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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迷人又危险：重塑健康关系女性指南》手册是由女性编写，专门为女性提供
指南。手册的发起编纂方是 Tweed Shire Women’s Services Inc。
我们希望其中分享的信息可以帮助你获得和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一种以信任、
尊重、积极沟通、诚实和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关系。
家庭暴力不仅仅关乎每一个家庭，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固有文化和社会信
仰，全球每天都有数百万女性在遭受男性实施的虐待和暴力对待，遍及所有社会
经济群体。家庭暴力不仅仅是指男性伴侣生气或发脾气，也是施虐者控制伴侣和/
或儿童的一种方式。从统计学上来看，妇女儿童最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本手册专为女性编写，希望能成为帮助她们脱离控制、虐待或暴力关系并重建健
康关系的工具。
家庭暴力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正在各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从而更好地
提高妇女儿童免受虐待和暴力侵害的固有权利，并建立女性在需要时可以使用的
资源网络，以确保女性在做出有关自身及子女安全的决定时能了解自己拥有哪些
选择。
许多女性为编写本手册贡献了自己的所学所长。感谢所有作出了贡献的女性同
胞。
重塑健康关系的过程因人而异；方法不分对错，只看是不是适合你自己。从本手册
中获取你所需的信息，给自己时间消化思考，在需要时寻求帮助，记得为自己取得
的诸多成果感到骄傲。
当前可能不是你阅读本手册的最佳时机。如果时机不对，请把它收藏在安全的地
方。等到你准备好了再开始阅读。
经理 Tracy Asby

本版《迷人又危险》由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的妇女家庭暴力法
庭维权计划 (Women’s Domestic Violence Court Advocacy Program, WDVCAP) 
更新及编纂。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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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陷入这种处境的？
你是否应该受到虐待？ 当然“不”。
你是否自讨苦吃？  当然“不”。
你是否孤立无援？ 当然“不”。
对妇女儿童施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被容许的。你不应该受到任何
形式的虐待，也不是独自在承受这些痛苦和折磨。令人扼腕的是，家庭暴力
在我们的社区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关起门来的私下里。
你可能会问“我是如何让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我做了什么？”你什么都没
做；陷入当前这种处境是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起先是轻微的贬低，发展到
后来，你开始觉得自己和孩子不再安全。你开始感到孤立无援；反复强调这
一切都是你的错，哪怕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总是对情况会变好抱有一丝希望，这让我们总是带着对幸福和谐家庭
生活的美好愿望而深陷虐待的泥潭。为了保留住这个希望和愿望，我们不
惜一切地保持和睦。从此时起，我们开始“如履薄冰”地等待下一轮虐待行
为发生。
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施虐者的许诺，在虐待行为再次发生时又无奈失望。我
们开始感觉深陷困境、孤立无援，没有人可以倾诉。我们感到羞耻，认为都
是自己的错，没人会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往往会默默忍受虐待。

你可能会有的感受
“如果这是爱，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

如果伴侣对待你的方式出现了问题，通常最先出现的迹象就是你的感
受。你可能会感到不安、紧张、困惑，觉得有些不对劲。相信自己的感受/直
觉——它们很重要。想一想，和伴侣共处时你是怎样的感受。
如果你正遭受家庭暴力，可能会感到：
●● 时常害怕和“紧张不安”
●● 像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 孤立和孤独
●● 自己像是要疯了
●● 身体受伤带来的疼痛/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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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耻或尴尬
●● 内疚或沮丧
●● 疲惫不堪、缺乏精力
●● 焦虑
●● 分不清真假虚实
●● 难过、愤怒、想哭、害怕
●● 有压力和不自在
●● 受到羞辱和困惑
●● 受限制和受控制
●● 充满自责和自我厌恶
●● 不知道该做什么

暴力对女性的影响有：
●● 感觉深陷困境，无法自拔
●● 更多地使用药物和酒精
●● 睡眠障碍
●● 心理健康问题，例如抑郁和焦虑
●● 自我伤害或自杀
●● 恶心或头疼
●● 对儿童或伴侣施暴
●● 失去自我
●● 感到孤独、困惑和害怕
●● 觉得自已不能相信任何人
●● 疏远朋友和家人
●● 情绪苦闷

你不应受到如此对待！家庭暴力是一种犯罪行为。暴力行为总能找到许
多理由来辩解，但一定要谨记，是人们选择了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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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庭暴力
想要确定自己是否正处于虐待关系中，你需要观察和思考对方的行为，考
虑这对你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双
方关系中的权力是否平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你感觉不太对劲，那就
一定有问题。

身体   暴力   性

权力与控制

利用情感虐待
•  贬低你
•  让你自我感觉不好
•  辱骂你
•  让你觉得自己疯了
•  羞辱你
•  让你内疚

利用恐吓
• 用表情、行动、

手势来让你害怕
• 砸东西

• 毁坏你的财物
• 虐待宠物
• 展示武器

• 用 GPS 跟踪设备或间谍软件等
技术来监视你

• 查看个人信息，例如电子邮件、短信、社
交媒体帐户或通话记录

• 在你试图打电话求助时弄坏你
的电话或切断电话线

利用孤立
 • 控制你做什么、

与谁见面和交谈 
以及去哪里

• 限制你与外界的交往和
社交联系

• 以嫉妒为借口为其行为寻找理由

利用男性特权
• 像仆人一样对待你
• 不让你参与做决定
• 支配男女角色
• 威胁要分享私密照片来防

止你离开或羞辱你

淡化、否认与找借口
• 淡化虐待的严重性，不重视你担心

的问题
• 说那些事没发生过
• 转嫁对虐待行为应付的责任

• 说你是咎由自取
• 将疲劳、紧张、酒精或药物

作为借口

利用强
迫和威胁

•  作出和/或实
施威胁要做些什

么来伤害你
•  威胁要离开或自杀或向

福利部门举报你
•  逼迫你撤诉

•  逼迫你做违法的事
•  威胁公开发布你的私密照片或视频
•  威胁要不给你药物，你保持健康或维持生

活质量所需的各种物品（例如轮椅）

利用子女
• 让你对子女内疚

• 利用子女传递讯息 
• 威胁要带走子女

• 用子女设备上的 GPS 功能来跟
踪监视你的位置

利用经济虐待
• 不让你找工作或保留工作

• 让你去要钱
• 给你限额的零用钱

• 拿走你的钱
• 不让你知道或使用家庭收入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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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形式
恐惧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任何能被用来恐吓你、让你失去权力的行为都
可以制造恐惧。
恐吓包括破坏你的财物、恐吓性身体语言、恶意和咄咄逼人的提问、不停打
电话、发电子邮件、短信骚扰和跟踪。
在不同类型的关系中，虐待和暴力可能以不同形式呈现
身体虐待包括对你本人、子女、家人、朋友和宠物的身体伤害以及对你的财
物的物理性损坏。这可能还涉及用武器进行威胁。
性虐待包括任何强迫或不情愿的性行为。这可能包括：强迫性行为、性骚扰
或性伤害。
言语虐待包括不断贬低、侮辱和语言威胁。言语虐待是一种屈辱的遭遇，长
此以往，会摧毁你的自尊和自信。
情感/心理虐待包括会破坏你的自我意识、摧毁自信/自我价值感的行为/行
动及言论。
精神虐待包括嘲弄你的精神信仰和/或不让你参加文化或精神活动。
经济虐待发生在施虐者控制你的财务资源之时。这可能包括不允许你工作
或控制你赚入或花出的钱。
社会虐待是指施虐者在家人、朋友、同事等人面前批评、取笑或贬低你，和/
或控制你去哪里及与谁见面。
技术虐待是指利用技术手段（例如互联网、电话、电脑、社交媒体和监视设
备）来跟踪、骚扰、恐吓或侮辱你。这还包括未经你同意就录存或分享你的
私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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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虐待包括强迫你怀孕、终止妊娠、使用或不使用节育措施。
LGBTIQ 关系中的虐待可能涉及某些独有的虐待手段，包括基于身份的虐
待，例如威胁在你自己选择不出柜或感觉这么做不安全的情况下向他人透
露你的性取向。

