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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说明
About this booklet

出于多种原因和情况，人们向法庭申请保护令，
例如防止同事、邻居或者伴侣之外的其他亲戚
伤害自己或者损坏自己的财产。但是，在法庭所
颁发的保护令中，数量最多的是保护妇女免受与
之现在或者过去有亲密关系的男性暴力伤害的
保护令。

本刊物编纂的对象是目前居住在卑诗省、并受到
家庭暴力影响的人士，其中包括孩子和其他住在
一起的亲戚。本刊物信息同样适用于同性伴侣以
及遭受女性伴侣暴力对待的男性。

本刊物不提供法律意见，所提供的信息仅涉及依
据«加拿大刑法» (Criminal Code of Canada)第 
810条规定所颁发的和平保障令，以及依据卑诗
省 «家庭法» （British Columbia Family Law Act）第
183条规定所颁发的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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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或者家暴威胁，要记
住，你不是孤立无援的。警察、受害人服务工作人
员、社区服务以及法院都可以帮助你。

本章概述了在感觉自己处境危险的情况下你可
以采取的紧急措施。第二章介绍了如何在 
«刑法»810规定（文中称为“和平保障令”）和 
«家庭法»保护令（文中称为“家庭法保护令”）之
间做选择。

在本刊物中，“伴侣”一词指： 

• 和你结婚的人或者曾经和你结过婚的人，
• 现在或者曾经以婚居方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

起的人，无论时间长短，或者
• 与你育有孩子的人。

如果你马上有危险
If you’re in immediate danger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或者你的孩子、骚扰或者跟
踪你、威胁要伤害你的身体、或者损坏你的财物，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如果你害怕你的伴侣并且认为他会马上伤害你
自己、你的孩子以及/或者其他人，马上拨打911
报警。（如果你的社区没有911服务，拨打当地警
方紧急电话。）警察会马上采取措施确保你和他
人的安全。

警方会从你和其他人那里收集证据（事实）。它们
不一定是实质性证据或者证人——你的情况，即
你本人的陈述，就是关键证据。之后，可能发生如
下两种情况:

• 如果证据充足，警察可能会逮捕你的伴侣。他
们会提请检诉官（卑诗省司法厅的律师）对他

第1章：帮助就在你
身边
Chapter 1: Help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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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刑事起诉。检诉官会决定是否起诉（或考
虑和平保障令是否更合适）。如果检诉官批准
起诉，你的伴侣就必须出庭受审。

• 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人身攻击或者威
胁等。但是警察可能认为你需要一定的保护，
否则你的伴侣有可能以后会伤害你。这种情况
下，警察可能会提请检诉官为你申请和平保障
令，并且/或者建议你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如果你目前没有危险，但是仍然
担心你的安全
If you aren’t in immediate danger, but still fear for 
your safety

如果你曾经受到过威胁或者经历过家庭暴力，或
者你担心自己或孩子以后的安全，你可以： 

• 让警察或者皇家骑警帮助你申请和平保障
令，或者

• 向法庭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详见第二章决定哪种方式更适合你。)

感到生活安全以及让警察保护你是你的权
利。这是警察的工作。你可以让警察带你去临
时性住所（transition house） 或者安全屋（safe 
house），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例如亲戚或
者朋友家。警察也可以推荐你去当地受害人服
务机构，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你并且和你一
起制定人身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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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帮助
Help for the next steps

如果检诉官申请和平保障令，他们会指导你完
成其中的步骤。记住，检诉官并不是你的个人律
师——他们不代表受害者。检诉官受雇于卑诗省
司法部，代表社会大众。你不需要支付费用给检
诉官。

如果你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你最好请家庭法律师
帮助你出庭，他/她还能就各种安全保障措施给
你提供法律意见。你可以自己聘请律师或者联系
法律援助了解你是否够资格从他们那里得到免
费律师（详见35页）。检诉官不能替你申请家庭法
保护令。但是，你也不一定需要律师——你可以
自己在法庭申请。

你要和当地社区的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联系，了
解更多关于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护法方面的
信息和服务。

如果儿童保护与家庭发展厅介入
你的家庭
If your family is involved with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根据卑诗省法律，无论任何人，如果他/她怀疑
某个孩子有危险或者知道某个孩子受到虐待或
者忽视，他们都必须报告。他们可以联系儿童保
护与家庭发展厅（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CF）的儿童保护工作人员，或者拨
打电话 310-1234 （无区号）给儿童热线 （Helpline 
for Children）。

如果担心你伴侣有家暴，儿童与家庭发展厅给你
派一位儿童保护工作人员，你可以请该工作人员
向法庭申请保护介入令（protective intervention 
order）。这个法庭令会要求你的伴侣在最长6个月
的时间内不许联系孩子。与此同时，你还可以让警
察帮你申请和平保障令或者自己去法庭申请家庭
法保护令。你还可以咨询律师或者了解法律援助
的服务。你还应该联系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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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省受害人服务
Victim Services in BC

卑诗省大多数社区都有免费的受害人服务项目。
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可以提供: 

• 精神上的支持;
• 安全计划;
• 实际的帮助，例如陪你去法庭或者警察局，或

者帮你理解表格;
• 刑事法庭程序、刑事司法体系以及你的案件状

况等方面的信息；以及
• 推介其他社区服务，如果你需要的话。

要联系就近的受害人服务项目，打电话给卑诗
省受害人热线（VictimLinkBC）。卑诗省受害人热
线（VictimLinkBC）是卑诗省和育空地区的一项免
费、24小时服务、保密、多语种的电话服务。它为
所有的刑事犯罪受害人提供信息和推介服务，并
且为遭受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受害人提供紧急
危机支持。

1-800-563-0808

见33页了解详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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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令”是一个通称，由法官在法庭上颁发的，
旨在保护某人免受他人伤害。依据«刑法»法规颁
发的和平保障令和依据«家庭法»颁发的家庭法
保护令是两种“保护令”。

什么是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
护令？  
What are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所有的保护令上都列有一些由法官颁布的规定， 
要求某人遵守这些规定。这些规定旨在保护申请
保护令的人（受害者）。通常情况下，保护令会要求
这个人不能联系受保护人，或者有限制条件的联
系受保护人。

保护令是在基于你安全需要的基础上颁发的。很
有可能禁止你的伴侣同你和/或孩子有直接或者
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你的伴侣不能去你的家或
者工作的地方，不能给你打电话、发邮件或者寄
信，以及通过朋友或者亲戚传话。也有可能还有其
他规定。

违反和平保障令或者家庭法保护令的规定会触
犯刑事法规。如果你的伴侣被定罪，会有严重的
后果。

第2章: 和平保障令
和家庭法保护令
Chapter 2: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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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令登记库 
The 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

保护令登记库是一个保密的电脑数据库，记录
所有卑诗省的保护令资料（包括和平保障令）。
所有的保护令在法官签发之后由法庭输入登
记库。如果你给警察打电话，告诉他们你的伴
侣没有遵守保护令，警察可以随时查阅关于你
的保护令的最新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马上采
取行动执行保护令。
你可以随时拨打卑诗省受害人服务热线一

