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獻給青少年、爲人父母者和全社會的資料。本資料旨在幫助人們
識別和避免虐待和暴力關係，以及如何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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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家庭關係
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澳大利亞政府相信，家庭是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的基礎，互敬互助的夫妻關係是家庭幸福和
睦的核心。而家庭是培養兒童愛心、學會尊重他人、以及如何與他人建立和保持相互關愛的
健康關係的最佳場所。
 

建立在恐懼與暴力基礎上的夫妻關係既不會持久，也不會給伴侶或希望撫育的子女帶來
任何益處。可悲的是，青少年早期的兩性關係體驗，包括對暴力和性侵犯的體驗，其産生的
後果遠遠超出直接受到的感情傷害和思想困惑。 

這些體驗會徹底毀滅個人的自我價值感。有些青少年會自暴自棄，認爲暴力是家常便飯，並
認爲自己根本不配得到更好的對待。暴力可能會成爲一種後天學會的行爲，它會摧毀人們建
立健康關係的能力，對現在和將來都極其有害。

父母與子女談論構成良好關係的基礎，會有助於青少年培養和樹立自己的價值觀念。這
種交談使子女有機會談論令他們感到焦慮不安或困惑不解的問題。

本冊子是青少年、爲人父母者、爲人朋友者及全社會的重要參考資料。內容涉及如何識別和
避免暴力與虐待行爲、如何建立和保持健康的兩性關係以及在需要保護和諮詢時可以與誰聯
絡等。

告訴人們如何生活並非政府的角色，因爲兩性關係具有個人性質和隱私性質。但針對婦
女的暴力行爲卻是全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它不僅損害了所有受害者的生活，同時也使容忍這
種行爲存在的社會被世人所不齒。 

 

 約翰·霍華德

 澳大利亞]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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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子是全國“根除損害婦女的暴力行爲” 
活動的一部分。旨在提高青少年在個人關係
變成暴力關係時的傷害保護意識。另外，本
冊子還提供了當您本人，或您認識的人因受
到虐待而尋求幫助和建議時，可以與誰聯絡
的資料。

本冊子中的個人故事均來自真人真事。
這類事件不斷發生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發生在
家庭之中、工作場所以及我們休閒和娛樂的
場所之中。這些我們本應該感到安全的地 
方。本冊子照片中的人物均爲模特兒。

本冊子是對電視、廣播和雜誌宣傳活動的補
充。它旨在鼓勵家庭成員和爲人朋友者探討
兩性關係並提供資料，以幫助大家，特別是
青少年，識別可能會涉及到的暴力或潛在的

虐待行爲。

爲確保遭受暴力的人士可以得到援助，特設
立了24小時保密求助熱線。致電求助熱線
1800 200 526時，您可以與富有經驗的顧
問探討問題，談話內容將予以保密。本手冊

後面有聯絡詳情。 

該活動的資金來自反對家庭暴力協作計劃 
(Partnerships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與全國反對性侵犯倡議 (National Initiative to 
Combat Sexual Assault) 計劃。這筆資金是
澳大利亞政府爲治理澳大利亞家庭暴力和性

侵犯而投入的 7320 萬澳元的一部分。 

尊敬的 Kay Patterson參議員是協助總理處
理婦女狀況事務 (Status of Women) 的部 
長，他將負責這兩項重要計劃的實施工作，
這兩項重要計劃的行政管理工作則由澳大利
亞政府婦女狀況事務辦公室負責。

對於爲本冊子熱心提供資料的所有組織，澳
大利亞政府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手冊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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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是關係的基礎
我們期盼可以共同分享此生的兩性關係。
在良好的關係中，伴侶會相互支援，一起
分享美好時光，並攜手共度艱難歲月。 

當有人對我們至關重要時，強烈的愛心和
尊重之情便會油然而生，這種情感可以使
我們滿懷信心地面對整個世界。

然而，生活並非總是一帆風順。
建立和保持健康的關係需要伴侶雙方的付
出和努力。 

這種付出和努力是值得的，因爲良好的關
係會使人們感受到伴侶的善良與美好，同
時也會感受到自身的價值。
 
但是，並非所有的兩性關係都會盡如人 
意，儘管我們渴望擁有良好的關係。如果
在兩性關係中存在著暴力與脅迫，那麽這
種關係可能具有毀滅作用，不論從身體上
還是從情感上，都將會十分危險。