勒颈或捂闷口鼻
勒颈是一项严重的罪行。这表明暴力正在升级，而且是最致命的家庭暴力
形式。
勒颈是在颈部周围施加足够的压力从而造成呼吸困难或无法呼吸。对颈部
施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比如用单手或双手、绳索、衣物或任何其他物
品。捂闷口鼻是通过捂住嘴或鼻子来阻止空气进入肺部。
当你被勒颈或捂闷口鼻时，大脑无法获得供氧，血液无法从你的大脑中流
出，呼吸道也被关闭，造成你无法呼吸或呼吸非常困难。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间可能非常短，但每当血液和空气无法进出大脑时，你
的脑细胞都会死亡。而脑细胞一旦死亡就不会再生，这可能导致长期的健
康问题。
通常情况下，伤害不会很明显，但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内部伤害。你应当尽
快就医，这很重要。你需要告诉医生你被勒过，以便医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
查。请医生对任何伤害做记录，以备将来参考，在必要时作为证据。

重要提示
●● 尽快就医
●● 告诉别人，例如支持工作人员或警察
●● 记录体征和症状。有些情况会在几天或几周后才出现。
●● 在被勒后的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内，记录下你可能出现的任

何体征和症状，例如：
●● 呼吸、说话或吞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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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部或喉咙疼痛；包括咳嗽
●› 呕吐或恶心
●› 任何程度的大小便失禁
●› 耳鸣、头晕或头疼
●› 丧失记忆
●› 困惑、感到迷失方向、烦躁不安或疲惫不堪。

在自己身上刚刚发生了这样的暴力行为后，你可能因为幸免于难而松了口
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开始淡化这段经历。 这种程度的暴力行为极
有可能会使你丧生。如果不寻求帮助，下一次你也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暴力循环
在一种健康的关系中，会有幸福时光，也会有伴侣关系紧张的时候。关系紧
张出现后，一般会进入解决问题的阶段，这表明伴侣之间是平等互敬的。而
在不健康的关系中，关系紧张往往会导致虐待和暴力时期。爆发过后，便是
道歉，随后转入蜜月期，表面上一切似乎再次回归常态。

资料来源：丽诺尔·沃克博士，1979 年，美国

引爆期紧张期

蜜月期

追求期 懊悔期

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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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要记住，这一循环受施虐者掌控。他们可能会跳过一些阶段或迅速周
而复始。

紧张期
这个阶段涉及关系加剧紧张，以语言、身体、情感、性或经济虐待为特征；行
为通常反复无常，无法预测。

引爆期
这一阶段会让你和你的家人感觉极为害怕。施虐者的行为会变本加厉，而
且愈加无法预测。你可能会感到“如履薄冰”，担心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会
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爆发
爆发阶段标志着关系中的暴力情况达到顶峰。施虐者会在爆发期感觉压力
得到释放，可能会因此上瘾。

懊悔期
在懊悔期这一阶段，施虐者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他们会后退，疏远关
系；向自己和他人为自身的行为开脱。

追求期
施虐者可能会许诺决不再施暴。在这个时期，他们可能会试图补偿过去的
行为，会说是其他因素让他们变得暴力，例如工作压力、药物或酒精。施虐
者会变得体贴，购买礼物，并许诺暴力行为决不会再发生。

蜜月期
在暴力循环的蜜月期，关系中的双方可能都会拒绝承认之前的虐待和暴力
有多严重。双方都不想结束这段感情，因此乐于忽视暴力可能会再次发生。
一段时间之后，蜜月期会逐渐消退，暴力循环可能再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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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对儿童的影响
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生活在暴力环境中，会对儿童产
生与受虐者本人所受的同样巨大的影响。目睹虐待或生活在暴力氛围家庭
中的儿童也会像你一样感到害怕、经历恐吓和安全威胁。以下轮形图展示
了家庭暴力会对儿童造成什么影响。

儿童与家庭暴力轮形图

暴力会对
儿童造成
什么影响

恐吓
• 利用表情、粗鲁的行为和

手势、高声说话、砸东西、毁坏
财物等手段来让孩子害怕

• 担心人身安全

性别刻板印象
• 模仿施虐者霸道暴力

的行为
• 模仿受虐者逆来顺受的行为

• 无法表达感受或自我

生理
与心理

影响
• 儿童可能感到

内疚和羞耻，认为是
自己的错

• 可能退化到成长发育的早
期阶段

• 难以满足、沉默内向
• 渴求/需要关注

孤立
• 无法培养社会技能
• 因为需要掩盖暴力行为而无法让

朋友来家中
• 为有伤害性的“秘密”保密
• 不信任成年人利用子女

• 将子女置于纷
争之中

• 子女可能扮演父母
的角色，承担父母的责
任，失去童真

• 把孩子当做道具，不听取他
们的意见

• 利用子女去解决冲突，要求他们
选择立场

威胁
• 受家庭暴力

影响，因为自身
安全问题而学会操

纵别人
• 以暴力、辱骂的方式来表达

愤怒，或者因为惧怕而根本无
法表达愤怒

性虐待
• 对身体感到羞耻

• 感觉受到威胁并惧怕自身的性现象
• 学会不恰当的性交谈和性行为

• 儿童可以接触到色情杂志和电影

情感虐待
• 怀疑现实
• 害怕做错事

• 照料者的限制和期望
不一致

• 害怕表达感受
• 无法在学校学习

• 自卑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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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安全的、能给予帮助的环境来培养情感、社会技能、智力和体魄，
健康成长，适应社会生活。儿童通过观察来学习，并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通常，儿童会发挥守护和调停的作用；这让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面临着相当
大的危险，并可能导致长期的对心理有害的行为。
研究显示，曾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更可能：
●● 表现出具有攻击性和/或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
●● 采取不健康的关系相处原则
●● 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较低
●● 学习成绩差，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下，注意力不集中
●● 表现出情绪苦闷、惧怕、焦虑或抑郁
●● 身体健康受到不良影响