（VictimLinkBC）的免费电话1-800-563-0808，
以确保你的和平保障令或者家庭法保护令已
经录入了保护令登记库。 

我该选择哪个？
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你可以决定是选择和平保障令还是选择家庭法
保护令，或者两者都选。下表列出了二者之间的
重要区别，有助于你做出选择。

你可以试着同时获得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护
令。前者向刑事法庭申请，后者向家庭法法庭申
请。如果你想两个保护令都要，你就要同时在两
个法庭申请。 

关于和平保障令的相关内容，详见第三章。关于
家庭法保护令的相关内容，详见第四章。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家庭法保护令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和平保障令可以保护你免受任何人的伤害，包括:

• “家庭成员”，

• 你曾经的约会对象，例如男朋友或者前男朋友,

• 同事，或者你并不认识但是骚扰你的人 。

(家庭成员的具体定义参见41页的名词解释 。)

家庭法保护令可以保护你免受“家庭成员”的伤
害，这包括： 

• 你的伴侣或者前伴侣，

• 你孩子的家长或者监护人， 

• 你伴侣的亲戚，或者你孩子家长或者监护人的
亲戚，或者

• 和你住在一起的、你的亲戚。

(参见41页名词解释部分，了解家庭成员的完整
定义。） 

和平保障令可以保护：

• 你本人， 

• 你的孩子， 

• 你目前的伴侣， 以及/或者

• 你的财产。 

家庭法保护令可以保护下列人士： 

• 你本人、你的孩子、以及和你居住在一起的其
他家庭成员，以及

• 其他住在你家里、你伴侣家里、或者你孩子的
家长或者监护人家里的孩子。

即当你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时保护你，为你孩子的
安全、以及或者你目前的伴侣的安全担心时保护
你们。

也就是说，当你害怕有人会伤害你们中的任何人
时，损坏你的财产，或者给你发骚扰材料或者色
情材料时，和平保障令可以保护你。

旨在当你遭受来自于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时保
护你，法律上的“家庭暴力”包括： 

• 人身虐待（或者企图），

• 性虐待（或者企图），

• 情感或者精神虐待，以及 

• 让孩子接触家庭暴力。

(参见41页名词解释部分，了解家庭暴力的完整
定义。） 

你打电话给当地警察或者皇家骑警就能申请和平
保障令，并不是要律师才能申请。如果警察决定
帮你申请和平保障令， 检诉官就会介入。

(如果警察决定不向检诉官提请为你申请和平保障
令，申请和平保障令的更多信息详见15页。）

你可以向法庭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不一定需要律
师——是否请律师由你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
建议你聘请律师。除非你符合法律援助免费律师
的资格，否则你需要自己支付律师费。 

(见35页了解法更多关于法律援助方面的信息。）

如果有法庭聆讯，会是在刑事法庭。 法庭聆讯将会在家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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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令，并不是要律师才能申请。如果警察决定
帮你申请和平保障令， 检诉官就会介入。

(如果警察决定不向检诉官提请为你申请和平保障
令，申请和平保障令的更多信息详见15页。）

你可以向法庭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不一定需要律
师——是否请律师由你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
建议你聘请律师。除非你符合法律援助免费律师
的资格，否则你需要自己支付律师费。 

(见35页了解法更多关于法律援助方面的信息。）

如果有法庭聆讯，会是在刑事法庭。 法庭聆讯将会在家庭法庭。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家庭法保護令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申请和平保障令是免费的。

在省法院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不需要付费。但是去
高等法院申请则必须付费。如果你经济上很困
难，你可以向法庭申请免除你的费用。(见22 – 23

页了解更多关于这两级法院方面的信息。） 

和平保障令的有效期最多是一年。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再申请一个和平保障令 
(详见21页）。

有效期以法官在法令上的规定日期为准。如果
法官没有注明有效截止期，那么就是一年的有
效期。

卑诗省颁布的和平保障令在全加拿大境内有效，
各地警察和皇家骑警都可以执行法令。

 (这就意味如果法令限定的人违反了法令，警察
就可以逮捕他/她。)

卑诗省颁发的家庭法保护令在卑诗省内有效，由
当地警察和皇家骑警负责执行法令。但是，如果
你要搬到其他省/地区去： 

• 你可能可以在当地法庭注册你的卑诗省家庭
法保护令，或者

• 你可能需要在当地法庭另行申请一份保护令。

释放出狱的通知 
Be alerted about a release from jail

你的保护令上的规范对象有可能在省监狱服
刑，你可以联系受害人安全处（Victim Safety 
Unit）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在对方被释放前通知
你。要这样做，你需要先填写一份受害人安全
处通知申请表（Victim Safety Unit Notification 
Application Form）。你可以联系就近的受害人
服务办公室索取该表格，或者登陆网站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riminal-
justice/bcs-criminaljustice-system/if-you-are-
a-victim-of-a-crime/victim-of-crime/victim-
notification 获得该表格。

你也可以直接给受害人安全处打电话进行申
请，他们的电话号码是： 1-877-315-8822。
注意：受害人安全处无法告诉你对方是从 
哪个警察拘禁所释放的。见17页“同警察保持
联系”部分。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家庭法保護令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申请和平保障令是免费的。

在省法院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不需要付费。但是去
高等法院申请则必须付费。如果你经济上很困
难，你可以向法庭申请免除你的费用。(见22 – 23

页了解更多关于这两级法院方面的信息。） 

和平保障令的有效期最多是一年。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再申请一个和平保障令 
(详见21页）。

有效期以法官在法令上的规定日期为准。如果
法官没有注明有效截止期，那么就是一年的有
效期。

卑诗省颁布的和平保障令在全加拿大境内有效，
各地警察和皇家骑警都可以执行法令。

 (这就意味如果法令限定的人违反了法令，警察
就可以逮捕他/她。)

卑诗省颁发的家庭法保护令在卑诗省内有效，由
当地警察和皇家骑警负责执行法令。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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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决定申请和平保障令来保护你自己、你
的孩子、以及/或者你目前的伴侣，你要按照下
面的步骤行事。

我如何得到和平保障令？ 
How do I get a peace bond?

打电话给当地警察或者皇家骑警，告诉他们你需
要和平保障令（法律术语是“810保证书”）。在温
哥华，即使不是紧急情况，你也可以打电话给911
要求和平保障令。

警察会让你讲述具体情况，了解什么事情令你感
到害怕或者认为有危险。

如果你有以前暴力事件的记录，如果你收到过恐
吓信、恐吓语音留言或者网上信息，或者如果有
人曾经见过你的伴侣对你施暴或者威胁你，你要
把这些都告诉警察。

当你和警察谈话时 
When you speak to the police

一定要记下你的案件号码以及警察的名字。如
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顾虑， 最容易的做法是联
系同一个警察，他/她了解你的案子。

接下来会怎样？ 
What happens next?