雖然每個人對虐待關係的體驗會有所不同，但控制行爲和虐待行爲存在著某些共
同的模式，而且在兩性關係變成身體上的暴力之前，通常已經十分明顯：

佔有慾 • 時刻不斷地核查自己的伴侶在哪里、在做什麽以及與誰在一起

 • 試圖限制伴侶的去處和可以見到的人

嫉妒 • 無端指責伴侶對自己不忠誠或與他人調情

 • 常常通過粗暴和令人討厭的行爲，孤立自己的伴侶，切斷其與
家人和朋友的往來

貶低 • 羞辱自己的伴侶，公開或私下對伴侶的智力、外表或能力進行
打擊

 • 不斷比照他人，做不利於自己伴侶的比較

 • 將兩人關係中的所有問題都歸咎到伴侶一人身上

恐嚇與威脅 • 咆哮、發脾氣並故意毀壞對伴侶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

 • 對伴侶、伴侶的家庭、朋友，甚至寵物以使用暴力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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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可以
僅僅因爲雙方之間存在關係，而以身體傷害相威脅，或恐嚇您接受令您感到不舒服或不
愉快的事情，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卡羅琳的故事

我與自己的男朋友馬特相處了一年半的
時間。最初，我認爲他就是我的“意中
人”我們過去一塊出去的時候，總是很
開心，他總是說我是多麽得與衆不同。
但後來他變了。他變得十分偏執和嫉 
妒，認爲我一直在欺騙他。他動不動就
對我大發雷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
感覺自己就像個廢物，什麽事情都做不
妥，他總是對我怒氣衝衝。有一次參加
晚會歸來，我們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打 
鬥。他說我參加晚會是爲了見他的一位
朋友，他給了我一記重重的耳光。此 
後，事情每況愈下。母親爲我深感焦 
慮。我試圖爲馬特尋找藉口，但母親說
是馬特有問題。我最好的朋友也是這樣
認爲。我將這件事情告訴了輔導員，她
解釋說，如果我在馬特眼中是如此與衆
不同的話，他就不會傷害我。如果真正
在乎我，他就不會打我。現在我找了一
個新的男朋友。他很尊重我。當然，有
時候我們也會爭論一些事情。但我們的
關係很好，我們兩個人都可以坦誠地談
論問題。這種關係讓人感覺真好，我很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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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倫與戴夫的故事

事情始於幾個月之前，我們的女兒艾瑪開
始與邁克爾約會。我們不喜歡邁克爾，因
爲我們感覺他佔有慾太強。爲了與他在一
起，艾瑪不再與自己的朋友來往。但他仍
然會嫉妒，一旦她做了他不喜歡的事情，
他總是對她大發雷霆。我們感到難以與她
溝通不論我們說什麽，她總是說他是因爲
愛她才嫉妒。我們不想干涉此事，因爲我
們不想讓她背著我們偷偷地見他，但他們
的關係的確有些不對勁。他的行爲已經影
響到了整個家庭。他的脾氣越來越糟，有
一天，她出去度周末回來時，遍體鱗傷。
隨後，我們致電了關係諮詢專線，他們爲
我們提供了真正的幫助。他們幫我們想辦
法接近艾瑪，與她談論邁克爾的虐待行 
爲，還讓她明白了她不會因爲他的所作所
爲而受到指責。E艾瑪決定結束這種關係
時，我們便替她接他打來的電話。現在一
些都恢復了正常艾瑪自己感覺很好，在大
學裏表現很出色。

貶低與欺侮推搡、擊打、扇耳光、拳打腳踢等，都是絕對不可以的。任何人都不該受到
這樣的對待。任何人都不該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迫使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以太累、太壓抑、超負荷工作或經濟壓力爲藉口，爲自己的暴力行爲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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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關係並非總是暴力不斷。有些時候，
施暴的人對待伴侶特別好。他們會充滿愛
心並對自己的暴力行爲感到悔恨。這會讓
人看不清真相。隨著時間的推移，暴力程
度很可能會升級，虐待行爲可能會更多。