什么是健康的关系？
我们所有人都想努力实现健康的关系。

杜绝暴力

平等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支持

界限 沟通

信任

自律

责任

诚实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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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关系是否健康要看双方是否平等。健康关系的要素对于所有形式的关
系都适用，无论是与朋友、约会对象、亲密伴侣、终身伴侣，或是家庭成员。
轮形图中的每项元素都互为支持和强化，而平等始终是核心。
尊重：尊重他人的界限。了解他人的界限，不侵犯这些界限。
责任：维持关系是双方都需要承担的责任。在做决定时，关系中的双方都应
该参与。
沟通：有效沟通。有效沟通包括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倾听对方的
想法和感受。
界限：保持合理的界限。通过向他人划定和沟通哪些是你的界限来建立安
全舒适的空间，体会彼此的关系。
诚实：开诚布公。关系中的双方都应该诚实表达各自的意图、感受或期望，
这一点非常重要。
自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他人交谈，了解你的行为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
响。
信任：信任是牢固关系的核心，也是爱与尊重的基础。
支持：相互支持和鼓励对方实现目标、梦想和个人成长。
健康的关系绝容不下控制、虐待和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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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预警迹象
施虐者在开始对受害者进行人身侵犯之前，通常会通过某些行为表现出虐
待手段。以下是五种主要预警迹象：

魅力
施虐者通常非常有魅力。在一段关系的初期，施虐者可能就像是白马王子，
令你和你的亲朋好友为他而倾倒。施虐者会有显得非常动人、体贴、周到和
独具魅力的一面。他们可能会用自己的魅力来获取有关你的私密信息，而
这些信息以后可能被用来对付你。魅力可能被用来欺骗你和你的亲朋 
好友。

控制
施虐者沉迷于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施虐者可能会控制你生活的每一个
方面：与谁交谈、穿什么衣物、何时外出和去哪里，以及经济来源。尽管有时
施虐者在怒火中会显得失控，但请务必记住，他们实际上非常能够控制自
己的行为。
我们知道施虐者的行为与愤怒无关，而是一种控制下的行为，因为：
●● 施虐者通常不对他人施暴。
●● 虐待通常发生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警方到场或电话铃响时，施虐者

能够停止其暴力行为。
●● 施虐者会选择拳打脚踢的部位，让旁人看不到瘀伤或痕迹。

情感虐待
施虐者可能会利用情感虐待来摧毁你的自尊。你可能会被错误地指责遭受
暴力是咎由自取；你可能被贬低、辱骂或威胁。渐渐地，你会发现自己为发
生暴力而自责，忘记自己应当受到尊重。有些女性发现情感虐待造成的伤
害比身体虐待更难恢复，瘀青会消退，断骨能重接，但情感创伤不会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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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
施虐者在地理上和社交上孤立受害者。地理上的孤立包括将你与朋友、家
人和其他援助网络隔开（通常是远距离），逐渐将你与所有人隔开。孤立开
始发生时，施虐者往往会要求你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他相处上；而且
常常可能会被误读为他在乎你。

嫉妒
嫉妒可以被施虐者用作控制你的手段。施虐者会指责你有外遇，与其他男
性约会。嫉妒行为可以从辱骂升级到嫉恨发怒。

LGBTIQ 人士须知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同性恋、性取向存疑或无性
恋 (LGBTIQ) 群体中的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LGBTIQ 关系中的家庭
暴力发生比率基本与异性恋关系中的家庭暴力发生比率大致相当。与异性
恋关系一样，虐待问题很可能存在许多未予上报的情况。面对一个对非“异
性恋”者来说往往报以不公正和敌对态度的社会体系，LGBTIQ 关系中遭受
虐待的受害者经常在报告中表示不敢透露自己的性取向或关系的性质。
此外，即使想报告其关系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会在寻求支持时遭遇更
多困难，并可能已经存在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而只能获得有限的医疗服
务。不仅可能是人们对待 LGBTIQ 群体的个人态度在作祟，而且提供相关
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例如社会服务和警方，缺乏为此类受害者提供服务的
经验和培训，以及在支持受害者时缺乏可以执行的有效法律。
有时，警方和服务机构可能会误判受害者和肇事者。寻求法律建议并咨询
支持服务机构，这一点始终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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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去十年来，在为 LGBTIQ 关系中的受害者提供服务、规范执法、保护
平等权利等方面已有所进步，但你应当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和可做的选
择，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你的安全和你脱离虐待关系的决定息息相关。

身体   暴力   性

LGBTIQ 关
系中的权力

与控制

恐吓
• 用表情、行动、手势来让

你害怕
• 砸东西
• 毁坏你的财物
• 虐待宠物
• 展示武器
• 用表情、行动、手势来加强同性

恋恐惧症、生物恐惧症或变
性恐惧症控制

强迫和威胁
• 作出和/或实施威胁要做些什

么来伤害你 
• 威胁要离开或自杀

• 野蛮驾驶吓唬你
• 威胁要让你“出柜”

• 威胁其他对你重要的人
• 跟踪

情感虐待
• 贬低你、让你自我感觉不好

• 辱骂你
• 从心理上进行恐吓

• 让你内疚

孤立
• 控制你做什么、与谁见面和交谈
• 限制你在外界的活动
• 以嫉妒为借口来控制你
• 让你对自己的行踪作出解释

• 表示没人会相信你，尤其当你是女同性
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人
• 不让你独自去任何地方

否认、淡化和
找借口
• 淡化虐待的严重性
• 说那些事没发生过
• 转嫁对虐待行为应付

的责任
• 说你是咎由自取
• 指责你“相互虐待”
• 表示女性不可能虐待女性 / 男性不可

能虐待男性 
• 说这只是“争执”，不是虐待

利用子女
• 让你对子

女内疚
• 利用子女传递讯息 

• 威胁要带走子女
• 威胁要告诉你前任配偶或

有关部门你是女同性恋、双性恋
或变性人，这样他们就会带走孩子

特权
• 像仆人一样对待你
• 所有大事自行决定

• 支配伴侣双方的角色和职责
• 利用特权或能力来败坏你的名誉或让你处

于危险之中
• 切断你获得资源的途径，或利用体

制让你处于劣势

经济虐待
• 不让你找工作或

保留工作
• 让你去要钱

• 妨碍工作或教育
• 不经许可就使用你的信用卡

• 不工作，要求你提供资助
• 将你的名字从共同资产中去掉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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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IQ 关系中家庭暴力的独特方面
LGBTIQ 关系中的家庭暴力与所有其它虐待关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
特征都是对权力和控制的利用以及对受害者的影响。不过，LGBTIQ 关系中
的家庭暴力也有若干独特方面。其中包括：

以“出柜”威胁作为控制手段
如果受虐一方尚未向其家人、朋友和同事出柜，或在其所处的文化群体内
透露其性取向，施虐者可能会用“出柜”或威胁“出柜”作为控制手段。

控制某人的身份和/或能否获得药物
伴侣可能会迫使你遵守性别“规范”。他们可能会向你施加压力，要求你通
过手术来让你的身体、性器官或外表“正常化”，或者他们可能控制你获得
变性相关医疗服务的途径。
由于家庭暴力的“异性恋面孔”，人们对 LGBTIQ 群体中的家庭暴力理解并
不充分。群体人员和主流服务机构之间需要更多的讨论来提高对 LGBTIQ 
关系中虐待行为的认识。大多数家庭暴力信息都是关于异性恋关系的，其
中男性伴侣通常是作恶的一方。
这种缺乏了解意味着有些人可能：
●● 不相信它会发生在同性关系中；
●● 不会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虐待视为家庭暴力；或
●● 当看到朋友或家人的关系中出现了家庭暴力，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LGBTIQ 群体的隐秘性和孤立性
LGBTIQ 群体的规模相对较小，特别是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令受害者难以
寻求帮助。他们可能对虐待羞于启齿，或者其伴侣可能会试图让群体中的
其他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施虐者可能会通过不让他们阅读社区媒体、参
加活动或朋友小聚来孤立他们，不让他们接触 LGBTIQ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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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第一次经历同性或性取向多元化关系的受害者，他们在关系开始前
可能与这一群体并无太多联系。

