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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 /冠狀病毒 – 家庭虐待、性暴力和其它形式基於性別

的暴力行為  

您可以怎樣幫助？  

給朋友、家人、鄰居和社區成員的建議。  

 

 

 



 

在 COVID 19危機期間，家庭虐待、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其它形式暴力行

為會有所增加。對每個人來說，家不一定是個安全的地方，而我們至關重

要的服務正在面對壓力。作為朋友、家人、鄰居和社區成員，您可以成為

那些遭遇過不幸的人的重要生命線。我們必須讓遭遇過不幸的人知道 他

們並不是孤單的。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發出明確的訊息，就是 不容有

虐待的藉口。     

在危機期間，我們已經看到社區團結在一起時的力量。我們知道在您們當

中有很多人都想做更多的事來支援遭遇過不幸的人。我們已列出了一些有

關如何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基本指引。  

重要的是，要常常記住，遭遇過不幸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最為了解。   

 

基於性別的暴力和虐待行為有哪些不同形式？ 

 性暴力、虐待和剝削;  

 家庭虐待，其中包括 強制性控制；  

  女性生殖器殘割；  

 強迫婚姻；  

 所謂基於「榮譽」的暴力行為；  

 跟蹤騷擾；  

 販運；  

 

壓迫的相交形式  

遭受這些形式虐待的人可能會遭受多種形式的壓迫。不同類別的壓迫影響

到人遭受虐待的經歷，以及如何取得支援。壓迫類別也會是重疊（「相

交」）的，包括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同性戀者恐懼症、跨性別者恐懼

症，以及對殘障人的歧視。   

為了更好地了解以下各方的經驗及其它障礙： 

 移民婦女 – 點擊 這裡。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者（LGBT）中遭遇

過不幸的人 – 點擊 這裡。 

 黑人和少數民族婦女 – 點擊 這裡。 

 遭遇過不幸的殘障者 – 點擊 這裡。 

 遭遇過不幸的聾人 – 點擊 這裡。  

https://twitter.com/ukhomeoffice/status/1249005823763808258
https://twitter.com/ukhomeoffice/status/1249005823763808258
https://twitter.com/RespectUK/status/1244897405046329346
https://twitter.com/RespectUK/status/1244897405046329346
https://rapecrisis.org.uk/get-help/looking-for-information/what-is-sexual-violence/
https://www.womensaid.org.uk/information-support/what-is-domestic-abuse/
https://www.womensaid.org.uk/information-support/what-is-domestic-abuse/coercive-control/
https://www.forwarduk.org.uk/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female-genital-mutilation/
https://southallblacksisters.org.uk/campaigns/forced-marriage-and-honour-based-violence/
https://southallblacksisters.org.uk/campaigns/forced-marriage-and-honour-based-violence/
https://www.suzylamplugh.org/Pages/Category/about-stalking
https://www.refuge.org.uk/our-work/forms-of-violence-and-abuse/modern-slavery/
https://stepupmigrantwomen.org/2019/05/23/research-righttobebelieved/
http://www.galop.org.uk/
https://www.imkaan.org.uk/
http://staysafe-east.org.uk/index.php/domestic-and-sexual-violence/
https://signhealth.org.uk/with-deaf-people/domestic-abuse/


 

 面臨多種不利因素的婦女 – 點擊 這裡。  

 在英國侵害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的普遍性 – 點擊 這裡。  

 

COVID19 的影響 

我們為什麼擔心 COVID 19 對正在遭受虐待的人的影響？– 點擊 這裡。  

 

男性受害者 

家庭虐待也可以影響男性，並且有可取用的建議和支援。同樣重要的是，

要記住，在同性伴侶中家庭虐待的普遍程度與異性伴侶的相似。有關如何

支援遭遇過不幸的男性的建議，點擊 這裡；對於遭遇過不幸的女同性戀

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者(LGBT)，點擊 這裡。  

 

常見誤信的說法  

關於家庭虐待和性暴力有許多誤信的說法。其中包括對受害者具傷害性指

責的態度，例如「她為什麼不就此離開？」，這暗示著遭遇過不幸的人的

行為助長了虐待行為。重要的是，我們要在我們的社群挑戰這些誤信的說

法。  

 

