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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冊子
About this booklet

一般人尋求法庭指令以作保護，在不同的情況
下，有不同的原因 -- 例如：幫助預防受同事、鄰
居、或配偶以外的親屬以暴力對待或毀壞財物。
然而，法庭指令大都是頒發給那些尋求保護的
婦女免受現在或從前有親密關係的男伴滋擾。

這冊子為了卑詩省內受家庭暴力影響的人士，包
括家中的孩子或親屬而編寫。冊子所載的資訊
適用於那些同性關係的伴侶及因女伴滋擾而需
受保護的男士。

這冊子不包含法律意見。它只是根據「加拿大刑
事法規」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第810條所頒
發的「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以及根據 

「卑詩家庭法法案」 (Family Law Act of BC) 第183
條所頒發的「保護令」 (protection orders) 提供有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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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經歷過家庭暴力或曾受家庭暴力威嚇，
記著：你並非孤立無援，你可從警方、受害人服
務工作者、社區組織，和法庭制度上得到幫助。

本章概述如果你感到安全受到威脅時要立刻採
取的一些步驟。第2章解釋在 「刑事法規」 中的第
810條(這冊子內稱為「和平保障令」)和 「家庭法
法案」中的保護令(這冊子內稱為「家庭法保護
令」)之間如何選擇。

在這冊子中，我們使用「伴侶」(partner)代表該
位人士與你：

• 現已或過去曾經結婚、
• 現在或曾經以婚姻般關係同居生活過任何一

段時間，或
• 育有一名孩子。

如果你的處境危急
If you’re in immediate danger

任何人對你或你的子女施襲、騷擾或跟蹤、威脅
傷害你的身體，或破壞你的財物，均屬違法。

如果你感到擔憂，同時認為你、你的子女，及/或
別人因你的伴侶而身處即時危險，應馬上致電
911報警。(如果你的社區沒有911服務，致電你區
內的警方緊急電話號碼。）警方會採取即時步驟
確保你和其他人的安全。

警方然後向你和其它人收集證據(事實)。不需要
實物證據或證人 -- 你的故事， 由你所說的，便是
主要證據。往後的兩件事也許會發生：

• 如果證據充足，警方會拘捕你的伴侶，並要
求「政府律師」(Crown counsel，卑詩省律政
廳 BC Attorney General ministry的律師)向你的
伴侶提出刑事檢控。政府律師會決定是否檢

第1章 : 求助有門
Chapter 1: Help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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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你的伴侶(或和平保障令是否較適合)。如果
他們批准檢控，你的伴侶便須上法庭。

• 如果證據不足以檢控你的侶伴襲擊、出言威
脅等罪名，然而警方也許認為，你的侶伴日後
可能會傷害你除非你得到一些保護。在這情
況下，警方可能會要求「政府律師」申請一項
和平保障令，及/或建議你申請一項家庭法保
護令。

如果你的處境並不危急，但你仍
擔心自己的安全
If you aren’t in immediate danger, but still fear for 
your safety

如果你在過去曾受威嚇或暴力對待，及／或對自
己或子女日後的安全感到擔憂，你可以：

• 要求地區警察或皇家騎警 (RCMP) 幫助你獲取
一份和平保障令，或

• 向法庭申請一份家庭法保護令。

(見第2章關於如何選擇是你最佳的決定。)

你有權感到安全和獲得警方協助以保安全。這
是他們的工作。你可以要求警方帶你入住「臨
時庇護所」(transition house) 或「安全屋」(safe 
house)，或到另一個安全地點 -- 例如一名親戚
或朋友的家。警方也可以轉介你到區內的受害
人服務處，該處的職員會給你支援和與你一同
訂立一份個人安全計劃書。



 6 保護你 

下一步的幫助
Help for the next steps

如果政府律師申請一份和平保障令，他們會指
導你所要經的步驟。請記住政府律師並不是你
的私人律師 -- 他們不代表個別受害人。政府律
師是由律政廳聘用，代表整體社區作檢控官。 
你不用支付政府律師工作的費用。

如果你申請家庭法保護令，最好有家庭法律師
幫你出庭，並在所有保護你的可行方法上提供意
見。你可以聘請一名家庭法律師或向法律援助
查問你能否獲得一名免費律師(見第35頁）。政
府律師不能為你申請家庭法保護令，但你不必
要有律師 -- 你可以在家庭法庭上代表自己。

想得到更多有關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護令的
支援和資訊，可向你社區內的受害人服務工作者
查詢。

如果你的家庭被「保護兒童服
務」介入
If your family is involved with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根據卑詩省法例，任何人懷疑一名孩子可能身處
危險或知道一名孩子正被虐待或忽視時，必須舉
報。他們可與「兒童及家庭發展廳」(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CF）、受委託
的原住民機構，或「兒童求助熱線」310-1234 
(不用撥區號）的一名保護兒童工作者聯絡。

如果因擔心伴侶暴力對待的問題而獲指派一名
兒童保護工作者給你們的家庭，你可以要求該
工作者向法院申請一項「保護干預令」(protective 
intervention order)。此項指令規定你的伴侶要遠
離孩子最長可達6個月。同時，你也可以去報警，
要求他們幫助你獲取一項和平保障令，或向法
庭要求一項家庭法保護令。你可能想與律師商
議或詢問有關的「法律援助」(legal aid)。你亦須
向一名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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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的「受害人服務」
Victim Services in BC

省內大部份社區均有提供免費受害人服務計
劃。受害人服務工作者提供 :

• 情緒上的支援；
• 安全規劃；
• 實際的幫助，例如陪同你到法庭或與警方接

觸，或幫助你了解有關表格；
• 關於刑事法庭程序、刑事司法制度，和你個案

進展情況的資訊；以及
• 如果你有需要，轉介到其他社區資源。

想尋找就近你的受害人服務計劃，可致電「卑詩
受害人連線」(VictimLinkBC)。這是一項免費、每
天24小時、保密，和多種語言的電話服務，遍及
卑詩和育康地區。它提供資訊和轉介服務給所
有罪案受害人和即時危機支援給家庭或性暴力
的受害人。

1-800-563-0808

見第33頁的全部聯絡資訊。



 8 保護你 

「保護令」是一個通用術語，意指法官在法庭 
上所作的指令以保護一個人免受另一人滋擾。  

「刑事法規」(Criminal Code )和平保障令與 「家庭
法法案」(Family Law Act )保護令都是「保護令」的
種類。

甚麼是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
護令？ 
What are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所有保護令均列出一些由法官訂立的條件而某人
必須遵守。這些條件旨在保護申請該指令的人士 
(受害人）。通常，其中一項條件規定某人不能接
觸或限制接觸那名受保護的人士。

你的保護令是因應你安全所需的，它可能會列出
一項條件規定你的伴侶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你
及/或你的子女，意指不能到你的家或工作地點探
訪，不能向你致電、發電郵、或通信，也不能透過
朋友或親戚向你傳達訊息。法庭指令也可包括其
他的條件。