暴力事件過後，施暴者和受害者常常都試
圖重新和好找各種藉口、道歉和許諾下不
爲例。但這種行爲根本不必找藉口，只是
口頭表示悔恨遠遠不夠。有時候施暴者會
將過錯推到受害者身上“如果你照我說的
做，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事情可能會平息一段時間施暴者可能感到
悔恨，而受害者可能試圖按照對方的要求
去做事。通常情況下，累積的暴力遲早會
重新爆發，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對於在關係中遭受暴力對待的人士來說，
可能會對這種事情感到很困惑，特別是初
次經歷這種關係時。受害者本人可能會找
各種藉口，努力使自己認爲這是一宗孤立

的事件，或者這類事情只是因爲自己的伴
侶醉酒或受到很大壓力才出現的。受害者
可能無法肯定伴侶會有什麽行爲。

易於受到暴力虐待的人士可能會認爲暴力
是自己的過錯引起的。她們可能會委曲求
全，開始盡力迎合伴侶對自己的任何要 
求。如果試圖離開的話，她們可能害怕伴
侶會傷害自己。

打破
暴力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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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絕任何關係都不容易，但離開一個施暴
的男朋友或伴侶更是難上加難。

當您成天擔驚受怕，自尊心低落時，想找
到離開的力量很難。有時候，希望一切會
變好可能要容易一些。但情況卻往往不會
好轉。

使事情得到改變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當
前發生的事情是錯誤的。即使您的男朋友
或伴侶說他們在乎您，而且您也在乎他 
們，但這樣對待您卻是絕對不可以的。

在求學時期，我曾經有一個知心朋友，
她名叫雷切爾。我們從中學到大學都是
很要好的朋友。在大學中，她遇到了馬
庫斯。他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小夥子，但
脾氣卻很暴躁。很明顯，他經常打她。
她會編造令人很同情的故事來解釋自己
的瘀傷。她總是爲他尋找各種藉口。 
她是個很優秀的女孩子，但當馬庫斯抛
棄她的時候，她感到痛不欲生。她中途
輟學並與伊恩生活在一起。伊恩與馬庫
斯如出一轍。在某種程度上，她認爲自
己不配得到更好的對待。伊恩與她形影
不離，而且他總是很粗暴。我想我只能
放棄，隨後我們便失去了聯絡。我從另
一位校友那裏聽說，伊恩的暴力行爲不
斷升級。但雷切爾卻離不開他最後一次

索菲的故事

她被打得住進了醫院。我從來都沒有勇
氣與她談論馬庫斯或伊恩的虐待行爲。
有時候我會想，假如我與她談論這些事
情，會出現什麽結果呢？可能我本來應
該鼓勵她向警察報案或鼓勵她向輔導員
訴說發生的事情。可能我本來應該試圖
讓她明白她不是問題的所在她不該受到
那樣的對待，而且大部分男士都不會那
樣對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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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感覺走，並相信自己的感覺如果感覺
某件事情不對勁，很可能就是有問題。 
向關心您的人訴說一下，向母親、父親、 
某個家庭成員、朋友或社區中的某位人 
士， 如您的醫師、老師、當地的宗教領袖
訴說一下，或致電求助熱線，尋求保密的
建議。

找一位您信任的人士，並告訴他們發生在
您身上的事情。 

不要感到羞恥或尷尬。您不能爲他人的暴
力行爲負責。 您首先需要爲自己負責獲得
安全並遠離危險。

如果您想找人談論一下自己的關係，或需
要幫助，以脫離危險。本冊子中提供的聯
絡點將幫助您找到可爲您提供幫助的穩妥
人士。

向他人訴説

• 將由專人負責答覆您的來電，而非留言機，也不會是錄音留言。

• 給您回電話的人士將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輔導員，而非警察，也不是某個政府
部門的工作人員。

• 您不必提供自己的姓名。

• 任何有關人士均可致電求助熱線。

• 您可以要求與某位男性輔導員或女性輔導員通話。

• 在與您探討了您所關心的問題之後，輔導員會提出幫您聯絡另一家可爲您立
即提供幫助或援助的組織。

當您致電求助熱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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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很多輔導員一樣，我從事的工作是幫助
那些遭受家庭暴力或性虐待的人士，或曾
經受到虐待的人士。她們都是些普普通通
的人，只是體驗到了惡劣的兩性關係而 
已。人們往往在受到身體上虐待之後才會
尋求幫助。但有些預警徵兆如強烈的嫉 
妒、大聲呵斥、持續不斷的貶低及以使用
暴力相威脅這些都表明事情會失控。