如果警察认为你害怕的理由很充足，警察就会
给卑诗省检诉部门的检诉官写一份报告，简要
叙述你的情况以及你认为自己需要和平保障令
的原因。

第3章: 和平保障令
Chapter 3: Peace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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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报告还会包括你希望写在和平保障令上
的内容，例如，你可能希望和平保障令禁止你的
伴侣联系你本人、你的孩子、以及/或者你目前
的伴侣。

检诉官会审核报告，看法官是否有可能颁发和平
保障令。如果检诉官认为有可能，他们就会准备
一份“信息”。信息是一份文件， 用来启动申请和
平保障令的法庭程序。然后警察就会在法官或者
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面前宣誓，说自己
有理由相信有必要颁发和平保障令。这称为“信
息宣誓”。如果进行了信息宣誓，法官或者治安法
官（justice of the peace）就会颁发对你的伴侣的
逮捕令或者法庭传票。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必须
就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请出庭。如果你的伴侣不同
意你的申请，那么接下来就会定下庭讯的日期。

如果警察不同意向检诉官申请
和平保障令该怎么办？ 
What if the police don’t agree to ask Crown 
counsel to apply for a peace bond?

如果警察不同意给检诉官写报告申请和平保障
令，你可以咨询律师（你可能需要付费），或者去
就近的法庭登记处要求见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在温哥华，要去位于222 Main Street
的省刑事法庭。）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
可以为你提供你本人进行信息宣誓时所需要的
文件。然后，法官将会决定是否对你的伴侣颁发
逮捕令或者法庭传票。如果法官批准了，检诉官
通常就会负责你的申请并向法庭提出建议。

逮捕令和法庭传票有什么不同？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rrest warrant 
and a summons?

你的伴侣或会被先逮捕再释放（通常带有释放条
件），或会被传唤（被告知）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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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令
An arrest warrant

如果检诉官认定你本人、你的孩子、你目前的伴
侣、以及/或者你的财产需要紧急保护，他/她就
会要求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或者法官
签发逮捕令。逮捕令是一种法庭文件，它允许警
察一旦看到你的伴侣就可以尽快地将他带到看
守所。你的伴侣一旦被逮捕，就会发生下列其中
一种情况： 

• 他/她会很快从警察局看守所被释放，并有可
能在和平保障令聆讯前需要遵守一些“释放条
件”，或者

• 他/她会被关押在警察局看守所，并且在24小
时之内参加保释聆讯（你不需要参加保释聆
讯）。法官会决定是否有条件释放他/她，或者
继续羁押他/她直至和平保障令聆讯。

释放条件最有可能包括：你的伴侣不能和你以及
保护令申请里指明的保护对象有直接或者间接
的联系。也就是说，不能见面，通电话、在网上发
送信息、写信、或者通过朋友或亲戚传话。释放条
件可能还会禁止对方去一些地方，例如你家或者
工作单位。释放条件可能还会禁止他/她吸食毒
品、喝酒或持有枪械。

如果你的伴侣违反了释放条件，他/她会被再次
逮捕，还会“违反”保释条件被刑事起诉。

保释条件不同于法庭颁发的和平保障令上对
他/她的限定。在法官决定是否颁发和平保障令
之前，如果你需要保护，保释条件可以为你提供
安全保障。在和平保障令决定之前，保释条件会
一直有效。

你的伴侣会被告知在指定的日期再次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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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传票
A summons

如果检诉官认为在开庭审理你的和平保障令申
请之前，不需要颁发一些对他/她的限定来保护
你本人（你的孩子、你目前的伴侣、以及/或者你
的财产），检诉官就会要求法庭发送传票而不是
逮捕令。

法庭传票会以邮寄的方式寄给你的伴侣，或者由
警察交给他本人。法庭传票会要求他在指定的日
期出庭。

同警察保持联系 
Stay connected to the police

你要确保警察有你的联系电话、电子邮件、地
址或者你的联系人的电话。当你的伴侣被释放
时，警察会尽量通知你。
你可以联系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或者法庭工
作人员，请他们给你一份你伴侣释放条件的复
印件，并且随时随身携带。如果你的伴侣违反
任何释放条件，要拨打911立即报警。 

之后会怎样？我必须出庭吗？ 
What’s next? Do I have to go to a court hearing?

在法庭定下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请聆讯日期之前，
你的伴侣要出庭。法官会询问你的伴侣，问他/她
是否同意你有充足理由害怕他/她，以及是否同
意法庭颁发针对他/她的和平保障令。如果他/她
同意，法官就会命令他/她“签订”和平保障令。这
也就意味着你的伴侣必须遵守法官写在和平保
障令上的所有规定。这种情况下，就再没有必要
正式开庭审理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请了。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不同意“签订”和平保障令，
法庭就会要他/她参加法庭聆讯，到时候法官会
决定是否要命令他/她“签订”和平保障令。在这
种情况下，你必须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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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诉官会告诉你聆讯日期，还会在聆讯前和你有
一次简短的约谈。见到检诉官时，你可以告诉检诉
官你希望在和平保障令上写上哪些内容。例如，你
可以要求：你的伴侣不能联系你以及/或者你的孩
子，或者他/她只能间接地通过朋友或者亲戚同你
以及/或者你的孩子联系。但是，最终决定和平保
障令内容的人是法官。

法庭聆讯时，检诉官会在法庭上出示证据， 证明
有必要颁发和平保障令，还会传唤你作为主要证
人出庭作证（讲述你的情况）。检诉官会让你向法
官解释为什么你害怕你的伴侣，以及曾经发生了
什么事情导致你害怕他。

检诉官还可以传唤其他证人来证明你说的话。

在聆讯期间，你的伴侣或者他的代表律师（ 如果
他有律师的话）可以向你和你的证人提问。你的伴
侣也可以向法庭陈述他的说法并且请他的证人出
庭作证。如果你不想让你的伴侣问你问题，你可以
要求检诉官指定律师代表对方来问你问题。

如果法官判定你的确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法官就会命令你的伴侣签订和平保障令。和平保
障令上会写明他必须遵守的一系列条件，上面还
有该法令的有效日期（截止日期）。和平保障令最
长有效期是一年。法官有可能要求你的伴侣交纳
一定的抵押金，以确保他/她遵守和平保障令上的
规定。

一旦和平保障令得到批准会如何？
What happens once the peace bond is in place?

一旦和平保障令得到批准，你要请法庭工作人员、
检诉官或者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给你一份复印
件，并且仔细阅读法令以确保自己完全明白上面
的内容。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或者需要制定一
份安全计划，联系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是一个好
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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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庭工作人员会将你的和平保障令录入保
护令登记库，随身携带一份和平保障令的复印件
仍然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和平保障令上的保护对象包括你的孩子，
你还要把法令的复印件给平时你不在时替你照
顾孩子的人，例如学校老师、托儿所工作人员、
教练或者其他教师。告诉他们， 如果你的伴侣
违反了和平保障令上的规定，他们要给警察打
电话。

如果我的伴侣不该出现在我家
门口，但出现了，我该怎么办？ 
What if my partner shows up at my home although 
they aren’t supposed to?