服务可能尚不完善
尽管女性可获得大多数普通反家庭暴力援助服务，如庇护、法庭援助计划、
辅导咨询等，但这些服务机构可能很少有为性别和性取向多元化人士提供
服务的经验，对 LGBTIQ 关系中的家庭暴力了解有限，因此可能无法提供
最合适的服务。
不过，也有一些专门的 LGBTIQ 服务可以提供协助和支持。
支持服务清单请参阅联系方式部分。

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须知
对于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及其家人来说，寻求脱离施虐伴侣或家
庭成员时的隐私和保密可能会成为复杂的问题。

“原住民社区相互关系紧密，因此女性很难保持匿名状态，从而无法为自
己及子女建立一个远离暴力的安全空间。” (Elizabeth Hoffman 救济所)

“当你寻找家人时，原住民之间飞快传播的消息会有很大帮助，但在你出
问题时也会众人皆知，这就不太好了。” (Northern Rivers 社工)

大多数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服务机构以及在主流或白人服务机构中
专门向原住民提供服务的社工了解这些问题，并能帮你保密、建立安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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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计划
思考哪些做法将有助于保证你的安全，并将它们付诸实施。以下是你现在
就可以采取的行动，让你和孩子更安全。

在虐待事件中保障安全
●● 摸清你和孩子可以使用的所有撤离路线和安全地点
●● 向邻居寻求帮助，请他们在听到令人不安的响动时报警
●● 为孩子制定安全计划；如何拨打 000、如何安全地离开房子以及如何获

得帮助
●● 将重要文件/药物放在方便拿到的地方，以便随身带走
●● 尽快打电话报警
●● 如果受伤，请寻求医疗援助
●● 记录暴力事件，包括日期。

工作时确保安全
●● 告诉同事你当前的处境
●● 避免每天走相同路线上班
●● 为上下班制定安全计划

如果决定脱离虐待关系，请参阅第 23 页，获得更多安全提示。

何去何从
寻求援助时，一定要记住几件事：
●● 暴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暴力是犯罪行为
●● 你不会因遭受暴力而受到谴责。虐待行为是施虐者自己的决定
●● 家庭暴力对儿童、亲属和社区有破坏作用

家庭暴力危机援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提供心理辅导和信息，可转介至
提供援助、指导和法律咨询的女性庇护所及服务机构。
新南威尔士州反家庭暴力热线： 1800 656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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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热线及儿童求助热线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全澳危机电话心理辅导、信息和转介服务。
生命热线： 131 114
儿童求助热线： 1800 551 800

医生
全科医生 (GP) 可提供一系列情感和医疗援助服务，并能安排由国民医保 
Medicare 付费的心理辅导。

宠物安全住所
为寻求庇护、摆脱家庭暴力的女性及儿童提供宠物临时住所，让宠物的主
人能先保障自身安全并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安排。 (02) 9782 4408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和“更安全的途径 (Safer Pathway)”计划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WDVCAS) 是在各地区设立办事处的独立服
务机构，为已经受或正在经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提供服务。妇女家庭暴
力法庭维权服务能为你提供信息、援助和转介，帮助你从法庭获得法律保
护，例如帮助你申请家庭暴力禁制令 (ADVO)。你可以拨打 1800 938 227，
查找离你最近的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当警方出警介入家庭暴力事件，或在你向警察局报告家庭暴力事件时，他
们将会评估你的安全所受的威胁程度。随后，当地的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
权服务会有专门的家庭暴力维权工作人员与你联系，讨论你的安全情况和
需求，以及你所在的地区有哪些服务可以采用。
如果评估结果显示你因家庭暴力而受到严重威胁（或高风险），工作人员会
与你讨论将你转介至安全行动会议。这些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当地政府和非
政府机构人员，他们将考虑你的安全风险并制定旨在减轻你及子女所受安
全威胁的各项措施。在安全会议讨论结束后，家庭暴力维权工作人员会打
电话联系你，讨论你是否愿意接受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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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开始参加“男性行为改变计划”会有效吗？
他有可能会改变吗？
男性使用暴力和控制手段的行为，很少会就这样停止。你的伴侣或家庭成
员可能会很真诚地许诺暴力绝不会再发生。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男性发现
在没有外界支持和协助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兑现这种许诺。
参加“男性行为改变计划”无法保证行为会改变。有些男性的确不再控制伴
侣并停止使用暴力。其他男性可能会停止使用身体暴力，但继续施以其它
形式的虐待或控制。参与计划却不真心努力的男性可能根本不会改变他们
的行为。还有些男性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去改变，或者变好一段时间后又回
到老样子。
伴侣或家庭成员是否在改变，或者是否改变到位，你是最能做出判断的人。
你应该根据他的行动来做判断，而不是出于你的愿望。

他参加这一类计划对我会有怎样的影响？
你不应该根据伴侣或男性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行为改变计划来决定是走是
留，或者是否安全。

“愤怒管理”有用吗？
男性行为改变计划的对象是对伴侣和/或子女施以暴力和控制手段的男
性。这些男性中有些可能不会表达愤怒。还有些男性可能有其它表达困难，
例如表达惧怕、焦虑或受挫。大多数人都会发怒，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会采用
暴力行为和控制手段。男性每天都在选择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
停止施暴和控制行为不仅仅是控制好愤怒情绪。有一项事实最能说明这一
点：对伴侣施以暴力和控制手段的男性，对其他人通常不会使用这些手段。
他们能控制好愤怒情绪，但在特定环境中，面对特定的人，他们选择不去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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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鼓励有暴力问题的男性参加男性行为改变计划，而不是愤怒管
理小组。

关系辅导或调解有用吗？
男性使用暴力和控制行为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选择不施暴并且真正能做
到，需要非常专业的支持。关系辅导的基础是双方拥有合理平等的权力。如
果伴侣或家庭成员使用暴力和控制行为，你很可能无法完全自主地做决定
或按自己的需求行事。
如果感情关系出了问题，起因很可能是你伴侣的行为。冲突可能有其它原因

（所有伴侣都不承认！），但这些都是次要原因。只有你感到足够安全，能讨
论自己的需求、感受和观点，关系辅导才会对双方起效。如果你的伴侣或男
性家庭成员对你使用或威胁使用身体暴力，我们强烈建议你不要向他建议
参加关系辅导。如果你被要求参加调解，我们建议你寻求如何保障自身安
全的信息和法律意见。

你的合法权利
每位女性都有权利与子女一同生活在安全平和的家庭中。警方可代为申请
家庭暴力禁制令 (ADVO)，保护妇女儿童不再遭受威胁和/或暴力。家庭暴
力禁制令是法院为保护民众不再遭受伤害而发出的命令。家庭暴力禁制令
会对令受害者害怕之人的行为作出限制。
这种禁制令能够禁止施虐者回到家中、前往你的工作场所或你孩子的学
校。家庭暴力禁制令不属于刑事指控，除非暴力行为者违反禁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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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家庭暴力禁制令的注意事项如下：
●● 如果你想继续与施虐者保持联系或生活在一起，可以对家庭暴力禁制