我幫助人們掌握各種技巧，以保持健康的
關係，使雙方能夠很好地溝通。如果某人
曾經是暴力的受害者，我會盡力讓她相 
信，她自己對虐待行爲沒有任何責任只有
施虐者才應該負有責任。 

當有人來訪時，我會努力爲他們提供各種
選擇有時候，我會幫助她們向警察解釋發
生的事情或安排輔導服務但不論採取何種
措施，都由她們自己做出選擇。

我們常常認爲，只有陌生人才會傷害我 
們，但最悲哀的是，大多數性侵犯都是受
害人所認識的人所爲，而且都是在她們認

爲安全的地方發生的在自己的家中、在朋
友的住所、在工作場所、在當地的俱樂部
或在酒館中。

暴力行爲常常不爲人們所知。朋友和家人
懷疑出了問題，卻無法確定。我認爲，如
果有人遇到了暴力或受到了侵犯，最好能
找個人訴說一下，當然是找個自己可以信
賴的人。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人們找到可以
訴說所發生事情的途徑，以及探討如何改
變局面的途徑。

喬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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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意的人故意傷害您，這種事實令人難
以接受。我們談論的不僅僅是皮肉之苦。
虐待還包括使用暴力或恐嚇手段迫使您做
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在青春期或剛剛步入成年的最初幾年中，
可能比我們人生中的任何時候都需要獲得
新的體驗，以幫助我們瞭解自我及自己的
需要。

有時候，這會涉及到十分危險的情況。

這是一種罪行

• 定義和名稱稍有不同在某些州中，這種犯罪被稱作是“強姦”，在另一些州
中，則被稱作是“性侵犯”、“未經同意發生性交”，或“未經同意發生性
交媾”。

• 在日常語言中，“性侵犯”是一個概括性的術語，它既包括強姦，也包括非
禮之類的其他犯罪。

• 性侵犯不一定會涉及暴力，比如，它可以指未經他人同意而以性方式觸摸 
他人。

在別人不想發生性關係時，強迫他人與之發生性關係，或以傷害相威脅強迫
他人與之發生性關係，均屬於嚴重的刑事犯罪。

調查突顯了兩個令人不安的事實：

• 針對婦女的性侵犯事件，只有20%被報告給警察。

• 58%的性侵犯是由受害者認識的人所爲。

上述數位取自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犯罪與安全調查該次調查是 2002 年進行
的，它是對此前12個月期間內最新事件的經歷報告。屬於最新、最相關的調查。

針對婦女的性侵犯與暴力行爲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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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說他們準備以性侵犯的罪名起訴我。

我是在一次晚會上結識朱莉婭的我真的很
喜歡她。我們開始一起出去，但他對性和
這類事情很守舊。我認爲自己在這方面的
經驗比她多一點。她說自己不想太離譜。
她總是作所有的決定，這令我很惱火。那
天晚上她的確說過“不”，但我最終還是
把一切都做完了。但我只是想，如果她真
是我的女朋友，而且她真的在乎我，她完
全可以改變一下而做我想做的事情。事 
後，她很不安，而且哭了，但我認爲她會

想通的。她告訴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
報告了警察。

我試圖解釋說自己當時喝醉了，但警察 
說，醉酒根本不是可以饒恕的理由。母親
帶我見了男士輔導員。對於即將發生的事
情，我真的很害怕。

作爲他人的男朋友並不意味著您有權決定他人應該做什麽。 
什麽也不能賦予您使用強迫手段的權利。

“不”意味著“不”

佈雷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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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所有關係的鑰匙。調查表明，男
孩子特別急於溝通。很多男孩子感到需要
“喝上幾杯”，才能與女孩子說話。有時
候，他們可能需要幫助，才能找到更積極
的方式克服害羞和遭到拒絕的害怕心理。

沒有溝通，不可能有真正的關係。如果溝
通很糟糕或沒有任何效果，協商兩性關係
中的界限問題可能很困難，或根本不可能。

糟糕的溝通可能會導致矛盾的期望，特別
是關於性。未經同意的性行爲屬於性侵犯
這一點毫不含糊。 

溝通

可悲的是，大部分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爲 
均發生在關係之內因此，學會建立健康 
的兩性關係至關重要。但關係之外也會 
出現麻煩特別是來自陌生人，或您不十 
分瞭解的人。

我們都聽說過或讀過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
案例，青少年身處十分可怕的情形中，自
己完全無法控制。 