要得知有關家庭虐待的誤信說法的更多資訊，點擊 這裡。  

要得知有關性暴力的誤信說法的更多資訊，點擊 這裡。    

 

 

您可以做些什麼？  

 

在緊急情況下  

 鼓勵遭遇過不幸的人在緊急情況下撥打 999。 

o 讓他們知道有關靜音解決方案（Silent Solution）系統，讓

他們在不能講話時撥打 999的情況下使用。有關更多資訊，點

擊 這裡。。  

o 如果遭遇過不幸的人因是以手語溝通的聾人/有聽力障礙者或

因無法進行口頭溝通而不能打電話，請告知他們關於緊急短訊

服務的使用。取得有關資訊，點擊 這裡。  

 

https://weareagend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1/Multiple-disadvantage-Jan-2019-1.pdf
https://www.endviolenceagainstwomen.org.uk/about/data-on-violence-against-women-and-girls/
https://www.endviolenceagainstwomen.org.uk/covid-19-new-evaw-briefing-urges-government-to-act-now-to-prevent-secondary-abuse-disaster/
https://mensadviceline.org.uk/contact-us/
http://www.galop.org.uk/domesticabuse/
https://www.womensaid.org.uk/information-support/what-is-domestic-abuse/myths/
https://rapecrisis.org.uk/get-informed/about-sexual-violence/myths-vs-realities/
https://www.policeconduct.gov.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search-learning/Silent_solution_guide.pdf
https://www.emergencysms.net/


 

 如果您擔心某人有危險，您應致電 999。   

o 重要的是，要記住，某人可能正在遭受伴侶、前伴侶、家庭成

員或照護者的虐待。  

o 我們知道，鄰居可能會不願意報警。重要的是，要記住，您的

行動可以為遭遇過不幸的人提供至關重要的生命線。  

o 您可能亦會擔心，如果犯罪者懷疑您向警察舉報了虐待行為，

會有什麼事發生。確保採取措施保護自己的安全，並且 永遠

不要與犯罪者對峙。 

o 您也可以通過撥打 101 報警來舉報犯罪行為；或 通過致電

0800 555 111 至滅罪熱線（Crime Stoppers）或 在線上 匿

名舉報犯罪行為。 

 

警察有責任保護所有人。任何人都不應因任何原因而受到歧視，包括其移

民身份。  

 

保持聯繫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找到在這危機中保持聯繫的方法。如果可以，

請與您的朋友、家人和鄰居保持定期聯繫，並問候他們的情況。必

要的是，我們要創造安全的空間和尋求幫助的機會。    

 

 同樣重要的是，要知道儘管採取了封鎖措施，由於有些人的家並不

是安全之地，他們仍可能會在公共場所，這其中也包括了兒童和青

少年。政府已確認，如果有人正在遭受虐待，他們是可以離家去尋

求幫助的。  

 

 遭遇過不幸的人可能會在做我們仍被准許做的事時，例如︰購物、

就醫、必要的工作和做運動時去找機會向外尋求幫助。   

 

如何回應  

如果有人告訴您他們正在遭受虐待，那麼非常重要的是，您：  

 不作判斷地聆聽他們的話。  

o 永遠不要︰因他們受的虐待而責備他們；為那犯罪者的行為給

藉口；問他們為什麼仍沒有離開或叫他們離開。  

 相信他們。  

 確認他們告訴您的事情。   

https://crimestoppers-uk.org/give-information/forms/give-information-anonymously
https://www.bbc.co.uk/news/uk-52081280


 

o 例如「你告訴了我，我真的感到高興」、「這不是你的錯」、

「你並不是孤單的」。  

 問他們需要些什麼，並照著他們所說的而行。   

o 遭遇過不幸的人常常對自己的生活最為了解。重要的是，要有

耐心，並讓他們自己決定進度。 

 如果可能的話，分享有關如何取得專業支援的資訊。  

 如果可能的話，表示可以通過電話或在線上保持聯繫，並問他們用

什麼方式最為安全。  

 如果您與遭遇過不幸的人建立了可信任的關係，則可以與他們商量

定出一個密碼。如果他們需要您代表他們報警，則可以使用此密

碼。   

 

照顧自己  

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可能會對您造成的影響。在為他人提供支援

時，亦要照顧好自己是很重要的。不要承擔過多或是讓自己處身於危險

中，您是可取得專業支援的。  

 