不遵守和平保障令或家庭法保護令是刑事罪行。
如果你的伴侶被定罪，他可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第2章 : 和平保障令
及家庭法保護令
Chapter 2: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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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令登記庫 
The 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

「保護令登記庫」是一個保密的電腦資料
庫，儲存所有卑詩省內的保護令(包括和平保
障令)。所有的保護令經法官簽署後均由法庭
進行登記。如果你致電警方，舉報你的伴侶
不遵守保護令，警方可即時獲取該指令的最
新資料，然後他們可立即執行該指令。

你可隨時致電「卑詩受害人連線」 
1-800-563-0808 (免費)，以確保你的和平保障令
或家庭法保護令已登記在資料庫內。

我應選擇那一項？
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你可自行決定和平保障令及/或家庭法保護令哪
一項最能保護你。下面的圖表，列出這兩項指令
之間的主要分別，可以幫助你作決定。

你可嘗試同時申領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護
令。申請和平保障令是在刑事法庭處理，而家庭
法保護是在家庭法庭處理。如果兩項保護令你
都想申請，均須分別經過兩個法庭程序進行。

有關更多和平保障令的資訊，見第3章；有關更
多家庭法保護令的資訊，見第 4 章。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家庭法保護令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為保護你，可指令以下人士遠離你，包括：

• 「家人」、

• 某名你只曾約會過的人士，如男友或前度男
友、

• 同事、或某名你不認識但騷擾你的人。

(見第41頁的詞彙表，關於家人的全面定義。）

可指令一名「家人」，包括：

• 你的伴侶或前度伴侶、

• 你子女的家長或監護人、

• 你伴侶的親戚，或你子女的家長或監護人的
親戚，或

• 與你同住的親戚。

(見第41頁的詞彙表，關於家人的全面定義。)

能夠保護以下人士 ：

• 你、

• 你的子女、

• 你現任的伴侶，及/或

• 你的財產。

能夠保護以下人士 ：

• 你、你子女，和其他與你同住的家人，及

• 任何住在你家的、你伴侶家的，或你子女家長
或監護人家的其他子女。

為了保護你因你擔心自己的安全、你子女的安
全，及/或你現任伴侶的安全。

意指你害怕某人可能會傷害你們當中的任何人、
毀壞你的財物，或散佈騷擾你或關於你的色情
內容。

為了保護你免遭受一名家人如法律所謂的「家庭
暴力」對待，包括：

• 身體虐待(或試圖虐待）、

• 性虐待(或試圖虐待）、

• 情緒或精神虐待，及

• 兒童處於家庭暴力環境中。

(見第41頁的詞彙表，關於家庭暴力的全面 
定義 。）

你可致電當地警方或皇家騎警要求一項和平保障
令。你不需律師。如果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請獲得
通過，政府律師將會參與其中。

(見第15頁，關於申請一項和平保障令的資訊，
當警方決定不要求政府律師申請一項和平保障
令時。)

你可聘用或不聘用律師向法庭申請一項指令 -- 這
是你的選擇，但建議最好聘用律師。你將要負責
支付律師的費用，除非你有資格透過法律援助獲
取律師服務。

(見第35頁，關於法律援助的詳情。）

如果要上庭聆訊，會在刑事法庭進行。 在家庭法庭將有聆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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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

你可致電當地警方或皇家騎警要求一項和平保障
令。你不需律師。如果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請獲得
通過，政府律師將會參與其中。

(見第15頁，關於申請一項和平保障令的資訊，
當警方決定不要求政府律師申請一項和平保障
令時。)

你可聘用或不聘用律師向法庭申請一項指令 -- 這
是你的選擇，但建議最好聘用律師。你將要負責
支付律師的費用，除非你有資格透過法律援助獲
取律師服務。

(見第35頁，關於法律援助的詳情。）

如果要上庭聆訊，會在刑事法庭進行。 在家庭法庭將有聆訊進行。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家庭法保護令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毋須繳交費用申請。

在省級法院申請，毋須費用，但是，在高等法院申
請，你便須要支付一點費用。如果你會難以負擔該
費用，你可以申請豁免(取消）費用。見第22 – 23
頁，關於該兩個法院的詳情。

可為期一年有效，但你可以要求另加一項根據某
些情況頒發的和平保障令(見第21頁)。

為期有效至指令上法官所訂的結束日期止。如果
法官沒有在指令上註明結束的日期，有效期便
是一年。

在卑詩省頒發的一項和平保障令可以由當地警察
和在卑詩省及加拿大各地的皇家騎警執行。

(意指如果在法庭指令上被指名的人不遵守指
令，警方可拘捕他。）

在卑詩省頒發的一項家庭法保護令，可以由當地
警察和在卑詩省及加拿大各地的皇家騎警執行。
但是，如果你遷離卑詩省：

• 你也許可以在你新住區內的法庭登記你現有
的指令，或

• 你可能需要在你的新住區申請另一項指令。

提醒你有關人士出獄消息 
Be alerted about a release from jail

在你的法庭指令中被指名的人，可能正在省
級監獄中服刑。你可安排一名「受害人安全
小組」(Victim Safety Unit) 的個案工作者在他
們快將出獄時，與你聯絡。你需填寫一份 
「受害人安全小組通知申請表格」(Victim 
Safety Unit Notification Application Form)，該表
格可在就近你的受害人服務辦事處或上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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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

你也可直接致電「受害人安全小組」電話 
1-877-315-8822 並通過電話申請。

註：受害人安全小組不可能通知你，就你的
法庭指令中被指名的人從警方拘留中在哪裡
被釋放。見第17頁的「與警方保持聯絡」(Stay 
connected to the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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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決定想獲取一項和平保障令來保護自
己、你的子女，及/或現任的伴侶，按照這些步
驟進行。

我如何獲得一項和平保障令？
How do I get a peace bond?

致電你區內的警察或皇家騎警，告訴他們你需
要一項和平保障令(正式的法律名稱是「810擔保
書」(810 recognizance）。在溫哥華，致電911獲取
一項和平保障令，即使事故並非緊急。

警方人員會請你序述發生了甚麼事令你感到害
怕或身處危險。

如果你保留了任何過去事故的筆記，如果你收
過任何的恐嚇信、電話留言、或在線短信，又或
如果有任何人看到你的伴侶用暴力對待或恐嚇
你，你要告訴警務人員。

當你與警方談話時 
When you speak to the police

確保你記下警方檔案編號和該警務人員的名
字。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顧慮，最好向同一位
警務人員反映，他會熟悉你和該案情。

下一步會有甚麼發生？
What happens next?