令进行修改，以确保你的安全。
●● 家庭暴力禁制令不是刑事定罪。但警方可能会认为需要提出刑事指控

来保证你和子女的安全。
●● 破坏或违反家庭暴力禁制令时，施虐者可被指控为刑事犯罪。要达成这

一指控，你必须向警方报告所有违反禁制令的行为。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WDVCAS)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是在各地区设立办事处的独立服务机构，为妇
女和儿童提供帮助和信息，让他们了解应如何获得当地法庭保护，免受家
庭暴力的伤害。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由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提
供资金。
如需有关家庭暴力禁止令 (ADVO) 的更多信息，或要查找离你最近的妇女
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办事处，请致电 1800 938 227。

LawAccess NSW
免费政府电话服务，向新南威尔士州内遇到法律问题的民众提供法律信
息、建议和转介。请致电： 1300 888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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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面见或致电 
法庭书记官

出庭
法庭维权服务将提供信息，并让你在法院内安全就坐。

出庭时，法官会要求你选择能保护你免遭施暴者（“被告”）侵害的条件

被告同意接受家
庭暴力禁制令

被告不同意接受家
庭暴力禁制令 被告未上庭 被告要求休庭，以

获得法律建议

警方可能签发临时
禁制令来保护你

签发终审家庭暴
力禁制令

聆讯前，你可申请
临时禁制令来保

护自己

聆讯
法官听取证词，并根据你是否担心自身安危以及这种担心是否合理来作出

判决。

如果未授予禁制令，你可以在 28 天内上诉。

前往或致电妇女家庭 
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被告不在场
的情况下签
发被称为“
单方面”禁

制令的终审
禁制令

可能休庭，
择日再审

不要忘记向受害者服务机构咨询经济帮助相关事宜

虐待/暴力

可以转介给
可以转介给

前往警察局或电话报警

你可申请临时禁
制令，在下次开

庭之前保护自己

来自《2004 年妇女家庭暴力法庭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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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脱离关系
认为女性能轻松摆脱暴力、控制和虐待关系是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女性
的确脱离了关系，也有许多女性正在试图脱离；但摆脱虐待关系可能会非
常困难、孤立无援，而且往往非常危险。对一部分女性来说，离开就意味着
要承担风险，失去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经济保障、住所、希望和梦想。
永久地脱离一段暴力关系平均要做六次尝试；每次尝试后，女性会发现自
己变得更坚强、目标更明确也更自信。女性在脱离暴力关系时可能会面对
许多障碍，令人觉得难以克服。但一定要记住，许多女性脱离了暴力关系，
让自己和子女过上了安全充实的生活。

离开之前，我应该做些什么？
女性离开暴力关系是为了保障安全，但一定要记住，这种安全可能不会立
即就实现。分手期可能是最危险的阶段。离开前，一定要为自己和子女制定
一个明确的安全计划。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进行准备的事项：
●● 联系家庭暴力热线，为自己和子女安排安全住宿
●● 联系 RSPCA，为宠物安排安全住宿
●● 寻求家庭暴力援助工作人员的帮助，讨论你有哪些选择，并考虑采取措

施来保护自身安全，例如获得家庭暴力禁制令
●● 提前安排交通
●●  练习如何前往目标安全地点
●● 准备并安全存放一个离开时随身带走的包裹，包内装有钱财、文件、衣

物、备用钥匙
●● 寻求法律建议
●● 将紧急救援服务/联系人及援助服务的号码存入手机
●● 要求医生记录任何伤情
●● 打算居住的新地点应只告诉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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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时我应该带走什么？
这是一份帮助你为离开做好准备的实用清单。只在安全的情况下带走以下
物品。你和子女的安全最重要。
晚些时候，你也许能在警方的协助下回来取走自己的财物。

检查清单（在方格里打钩）
□ 驾照、银行对账单、信用卡
□ 自己和子女的出生证/结婚证/离婚证
□ 澳大利亚福利署 (Centrelink) 文件、移民文书
□ 汽车和房屋钥匙
□ 自己和子女的护照
□ 车辆登记文件
□ 医疗记录、药物和 Medicare 医保信息
□ 纳税和就业相关文件
□ 法庭文件，包括保护令和家庭法文书
□ 租赁、按揭、法律文件、家庭暴力禁制令副本
□ 衣物
□ 个人通讯录
□ 子女喜爱的玩具和其他有安慰作用的物品
□ 有价值或担心会被损坏的个人物品，例如珠宝和照片

脱离关系后如何保障安全
摆脱虐待关系并不总是马上就能安全。你和子女可采用以下建议来保障脱
离关系后的安全。
●● 寻求法律建议；了解自己的权利
●● 将紧急救援服务/联系人号码存入手机
●● 通知子女的学校/托儿所你接送子女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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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随身携带家庭暴力禁制令。在你信任的人那里存放一份副本。如果
情况发生变化，应向当地法庭申请变更，更改禁制令条件。

●● 如果需要回家取自己的财物，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 考虑变更银行、邮政和电话联系人
●● 考虑使用不做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以及使用来电显示功能
●● 考虑要求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从选民名册中去掉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 避免再去以前常去的购物中心，更改路线
●● 加强家庭安保（换锁、装防盗链和感应灯）
●● 向邻居寻求帮助，请他们在听到令人不安的响动时报警
●● 如果伴侣违反家庭暴力禁制令，立即报警
●● 向家庭暴力援助工作人员/顾问寻求帮助
●● 联系 Centrelink，确保任何发给你和伴侣的联名信函立即得到变更。

线上安全
施虐者通常会滥用技术手段来控制和监控受害者的行动。然而，技术手段
也在保障你的安全、让你不断获得信息、支持和资源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
用。停止使用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很难确认
是否有人在通过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监视你，所以不妨从援助工作人员或
信赖的朋友那里获得帮助，让你的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更安全。
如果你遭受了家庭暴力，担心电话受到监控，你可以通过 WESNET 领取免
费的安全电话。请致电 1800 WESNET (1800 937 638). 