马上打911报警。（如果你所在社区没有911服
务，拨打当地警方紧急电话。）要记住，警察和皇
家骑警可以执行任何和平保障令。你要告诉警察
你有和平保障令，和平保障令上的规范对象违反
了上面的规定。

违反和平保障令上的规定是违法行为。大多数情
况下，尤其是如果你处境危险，警察会逮捕他/她
并且提请检诉官对他/她以“违反”和平保障令规
定的罪名进行刑事起诉。如果不遵守保护令的罪
名成立，他/她就会有刑事犯罪记录，而且还有可
能被判： 

• 缓刑， 
• 罚款，最多5000元，以及/或者 
• 入狱，最长刑期2年。 

法官会根据具体案情、以及对方是否有刑事犯罪
记录以及违反法庭令的记录来决定如何判罚。除
非情况特别严重，或者你的伴侣有违反法庭令的
前科，否则法官通常不会对他/她处以最高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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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和平保障令生效后我想
见他/她或者和他/她谈话，我该
怎么办？ 
What if I want to see or talk to my partner after the 
peace bond is in place?

一旦签署和平保障令，法令上的规范对象就必
须遵守保护令上的规定。如果他/她违反规定，就
是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如果有“禁止联系”条
款，即使你想要你的伴侣联系你，他/她也不能那
样做（除非法官更改和平保障令）。如果你联系
他/她，例如请他/她来你这里，他/她可能会被逮
捕。（但是，你不会因为联系你的伴侣而受到起
诉，因为保护令不是限制你——而是保护你。）

如果我想改变和平保障令，我该
怎么办？ 
What if I want the peace bond changed?

要记住和平保障令是用来保护你的。在你提出
任何改变之前，你应该和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
联系，了解改变法令会给你的人身安全造成什
么影响。如果你仍然想要改变和平保障令，请联
系检诉官。这最终由法庭决定，但是法官会考虑
你的意愿。

如果我搬到其他省去该怎么办？ 
What if I move to another province?

加拿大任何地方的警察或者皇家骑警都可以执
行卑诗省签发的和平保障令。你可以去找当地的
警察，给他们看你手头的和平保障令的复印件，
并告诉他们你的情况。通过全加拿大联网的计算
机系统，任何省或者地区的警察都可以核查和平
保障令的内容并且执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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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遵守和平保障令上的所
有规定会怎样？ 
What happens if my partner follows everything the 
peace bond says?

如果你的伴侣遵守了和平保障令上的所有规定，
保障令就会终止，之后也不会再有其他事情。和
平保障令不是刑事犯罪，你的伴侣不会因为签订
和平保障令而因此留下刑事犯罪记录。

如果和平保障令快失效了但是
我仍然担心自己的安全，我该怎
么办？ 
What can I do if the peace bond is about to end 
and I’m still afraid for my safety?

和平保障令的有效期是一年，一年后失效。如果
你仍然担心自己的安全并且想再申请一份和平
保障令，你要联系警察。要获准一份新的和平保
障令，法官必须认定你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你本人
的安全，以及/或者你的孩子或者现伴侣的安全。
如果你的伴侣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违反过和平
保障令上的规定，法官在考虑是否批准新的法令
之前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这就是为什么报告
对方违反保护令非常重要，或者你至少自己要把
对方违反规定的情况尽可能的详细记录下来。

如果你仍然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你可以向律师或
者法律援助进行咨询，了解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即使你的和平保障令仍在有效期内，你也可以申
请家庭法保护令。要记住，你还可以把你的情况
告诉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帮助你制定
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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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家庭法保护令
Chapter 4: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省法院
Provincial Court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程序比较简单并且不是很正式。 程序比较复杂并且比较正式。

没有法庭费用。

除非你够资格获得法律援助，否则你必须自己支
付大约280加元的法庭“立案”费（如果你已经
在高等法院备案，你需要缴纳80元）。

如果你无力支付法庭费用，你有可能可以免去这
个费用。

请登陆卑诗省家庭法网站，见自助指南“申请
法庭令时如何免除法庭费用”（“How to get an 
order to waive fees”）了解更多信息，网站地址
familylaw.lss.bc.ca/guides/waiveFees/index.php 。

你可以单独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或者在申请抚
养令和抚养费/赡养费法令的同时申请家庭法保
护令。

(你不能在省法庭申请关于财产和离婚方面的 
法令。） 

你可以单独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或者在申请抚养
令、抚养费/赡养费、离婚或财产方面的法令的
同时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注意，如果你在两级法庭申请不同的法令，你可
以在两个法庭同时提交申请。（只有关于安全方
面的法令会写在保护令里面。）

注意，如果你在两级法庭申请不同的法令，你可
以在两个法庭同时提交申请。（只有关于安全方
面的法令会写在保护令里面。）

在法庭上本人当庭提供证据或者以宣誓书的形式
提供证据。 法庭通常允许以宣誓书的形式提供证据。 

(宣誓书是一份文件，你写下自己的证据，而不
是在法庭陈述。）

(宣誓书是一份文件，你写下自己的证据，而不
是在法庭陈述。）

省法庭在省内各地比较多。 高等法庭在省内各地比较少。

一旦你决定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来保护你自己（以
及/或者其他有危险的家庭成员），你要按照下面
的步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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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
Provincial Court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程序比较简单并且不是很正式。 程序比较复杂并且比较正式。

没有法庭费用。

除非你够资格获得法律援助，否则你必须自己支
付大约280加元的法庭“立案”费（如果你已经
在高等法院备案，你需要缴纳80元）。

如果你无力支付法庭费用，你有可能可以免去这
个费用。

请登陆卑诗省家庭法网站，见自助指南“申请
法庭令时如何免除法庭费用”（“How to get an 
order to waive fees”）了解更多信息，网站地址
familylaw.lss.bc.ca/guides/waiveFees/index.php 。

你可以单独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或者在申请抚
养令和抚养费/赡养费法令的同时申请家庭法保
护令。

(你不能在省法庭申请关于财产和离婚方面的 
法令。） 

你可以单独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或者在申请抚养
令、抚养费/赡养费、离婚或财产方面的法令的
同时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注意，如果你在两级法庭申请不同的法令，你可
以在两个法庭同时提交申请。（只有关于安全方
面的法令会写在保护令里面。）

注意，如果你在两级法庭申请不同的法令，你可
以在两个法庭同时提交申请。（只有关于安全方
面的法令会写在保护令里面。）

在法庭上本人当庭提供证据或者以宣誓书的形式
提供证据。 法庭通常允许以宣誓书的形式提供证据。 

(宣誓书是一份文件，你写下自己的证据，而不
是在法庭陈述。）

(宣誓书是一份文件，你写下自己的证据，而不
是在法庭陈述。）

省法庭在省内各地比较多。 高等法庭在省内各地比较少。

我如何申请家庭法保护令？ 
How do I apply for a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

你可以去省法院或者高等法院申请家庭法保护
令。一旦选择好法院，你就要填写相关的法庭申
请表。网上有法庭表格，你也可以去法庭领取。在
选择去哪一个法院时，参考下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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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 
如果你眼下有危险，要马上打 911报警。（如果
你所在地区没有911服务，拨打你所在地区的
警方紧急服务电话。）

我需要律师吗？ 
Will I need a lawyer?