如果警務人員認為你的恐懼是合理的，該人
員會把一份「給政府律師的報告」(Report to 
Crown Counsel) 提交卑詩省的「檢控服務部門」
(Prosecution Service)，陳述你的情況以及為何你
覺得需要一項和平保障令。

第3章 : 和平保障令
Chapter 3: Peace Bonds



 和平保障令 15

該份報告會有你希望在和平保障令內包括的條
件。例如，你可能希望保障令規定你的伴侶不得
與你、你的子女，及/或你現任的伴侶接觸。

政府律師會審閱該份報告，以便了解法官是否
有可能會頒發一項和平保障令。如果政府律
師認為有可能的話，他們會準備一份「資料」
(Information)。該份「資料」是一份文件，開啟法庭
程序去申請一項和平保障令。該警務人員屆時會
在法官或「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 面前宣
誓他有理由相信和平保障令是需要的，這稱為 
「為資料作誓」(swearing the information)。如果一
份「資料」經過宣誓，法官或太平紳士會向你的
伴侶發出一份「逮捕令」(arrest warrant) 或「傳票」
(summons)。無論哪一方式，你的伴侶將須就和平
保障令申請而出庭應訊。如果你的伴侶不同意該
項和平保障令，就此申請出庭的日期便會設定。

如果警方不同意向政府律師要
求申請一項和平保障令怎辦？
What if the police don’t agree to ask Crown 
counsel to apply for a peace bond?

你可以諮詢律師(你必須支付律師費用）或者你
可以去最近的法院登記庫並要求與一名太平紳
士交談。(在溫哥華，可前往在緬街 [Main Street] 
222 號的「省級刑事法庭」[Provincial Criminal 
Court])。太平紳士可給你需要的文件自行為「資
料」宣誓。然後，法官會決定是否向你的伴侶頒
發「逮捕令」(warrant)或「傳票」(summons)。如
果法官批准，政府律師通常會接受案件並向法
庭提出建議。

「逮捕令」與「傳票」有甚麼分
別？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rrest warrant 
and a summons?

你的伴侶會被捕和獲釋(通常有附帶條件），或
被發傳票(被召)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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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令
An arrest warrant

如果政府律師決定你、你的子女、你現任的伴
侶，及/或你的財產可能需要即時的保護，他們
會要求一名太平紳士或法官頒發一項逮捕令。逮
捕令是一項法庭文件，讓警方可在找到你的伴
侶後立即把他羈留。一旦你的伴侶被捕，兩件事
情之一便會發生﹕

• 他會被警方羈留不久後獲釋，和可能需要遵
守某些「釋放條件」(release conditions)，直至
和平保障令進行聆訊為止，或

• 他會被警方羈留可長達24小時，和被帶往法
庭接受保釋聆訊(你毋須出席）。法庭會決定
在有附帶條件下釋放他們，或把他羈留直至
和平保障令的聆訊。

任何釋放條件將最有可能包括不能直接或間接
接觸你，以及任何在和平保障令申請上被指名的
人。意指，沒有面對面的接觸、電話、在線短訊、
信件，或通過朋友或親戚轉遞的信息。釋放條件
可能還需要他遠離某些地方，例如你的家居或
工作地點；也可能要求他不能使用藥物或酒精或
擁有槍械或武器。

如果你的伴侶不遵守釋放的條件，他可以再次
被捕，並被控以「違反」(breaching)條件的罪名。

釋放條件與法庭在和平保障令上所頒發的條件
是不同的；釋放條件可以解決你的安全需求，如
果你需要在法官能就和平保障令申請作出決定
之前獲得保護。釋放條件維持不變，直至法官有
決定為止。

你的伴侶會獲通知在某個特定的日期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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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傳票
A summons

如果政府律師認為你(或你的子女、你現任的伴
侶，及/或你的財產）似乎不需要在等候法庭就
和平保障令申請聆訊期間受到保護，他會要求
發傳票而非逮捕令。

你的伴侶會經郵遞收到一份傳票文件，或會由
一名警員親身把該傳票送交給他。傳票會要求
他在某個特定日期出庭。

與警方保持聯繫 
Stay connected to the police

你應確保警方已有你現在的電話號碼、電郵地
址，和住址，或一位能夠找到你的聯絡人的電
話號碼。當你的伴侶獲准保釋外出時，警方會
嘗試通知你。

你可以要求受害人服務工作者或法庭職員幫你
領取一份保釋條件副本，並將副本隨身攜帶。
如果你的伴侶違反任何保釋條件，致電911 
立即報警。

下一步怎樣？我須出庭聆訊嗎？
What’s next? Do I have to go to a court hearing?

在和平保障令申請的法庭聆訊前，你的伴侶將
要出庭。法官會問你的伴侶是否同意你的恐懼
是合理的，及他是否同意被名列在該和平保障令
上。如果你的伴侶同意，法官會命令他「加入」
(enter into) 和平保障令。意指，你的伴侶必須遵
守法官在和平保障令上所有指定的條件。在這情
況下，法庭便毋須就你的和平保障令申請，進行
正式的聆訊。

但是，如果你的伴侶不同意「加入」和平保障
令，他會被召出庭聆訊，法官會決定是否命令他
「加入」和平保障令。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出
席法庭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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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律師辦事處會通知你聆訊的日期，並會在你
出庭之前安排與你做一次簡短的面談。在該面談
時，你可以告訴政府律師，你想在和平保障令中
有些甚麼條件。例如，你可以要求和平保障令規
定你的伴侶不能接觸你、及/或你的子女，又或你
的伴侶只准通過親戚或朋友，間接與你及/或你的
子女接觸。然而，這是由法官最終決定會把什麼
條件放入和平保障令的。

在法庭聆訊時，政府律師會提出個案為什麼需
要和平保障令，並召喚你以主要證人「作證供」
(testify, 說出你的故事)。政府律師會要求你向法官
解釋你為何害怕你的伴侶，以及曾經發生何事令
你有這感覺。

政府律師有權傳召其他證人來支持你的説法 
(故事)。

你的伴侶或(如果他有聘用律師)你的伴侶的律
師，在聆訊期間有權向你和其他政府證人提問。
你的伴侶也可以用他自己版本的事件作證，並傳
召自己的證人。如果你不希望你的伴侶能夠向你
發問，請求政府律師委任一名律師代為盤問你。

如果法官判決你有理由害怕，法官便會命令你的
伴侶加入並簽署和平保障令。和平保障令會列出
你的伴侶必須遵守的條件，以及和平保障令的屆
滿(結束)日期。和平保障令可為期至一年。法官可
能要求你的伴侶繳交一筆保証金，以確保他信守
諾言、遵守條件。

一旦和平保障令生效會怎辦?
What happens once the peace bond is in place?

一旦和平保障令生效，你可要求法庭職員、政府
律師，或一名受害人服務工作者給你一份副本，
並細看一遍以確定你明白有關條件。如果你需要
任何幫助，或想建立一個安全計劃，最好與受害
人服務工作者聯絡。

雖然法庭職員會將和平保障令輸入「保護令登記
庫」(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最好仍是你隨身
保留一份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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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平保障令有提及你的子女，將一份副本
交給那位當你不在你子女身邊時而照顧他們的
人，例如你子女的老師、托兒服務員、教練，或其
他導師。告訴他們去報警如果你的伴侶不遵守
保障令的條件。

如果我的伴侶雖不應卻出現我
家該怎辦？
What if my partner shows up at my home although 
they aren’t supposed to?

