取决于你所住的地区。各省和地区对经济援助有不同的规定。请打

电话给省或地区政府办公室咨询。

如果你是担保移民，你的第一资金来源应该是你的担保人，但如果

你的担保被撤销，你也许能够得到政府的经济援助。

如果你目前正在作为政府援助难民或私人/团体担保难民接受经济援

助，你的援助不会由于你离开遭受虐待的家庭而被取消。只要你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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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政府或私人担保组织将继续提供你所需的经济援助。请与

当地的加拿大移民中心、私人担保团体或服务机构联系，了解你的

权利并获取你所需的援助。

在你向法庭申请孩子的监护权或申请离婚时，你可以请求法庭责令

孩子的父亲支付你和孩子的生活费用。

如果……，会怎么样？

如果你举报了虐待人会怎么样？
如果警察有理由相信你受到了侵犯，虐待人可能会受到侵犯罪指

控。你必须向警察叙述你受虐待的情况。如果警察认为理由充分，

他们也可能逮捕虐待人。

如果虐待人被逮捕，他会在监狱里呆短暂数小时，然后他将出庭参

加保释听证会。此后，他可能获准出狱，除非法庭认为有充分理由

继续关押他。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安全，在虐待人被释放之前告诉警察你的担心。

法庭会对其释放附加条件。例如，法庭可能会责令他不准给你打电

话，不得见你。如果他不遵守这些条件，警察可以再次拘捕他。

如果你担心他在被释放后会伤害你，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暂住，

比如妇女避难所。

如果警察指控虐待人，会怎么样？
如果虐待人对侵犯了你或孩子的行为供认不讳，法庭会对其宣判。

判决可能是罚款、监外察看、监禁或上述各项之组合。作为监外察

看的一部分，虐待人可能必须接受专家心理咨询。是否处以监禁取

决于数个因素，比如，是否初犯及虐待的严重程度。如果你担心，

可以告诉政府公诉律师。在虐待人获得监外察看判决的情况下，法

庭可能会对其释放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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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虐待人坚持自己无罪，你将必须在法庭审理时出庭作证。可能

允许你在屏风背后或在另外的房间通过闭路电视提供证词，这样你

就不必见到虐待人。你也可以在作证时要人陪伴在你身边，使你感

觉舒服一些。

可能要等几个月才能开庭审理。如果法庭认为虐待人有罪，他会被

判刑。你可以向政府公诉律师询问关于本省或本地区受害人服务的

信息，以及解释法庭程序。

虐待人是否会被驱逐出加拿大？
如果虐待人是加拿大公民，他不能被驱逐出加拿大。如果虐待人是

难民或永久居民，且如果法庭宣判其犯有侵犯罪或其他刑事犯罪，

他可以被驱逐出境。驱逐令会在刑事判决之后的移民听证会上发

出。然而，驱逐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身体虐待不是唯一的虐待形态
□ 虐待人是否经常对你无端挑剔或说你毫无价值？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交朋友？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见你的家人？

□ 虐待人是否不准你离开住所？

□ 虐待人说的话是否让你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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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到虐待
•  你并非孤立无援。

• 不是你的过错。

• 有人能帮助你。

•  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

如果你离开，要带什么东西？
在紧急情况下应尽快离开。不要为了带下述东西耽搁时间–只管离

开。 但如果你有时间，尽可能带上下列东西。

□ 重要文件，如出生证、护照、公民文件、移民文件、儿童监
护权文件、法庭令（如禁止骚扰令）、健康卡、社会保险卡和
你的配偶或伴侣的社会保险号

□ 钱、信用卡

□ 支票本、存折、储蓄债券

□ 个人通讯录

□ 药物

□ 房门钥匙

□ 驾驶执照和汽车钥匙

□ 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 几天的衣服

□ 贵重首饰

如果你在考虑离开，最好事先将这些东西准备好，存放在一个安全

的地方，以备万一需要迅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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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手册所用词语

侵犯
强行对别人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而未经对方同意即为侵犯。（在威

逼下或由于恐惧而被迫同意的不是真正同意。）

保释听证会
这是一个人被拘捕并被指控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个庭审程序。法

庭判定是否应对此人执行有条件释放（如责令其不得与你接触），

或是继续拘留直至法庭完成有关指控的审理。

骚扰罪
如果由于某人反复跟踪或纠缠你，监视你，以威胁性行为对待你或

孩子，使你感到害怕，他就犯了骚扰罪。有时也称尾随罪。

政府公诉律师
这是代表政府的律师。政府公诉律师的职责是在案件发生以后向法

庭提出立案。

监护权
如果你有孩子的监护权，对有关他们的抚养和教育的重要决定，你

就负有法律责任。如果你有监护权，孩子通常跟你住在一起，但会

探望他们的父亲。

法律援助
这是一种由律师或法律援助办公室提供的援助，在某些情况下是免

费的。请与律师介绍服务机构、法律援助办公室或普法教育信息协

会联系，了解何处能得到法律援助和是否能得到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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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或家庭事务法庭令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但又不想求助于警察，你也许能从民事或

家庭事务法庭得到一份法庭令，规定虐待人不得靠近你。你应当寻

求法律援助，了解在你所在的省或地区有何种民事或家事法庭令。

禁止骚扰令
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也许能够得到一份禁止骚扰令。这是刑

事法庭发出的命令，对虐待者规定限制条件。例如，禁止虐待人见

你，给你写信或给你打电话。如果他不遵守命令，警察会逮捕他。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禁止骚扰令，可以向律师咨询。

监外察看
这是刑事法庭发出的法庭令，它可以是案犯的判决书的一部分。监

外察看犯人的释放是有条件的，例如，必须接受专家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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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资源清单
事先准备一份个人的社区资源清单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除警察以

外，还有各种组织和机构能够提供支持或相关信息。请在电话簿里

的白页，黄页或蓝页查找下列当地或省机构的电话号码。（不要忘

记更新号码，因为这些号码不时会有改变。）

有用资源 电话号码

警察
可以帮助你评估你的安全状况 （911用于紧急情况）
并对罪犯采取行动。  

普及法律教育协会
可以提供法律、法律体系和

受害者权利的一般信息。

受害者服务机构           
可以介绍你到咨询服务机构，介绍

专为受害者的项目和服务。

危急专线 
也许可以帮助进行危急情况干预

并介绍你到有用的服务机构。

过渡接待站   
可以向遭配偶虐待的女性受

害人提供住处、信息和中介服务。     



精神健康官员
可以提供有关抑郁，紧张、

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多元文化和移民服务机构
可以提供信息并介绍你到有用的

服务机构。               

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
可以回答有关移民身份和程序的

问题，并提供有关移民和难民保护法 1-888-242-2100
的信息。                                                      

法律援助服务机构
你可能符合你所在省法律援助项目下

的免费服务的条件，该项目可以帮助

你解决家庭、移民和民事法的问题。

我信任的人
家庭、朋友、医生或宗教顾问也许

能提供精神和实际生活的支持。 

其它    
寻找其他有用资源！例如，

你也许能从一个当地妇女中心，

社区关怀中心等求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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