你不需要律师也可以自己在省法院或者高等法院
申请家庭法保护令，但是最好能有律师。如果你不
够法律援助免费律师的资格而且自己又请不起律
师，还有一些机构可以帮助你。见33页“谁可以提
供帮助”。

如果你请律师帮你去省法院或者高等法院申请这
个法令，除非你够资格从法律援助那里得到免费
律师，否则你需要给律师付费。

如何获得法庭表格？ 
How do I get the court forms?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所有相关表格。这些表格的名
称见下文。你要和法庭登记处确认，了解是否还有
其他额外表格需要填写。

高等法院表格
For Supreme Court

• 家庭法通知书——Notice of Family Claim 
(Form F3)(除非你已经在法庭备案)

• 申请通知书——Notice of Application 
(Form F31)

• 宣誓书——Affidavit (Form F30)

• 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 (Form F54)

• 申请同意令或无通知令——Requisition for 
consent order or for order without notice (Form 
F29) (见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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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表格
For Provincial Court

• 法令申请书——Application to Obtain an 
Order (PCFR Form 1)

• 动议通知书——Notice of Motion 
(PCFR Form 16)

• 宣誓书——Affidavit (PCFR Form 17)

高等法院的表格可登录网站：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 
/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
family-forms。

省法院的表格可登录网站 www2.gov.bc.ca/gov 
/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
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或
者去你当地的省法院索取。(当地省法庭地址可
上网了解：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 
/courthouse-services/courthouse-locations。) 

你也可以登录卑诗省家庭法网站  familylaw.lss.
bc.ca,了解相关信息和表格链接。

如果你有律师，他们会帮你填写表格、去法庭登
记处盖章登记。但是，你需要给律师提供他们需
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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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告知我的伴侣我在申请家
庭法保护令吗？如果我马上就需
要保护令该怎么办？ 
Does my partner need to know that I’m applying? 
And what if I want the order right away?

有三种选择，你可以和你的律师或者当值律师
商量：

• 不告诉你的伴侣,
• 告诉你的伴侣，但是迅速得到法令，
• 告诉你的伴侣，并按照正常程序申请。

(你无需亲自告诉你的伴侣你要去法庭申请法令。
你通过“送达”的方式通知他们：或者递送文件（通
过邮寄等），或者雇专人将文件交给他/她本人。)

就第一种选择而言，如果通知你的伴侣会对你的
安全造成危险，你不需要告诉他/她。这称为“无
通知”申请。这是不同于常规做法的特例。在常规
做法中，法官在决定法令之前，都必须听取涉案
双方在法庭的陈词。而你必须告诉法庭为什么申
请很紧急、以及为什么告诉你的伴侣会给你带来
危险。你需要向法官全面陈述你的情况。

如果法官批准了保护令，一份法庭令的复印件必
须送达(送递)给你的伴侣。

如果你的伴侣在卑诗省，你可以向法庭提供
送达法庭令的地址，法庭登记处会替你将保
护令送达给他/她。但是，如果法官要求你自
己安排文件送达，请登陆卑诗省家庭法网站， 
familylaw.lss.bc.ca，在自助指南部分了解送达
文件的程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伴侣在哪里，
你可咨询律师或者询问法庭登记处，了解其他送
达方式。）

你的伴侣也可以随后去法庭申请撤销或者更改
该法令。只有你的伴侣能够向法庭证明并不存在
家庭暴力，法庭才会更改或者撤销该法令。

第二种情况针对的情形是：你认为等太长时间才
拿到保护令会不安全。这种情况下，你的伴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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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要申请保护令，但是你向法庭申请“短时许可
或者紧急许可”，要求法庭加快审理。你的伴侣在
出庭前，只有很短的时间做出回复。

就第三种选择而言，你的伴侣会知道你要申请保护
令，他/她也会在出庭前，有正常的时间做出回复。

我必须参加法庭聆讯吗？ 
Do I have to go to a court hearing?

除非你申请的是无通知法令（见上文），否则你和
你的伴侣都必须出席家庭法保护令申请聆讯。

如果你有律师，律师会和法庭登记处工作人员联系
安排聆讯日期。如果你没有律师，法庭登记处工作人
员会通知你出庭日期。你要将自己的家庭法保护令
申请文件递送给你的伴侣，通知他/她参加聆讯，这
是你的责任。

法庭聆讯时会是什么情况？ 
What happens at the court hearing?

根据是省法院还是高等法院以及你是否有律师，
具体的法庭聆讯情况会有所不同。

在省法院 
In Provincial Court

• 如果你有律师，律师会代表你，包括告知法庭你
希望法令包含哪些内容，但是你需要出庭作证。
这也就是说，你的律师会让你:
• 在宣誓下，向法官解释你为什么需要该指令，

或者
• 告诉律师事实，然后由他们将内容整理在宣

誓书（宣誓文件）里，呈送给法庭。
• 如果你没有律师，法官会要求你解释你的情况，

并说明你希望法令上有哪些内容。

你或者你的律师还可以传唤证人来作证。尽管这不
是必要的——你自己的证词或者宣誓书就足够了。



 28 保护你

在聆讯期间，你的伴侣（或者他/她的律师）可以
向你本人或者你的证人提问。或者，他/她也可以
向法庭提交自己的宣誓书，陈述他/她的情况并
传唤自己的证人。

在高等法院
In Supreme Court

• 如果你有律师，你的律师会代表你，用你或你
的证人的宣誓书（宣誓文件）来证明你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你不需要在法庭上陈述情况，除
非是法庭审判。很少会有人去高等法院申请审
判程序，因为费用高，而且审判排期时间很长。
通常情况下，你的律师会去法庭做时效短的申
请，而不会选择漫长且正式的审判程序。

• 如果你没有律师，法官会要求你陈述情况，并
且向法庭呈交你本人和其他证人的宣誓书。

你的伴侣（或者他/她的律师） 也会呈交他/她的
宣誓书来证明他/她自己的说法。

法官如何判决？  
How does the judge decide?

法官会根据法庭聆讯时双方提供的事实作出判
决，同时他/她还会考虑下列一些因素：

• 你的伴侣的任何家庭暴力史； 
• 家庭暴力是否越来越严重/频繁; 
• 精神方面的虐待是否有一个模式，即强迫你或

者家里其他人做他/她想要做的事情； 
• 你目前和伴侣的关系，包括你们是否已经分居； 
• 你伴侣的一些问题，例如吸毒、工作状况或者

经济问题、精神健康问题以及是否有机会接触
武器等方面的情况；以及

• 你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一些情况，例如是否怀
孕或家庭状况，或者你是否在经济上依赖于你
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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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可以就什么内容进行判决？ 
What can the judge decide?