馬上撥打911報警。(如果你的社區沒有911服
務，致電你區內的警方緊急電話號碼。）記著，當
地警察和皇家騎警可以執行所有的和平保障令。
向他們解釋你持有一項和平保障令，並說明在
和平保障令上被指名的人不遵守指令上的條件。

不遵守和平保障令的條款是刑事罪行。一般來
說，尤其是你若身處危險，警方會拘捕你的伴
侶，並要求政府律師以「違反」(breaching) 和平
保障令的刑事罪行指控他。如果你的伴侶違反
和平保障令條款的罪名成立，他會留有刑事罪案
底，也可能被 :

• 判以緩刑、
• 罰款高達5,000元，及/或
• 判處入獄長達二年。

法官會視乎案情的細節而判刑，以及你的伴侶
是否有犯罪紀錄和不服從法庭命令的前科。除
非情況十分嚴重，或你的伴侶不遵守法庭指令
有前科，否則法官一般不會處以最高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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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平保障令經已生效而我
想與我的伴侶見面或談話，我應
怎辦？
What if I want to see or talk to my partner after the 
peace bond is in place?

和平保障令一旦簽署，該保障令上被指名的人必
須遵守它的條件。如果你的伴侶不遵守條件，他
就是犯法。意指在一個「無接觸」的條件下，即
使你想，你的伴侶也不能接觸你(除非獲法官修
改該和平保障令）。譬如，如果你邀請你的伴侶
過來，他可能會被警方拘捕。(然而，你接觸你的
伴侶是不能被控犯罪的，因為這個指令不是針對
你 -- 它是為了保護你而頒發的。）

如果我想更改和平保障令又 
如何？
What if I want the peace bond changed?

記著，和平保障令是為了保護你而頒發的。在你
打算作出任何修改之前，應與受害人服務工作
者商談一下以了解這會對你個人的安全有甚麼
影響。如果你仍想更改和平保障令，聯絡政府
律師。這是由法院來決定的，但法官會考慮你
的意願。

如果我遷往別的省份又如何？
What if I move to another province?

由卑詩省頒發的和平保障令，在加拿大各地的
警察或皇家騎警都可以執行。往訪你所在省份
的警方，向他們出示和平保障令副本並講述你的
情況。透過加拿大全國互通的電腦系統，任何省
份及地區的警察，都可以查核和平保障令上的條
件並予以執行。



 和平保障令 21

如果我的伴侶遵守和平保障令
每項規定會怎樣？
What happens if my partner follows everything the 
peace bond says?

如果你的伴侶遵守和平保障令的每項規定，該
和平保障令便會結束，並會安然無事。和平保障
令不是刑事罪行；你的伴侶不會因加入和平保障
令而留下刑事案底。

如果和平保障令即將結束而我
仍擔心自己的安全，我可怎辦？
What can I do if the peace bond is about to end 
and I’m still afraid for my safety?

一項和平保障令最長為期一年後結束。如果你
還是擔心你的安全和要申請另一項和平保障令，
告訴警方。要獲得一項新的和平保障令，法官必
須決定你有理由仍然擔心自己的安全，及/或你
子女或現任伴侶的安全。如果你的伴侶在該年
內違反和平保障令，法庭在決定是否頒發新的
和平保障令時會考慮這一點。因此告發所有違
反和平保障令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起碼盡可能詳
細地記錄所有違規事件的日記。

如果你仍然擔心自己的安全，可找律師或法律援
助商談如何申領一項家庭法保護令。在和平保
障令仍然生效期間，你可以申請家庭法保護令。
記著你也可以與受害人服務工作者談談你的情
況，以便他們可幫助你訂立安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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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 家庭法保護令
Chapter 4: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省級法院
Provincial Court

高等法院
Supreme Court

較簡單的和非正式的程序。 較複雜的和正式的程序。

無法庭收費。

除非你有資格申請法律援助，你必須支付法庭 
「備案」費用約280元（或如果你已經有了個案
入檔高等法院，費用則為80元）。

如果你沒能力支付法庭費用，你可會獲得豁免 
（取消）費用。

有關詳情，見「家庭法在卑詩」(Family Law in BC)
網站 familylaw.lss.bc.ca/guides/ waiveFees 
/index.php 上「如何獲取指令而豁免費用」的自
助指南。

你可以單獨申請一項家庭法保護令，或在你申 
請撫養或贍養令時同期申請。

（你不能在省級法院申請財產分配令或離婚 
指令。）

你可以單獨申請一項家庭法保護令，或在你申請
撫養、贍養、離婚，或財產分配令時同期申請。

注意，如果個別法院要辦理的事項不同，你可以
一份檔案向兩個法院提交。(只有關於安全的指
令才能引進保護令內。）

注意，如果個別法院要辦理的事項不同，你可以
一份檔案向兩個法院提交。(只有關於安全的指
令才能引進保護令內。）

在法庭上的證據，可親身講述或經由宣誓書 
提供。 在法庭上的證據通常經由宣誓書提供。 

(宣誓書 [affidavit] 是一份文件，寫出你的證據而
非在庭上講述。）

(宣誓書 [affidavit] 是一份文件，寫出你的證據而
非在庭上講述。）

在省內有較多的地點。 在省內有較少的地點。

一旦你決定了想申領一項家庭法保護令來保護
你自己(及/或其他身處險境的家人)，便按照本章
中的步驟進行。



 家庭法保護令 23

省級法院
Provincial Court

高等法院
Supreme Court

較簡單的和非正式的程序。 較複雜的和正式的程序。

無法庭收費。

除非你有資格申請法律援助，你必須支付法庭 
「備案」費用約280元（或如果你已經有了個案
入檔高等法院，費用則為80元）。

如果你沒能力支付法庭費用，你可會獲得豁免 
（取消）費用。

有關詳情，見「家庭法在卑詩」(Family Law in BC)
網站 familylaw.lss.bc.ca/guides/ waiveFees 
/index.php 上「如何獲取指令而豁免費用」的自
助指南。

你可以單獨申請一項家庭法保護令，或在你申 
請撫養或贍養令時同期申請。

（你不能在省級法院申請財產分配令或離婚 
指令。）

你可以單獨申請一項家庭法保護令，或在你申請
撫養、贍養、離婚，或財產分配令時同期申請。

注意，如果個別法院要辦理的事項不同，你可以
一份檔案向兩個法院提交。(只有關於安全的指
令才能引進保護令內。）

注意，如果個別法院要辦理的事項不同，你可以
一份檔案向兩個法院提交。(只有關於安全的指
令才能引進保護令內。）

在法庭上的證據，可親身講述或經由宣誓書 
提供。 在法庭上的證據通常經由宣誓書提供。 

(宣誓書 [affidavit] 是一份文件，寫出你的證據而
非在庭上講述。）

(宣誓書 [affidavit] 是一份文件，寫出你的證據而
非在庭上講述。）

在省內有較多的地點。 在省內有較少的地點。

我如何申請一項家庭法保護令？
How do I apply for a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

你可以在省級法院或高等法院申請一項家庭法保
護令。一旦你選擇想經那個法院辦理，你必須填
寫所須的法庭表格。這些表格可以在網上或法院
得到。見下面的圖表中，當你要決定使用哪一個
法院時，有一些事情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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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著： 
如果你處境危急，應馬上致電911報警。(如果你
的社區沒有911服務，致電你區內警方的緊急電
話號碼。）

我需要律師嗎？
Will I need a lawyer?

