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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

槟州政府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单位。 茁壮的家庭除了可以培养下一代，
也可建立一个强大且完整的社会。 遗憾的
是，马来西亚每年大约有五千宗家庭暴力案
件，甚至还有更多未投报的案件正在上演。 
家庭成员成为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
妇女和孩子们，遭受了许多生理和精神方面
的暴力。

州政府非常重视家庭暴力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希望透过提升大众对于家暴的
醒觉意识，进一步阻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槟州政府推介的“2020年家庭安全政
策”与“槟城2030年愿景”均强调家庭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州政府希望，所有家庭单位都具备健全的基本功能，因为健全的家庭不但能提
供基本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人的情感需要。 家庭成员们通过真诚的爱与关
怀，必能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 我也相信，若把家庭层面的问题处理好，将大大
有利于国家建设与发展。

槟州行政议会重新改组的“社会发展”一环，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为家庭单
位制定政策，以履行其基本职能，并实现人民福祉。 槟州政府所推行的“2020年
安全家庭政策”绝对是其中一项努力，为此，让我们所有人一起为打造槟城为
一个“重家庭，拥绿地，精明州及耀全国”的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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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社会发展及非伊斯兰事务
委员会主席章瑛

槟州政府对家庭暴力抱持着“零容忍”的态
度。有鉴于家暴案件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激增，
因此槟州政府决定成立“前线支援站 ” （First 
Support Point） 以执行我国第一个“家庭安全
政策”。这些被称为“前线支援站 ”的团体，
是来自州政府机构、州议员服务中心、宗教组
织、社区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人员，这些人士可以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各类型的协
助或庇护，以确保家暴受害者的安全。我们都知道妇女醒觉中心（WCC）多年来
一直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各种协助，也常提供训练给女性及男性一起协助家暴的
受害者。 妇女醒觉中心（WCC）在这方面的付出，让人感到激赏。

要全面遏制家庭暴力问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积极配合，我相信这本手册将会
是迈向目标的第一步。 必须承认的是，在处理家庭暴力事件时，不仅需要有关
家庭暴力的知识，还需要有一套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协助系统。 因此，这本手
册除了提供相关的重要资讯，也把“前线支援站 ”人员的职责一并涵盖进来。

“家庭安全政策”，除了与“槟城2030年愿景”目标一致，也证明了州政府致力
于消除家庭暴力，并落实为人民提供安全环境的承诺。 这项政策也反映了州政
府欲将槟城州打造为“零暴力”和安全州的决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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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安全与健康的家庭对其成员的身心发展、社区
乃至于整个社会都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家庭暴力不仅危害家庭的幸福生活，
而且也将对社区带来负面影响。

家庭里的暴力行为不只是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问题，对妇女的影响更是严重。 
人们日益发现妇女所面对的暴力问题，尤其是发生在家庭里的暴力问题，是
一个必须受到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 家庭暴力经常导致生理和精神方面的伤
害，严重的更会导致死亡。 在过去四年，马来西亚每年平均接到5,436宗家庭暴
力案件1。 但是，众所周知，每接到一个投报案件的时候，也意味着还有更多未
投报的案件。

1 https://wao.org.my/domestic-violence-statistics/

引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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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政府意识到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寻求不同机构的协助和保护时
遇到不少困难，这其中包括不知道去哪里、如何寻求协助，有时甚至会感到羞
耻或不敢向外透露家庭暴力的发生。

因此，槟州政府于2020年7月推展了“家庭安全政策”（Safe Family Policy, 简称
SFP），目的是为了增加社区中的支援团体和个人数量，以即时协助家暴受害者,
确保他们的安全及安排到庇护所。 这些由各个州内的机构包括宗教和社区团
体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前线支援站 ” ，旨在衔接家暴受害者以及各辅助家暴受
害者的机构、单位之间的鸿沟。

作为SFP项目的一部分，本手册提供“前线支援站 ” 有关家庭暴力的基本概
念，再来是如何协助家暴受害者并转介给最适合的机构，以期受害者可以获得
最有效的协助。

本手册涵盖以下主题：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类型、为什么会发生家庭
暴力、家庭暴力如何发生、如何识别家暴受害者、如何协助家暴受害者、家暴受
害者如何寻求协助以及槟州相关机构和单位的资讯。

本手册有四种语文：马来文、英文、中文和淡米尔文。 您可以到妇女醒觉中心索
取或在槟城妇女醒觉中心网站下载线上版本： www.wccpenang.org/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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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成员对另一家庭成员进行一个或一系列的暴力行为。 在
马来西亚，虽然大多数家暴受害者（即75％）是女性，但也有一些男性遭受家庭
暴力2。 警方的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家庭暴力案件中约有一半涉及配偶暴力对
待，即主要是丈夫暴力对待妻子，而约另一半的案件是家庭成员（男性或女性）
被家庭里主要是男性成员暴力对待3。

在本手册中，由于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而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因此受害者被称为
“她”，施暴者则被称为“他”。

2 国会提问:提问 445: Reference 8748 (2016)
3 https://www.nst.com.my/news/2016/03/133797/taboo-domestic-violence

什么是家庭暴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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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发生，包括：

家庭暴力有哪些类型？3.0

类型 例如

肢体虐待 殴打、推、拳击，掌掴、踢、扔物件或勒颈。

精神虐待 直接或通过线上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使用语言来侮
辱或使人感到无地自容。