要让你的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更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保护或更改你的密码/PIN。为你的电子邮件和其它在线帐户（例如：网上银
行、社交媒体、App/云账户、PayPal 和 Opal）创建密码时，应选择施虐者无
法猜到的密码，尤其要避免使用生日、绰号或家庭详情等个人信息。更改 
iCloud 和 Google 之类的 App 帐户登录信息尤为重要，因为这些 App 允
许“查找我的手机”之类的内置应用程序通过 GPS 对你进行远程跟踪。你
应该在安全的设备上更改密码。在大多数浏览器上保存的密码都可以被访
问和查看。不要选择“保存我的密码”，确保你的密码不可被查看，或使用私
人浏览，这样你的搜索历史和密码都不会被记录。你可以通过谷歌查询你
的浏览器名称（例如 Chrome、Safari、Internet Explorer）和“删除保存的密
码”来学习如何删除保存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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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私人浏览。你通过设备（电话、电脑或平板电脑）访问的每一个网站通
常都会被记录在这个设备上，并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的设置来查看。当你
使用私人浏览时，你的浏览历史不会被记录，密码和自动填写的信息不会
被保存。例如，Chrome 的 Incognito 模式、Internet Explorer 的 InPrivate 模
式以及 Firefox 和 Safari 的私人浏览功能。结束会话后，确保关闭你的私人
浏览窗口。如果你在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则需要关闭每个私人标签页。
使用安全的电脑。如果你需要上网，但仍然与施虐者在一起生活，应尝试使
用工作场所、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可信好友家中、网吧或妇女庇护所内
的电脑。当你访问有敏感内容的网站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使用施虐者难以
访问的电脑更安全。
清除互联网历史记录。如果你担心有人会发现你访问过哪些网站，可以将
其从浏览历史记录中删除。你可以考虑只删除部分网站，因为完全删除浏
览历史记录可能会令施暴者起疑。要在电脑上查看或更改浏览历史记录，
打开 Web 浏览器，然后按 Ctrl + H (Windows) 或 Command + H (Mac)。如
何删除手机上的浏览历史记录取决于你用的是 iPhone 还是安卓手机。请
至 www.esafety.gov.au/women 观看视频，了解如何删除手机上的浏览记
录。
创建备用电子邮件帐户。请勿在施虐者可以访问的任何电脑上创建或使用
备用帐户。应在更安全的电脑上创建匿名用户名和一个你可以使用的帐
户，但请勿提供有关自身的详细信息。不要让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带有任何
识别性的内容（例如你的姓名、出生年份）。如果其他人可以访问你的设备，
应考虑删除这个设备上的内置邮件应用程序。你还可以检查旧帐户是否激
活了“邮件转发”功能。请至 www.esafety.gov.au/women 观看视频，了解如
何检查“邮件转发”设置。

http://www.esafety.gov.au/women
http://www.esafety.gov.au/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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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设置。检查并更新任何社交媒体帐户上的隐私设置。你可能应考
虑尽量减少在线分享与自身有关的信息。
考虑采用两步验证。许多帐户允许你采用两步身份验证。这是一项额外的
安全设置，在每次有人尝试登录你的帐户时，会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
与你联系。
基于图像的虐待。未经你同意而录存、分享或威胁分享你的私密图像是
犯罪行为。然而，基于图像的虐待其实非常普遍，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其影
响。如果安全的话，你应该报警。如果私密图像被在线分享，电子安全专员 
(eSafety Commissioner) 可以帮助你删除图像，有时还可以对发布者采取
行动。
你可以在线报告，网址： www.esafety.gov.au/report/image-based-abuse。
间谍软件。间谍软件是一种恶意软件，可以安装在电脑、平板和智能手机等
设备上，用来秘密监视某人的私人信息。间谍软件可以访问击键记录（所
有被键入的信息）、照片/视频、社交媒体帐户、App 应用程序、联系人、备忘
录、浏览历史记录、通话记录、短信、电子邮件、位置，激活你的相机、麦克风
或对电话录音。它可能被用来删除你设备上的内容，阻止你访问某些网站
或接听某些号码的来电，并可被远程删除。要在你的设备上安装间谍软件，
通常需要实际接触到这个设备。为你的设备设置 PIN 或密码是最好的防御
保护。设备上软件保持及时更新也很重要。更换设备上的 SIM 卡不会去除
间谍软件。间谍软件需要访问互联网才能运行。在不需要时关闭位置设置、
蜂窝数据、Wi-Fi 和蓝牙可以立即提高安全性。你还可以考虑恢复出厂设
置，不过你需要谨慎考虑重新下载哪些应用程序。 
请至 www.esafety.gov.au/women 观看视频，了解如何执行这一操作。

http://www.esafety.gov.au/report/image-based-abuse
http://www.esafety.gov.au/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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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想要回头的冲动
摆脱一段遭受控制、虐待和暴力的关系之后，你可能有时会后悔，想要破镜
重圆。在失去一段感情关系后的悲伤过程中，这些感受是自然而然的情况。
一定要承认有这些感受，这很重要。
施虐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来蛊惑你回头。其中可能包括：
●● 买礼物送给你，许诺会一直对你慷慨，会给你美好的未来。
●● 许诺改变，表示歉意并许诺虐待行为绝不会再发生
●● 情感讹诈，试图让你内疚或感觉离开他们就无法生存
●● 威胁要自残、伤害你和你的子女或破坏财物
●● 上门、打电话和发短信骚扰和恐吓

每一段关系中所采取的蛊惑策略会各有不同，你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方式：
●● 承认施虐者的行为是其控制和虐待你的需要的延伸
●● 通过专业心理辅导寻求支持
●● 加入家庭暴力援助小组
●● 建立强大的社会关系网
●● 获得法律建议和/或家庭暴力禁制令。

这是一段重要时期，一定要与本地的援助服务机构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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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虐待关系后你可能会有的感受
脱离虐待关系对你和子女来说是一个积极的选择。但这个过程仍然非常困
难，也很难独自一个人扛过去。获得在帮助女性脱离虐待关系方面经验丰
富的人员的支持会很有帮助。在涉及施虐伴侣的情况下，确保你的人身安
全和合法权利会更为困难。

分手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分手并不容易。重建生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一步步才能达成。用感情关
系来定义自己是很常见的事。你对自己的认知可能就是妻子/伴侣和/或母
亲。脱离关系时，你可能会真切感到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从妻子/伴侣转
变为单身者的过程非常痛苦，而且并不总是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很快就结
束。

震惊
否认

接受
乐观
释怀

分离
听之任之

孤立 
冷漠

愤怒
否认
焦虑

为什么？

沮丧
孤独
恐慌
内疚

失落 成长

哀伤与失落的 5 个阶段



30 迷人又危险 | 重塑健康关系女性指南

这个转变需要你以全新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现在，你可以拥有自主权。独立
生活有好有坏。这可能是你第一次有体验这种责任的自由。有时，会需要反
复尝试才能了解真正的自我，想要怎样的生活。这很正常。你可以从错误中
吸取教训，从擅长的事情中积累经验。你可能会觉得各种情感都比以往更
强烈。你会感觉受背叛、悲伤、愤怒、快乐和自由、脆弱和坚强，许多情绪常
常互相交织。所有这些情感一齐涌上心头，令人不知所措，感觉相互矛盾、
出乎意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你并没有疯。谨记情绪是你的一部分，正在变动的部分。这是正常过程。让
自己充分感受这些情绪会很有帮助，不要因为拥有这些情绪就批判自己。
你终将逐一经历这些情感。

悲伤
悲伤是在放弃关系的过程中占很大比重的一种情绪。如果你感到悲伤，不
妨哭出来。你可能会哭得停不下来。记住，你正在面对死亡，一段关系的死
亡。当哀悼结束，哭泣自会停止。你可能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难过，尤其是你
曾惨遭虐待。你可能会怀念曾有的一些小美好。这就是现实。