國家求助熱線 

如果朋友、家人、鄰居或社區成員在擔心某人，他們亦可以撥打國家求助

熱線。所有國家熱線均是免費撥打的，並且如果英語不是您的母語，亦可

以提供口譯服務。  

英格蘭：  

24 小時國家家庭虐待求助熱線 

0808 2000 247  

聾人或聽覺不清楚的致電者可以使用英國電信類型通話服務(BT 

Type Talk Service)撥打求助熱線。 

您也可以 在線上 聯絡熱線。  

 

強姦危機國家求助熱線 – 性暴力  

08088 029 999  

每天開放時間為中午 12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及下午 7 時至 9 時 30 分 

可通過 Minicom取用服務，號碼 0208 239 1124。 

 

Karma Nirvana - 基於「榮譽」的虐待及強迫婚姻的求助熱線 

https://www.nationaldahelpline.org.uk/Contact-us


 

0800 5999 247 

您也可以在線上 這裡 與他們聯絡。 

 

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社群人士家庭虐待

的國家求助熱線：  

0800 999 5428  

help@galop.org.uk 

 

遭遇過不幸的男性  

男士諮詢專線 

0808 801 0327  

info@mensadviceline.org.uk   

 

威爾斯： 

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與家庭虐待及性暴力行為的 24 小時生活無懼求助

熱線：：  

0808 80 10 800 

短訊︰07800 77333 

info@livefearfreehelpline.wale  

 

蘇格蘭：  

24 小時家庭虐待與強迫婚姻求助熱線 

0800 027 1234 

您可以使用短訊中繼服務來撥打求助熱線 helpline@sdafmh.org.uk 

 

強姦危機蘇格蘭求助熱線 

08088 01 03 02 

短訊︰077537 410 027 

support@rapecrisisscotland.org.uk  

 

北愛爾蘭：  

24 小時家庭暴力與性暴力求助熱線：  

0808 802 1414 

help@dsahelpline.org 

 

為朋友、家人和鄰居而設的有用資源 

取得更多有關如何支援正在遭受虐待的人的有用資源： 

https://karmanirvana.org.uk/contact/
mailto:help@galop.org.uk
mailto:info@mensadviceline.org.uk
mailto:info@livefearfreehelpline.wales
mailto:helpline@sdafmh.org.uk
mailto:support@rapecrisisscotland.org.uk
mailto:help@dsahelpline.org


 

 強姦危機 – 支援遭遇過性暴力的人  

 安全生活博客 – 給親友的建議 \ 

 安全生活 播客 – 家人和朋友可以如何提供幫助？ 

 婦女援助 – 如何辨識 家庭虐待 和 強制性控制的跡象  

 婦女援助的遭遇過不幸的人手冊– 擔心其他人 \ 

 Karma Nirvana 的關於 強迫婚姻和所謂基於「榮譽」的虐待的常見問

題 
 辨識 販運和現代奴隸制的跡象  

 遭遇過經濟虐待 – 在冠狀病毒爆發期間辨識經濟虐待的跡象 – 

給家人、朋友、鄰居和同事使用。  

 給可能在虐待關係中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LGB)和

/或及跨性別者(T)社群人士(+)的朋友/家人的建議 

 給可能有一個具虐待性/控制性伴侶的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LGB)和/或及跨性別者(T)社群人士(+)的朋友/家人的建議  

 

 