如果法官批准你的家庭法保护令申请，法令上就
会写明他/她必须遵守的具体规定。法官可以下
令禁止你的伴侣： 

• 直接或者间接地和你联系； 
• 发关于你的消息或者照片；
• 去你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会去的地方，包括学

校、商业场所、以及家——即便房子是他/她名
下的财产； 

• 跟踪你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以及 
• 持有武器。

在一些规定的条件下，法官可以允许你们联系。
法官还可以： 

• 告诉警察陪你去你的住所取个人用品； 
• 没收他的武器；以及 
• 要求你的伴侣向法庭报告。 

但是，如果你的伴侣能够向法庭证明不存在家庭
暴力的危险，法官可以驳回你的申请。

如果你的申请被驳回，你可以向你的律师或者
当值律师咨询再次申请家庭法保护令或者申请
执行令（conduct order）。执行令规定了你的伴侣
对你、你的孩子、以及其他受影响的人可以做或
者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同于家庭法保护令的是，
违背执行令不会导致刑事犯罪，因此，法官可能
更愿意颁发这样的法令，而不是家庭法保护令。
如果你的伴侣违反了执行令，那么你就需要去
法庭申请执行法令。法官可能会对你的伴侣进
行罚款、颁发更严格的执行令，或者颁发家庭法
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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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令是如何准备的？ 
How is the order prepared?

除非法官另作规定，否则法庭工作人员会替你准
备好法庭令。法官一旦签字，法庭工作人员就会把
法令录入到保护令登记库。法官口头批准之时，保
护令即刻生效。

拿到法庭令后我该怎么办？ 
What do I do with the order?

你可以向你的律师或者法庭工作人员要一份法庭
令的复印件，你还要仔细阅读法令以确保自己完
全明白上面的内容。要确认上面的名字、地址和生
日都是准确的。随身携带一份家庭法保护令的复
印件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你的伴侣违反其中某项
规定，你可以出示手头的法令给警察看。

如果家庭法保护令上的保护对象包括你的孩子，你
还要把法令的复印件给平时你不在时替你照顾孩
子的人，例如学校老师、托儿所工作人员、教练或者
其他老师。告诉他们，如果你的伴侣违反了家庭法
保护令上的规定，他们要给警察打电话。

如果我的伴侣不该出现在我家门
口，但是出现了，我该怎么办？ 
What if my partner shows up at my home although 
they aren’t supposed to?

马上打911报警。（如果你所在社区没有911服务，
拨打当地警方紧急电话。）要记住，警察和皇家骑
警可以执行任何家庭法保护令。你要告诉警察你
有依据家庭法颁布的保护令，保护令上的规范对
象违反了法令上的规定。（如果你有律师，给律师
打电话也是一个好主意。） 

违反家庭法保护令上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保护令
上写明了这点，所以你的伴侣是知道的。如果他们
违反保护令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会逮捕
他/她（尤其你有危险的情况下）。然后警察会要求
检诉官他/她进行刑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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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违反保护令的罪名成立，他/她就可能会被判罚
款、入狱或者缓刑。他/她还会有刑事犯罪记录。法
官会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如何判罚。除非情况特别严
重，或者你的伴侣有违反法庭令的前科，否则法官
通常不会对他/她处以最高刑罚。

如果在法令生效后我想见我的伴侣
或者和我的伴侣谈话，我该怎么办？ 
What if I want to see or talk to my partner after the 
order is in place?

一旦签发家庭法保护令，法令上写明的规范对象就
必须遵守保护令上的规定。如果你的伴侣违反规
定，就是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如果上面有“禁止联
系”条款，即使是你想要你的伴侣联系你，他/她也不
能那样做（除非法官更改家庭法保护令）。如果，举
一个例子，你邀请你的伴侣见你，警察可能会逮捕
他/她。（但是，你不会被刑事起诉，因为保护令不是
为了限制你——而是为了保护你）。

如果我想改变或者撤销保护令，我
该怎么办？ 
What if I want the order changed or cancelled?

要记住家庭法保护令是用来保护你的。在你提出任
何改变之前，你应该和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以及/或
者律师联系，了解改变法令会给你的人身安全造成
什么影响，以及/或者对你的案件会有什么影响。如
果你仍然想要改变或者撤销家庭法保护令，你要去
发出保护令的法院提出申请。

如果我搬到其他省去该怎么办？ 
What if I move to another province?

新地方的警察或者皇家骑警有可能可以执行你的卑
诗省家庭法保护令。你要咨询当地的法庭登记处。法
庭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你是否需要（以及怎样）在他们
那里注册你的卑诗省家庭法保护令，或者你是否需
要申请新的保护令。他们可能会让你带一份你的卑
诗省家庭法保护令的复印件去当地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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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遵守法令上的所有规定会
怎样？ 
What happens if my partner follows everything the 
order says?

如果你的伴侣遵守了家庭法保护令上的所有规定，
而且你也不再害怕他/她，也不需要延长保护令时
间，法令就会到期（终止），之后也不会再有事情。家
庭法保护令不是刑事犯罪，你的伴侣不会因为这个
法令而留下刑事犯罪记录。

如果法庭令快要失效但是我仍然
担心自己的安全，我该怎么办？ 
What can I do if the order is about to end and I am 
still afraid for my safety?

家庭法保护令的有效期长短由法官决定。如果法
官没有在法令上特别注明截止日期，法令的有效
期就是一年。如果你的家庭法保护令快要到期了
但是你仍然担心自己的安全， 你可以和你的律师
或者法律援助联系，考虑再申请一个家庭法保护
令。要获得批准， 你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让法官相
信你的安全令人担忧，或者你要向法庭提供新的
证据。如果你的伴侣违反过保护令，那会有利于你
说服法官获得新的保护令。这就是为什么报告和
记录对方的任何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很重要了。

你可以考虑联系受害人服务工作人员，他们可以
帮你制定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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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皇家骑警
Police/RCMP

如果情况紧急，要拨打911报警。如果你的社区没
有911服务，拨打当地的警方紧急电话。其他情况，
请拨打警方的非紧急电话。

卑诗省受害人服务热线
VictimLinkBC

打电话给卑诗省受害人服务热线（VictimLinkBC）:

• 了解你所在地区的受害人服务、辅导服务、或者
外展服务，

• 查找临时性住所，或者
• 确保你的和平保障令或者家庭法保护令已录入

了保护令登记库。

受害人服务热线可用110多种语言提供服务，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

第5章: 谁可以提供
帮助
Chapter 5: Who Can Help

1-800-563-0808 (免费电话)
 604-875-0885 (如需对方
付费电话，致电 711 TELUS 
Relay Service，TELUS 中转
业务）
604-836-6381

电话: 
供语音转文本服务（TTY） : 