你可在其中一個法院申請家庭法保護令而不需
要律師的幫助，但最好還是要有一位。如果你沒
有資格獲得法律援助，又沒能力聘請律師，你仍
可獲得其他的幫助。見第33頁的「誰可以幫助」
(Who Can Help)。

如果你上其中一個法院時有律師幫助，你將須支
付律師費，除非你符合法律援助的資格而獲得免
費律師服務。

我怎樣獲取法庭表格？
How do I get the court forms?

所有法庭表格都可以上網獲取，表格的名字列在
下面。向登記庫查詢，看看他們是否需要你填寫額
外的表格。

高等法院的
For Supreme Court

• 家庭索賠通知 (Notice of Family Claim, 表格 F3），
除非你已經提交了一份

• 申請通知 (Notice of Application, 表格 F31）
• 宣誓書 (Affidavit, 表格 F30）
• 保護令 (Protection Order, 表格 F54）
• 徵得同意令或不作通知令 (Requisition for 

consent order or for order without notice, 表格 
F29）(見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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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法院的
For Provincial Court

• 獲得指令申請 (Application to Obtain an Order, 
PCFR 表格1）

• 動議通知 (Notice of Motion, PCFR 表格16）
• 宣誓書 (Affidavit, PCFR 表格17）

高等法院的表格，可上網到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 
/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
family-forms 索取。 

省級法院的表格，可上網到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 
/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
family-forms 或在你區內的省級法院索取。 
(想尋找你區內的省級法院，可上網到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 
/courthouse-services/courthouse-locations  
查閱。)

你也可以在「家庭法在卑詩」(Family Law in BC) 
網址 familylaw.lss.bc.ca 找到有關資訊和連線到
那些表格所載處。

如果你有律師，他們會填寫表格，並把它們帶到
法院的登記庫，加蓋並存入你的檔案中。 但是，
你必須幫助向律師提供他所需的資料。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courthouse-locations
http://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courthouse-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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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伴侶需要知道我在申請嗎？
如果我想立即得到指令怎辦？
Does my partner need to know that I’m applying? 
And what if I want the order right away?

有三個選項，你可以與你的律師或當值律師 
討論： 

• 不要讓你的伴侶知道；
• 讓你的伴侶知道，但儘快獲得指令；
• 讓你的伴侶知道，並在一般的時數內獲得 

指令。

(你不需要親自告訴你的伴侶有關上法庭的事，
你可以通過「送達」(serving）法庭文件讓他知
道：通過向他發送文件(例如郵寄）或僱人遞交
文件給他。

採用第一個選項：如果讓你的伴侶知道會增加
你的安全風險，他不必知道你要上法庭。 這稱為
「不作通知」(without notice）申請。這是常規的
例外，常規中雙方當事人在受到指令影響之前必
須有機會聽取法官的意見。你必須向法庭解釋
為什麼這件事是緊急的，和為什麼讓你的伴侶知
道會是危險的。 法官會期望你說出整個故事。

如果法官下達指令，法庭指令的副本必須「送
達」(served, 送給）你的伴侶。

如果你的伴侶住在卑詩省，而你可以向法庭登記
庫提供可以送達給他的地址，登記庫會為你送
達此保護令。 但是，如果法官指令你自行安排
該送達，見「家庭法在卑詩」(Family Law in BC) 的
網站  familylaw.lss.bc.ca 關於送達文件的自助指
南。(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找到你的伴侶，與你
的律師或登記庫商談你的選項。）

你的伴侶屆時可以向法庭要求把該指令取消或
更改，這只會在你的伴侶能證明沒有家庭暴力風
險的情況下才可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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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選項是因應獲取指令的等待時間如果太長,
會對你不安全。 你的伴侶會知道你要上法庭，但
你要求一個「短速/緊急」(short-leave/urgent) 的申
請，以便比平時更快地處理該指令。你的伴侶會只
得很短的時間在上法庭之前作出回應。

至於第三個選項，你的伴侶會知道你正在申請，而
在上法庭之前有正常的時數作出回應。

我須出庭聆訊嗎？
Do I have to go to a court hearing?

除非你提出一項「不作通知」的指令申請(見上文），
你和你的伴侶將須出席同一個法庭以聆訊你的 
申請。

如果你聘用律師，你的律師將與法庭登記庫的工
作人員安排法庭聆訊日期。如果你沒聘用律師上
法庭，法庭工作人員會通知你何時需要出庭。你
有責任把聆訊通知申請「送達」(served)給你的 
伴侶。

在法庭聆訊中會發生什麼事？ 
What happens at the court hearing?

在法庭聆訊中會發生什麼事，將取決於你是否在
省級或高等法院進行，以及你是否有律師代表。

在省級法院 
In Provincial Court

• 如果你聘用一名律師，你的律師會代你提交你
的個案，包括你想有什麼在指令上；但期望你會
「提供證據」。意指你的律師會要求你 :
• 在宣誓下，向法官解釋你為什麼需要該指 

令，或
• 把事實告訴他，他會把這些事實放入宣誓 

書(發誓文件）內呈上法院。
• 如果你沒有聘用一名律師，法官會要求你解釋

你的情況和你想有什麽在指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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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你的律師也可以傳召證人來支持你的故
事，雖然這不是必要的 -- 你口述或宣誓書的證
據就足夠了。

你的伴侶(或他的律師）有權向你和你的證人在
聆訊中提問。又或者，你的伴侶可呈交宣誓書
提供在他那方面的故事，並傳召他自己的證人
作供。

在高等法院
In Supreme Court

• 如果你聘用一名律師，你的律師會代你提交
你的個案，使用你和任何其他證人的宣誓 
書(發誓文件）來支持你的個案。除非你要出
席審訊，通常不會要求你發言。在高等法院進
行審訊是很少見的，因為要花上金錢和等待
多時才能獲得上庭日期。一般來說，你的律師
會去法院作簡短的申請而不會等待長期和正
式的審訊。

• 如果你沒有聘用一名律師，法官會要求你解
釋你的情況，並提交你的和任何其他證人的
宣誓書。

你的伴侶(或他的律師）亦會提交宣誓書來支持
他對事件始末的說法。

法官如何決定？
How does the judge decide?

法官會基於在聆訊中提交的事實作出決定，和也
會考慮：

• 任何你伴侶涉及家庭暴力的前科 ;
• 家庭暴力是否越來越嚴重 ;
• 精神虐待是否顯示一個慣性，傾向強迫你或

其他家人做你伴侶所想要的 ;
• 你與伴侶現時的關係，包括你們是否分居了 ;
• 你伴侶的若干問題，諸如吸毒、就業或財務問

題、精神健康問題，和獲得武器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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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其他家人的若干問題，諸如懷孕或家庭
狀況，或你是否依靠你伴侶的金錢過活。

法官能決定些什麼？
What can the judge decide?