提高意識  

作為一個社區，我們可以幫助打破有關虐待的沉默。我們必須發出明確的

訊息，就是 不容有虐待的藉口，並且 遭遇過不幸的人並不是孤單的。   

分享有關可用支援的資訊： 

您可以幫助確保遭遇過不幸的人知道仍然可以使用國家求助熱線、庇護

所、線上支援和本地支援服務。   

您可以通過在社交媒體、在您的窗門上、公共場所內和其它可見位置發布

有關服務的資訊來提高意識。如果您說其它不同語言，您也可以不同的語

言來分享此資訊，並告知遭遇過不幸的人國家求助熱線能夠提供口譯服

務。取得更多有關可用支援的資訊，點擊 這裡，要取得政府指引，點擊 

這裡.。  

打破沉默  

您可以與朋友、家人、同事和社區團體分享資訊和資源。您亦可以在社交

媒體上分享提高公眾意識的活動。  

不容犯罪者有虐待的藉口  

接近犯罪者時應格外小心，因為這可能會增加遭遇過不幸的人的危險，並

且您不應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   

https://rapecrisis.org.uk/get-help/looking-for-information/supporting-a-survivor/
https://safelives.org.u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riends%20and%20family%20blog%20covid-19.pdf
https://soundcloud.com/domestic-abuse-podcast/how-can-family-and-friends-help-someone-experiencing-domestic-abuse
https://www.womensaid.org.uk/information-support/what-is-domestic-abuse/recognising-domestic-abuse/
https://www.womensaid.org.uk/information-support/what-is-domestic-abuse/coercive-control/
https://www.womensaid.org.uk/the-survivors-handbook/im-worried-about-someone-else/
https://karmanirvana.org.uk/about/faq/
https://www.antislavery.org/slavery-today/spot-the-signs-of-slavery/
https://survivingeconomicabuse.org/resources/
https://survivingeconomicabuse.org/resources/
http://www.galop.org.uk/wp-content/uploads/National-Guidance-for-Friends-Family-of-LGBT-victims-final.pdf
http://www.galop.org.uk/wp-content/uploads/National-Guidance-for-Friends-Family-of-LGBT-victims-final.pdf
http://www.galop.org.uk/wp-content/uploads/National-Guidance-for-Friends-Family-of-LGBT-Users-of-Violence-Abuse-final.pdf
http://www.galop.org.uk/wp-content/uploads/National-Guidance-for-Friends-Family-of-LGBT-Users-of-Violence-Abuse-final.pdf
https://twitter.com/RespectUK/status/1244897405046329346
https://twitter.com/ukhomeoffice/status/1249005823763808258
https://www.womensaid.org.uk/covid-19-coronavirus-safety-and-support-resourc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and-domestic-abuse/coronavirus-covid-19-support-for-victims-of-domestic-abuse


 

對於擔心自己行為會對他人造成影響的人來說，他們是可以取得幫助的。

Respect設有一條求助熱線，為任何需要幫助管理其行為的人提供幫助。

該求助熱線亦開放給關注某人行為的朋友、家人、社區成員和專業人員使

用。  

 

 Respect 求助熱線 

0808 8024040. 

亦可取用網絡聊天服務 

可以在他們的 網站 取得更多資訊。  

 

其它支援方式  

 捐贈給當地支援服務。  

 捐贈給您當地的 食物銀行。  

 請聯絡您的國會議員（英格蘭）、議會議員(威爾斯)、蘇格蘭國會

議員（蘇格蘭）或立法議會議員（北愛爾蘭），並請他們確保政府

在應付 COVID 19 問題時優先考慮受虐的遭遇過不幸的人。   

o 您可以找出誰是您的 英格蘭國會議員， 威爾斯議會議員， 

蘇格蘭國會議員， 北愛爾蘭立法議會議員 

o 閱讀婦女組別致英國首相的一封公開信 這裡。   

 了解更多有關基於性別的暴力的資訊，以及在您的社區中可以採取

哪些措施與之抗爭：  

o 電子學習課程： 

 了解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強姦和性暴力 

o 有關性暴力和性虐待的「強姦危機」專業培訓，請聯絡

training@rapecrisis.org.uk. 

o 成為婦女援助「問我」的社區大使。 

 英格蘭  

 威爾斯  

o 成為婦女援助的 活動優勝者。  

 

 

https://respectphoneline.org.uk/
https://www.trusselltrust.org/get-help/find-a-foodbank/
https://www.theyworkforyou.com/
http://senedd.assembly.wales/mgFindMember.aspx
https://www.parliament.scot/msps.aspx
http://www.niassembly.gov.uk/your-mlas/
https://www.womensaid.org.uk/covid-19-an-open-letter-to-the-prime-minister/
https://www.futurelearn.com/courses/understa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
https://www.idas.org.uk/rapesupport/training/
mailto:training@rapecrisis.org.uk
https://www.womensaid.org.uk/our-approach-change-that-lasts/askme/
https://www.welshwomensaid.org.uk/what-we-do/change-that-lasts/south-wales/ask-me-project/
https://www.womensaid.org.uk/campaign-champ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