发短信:
victimlinkbc@bc211.ca 
victimlinkbc.ca  

受害人服务项目
Victim service programs

卑诗省政府为全省各地160多个受害人服务项
目提供资金，该类服务项目为犯罪受害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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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推介服务、精神支持、安全计划制定以及
一些实际的帮助。这些服务是免费的。要了解你
所在地区的受害人服务项目，请拨打卑诗省受害
人服务（VictimLinkBC）热线，或者登陆网站了解，
网址 www2.gov.bc.ca/assets/gov/law-crime-and-
justice/criminal-justice/bc-criminal-justice-system/
if-victim/publications/victim-service-directory.pdf。

VictimLinkBC: 1-800-563-0808 (免费电话)

针对遭受过暴力的女性的辅导和
外联服务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unselling and outreach 
programs

卑诗省政府为240多个服务项目提供资金，专门为
遭受过暴力的女性和受家暴影响的孩子提供辅导
和外展服务： 

• 停止暴力辅导项目（Stopping the Violence 
counselling programs）提供单独辅导以及小组
辅导，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儿时遭受过虐待的妇
女、遭受过性虐待的妇女，以及遭受过家庭暴
力的妇女。

• 预防、教育、倡导、辅导和赋权  （PEACE — 
Prevention， Education，Advocacy，Counselling 
and Empowerment）项目为年龄在 3 至 18 岁
之间的，目击过家庭虐待、威胁、暴力的儿童提供
单独和集体辅导服务。

• 外展服务项目（Outreach Service programs）为
服务对象提供精神支持、信息和推介服务、陪
同服务以及接受其它必要服务时所需要的交
通服务。

• 多元文化外联服务项目(Multicultural Outreach 
Service programs）为移民提供服务，以确保移
民们可以从讲他们语言并且了解他们文化的工
作人员那里得到帮助。

这些都是免费服务。要了解你当地的服务项目，请
给卑诗省受害人服务热线打电话。

1-800-563-0808 (免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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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住所
Transition house programs

临时性住所(transition houses)、安全屋(safe 
homes)和第二阶段住房项目（second stage 
housing program）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为遭受过
家庭暴力或者有危险的女性（无论是否有孩子）
提供临时住所和支持服务。要了解更多信息，请
登陆卑诗省房屋局网站，bchousing.org/housing-
assistance/women-fleeing-violence/transition-
houses-safe-homes，或者打电话给卑诗省受害人
服务热线。

1-800-563-0808 (免费电话)

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协会） 
Legal aid (Legal Services Society)

如果你需要律师但是又没有钱请律师，你有可能
够资格得到免费律师替你打官司。法律援助为经
济上符合规定、并且其法律问题在他们的服务范
围内的申请人提供免费的律师服务。如果你以
及/或者你的孩子有遭受你的伴侣暴力虐待的风
险，你可以从法律援助那里得到免费律师。其他
符合法律援助的情况包括：如果你对孩子的抚养
时间、接触时间或者亲子时间遭到拒绝，或者如
果由于情感或者精神方面的创伤导致你无法自
己打官司。

你可以拨打免费的法律援助省电话中心 （电话
号码如下），或者去你所在地区的法律援助办公
室申请法律援助。要查询你所在地区就近的法律
援助办公室电话号码，你也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
legalaid.bc.ca/legal_aid/legalAidLocations.php。

如果你不说英语而且你也没有人帮你翻译， 法
律援助可以支付口译服务费用。如果你的法律援
助申请遭到拒绝，你也可以要求法律援助重新审
核你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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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人帮助你申请法律援助，你可以联
系专门为女性提供服务的机构。这类机构通常
都有了解这方面程序并且可以帮助你申请的倡
导者。 

法律援助电话中心:
Legal Aid Call Centre:

大温哥华地区: 604-408-2172

卑诗省其他地区: 1-866-577-2525 (免费电话)

家庭法当值律师
Family duty counsel

如果你不够法律援助免费律师的资格，你仍然有
可能够资格从家庭法当值律师那里获得免费法律
意见。如果你的经济收入符合规定，当值律师可以
就你的家庭法问题为你提供帮助。当值律师可以
给你提供法律意见。如果案情简单，他们还可以在
法庭上做你的代表律师。即便你的收入超过他们
的规定， 当值律师也还是有可能帮助你的。要了
解有当值律师服务的法庭地点以及他们的服务时
间，你可以： 

• 登录法律服务协会网站查询，网址是  
legalaid.bc.ca/legal_aid/familyDutyCounsel.php, 

• 打电话给你当地的法律援助办公室 （见 
legalaid.bc.ca/legal_aid/legalAidLocations.php），
或者

• 给你当地的法庭登记处打电话咨询。要查 
询法庭登记处的电话，你可以登陆网站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
courthouse-services/courthouse-locations。

律师推介服务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如果你自己没有律师，你可以打电话给律师推介服
务。他们会给你一位你所在地区的律师的姓名和
电话。你可以和律师有个简短的会面，律师收取25
元再加税的咨询费。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cbabc.org/For-the-Public/Lawyer-Referral-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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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温地区:   604-687-3221

卑诗省其他地区:  1-800-663-1919 (免费电话)

卑诗省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

卑诗省公益法律服务社团在全省各地设有免费
的法律服务所，为无法得到法律援助或者没有钱
聘请律师的人士提供服务。

大温地区:   604-878-7400
卑诗省其他地区:  1-877-762-6664 (免费电话)
accessprobono.ca

家庭法专线
Family LawLINE

如果你是低收入人士，你有可能够资格通过电话
获得家庭法律师提供的免费法律意见服务。请打
电话给法律服务协会的电话中心：

大温地区:  604-408-2172
卑诗省其他地区:  1-866-577-2525 (免费电话)

司法服务中心
Justice Access Centres

司法服务中心位于纳奈莫（Nanaimo）、温哥华和
维多利亚。你可以去中心：

• 了解关于家庭法和民法方面的司法体系以及
法庭程序， 

• 获得法律信息， 
• 索取和填写法庭表格， 
• 了解如何获得免费法律意见服务，以及 
• 了解如何通过不用去法庭的方式解决你的法

律问题。

要了解更多情况，请登录网站：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about-bcs-justice-system/jac。

mailto:victimlinkbc@bc21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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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温哥华的司法服务中心还提供自助和信
息服务（无需预约），中心的地址是 290 – 800 
Hornby Street, Vancouver, BC 。要了解更多司法服
务中心的情况，请登录网站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about-bcs-justice-system 
/jac/how-to-find-us/vancouver。

家庭司法辅导员
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s

全省各地的家庭司法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res）都有家庭司法辅导员。他们可以给你提
供省法院法庭程序以及家庭法方面的信息，包括
抚养孩子以及抚养费/赡养费方面的内容。家庭
司法辅导员还提供纠纷解决服务以及社区资源
推介服务。他们的服务是免费的，但是低收入人
士可以优先获得服务。