切记，你曾经为这些美好付出过代价，十分高昂的代价。

兴高采烈
脱离虐待关系时，你可能会感到兴高采烈。这种情绪可能会持续数周或数
月。如果你果断作出了决定，通常就会有这种感觉。它可以赋予你恢复正常
生活的力量。但如果一个月或一年后，你感到悲伤、愤怒或沮丧，不必惊讶。
这很正常，是改变或分手时的必经之路。在某个时间，你一定会经历悲伤的
各个阶段。悲伤期长短因人而异，通常会在你充分体会每一阶段的情感后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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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分手后，你可能比之前感觉更愤怒。你可能会突然体会到在之前关系中积
累起来并被否认的所有愤怒，还有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长期积怨，以及对
自己曾经所处境况的无能为力。现在的你可以感觉愤怒，这并无大碍。尝试
接受它，这种愤怒是正常现象。愤怒会赋予你动力和积极性。把它变成你的
优势。让自己感到愤怒，是为了有建设性地表达自己，这样你就能释怀了。
不要对身边的人发怒，也不要用愤怒来报复。从长远来看，报复可能会摧毁
你的自尊；当然，只是心里想想还是无妨的。

悲伤引起的症状
分手时，身体和情绪上出现压力反应是正常现象。你可能会有的身体症状
包括：睡眠障碍；腹泻或便秘；恶心；心率改变；月经改变；体重增加或减少。
心理症状可能包括：难过、绝望或徒劳无力的感觉；急躁和易怒；经常哭泣；
无法集中注意力；很难做决定；以及记忆力差。良好的身体锻炼（例如行走、
慢跑、骑自行车等）能有助于改善症状。

焦虑和失控
你可能习惯通过预测伴侣的情绪、从他/她发出的信号来判断自己是否安
全，从而作出预判和反应。脱离虐待关系后，没有伴侣可能让你感觉恐慌。
你可能感觉失控。没有那些信号，你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失控的感觉是转
变阶段中的正常现象。你正在将控制的中心从伴侣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
它可能令人恐慌，但也会令人自由，只是需要时间来抚平。

迷失方向
由于你对那段关系的看法已经改变，你对以往的经历、自身和伴侣的看法
也会不同。这可能会让你迷失，怀疑自己的记忆和所做的决定。你可能选择
性地只记住了好时光或苦日子。这很正常。你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你现在
了解到更多信息，所以对过去的看法也将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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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时光荏苒，你的朋友会变，你的兴趣和烦恼也会变。你的新角色可能会让朋
友感觉有威胁。他们可能选择站在你伴侣那边。前公婆的排斥可能会给你
带来很大的伤害。血浓于水，亲情的羁绊往往超乎想象。你可能需要一段
时间才能信任其他人，有精力再去培养友情。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我保
护。你可能想要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但友谊非常重要。此时，朋友格外重
要，特别是那些不会品头论足的朋友。你不需要被动的等人邀请。多和朋友
联系，多与社会接触，也许隔离外界会不那么痛苦，但长远看来有害无益。

和解的诱惑
许多脱离虐待关系的女性在最终彻底离开前会反复复合好几次。所谓“蜜
月期”，其实是施虐者为了继续保留权力和控制而采取的惯用伎俩。当你离
开了一段时间，你的伴侣央求复合，许诺说自己会洗心革面，不再伤害你，
这种和解的诱惑可能无法抗拒。这些许诺你以前也听到过。如果你觉得这
段关系值得挽回，就一定要花时间确定你们之间现在有继续一起生活的基
础，能够做到互敬互爱。一般而言，随着时间推移，你的伴侣是否兑现了他
要改变自己的承诺会逐渐明朗。

新的关系
新的关系可能会触发你对过往关系的记忆。感情需要经营和付出，需要双
方相互沟通。在选择与他人组成互为依赖的家庭之前，一定要确保自己足
够强大，能够独立生活。记住，生活总有起起落落，这一点非常重要。得意
时，你会感觉无所不能；失意时，你会感觉沮丧脆弱。要知道，人不会一直失
意，你总是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许多女性发现脱离关系后
第一个周年最难熬。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为它做好准备。你可以安排在
亲密友人的陪伴下渡过这一天。你也可以与工作人员联系，为你打气和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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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
●● 让自己充分感受自己的情绪。不要因为拥有这些情绪就批判自己。你终

将逐一经历这些情感。
●● 抽时间放松。做那些能让你情绪放松的事，例如泡个热水澡、出门散步、

赖床和读书。你有权对自己好。
●● 营养餐食，少食多餐，坚持锻炼，释放紧张情绪。好好照顾自己。
●● 在新环境中重获掌控生活：制定日常活动；每天定一些小目标去完成；

控制去哪里和与谁碰面，确保自身安全。
●● 了解并使用社区内的援助资源：援助小组；单亲支持服务、免费社区辅

导服务、康乐中心和教育资源。如果你不清楚有什么服务，请查看本手
册封底的号码。

●● 节假日和周年纪念日等特殊日期可能尤为难熬。一定要为自己和子女
制定新的生活习惯。你可以和有相同感受和遭遇的好友一起共渡这些
难熬的时光。做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安排一次邀请朋友或邻居参加的
晚餐或烧烤，或去其它地方度假。

当你需要更多帮助时
脱离虐待关系时，出现上述任何或所有情绪都很正常，觉得生活动荡不定
也是正常情况。不过，如果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最好寻求更多帮助：
自杀倾向；抑郁到无法照料自己或孩子；兴奋到对自身安全造成威胁（饮酒
过量）；挥金如土或淫乱；通过伤害他人或毁坏财物来发泄愤怒。辅导师可
以帮助你安抚那些无法抗拒的过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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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后的子女养育
由于虐待，你的子女养育情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伤痛困境
中，我们的行为和待人处世的方式可能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悄然
改变。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作为家长的责任，并制定一些措施来帮助你成
为想要成为的女性和母亲。
对这一阶段的你可能有用的一些子女抚养建议如下：
●● 向子女坦言处境：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发生什么
●● 坦言自己的感受，让子女知道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安全的
●● 保持养育规则的前后一致
●● 制定日常惯例
●● 培养和维持支持网络，例如外公/外婆、老师、青少年问题工作人员、专业

辅导顾问
●● 一家人一起花时间去做有趣的事

你应该：
●● 教育子女虐待是不能容忍的
●● 言传身教理性解决问题的技巧
●● 和子女谈谈他们的经历，倾听他们的忧虑
●● 培养子女的独立能力，承认子女有权拥有自己的感受、朋友、活动和意

见。
●● 提供安全环境和稳定的日常生活
●● 与子女一起制定安全计划。
●● 耐心陪伴、倾听他们的忧虑，保持坦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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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子女爱与照料

教养子女

增进心理
安全感
• 说到做到，让子女有安全

感，愿意表达自己
• 温和
• 可依靠

信任与尊重
• 承认子女有权拥有

自己的感受、朋友、活动
和意见

• 培养独立能力
• 允许有隐私

• 尊重他人的感受
• 相信你的孩子

照顾好
自己

• 给自己个人
时间

• 让自己保持健康
• 维持友情

• 接受爱

给予关爱
• 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达关爱
• 在子女受到身体或情感伤害时

给予他们关爱

提供人身
安全
• 提供食物、住

所、衣物
• 教导孩子注意个人卫

生和营养
• 监督安全
• 保持家庭日常作息
• 护理伤口

鼓励与支持
• 积极给予肯定

• 鼓励子女去做他
们感兴趣的事

• 允许子女有与你不同
的意见

• 认可进步
• 传授新技能

• 允许子女犯错

给予时间
• 参与子女的生活：各项活动、学校、运

动、特别活动和纪念日、庆祝、朋友
• 让子女参与你的活动

• 让子女看到你的内在和风采

培养纪律性
• 始终如一

• 确保规则适合子女
的年龄和发展

• 限制和期望都应明确清晰
• 纪律应被用作指导，而非惩罚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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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帮助
紧急救援服务
拨打 000