如果法官頒發指令，該指令會列出被指名的人
必須遵守的確切條件。法官可頒發指令，禁止你
的伴侣：

• 直接或間接的與你溝通 ;
• 分發有關你的信息或你的照片 ;
• 前往你或其他家人去的地方，包括學校、工作

地點，和住址 -- 縱使你伴侣擁有該房子 ;
• 跟蹤你或其他家人 ; 及
• 擁有武器。

法官可以允許一些溝通，但要符合設定的指引。
法官還可以：

• 吩咐一名警務人員陪你一起回到房子，以便
你可以拿走你的個人物件 ;

• 拿走武器 ; 及
• 規定你的伴侶往法庭報到。

但是，如果你的伴侶能表示出沒有家庭暴力的風
險，法官可以決定拒絕你的申請。

如果你的申請被拒絕，向你的律師或當值律師
諮詢有關重新申請「家庭法保護令」或獲得 
「行為指令」(conduct order)。 行為指令告訴你
的伴侶，他對於你、你的孩子、或任何受其影響
的人什麼可以做及不能做。 與保護令不同的是，
違反行為指令不會有任何刑事後果，所以法官可
能更願意頒發行為指令而不是保護令。 如果你
的伴侶違反了行為指令，你必須去法院要求強制
執行。 法官可會向你的伴侶罰款、頒發更嚴厲
的行為指令，或決定頒發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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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是怎樣準備的？
How is the order prepared?

除非法官另有指示，書記員或登記員會準備家庭
法保護令。 一旦法官簽署命令，法庭職員將把
它發送到「保護令登記庫」。該指令是從法官口
頭指令的那一刻開始生效。

我怎麼處理該指令？
What do I do with the order?

記著要求你的律師或向法庭的職員索取一份指令
的副本，並仔細閱讀以確保你了解當中的條件。
確保姓名，住址和出生日期正確無誤。隨身攜帶
這份副本是個好主意，以便 如果你的伴侶不遵守
其中一個條件，你可以向警方出示該副本。

如果該指令包括你的子女，你也應把一份副本
交給那位當你不在子女身邊時會代你照顧子女
的人，例如子女的老師、托兒服務員、教練，或其
他導師。你可告訴他們可代為報警，如果你的伴
侶不遵守該指令的條件。

如果我的伴侶在他不應該的情
況下出現我家，我該怎辦？
What if my partner shows up at my home although 
they aren’t supposed to?

馬上撥打911報警。(如果你的社區沒有911服務，
致電你區內的警方緊急電話號碼。）記著，所有
的家庭法保護令可由警察和皇家騎警執行。解
釋你有一項根據 「家庭法法案」(Family Law Act ) 
頒發的保護令，並說明在該指令上被指名的人不
遵守保護令的條件。(如果你有聘用律師，最好
也致電知會他。)

不遵守家庭法保護令的條款是刑事罪行。指令
上說明這點，你的伴侶應會知道。大多數情況
下，如果他「違反」(breach）指令，警方會把他拘
捕(尤其是你若處身危險情況）然後要求政府律
師向他提出刑事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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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伴侶違反該指令條款的罪名成立，他可
能會被判罰款、入獄，或監守行爲。他將會留下刑
事案底。法官會視乎案情的細節而判刑。除非情
況十分嚴重，或你的伴侶有不遵守法庭命令的前
科，否則法官一般是不會處以最高罰款或刑期。

如果該指令經已生效而我想與我
的伴侶見面或談話，我應怎辦？
What if I want to see or talk to my partner after the 
order is in place?

一旦你持有該指令，在指令上被指名的人必須遵
守那些條件。如果你伴侶不遵守，他便是犯法。
意指在一個「無接觸」的條件生效下，即使你想，
你的伴侶也不能接觸你(除非獲法官修改該保護
令）。譬如，如果你邀請你的伴侶過來，他可能會
被警方拘捕。(然而縱使與你的伴侶接觸，你不能
被控犯罪，因為該指令不是針對你的 -- 它是為保
護你而頒發的。）

如果我想更改或取消該指令又 
如何？
What if I want the order changed or cancelled?

記著，該指令是為了保護你而頒發。在你打算作
出任何修改之前，你應與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及/或
律師商談，以了解這樣做會對你人身安全及／或
你的個案有甚麼影響。如果你仍想更改或取銷該
指令，你將要向頒發該指令的法庭申請。

如果我遷往別的省份又如何？
What if I move to another province?

在你的新省份當地的警察或皇家騎警也許可以執
行你的家庭法保護令。向你所在新省份就近你的
法庭登記庫查詢。該法庭職員會告訴你是否(及
怎樣)可以令卑詩省頒發給你的指令獲得認可，或
你是否須要申請一項新指令。他們會要求你向當
地警方出示你卑詩省指令的副本。 



 32 保護你

如果我的伴侶遵守指令的每項
規定，會出現甚麼情況？
What happens if my partner follows everything the 
order says?

如果你的伴侶遵守該指令的每項規定，你不再擔
心你的安全而不需要申請延長指令，該指令便會
期滿(結束)，並會安然無事。家庭法保護令不是刑
事罪行；你的伴侶不會因它而有刑事案底。

如果該指令即將結束而我仍擔
心自己的安全，我可怎辦？
What can I do if the order is about to end and I am 
still afraid for my safety?

一項家庭法保護令的生效期多久是由法官設定
的。如果法官不設定結束日期，指令為期一年有
效。如果你仍擔心你的安全而該指令亦即將結
束，可找律師或法律援助商談如何申請另一項家
庭法保護令。在申請時，你必須說服法官你仍然
有理由擔心你的安全，或者你必須提供新的證
據。如果你的伴侶違反了家庭法律保護令，這會
有助於說服法官下達一項新的家庭法保護令。
這就是報告或記錄所有違規行為的重要性。

考慮與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商談，他們可以幫助你
訂立一個安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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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皇家騎警
Police/RCMP

如有緊急事故，必須致電911報警。如果你所在地
區沒有911服務，致電你區內的警方緊急電話號
碼。至於其他事故，使用警方非緊急電話號碼。

卑詩受害人連線
VictimLinkBC

致電「卑詩受害人連線」(VictimLinkBC)以便 ：

• 查詢區內受害人服務、輔導、或外展計劃、
• 尋找臨時庇護所，或
• 查詢確定你的和平保障令或家庭法保護令已登

記在「保護令登記庫」(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

「卑詩受害人連線」提供超過110種語言、24小
時、每週7天的服務。

電話：  1-800-563-0808 (免費）
文字傳話 (TTY)： 604-875-0885(對方付費電
  話，致電 711「研科文字傳話 
  服務」(Telus Relay Service）
短訊：  604-836-6381
victimlinkbc@bc211.ca 
victimlinkbc.ca