你可以打电话给卑诗省服务中心（Service BC），
请接线员把你转到就近的家庭司法中心：

大温地区:  604-660-2421
大维多利亚地: 250-387-6121
卑诗省其他地区: 1-800-663-7867 (免费电话) 
语音转文本服务: 604-775-0303 (温哥华)
语音转文本服务: 1-800-661-8773 (卑诗省其 
                         他地区) 
www2.gov.bc.ca/gov/content/life-events 
/divorce/family-justice/who-can-help/family-
justice-counsellors

卑诗省同性恋热线
QMUNITY

为同性恋人士、双性人士以及变性人士提供信
息、推介服务以及同伴支持。服务时间，早10点至
晚7点（周一至周五）

大温地区: 604-684-5307 (分机号100)
qmunit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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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11
免费的电话服务，提供关于社区、政府和社会服务
方面的免费信息和推介服务。

211 (24 小时服务)
bc211.ca

有用的网站
Useful websites

卑诗省家庭法网站
Family Law in BC website

法律协会网站的家庭法网站关于家庭法方面的信
息，包括:

• 具体的指导自助申请指南，帮助你在家庭法法
庭申请保护令,

• 法庭表格链接， 
• 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的机构和人的链接, 以及
• 其他更多内容。

familylaw.lss.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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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法律
Clicklaw

为卑诗省民提供法律信息、教育以及帮助方面的
链接。你可以在该网站上了解你的法律权利，了
解解决你的法律问题的不同选择，找到提供法律
帮助的免费电话，并且了解关于家庭法和法律体
系方面的信息。

clicklaw.bc.ca

卑诗省政府
BC Government

卑诗省政府网站提供法律信息以及法庭表格的
链接:

• 高等法院: www2.gov.bc.ca/gov/content 
/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
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 省法院: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 
/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
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请登录网站  www2.gov.bc.ca/gov/content 
/justice/criminal-justice/bcs-criminal-justice-
system/if-you-are-a-victim-of-a-crime/victim- 
of-crime了解受害人服务方面的信息。 

卑诗省法律
BC Laws

本网站提供卑诗省所有法律法规的链接，包括 
«家庭法»。

bclaws.ca

MyLawBC 网站(法律服务协会)
MyLawBC website (Legal Services Society)

网站提供有指导性的内容，帮助读者采取实际行
动，包括虐待和家庭暴力方面的内容。

mylaw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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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需要 
了解的法律术语
Glossary — Legal terms to know

宣誓书
Affidavit

宣誓书是一份关于你的案件事实的文件（换言
之，你的证据）。通常情况下，你需要把你的情况
写成书面的形式，而不是在法庭上本人做陈述。
你必须宣誓你的宣誓书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你
可以请律师、公证员、宣誓员来完成宣誓程序，见
证你在宣誓书上签字。

家庭成员
Family member

根据卑诗省法律，“家庭成员”指：

• 和你结婚的人或者曾经和你结过婚的人， 
• 现在或者曾经以婚居方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

起人，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不计， 
• 你的孩子的家长或者法定监护人， 
• 与上述类别人士居住在一起的、并且是上述类

别人士的亲戚的人， 
• 和你住在一起的亲戚，以及
• 你自己的孩子。 

家庭暴力
Family violence

根据卑诗省法律，“家庭暴力”指对于家庭成员
的虐待，这包括： 

(a）人身虐待（包括关起来或者不给提供食物和  
      基本用品），
(b）性虐待，
(c）企图进行人身虐待或者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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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情感或者精神虐待，包括 
(i）对人、宠物或者财产的骚扰或者威胁,
(ii）不合理的限制（经济和人身方面）,
(iii）跟踪,
(iv）损坏财物，以及

(e）让孩子目睹家庭暴力。

保护令
Protection orders

保护令是由法官在法庭上颁发的文件，目的在于
保护某个人免受另外一个人的伤害。

保护令可以是：

• 和平保障令—由刑事法庭法官颁发。 你要请警
察或者皇家骑警帮助你申请这个法令。

• 保护令—依据卑诗省«家庭法»（Family Law 
Act），由家庭法庭法官签发。在本刊物中，我们
称之为“家庭法保护令”。你要去法庭申请这
个法令，可以有律师帮助你，可以自己申请。

• 无接触令—在犯罪嫌疑人获得保释或者犯罪人
判刑时，由刑事法庭法官签署这类法令。要了
解更多信息，请上网阅读法律服务协会出版的
信息简章：«如果你有无接触令»（If You Have a 
No Contact Order Made Against You），网站地址
是 legalaid.bc.ca/read。

送达
Serve

当申请法庭文件时，你通常需要把法庭文件送达
给其他案件涉及到的人。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们
提供文件。

• 有些文件可能需要专人送达（personal service）。
就是说必须有人亲手把文件送给需要收到文
件的人。你不能自己这样做——你必须找其他
人替你送达文件，这个人必须年龄超过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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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文件可以送递（在高等法庭称为常规 
送递）。就是说，文件可以送递、邮寄、传真或
者发电子邮件给接收人。

配偶
Spouse

根据卑诗省法律，“配偶”通常指的是：

• 和你结婚的人或者曾经和你结过婚的人； 
• 目前或者曾经以婚居方式和你共同生活超过

2年以上的人[通常称为同居伴侣（common-
law）]；或者

• 目前或者曾经以婚居方式和你共同生活不足
2年、但是是你孩子另一方家长的人。

配偶可以是同性或者异性伴侣。（注意，在涉及
到某些财产和福利金问题时，伴侣的定义比较
狭窄。）

在本刊物里，我们用“伴侣”这个词指代“ 配偶”，
但是在本刊物中“伴侣”还包括：

• 目前或者曾经以婚居方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
起的人，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不计， 以及

• 从未与你一起生活过、但是是你孩子家长的
人。

宣誓
Swear

宣誓指的是就宣誓书里的内容或者在法庭上的
陈述发誓说，依据你最大的认知和信仰那些内
容都是真实的。非宗教性质的类似做法是郑重
申明（affirm），你在律师、公证员或者宣誓员面
前、或者如果在法庭上陈述在法官面前宣誓或
者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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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本刊物：«保护你：和平保障令和
家庭法保护令» 
How to get For Your Protection: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公共安全与监察部 
(Ministry of Public Safety and Solicitor General)

受害人服务及犯罪预防处  
(Community Safety and Crime Prevention Branch)

302 – 815 Hornby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E6

电话:  604-660-5199

传真: 604-660-1635

电子邮件: victimservices@gov.bc.ca

订阅本刊物和其他刊物，登录网站:
crownpub.bc.ca 

在出版物快速链接 （Quick Links）下面，点击卑诗
省法律教育和信息（BC Public Legal Education & 
Information）。

订阅方面的问题？
604-601-6000
distribution@lss.bc.ca

在线阅读
legalaid.bc.ca/read

«保护你：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护令» 有多种
语言版本：英文、法语（仅能在线阅读）、旁遮普
语 、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要了解你所在地区有的服务，请打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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