热线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信息、法庭维权、转介，帮助申请家庭暴力禁 
制令。● ●

● 1800 WDVCAS 或 1800 938 227
1800 RESPECT (24 小时)● 1800 737 732
儿童保护帮助热线● 132 111
新南威尔士州反家庭暴力热线 ● 1800 656 463
性侵危机热线●  1800 424 017
家庭关系咨询热线● 1800 050 321
生命热线● 131 114
新南威尔士州老年人及残疾人虐待求助热线● 1800 628 221
全国残疾人虐待与忽视热线● 1800 880 052
残疾人权利信息服务● 1800 422 015
家庭法全国咨询热线（提供家庭法法庭程序相关帮助）● 1300 352 000
男性热线 (Mensline)● 1300 789 978
男性转介服务● 1300 766 491
新南威尔士州性侵危机热线● 1800 424 017
家长帮助热线● 1300 130 052
受害者服务通道热线● 1800 633 063
澳大利亚关系服务 (Relationships Australia) 1300 364 277

法律服务
LawAccess NSW 1300 888 529
新南威尔士州妇女法律服务 1800 801 501
老年人权利服务 1800 424 079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家庭暴力部门 02 9219 6300
新南威尔士州社区法律中心 02 9212 7333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儿童援助服务 1800 451 784
租客咨询热线  1800 25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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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服务
WLS 原住民女性法律联系热线 1800 639 784
新南威尔士州/首都领地原住民法律服务，家庭法与儿童保护服务 1800 733 233
Centrelink 原住民呼叫中心（免费电话） 1800 136 380
受害者服务（原住民联系热线） 1800 019 123
Wiringa Baiya 原住民女性法律中心 1800 686 587  
 (02) 9569 3847
原住民法律服务 1800 765 767

LGBTIQ 服务
ACON (02) 9206 2000 
内城区法律中心，安全关系项目 (02) 9332 1966  
QLIFE (每天下午 3 点至午夜 12 点) 1800 184 527
Twenty10
提供广泛的支持服务，为性别和性取向多元化人士及其家庭和社区提供支持，包
括针对年轻人（12-26 岁）的专门服务 (02) 8594 9555 
 农村地区免费电话： 1800 65 2010
性别中心 (The Gender Centre) (02) 9569 2366

紧急住宿服务
Link2Home 1800 152 152
新南威尔士州住房部联络中心 1300 468 746
反家庭暴力热线 (24 小时) 1800 65 64 63

财务服务
经济权利法律中心 1800 007 007
Centrelink 危机援助金 132 850
儿童抚养费（民事服务部） 131 272
Centrelink 多语种电话服务 131 202
福利权 (Welfare Rights) 1800 226 028
救世军紧急援助 1300 371 288

https://www.iclc.org.au/our-services/safe-relationships-project/
http://www.qlife.org.au
http://www.gendercentr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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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和心理健康服务
心理健康热线 1800 011 511
Beyond Blue 1300 224 636
QLIFE 1800 184 527
防自杀回电服务 1300659 467
酒精与毒品信息服务  1800 422 599
赌博问题求助热线 1800 858 858

多元文化和语言社区
移民女性代言协会 02 9635 8022
移民建议与权利中心 电话咨询： (02) 8234 0799  
 或预约面谈： (02) 8234 0700
笔译与口译服务 (TIS National) 131 450

儿童与青少年
儿童保护热线 132 111
儿童帮助热线 1800 551 800
青少年紧急住宿求助热线 (02) 9318 1531 或 1800 42 4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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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网站
1800 Respect www.1800respect.org.au
ACON www.acon.org.au
Ask Lois www.asklois.org.au
新南威尔士州反家庭暴力组织 www.domesticviolence.nsw.gov.au
善待儿童 (Best for Kids) www.bestforkids.org.au
LGBTIQ 关系中的暴力 www.anothercloset.com.au
家庭关系在线 
(这是澳大利亚全国所有家庭关系中心的访问接入点，并不仅仅是互相关联)  
 www.familyrelationships.gov.au
LawAccess NSW www.lawaccess.nsw.gov.au
家庭暴力法律帮助 www.familyviolencelaw.gov.au
科技安全 www.techsafety.org.au
女性线上安全 (eSafety Women) www.esafety.gov.au/women
租客咨询与维权服务 www.tenants.org.au
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www.legalaid.nsw.gov.au
澳大利亚性侵和家庭暴力援助服务 
 www.rape-dvservices.org.au
宠物安全住所计划    www.rspcansw.org.au/what-we-do/ 
 working-incommunities/ 
 communitydomestic-violence-program
受害者服务 www.victimsservices.justice.nsw.gov.au
妇女法律服务 www.wlsnsw.org.au
LGBTIQ www.acon.org.au
内城区法律中心，安全关系项目 www.iclc.org.au/srp
QLIFE www.qlife.org.au
Twenty10 www.twenty10.org.au
性别中心 www.gendercentre.org.au

http://www.1800respect.org.au
http://www.acon.org.au
http://www.asklois.org.au
http://www.domesticviolence.nsw.gov.au
http://www.bestforkids.org.au
http://www.anothercloset.com.au
http://www.familyrelationships.gov.au
http://www.lawaccess.nsw.gov.au
http://www.familyviolencelaw.gov.au
http://www.techsafety.org.au
http://www.esafety.gov.au/women
http://www.tenants.org.au
http://www.legalaid.nsw.gov.au
https://www.rspcansw.org.au/what-we-do/working-in-communities/community-domestic-violence-program/
https://www.rspcansw.org.au/what-we-do/working-in-communities/community-domestic-violence-program/
https://www.rspcansw.org.au/what-we-do/working-in-communities/community-domestic-violence-program/
http://www.victimsservices.justice.nsw.gov.au
http://www.wlsnsw.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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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社区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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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仅为一般性法律指南。你不应将其视作可依赖的法律建议，我们建
议你就自身情况咨询律师。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Arabic, Dari/Farsi, Korean, Simplified 
Chinese, Spanish and Vietnamese.

所载信息在印刷当时均确实无误，但不排除发生变化的可能。如需更多信
息，请致电 1300 888 529 联系 LawAccess NSW。

 © Legal Aid NSW 2020

如需资料手册，请至： www.legalaid.nsw.gov.au/publications 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 publications@legalaid.nsw.gov.au 

如需更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 (Legal Aid NSW)  
服务相关信息，请查看： 

你在联系我们时是否需要帮助？
如果你需要口译员，请致电 131 450 联系笔译与口译服务 
(TIS National) 要求他们帮你联系 LawAcces NSW，TIS 的服
务时间为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如果你有听力或言语障碍，请致电 133 677 或访问 www.
relayservice. gov.au 网站，通过全国中继服务 (National Relay 
Service) 联系 LawAccess NSW。

2020 年 6 月 / JUNE 2020 MNLA60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