受害人服務計劃
Victim service programs

卑詩省政府在全省資助超過160個受害人服務計
劃來提供資訊、轉介、情緒支援、安全規劃，和切
實地幫助罪案受害人。這些是免費服務。要查找

第5章 : 誰可以提供
幫助
Chapter 5: Who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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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區內的受害人服務計劃，致電「卑詩受害人連
線」(VictimLinkBC) 或諮詢「受害人服務」(Victim 
Services) 指南 www2.gov.bc.ca/assets 
/gov/law-crime-and-justice/criminal-justice/bc-
criminal-justice-system/if-victim/publications 
/victim-service-directory.pdf 。

「卑詩受害人連線」：1-800-563-0808 (免費）

暴力對待婦女輔導和外展計劃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ounselling and  
outreach programs

卑詩省政府資助超過240個計劃，為受家庭暴力
影響的婦女和兒童，提供輔導和外展服務：

• 「停止暴力」(Stopping the Violence) 輔導計劃
為經歷過童年被虐待、性侵犯和家庭關係暴
力對待的婦女，提供個人和小組輔導。

• 「防止、教育、倡議、輔導及強化」(PEACE — 
Prevention, Education, Advocacy, Counselling 
and Empowerment) 計劃為3至18歲而目睹虐
待、威脅、或家庭暴力的兒童，提供小組及個
人輔導。

• 「外展服務」(Outreach Service) 計劃提供情緒
支援、資訊和轉介服務、陪伴，和交通運輸，
以至其他必要的服務。

• 「多元文化外展服務」(Multicultural Outreach 
Service) 計劃，提供服務以確保移民和新移
民，能得到講自己語言並熟悉自己文化的工作
者的幫助。

這些服務是免費的。要尋找一個在你區內的服
務計劃，可聯絡「卑詩受害人連線」。

1-800-563-0808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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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庇護所計劃
Transition house programs

臨時庇護所、安全屋，和第二階段住房計劃，均
提供一系列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臨時
住宿和支援服務給遭受過暴力對待或現正身陷
暴力風險的婦女(有或沒有需供養子女）。想了
解更多資訊，可查看「卑詩房屋」(BC Housing)
網頁 bchousing.org/housing-assistance/women-
fleeing-violence/transition-houses-safe-homes 或
致電「卑詩受害人連線」。

1-800-563-0808(免費）

法律援助 (法律服務協會)
Legal aid (Legal Services Society)

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師但負擔不起費用，你也許
符合資格獲免費律師接辦你的個案。法律援助
提供免費律師給一些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人士，
而他們的法律問題屬於法律援助的範疇。如果
你及/或你的子女有遭受你的伴侶身體暴力對待
的風險，你可獲得律師幫助。其他屬於法律援助
範疇的情況包括：如果你被拒絕予親子時間、接
觸、或探視你子女，或如果你因遭受情緒虐待或
精神創傷而沒法在法庭上代表自己。

你可以免費致電省際的法律援助電話中心(見以
下的電話號碼)，或向遍及全省的辦事處申請法
律援助。可查看法律援助網址  legalaid.bc.ca 
/legal_aid/legalAidLocations.php  所提供的就近
你的法律援助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如果你不懂說英語，又不能帶同一名會說英語的
人前往，法律援助會為你支付傳譯員費用。如果
你被拒於法律援助，也許你能上訴要求覆核。

如果你需要幫忙指引法律援助的申請程序，可
聯絡一間給婦女提供服務的組織。這些組織
通常駐有一些了解申請程序的倡議者可以幫
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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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電話中心 :
Legal Aid Call Centre:

大溫哥華： 604-408-2172

卑詩省其他地區： 1-866-577-2525 (免費)

家庭當值律師
Family duty counsel

如果你不符合資格獲得法律援助律師接辦你的
個案，你仍可能符合資格獲免費諮詢家庭當值
律師。當值律師是一些在家庭問題上可以幫助
你的律師，如果你符合財務資格。當值律師可
以給你提供法律諮詢，和就簡單事情代你上法
庭辯護。就算如果你的收入高於指標，當值律
師也許亦能幫助你。想知當值律師辦事處的地
址和辦公時間：

• 查看法律援助網址 Iegalaid.bc.ca/legal_aid 
/familyDutyCounsel.php, 

• 致電你區內的法律援助地址(見 legalaid.
bc.ca/legal_aid/legalAidLocations.php)，或

• 致電你區內的法庭登記庫。尋找你區內的法
庭登記庫，可瀏覽 www2.gov.bc.ca 
/gov/content/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 
/courthouse-locations 。

律師轉介服務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如果你沒有自已的律師，你可以致電「律師轉介
服務」(Lawyer Referral Service)。他們會提供給你
在你社區內的律師姓名和電話號碼。你可以與
該律師有簡短的會面，收費連稅25元。見 cbabc.
org/For-the-Public/Lawyer-Referral-Service。

大温哥華 :  604-687-3221
卑詩其他地區 :  1-800-663-1919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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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

「公益法律服務社團」(Access Pro Bono Society）
設有遍及全省的免費法律診所，為那些不能獲得
法律援助或負擔不起律師的人士而設。

大温哥華 :  604-878-7400
卑詩其他地區 :  1-877-762-6664 (免費)
accessprobono.ca

家庭法律專線
Family LawLINE

如果你的收入較低，你可能有資格獲得一名家庭
律師，通過電話提供免費法律意見。免費致電 
「法律援助電話中心」(Legal Aid Call Centre)：

大温哥華:  604-408-2172
卑詩其他地區:   1-866-577-2525 (免費)

司法服務中心
Justice Access Centres

「司法服務中心」(Justice Access Centres, JACs)設
在納乃莫 (Nanaimo)、温哥華，和維多利亞。到訪
那些中心：

• 學習有關家庭和民事法庭的制度，和法庭的
程序、

• 獲取法律資訊、
• 獲取和填寫法庭表格、
• 了解怎樣獲取免費法律意見，及
• 學習有關解決你的問題的途徑而不用上法庭。

有關詳情，見 www2.gov.bc.ca/gov/content 
/justice/about-bcs-justice-system/jac。

mailto:victimlinkbc@bc21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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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華司法服務中心」(Vancouver JAC)，你也可
找到「自助及資訊服務」(Self-help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只限親身到訪)；位於卑詩省温哥華  
290 – 800 Hornby Street。想知更多詳情，見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about-bcs-
justice-system/jac/how-to-find-us/vancouver。

家庭司法輔導員
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s

「家庭司法輔導員」(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s)
駐於遍及全省的「家庭司法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res)。他們可以提供給你關於省級法院程序和
家庭法議題的資訊，包括撫養和贍養問題。家庭
司法輔導員亦提供解決糾紛服務和轉介往其他社
區資源。他們是免費服務的，但優先給收入較低
的人士。