考慮一下您可以做哪些事情，才能保持安
全，擺脫麻煩。

集體外出與在外過夜要做好計劃。與令您
有安全感的人和您知道會時刻爲您著想的
人在一起。

照顧好自己，也照顧好朋友好朋友在一起
應確保彼此的安全，並做出安全的選擇。 
 

就往返交通訂定計劃，確保能夠安全抵達
與安全返回。 

讓別人（父母、兄弟/姐妹，舍友）知道
您準備去哪以及何時返回。如果計劃有所
改變，也要告訴他們。

酒與性可能會成爲一對危險的組合。如果
您無法控制自己，您將無法控制局面。

請記住，如果您酩酊大醉，不知道對方是
否會同意那就到此爲止。否則，可能會構
成強姦。如果您知道對方已經大醉，無法
表達自己的意志切勿做那件事因爲這同樣
會構成強姦。

遠離危險與 
保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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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一種活動，比如說接吻，並不意味著
爲其他性接觸開了“綠燈”您隨時改變主
意，在任何階段說“不”都可以。

不能僅僅因爲您瞭解與自己在一起的人，
就放鬆警惕您對他們的瞭解程度可能與您
的想象有一定差距。

切忌獨處以及與您不夠瞭解的人單獨在 
一起。 

如果您開始感到不自在，應順從自己的感
覺，盡可能快點到達安全場所。

我很幸運，因爲我的朋友們都在場幫助 
我，照顧我。他以前來過酒館，我們曾 
交談過。他似乎是個不錯的小夥子。他 
不斷給我買酒喝，我想自己當時參加晚 
會的情緒很高，因此我不斷地喝酒。喝 
得太多，喝得太快。他不斷勸我到外面 
去。我不想去，但最終我們還是到了停 
車場。

我很害怕。我感覺想吐。我不想在那裏。
但我不知道如何離開。坦尼婭和喬一直 
在留意我。他們很擔心，因爲我喝了太 

多的酒。他們注意到我沒在酒館裏，便 
出來找我。

他們告訴他我已經喝醉了，然後他們送我
回家。他們把我的手袋和我放進了計程 
車，一直將我送回家。

好朋友可以幫大忙。

凱麗的故事



16

探討價值觀念以及什麽是負責任的、可以
令人接受的行爲，是幫助青少年理解兩性
關係的一個重要部分。

大部分青少年認爲兩性關係走到一起應 
該是充滿樂趣的。隨著逐漸步入成年時 
期，他們開始將關係看作是支援、恩愛 
與親近。

早期，在界定什麽是“樂趣”時，同輩群
體會起到很重要的影響作用。但父母同樣
也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家庭行爲和期望
爲青少年體驗其第一次關係提供了重要參
考模式。這些早期體驗通常會爲未來的兩
性關係樹立一定的模式，因此，不要害怕
與您的子女談論兩性關係的話題。

我們都需要和弘揚這些基本價值觀念的重
要性，這些基本價值觀念是健康、穩定關
係的基礎:

自己家庭和朋友的體驗可以成爲十分有用
的起點。電視節目也會提供某些不同關係
以及人們之間如何相互對待的例子。您的
子女對人物的反應有何看法？他們會做出
同樣的反應嗎？一定要注意讓他們有足夠
的餘地告訴您自己對事情的感受

應該鼓勵他們與自己的朋友們保持聯繫並
參加可能成爲初次熱烈關係之外的活動。
一旦出現問題，這些網路將會成爲重要的
支援來源。

欠考慮的性關係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後
果，青少年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即使人
們到了法定年齡並表示同意，不謹慎的性
行爲也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比如，可能會
感染性傳播疾病、懷孕、喪失名譽、遭人
非議、出現尷尬和焦慮等。

沒有愛心與尊重，便不會有良好的關係。

父母可以幫助您

尊重
溝通
分享
獨立
信任
友誼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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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兒子尼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的母
親安吉和我我們都爲他感到驕傲。他在學
習和體育活動方面很突出，人緣也很好。
所以當聽到他在手機上與自己的夥伴們談
論學校的某些女孩子時，讓人感到十分震
驚幾乎每個女孩子都被稱作是“蕩婦” 
或“性冷淡”。

