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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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做好准备。 

离开之前，我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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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内装上钱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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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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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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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的线上安全？

你可能会觉得应该停止使用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等技术手段来保持自
身安全。但这些技术手段是让你能不断获得支持和资源的重要工具。通
过采取一些步骤，你可以让所用的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更安全。

	● 如果你担心电话受到监控，请致电 1800 937 638 领取免费的安
全电话。

	● 选用无法猜到的密码来保护或更改你的密码/PIN。务必牢记，在登
录页面上不要选择“保存我的密码”。

	● 使用私人浏览，这样没人能看到您浏览的页面，清除你不想让施虐
者看到的网站浏览器历史记录。

	● 使用施虐者无法访问的安全电脑。你可以去图书馆或向信任的朋
友借用电脑。

	● 更改你的社交媒体设置，关闭定位功能并限制可以查看你信息的
对象。

电子安全专员 (eSafety Commissioner) 提供许多资源来帮助应对基
于图片的虐待、清除间谍软件和创建替代电子邮件帐户。

您可以在他们的网站 www.esafety.gov.au/women 上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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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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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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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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明尼苏达州杜鲁斯家庭虐待干预中心相关资料改编。

给予子女爱与照料

教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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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身
安全鼓励与支持

给予
时间

培养 
纪律性

家庭暴力后的子女养育
在考虑脱离关系后如何养育子女的问题时，这幅轮形图可为你提供有帮助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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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后的子女养育轮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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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帮助
紧急情况下，请拨打 000 或用手机拨打 112 报警。

如需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的信息、法庭维权和转介服务，以及申请家庭暴力禁制令 (ADVO) 的协助，请致电 1800 WDVCAS 或 1800 938 227 联系
妇女家庭暴力法庭维权服务 (Women’s Domestic Violence Court Advocacy Service)。

如需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法律咨询、协助、转介和代表服务，以及社工支持和财务困境辅导咨询，请致电 9219 6300 联系新南威尔士州法律援助的家庭
暴力部门。

家庭暴力法帮助 (Family Violence Law Help) 是一个网站，提供有关暴力禁制令、家庭法和儿童保护等方面的简单易懂的法律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翻译成
不同的语言。

www.familyviolencelaw.gov.au

本信息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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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发行之日，本信息说明书提供的信息均确实无
误，但不排除发生变化的可能。 

本信息说明书摘自 Tweed Shire Women’s Services Inc 发起编纂的《迷人又危险：重塑健康关系女性指南》手册。

This factsheet is available in Arabic, Dari/Farsi, Korean, Simplified Chinese, Spanish and Vietnamese.  © Legal Aid NS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