致電「卑詩服務中心」(Service BC) 並要求接線生 
為你轉駁到就近你的「家庭司法中心」：

大温哥華： 604-660-2421
大維多利亞： 250-387-6121
卑詩其他地區： 1-800-663-7867 (免費)
文字傳話 (TTY):  604-775-0303 (温哥華致電)
文字傳話 (TTY):  1-800-661-8773 (卑詩其他地區)
www2.gov.bc.ca/gov/content/life-events 
/divorce/family-justice/who-can-help/family-
justice-counsellors

同性戀者社區中心
QMUNITY

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士社區的
資訊、轉介服務，和同儕支援事宜﹕上午10時至晚 
上7時(週一至週五）。

大温哥華:  604-684-5307(內線100）
qmunit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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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11
電話服務，提供免費的資訊和轉介給社區、政府，
和社會服務。

211 (每日24小時）
bc211.ca

有用網站
Useful websites

「卑詩省家庭法網站」
Family Law in BC website

這個「法律服務協會」網站提供有關家庭法的資
訊，包括：

• 自助指南逐步指導如何在省級法院申請家庭法
保護令，

• 鏈接到法庭表格，
• 鏈接到可以幫助你的組織和人士，及更多。

familylaw.lss.bc.ca

「點擊法律」
Clicklaw

鏈接到為卑詩省民而設的法律資訊、教育，和幫
助。在這裡，你可以找到關於你的權利和解決法
律問題的選項、查找關於法律幫助的免費電話號
碼，和了解家庭法和法律制度。

clicklaw.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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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政府
BC Government

法律資訊和鏈接到卑詩政府網站上的法庭表格：
• 關於高等法院 www2.gov.bc.ca/gov/content 

/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
forms-records/court-forms/sup-family-forms

• 關於省級法院 www2.gov.bc.ca/gov/content 
/justice/courthouse-services/documents-
forms-records/court-forms/prov-family-forms

查找有關受害人服務的資訊，瀏覽 :
www2.gov.bc.ca/gov/content/justice/criminal-
justice/bcs-criminal-justice-system/if-you-are-a-
victim-of-a-crime/victim-of-crime

「卑詩法律」
BC Laws

鏈接到所有關於卑詩法規，包括「家庭法法案」
(Family Law Act )。

bclaws.ca

「我的法律在卑詩」網站，法律服務協會
MyLawBC website (Legal Services Society)

指引途徑提供行動規劃，包括「虐待及家庭暴
力」(Abuse & Family Violence) 途徑。

mylaw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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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認識法律名詞
Glossary — Legal terms to know

宣誓書
Affidavit

宣誓書是一份載有你的個案事實的文件(換言之，
你的證據）。 大多數情況下，會要求你通過書寫
宣誓書來提供你的證據而不是親身上法庭陳述。
你必須立誓聲稱在宣誓書中的證據是真實的。為
確立你的宣誓書，你可要求請律師、公證人，或專
員見證你的簽名並且在宣誓書上簽署。

家人
Family member

根據卑詩省的法律，「家人」是：

• 與你現已或曾經結婚的人、
• 與你現在或曾經以婚姻般關係同居生活過任何

一段時間的人、
• 你子女的一名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 與上述任何人同住的一名親戚、
• 與你同住的一名親戚、及
• 你自己的孩子。

家庭暴力
Family violence

根據卑詩省的法律，「家庭暴力」是虐待家人， 
包括：

(一) 身體虐待(包括被鎖或被拒供食物或基本 
         需求）、
(二) 性虐待、
(三) 企圖以身體或性方式進行虐待、
(四) 精神或情感虐待，包括

(1) 對人、寵物或財產的騷擾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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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合理禁制(財務或個人）、
(3) 跟踪、
(4) 毀壞財物，及

(五) 兒童目睹家庭暴力。

保護令
Protection orders

保護令是由法官在法庭頒發的文件，以保護一方
免受另一方的滋擾。

保護令可以是一項：

•  「和平保障令」(peace bond) 經由法官在刑事法
庭頒發。你要求警察或皇家騎警幫你獲取。

•   「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 並根據卑詩 
 「家庭法法案」(Family Law Act ) 經由法官在家庭
法法庭頒發。在這冊子中，我們稱之為 
 「家庭法保護令」(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你可在有律師或沒有律師的幫助下向法院 
申請。

• 「無接觸令」(no contact order) 是在某人因刑
事罪被保釋或是被判刑時，經由法官在刑事法
庭頒發。欲知更多資訊，見「法律服務協會」載
在 legalaid.bc.ca/read 網頁上，有關 《如果你有
針對你的無接觸令》 (If You Have a No Contact 
Order Made Against You ) 的網版資料單張。

送達
Serve

在提出法庭申請時，通常你需要向涉案人士 
送達 (serve) 法庭文件。 這是指你必須向他們提
供文件。

• 你可能需要通過個人服務 (personal service) 送
達一些文件。意指有人必須將有關文件實物交
給需要接收的人。 你不能自己做 -- 你必須有其
他至少年滿19歲的人為你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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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快遞 (delivery) 服務 送達一些文件 
(在高等法院稱為普通服務, ordinary service）。
意指這些文件可以經由送交、郵寄、傳真，或
電郵給涉案人士。

配偶
Spouse

根據卑詩省的法律，「配偶」一般是 ：

• 與你現已或曾經結婚的人 ;
• 與你現在或曾經以婚姻般關係同居生活過長

達兩年或以上的人(通常被稱為「普通法」配
偶)；或

• 與你現在或曾經以婚姻般關係同居生活不過
兩年的人，亦是你孩子的另一名家長。

配偶可以是異性或同性。 (注意：對於一些財產
和退休金的事宜，配偶的定義便較為有限。）

在這冊子中，我們使用「伴侶」一詞是指「配偶」
但也包括：

• 與你現在或曾經以婚姻般關係同居生活過任
何一段時間的人，及

• 與你從未同居生活過的人，卻是你孩子的另
一名家長。

發誓
Swear

發誓就是在法院宣誓，聲稱宣誓書的內容或在
法庭上作出的陳述，是你所知和所信的真實情
況。 一個非宗教的替代方式是確認 (affirm)。 
你在律師、公證人、專員的面前發誓或確認一些
文件作為宣誓書，或若在法庭上在法官面前作出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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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ovNews

@legalaidbc

怎樣獲取《保護你 : 和平保障令及家庭 
法保護令》
How to get For Your Protection: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公共安全及法務廳」 (Ministry of Public  
Safety and Solicitor General)

「社區安全及防止罪案分部」 (Community Safety 
and Crime Prevention Branch)
302 – 815 Hornby Street
Vancouver, BC  V6Z 2E6

電話 : 604-660-5199

傳真 : 604-660-1635

電郵 : victimservices@gov.bc.ca

要索取這份和其他刊物 :
crownpub.bc.ca 
(在 「Quick Links」 欄目下，點擊 「BC Public Legal 
Education & Information」 )

你有索取刊物的問題嗎？
604-601-6000

distribution@lss.bc.ca

閱覽
legalaid.bc.ca/read

《保護你 : 和平保障令及家庭法保護令》 備有
英文、法文 (只有網版) 、旁遮普文、簡體中文， 
及繁體中文。

在你的社區尋求幫助，請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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