我不想讓尼克在成長過程中認爲性是一種
他可以向自己的夥伴炫耀的娛樂行爲。我
認爲他還太年輕，根本不會有穩定的關 
係，但它應該尊重女孩子。尼克需要理解
他的母親和我對他行爲的期望。我們告訴
他我們認爲他已經出格了。我們要他想象
一下，假如別人也那樣談論他的姐妹或試
圖借助強迫或羞辱與她發生性關係，他會
有什麽樣的感受。我向他解釋說，當男孩
子強迫女孩子時，不論是言語上的，還是
身體上的，都會將曾經有過的任何信任、
親近和尊重毀於一旦。他需要明白自己可
能會聲名狼藉，而這會意味著他將來真正
喜歡的女孩子會拒絕與他一起出去。

安吉努力確保自己可以與Nick有更多的溝
通。幫助他理解女孩子可能會有什麽感 
受。讓他對自我充滿信心，而不去扮演什
麽“大男人”的角色。

我開始考慮自己在校隊教的某些男孩子。
會有人與他們談論兩性關係和尊重嗎？ 
我開始與其他的教練一起探討這方面的問 
題，以確保我們的男孩子們能夠理解什麽
是可接受的行爲，以及假如他們不能理智
地對待性與兩人之間的關係，可能會遇到
什麽麻煩。我知道男孩子都不願聽取他人
的意見，但至少我們應該做出這方面的 
努力。

喬恩的故事



父母可以做些什麽
當某人成爲虐待行爲的受害者時，父母、
其他家庭成員和朋友們可能會注意到某些
顯著的行爲變化。
 

應該注意下列變化:
• 她是否對過去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

• 她是否對過去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

• 當與他在一起時，她主要是感到幸福？
還是感到焦慮與擔心？

• 對於您或她可能會說或做的某些事情，
她是否擔心他會生氣？

• 她是否總是爲他尋找藉口？

• 她是否極力避開朋友以及沒有他參加的
社交活動？

• 她是否會笑談他的暴力迸發行爲？

• 她是否對傷害緘口不談，或做出荒唐或
不合情理的解釋？

• 自從開始與他約會，她的行爲是否發生
了明顯改變？ 

做什麽:
鼓勵她與您交談

您可以將本冊子作爲交談的起點。可以 
在您與她獨處的時候嘗試這樣做，不要 
當著她的朋友或其他家庭成員的面。有 
時候，如果在從事另一項活動如一起開 
車出去、做飯或收拾食具時，交談可能 
會更容易些。嘗試著讓她多談些內容。 
多問些開放性的問題如“你感覺如何？”, 
你的朋友們怎樣看待你們的關係？，將 
來你準備做些什麽現在怎麽辦，有沒有 
長期計劃？

認真聽她說不要評判

如果她處於一種被虐待的關係中，她可 
能已經感覺很失落了。切忌讓她感覺更 
遭。不要因爲當前發生的事情而指責她。
不要說她本來應該如何做應集中在讓她 
感到幸福的事情上以及她如何才能改變 
現狀。

不要告訴她做什麽鼓勵她思考一下自己的
選擇

她需要自己找到改變局面的辦法，但與 
您或與令她信任的人士交談可以幫助她 
決定需要做什麽。您的目標是幫助她成 
爲一個獨立、自信的人。這是您能給予 
她的最佳保護，也是確保她不再成爲暴 
虐受害者的最佳方式。

 
明確表示她隨時可以得到您的援助

她可能會感到孤立和孤獨。告訴她您不 
但關心她而且會時刻關注她的安危。您 
想讓她幸福，並願意以任何有效的方式 
援助她。具體說明您關心的理由“當他 
說你愚蠢時，我們感覺很不好。我們不 
願意看到你緊張和不開心。他那樣做時 
你會怎麽想？”

幫助她想出一些合乎現實的策略

這取決於她是否願意面對問題，以及虐 
待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什麽程度。24 小時
求助熱線 1800 200 526 將隨時幫助您 
和她尋找好的解決辦法。請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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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合適的時間並鼓起勇氣談論這些問題，這一點很重要。

關係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青少年對關係的體驗會影響他們的一生，因爲人們如何對待我們會影響到我們對自己的感
受不僅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如果您需要建議或資料，有很多服務與援助可以幫助您   
 

不要害怕尋求幫助，特別是當您或您認識的人陷入暴力關係或受到性侵犯時。

關係雖然不容易處理好，但永遠也不應該成爲一種傷害。

如何獲得幫助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