性虐待 使用性行为控制或侮辱受害者，包括恐吓受害者进行
不安全或不想参与的性行为。

隔离 控制受害者的行动、阻止他人探访受害者，或阻止受害
者与家人朋友谈话。

威胁 威胁要伤害或绑架受害者、
孩子或家庭宠物，甚至威胁
要自杀。

经济封锁 限制受害者的财务自由或安全，包括扣留或拒绝提供
足够的钱来支付家庭开支或剥夺受害者的收入。

跟踪 反复骚扰和使用威胁性行为，包括跟踪或出现在
受害者家中或工作场所，拨打骚扰电话、语音留
言、WhatsApp及在社交媒体上发送恐吓性信息。

安全的家庭 妇女醒觉中心 (WCC) 7



4 http://greenhillswomensshelter.net/blog/domestic-violence-2/what-causes-domestic-violence/

家庭暴力不是一个自发行为。 当一个人选择控制并驾驭另一个人时，就会发生
家庭暴力。 使用家庭暴力是施暴者的选择，这是一种学习而来的行为。 普遍上
施暴者会抱持以下的观念和态度4：

• 他们有一种特权感，即他或她有这样做的权利。
• 他们认为应该控制伴侣和施展对她们的权力。
• 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为暴力行为负责。
• 他们从经验中学到，使用暴力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
• 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应有优先权。

为什么会发生家庭暴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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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士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和观念，才能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社会观念或迷思 事实

丈夫有权利对妻子做任何事情/行为。 处于婚姻或亲密关系中不意味着一
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进行肢体和精
神暴力。

妻子必须知道如何“照顾”丈夫。 在婚姻里一起解决问题是夫妻的共
同责任。

他人都不该干涉夫妻之间的事情。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是一
个公共议题。

这是妻子的错。 施暴者应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只
有他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

受害者可以随时离开。 妇女经常为了孩子和维系家庭而留
在暴力的关系里。 经济不独立也是导
致她们留在关系里的另一个主因。

即使夫妻关系出现暴力，但孩子是需要双方
父母的。

暴力事件频发的家庭将带给孩子深
远的负面影响。

施暴者在所有关系中都使用暴力。 许多施暴者在公共场合看起来理性
和受人尊敬。

在很多情况下家庭暴力长期的存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社会保有的观念或迷思
导致而成。 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

安全的家庭 妇女醒觉中心 (WCC) 9



暴力循环

暴力循环是解释在一段关系里，施暴和相爱行为的复杂和共存模式。 它可以协
助那些从未经历家庭暴力的人了解，打破暴力循环比「脱离」或「离开」更复杂5。

暴力循环分为三个阶段：（1）紧张状态形成期；（2）爆发或殴打期；（3）懊悔或蜜
月期。 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暴力发生的频密和严重度会随着时间而增加。

5 改编自 Lenore Walker, The Battered Woman, 1979 https://www.dvac.org.au/wp-content/uploads/2015/06/
Cycle-of-Violence.pdf

家庭暴力如何发生？5.0

爆发或
殴打期

紧张状态
形成期

懊恼或蜜月期

暴力循环

阶
段

一
    

                       阶
段

二

阶 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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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一：	紧张状态形成期
在此阶段，严重的暴力较少
会发生。受害者可以感受到
紧张的气氛，因此会试图
讨好施暴者，以避免暴力发
生。 受害者或许会小事化
无，甚至为施暴者的行为负
责。 尽管以前可能发生过
类似的情况，受害者仍然会
否认紧张状态会导致暴力
的发生。

阶段二：	爆发或殴打期
施暴者的愤怒急剧升
级，最终更使用暴力而
导致严重的伤害。 受害
者常对事件的发生感到
震惊和怀疑。 受害者和
施暴者相信一个迷思，
即施暴者无法控制自己
的愤怒。

通常，受害者在暴力事件后会向警方或福利部作出投报。

安全的家庭 妇女醒觉中心 (WCC) 11



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暴力关系都会出现暴力循环。 同样的，每个阶段所发生
的事件严重性和时间长短都有所不同。

打破暴力循环

对家暴受害者来说，要打破暴力循环相当困难，但却是脱离家庭暴力关键的一
步。

如果受害者希望打破暴力循环，她需要理解的是，维持一段充满暴力的关系意
味着她在默许施暴者重复暴力的行为，并且对她和孩子的身心带来许多的伤
害。 她需要相信，脱离暴力的生活起初或许会面对许多考验，但长远来说对她
自己和孩子却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受害者需要家人和朋友在情感和经济上给
予支持和协助，让她得以打破暴力循环。

另外一方面，如果施暴者希望打破暴力循环，他本身必须下定决心改变其行
为。 这包括改变他对受害者的态度、妥善管理愤怒的情绪、提高沟通技巧（例如
倾听和说话的技巧），以及承诺在关系中不再使用武力或暴力。

阶段三：	懊恼或蜜月期
施暴者充满懊悔并承诺改变。 施暴
者可能会充满爱意并买礼物作为
道歉的方式。 施暴者可能会合理化
其暴力行为，并指责受害者是造成
他施暴的原因。 施暴者可能会引发
受害者的内疚和同情。 受害者信任
施暴者的感觉会增加，而施暴者暂
时性改变其行为强化了受害者维
持婚姻关系的意愿。

在此阶段，受害者常会想撤回其投
诉或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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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许多家暴受害者没有作出举报，
也不向外透露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些受害者甚至会否认自己正在遭受家庭暴
力。 如果当事人不透露她的遭遇，他人要辨识这些家暴受害者并不容易。

但是，有些迹象可以帮助你辨识家暴受害者。

这些包括：

•	 肢体伤痕:  例如手臂、腿或脸部有
明显的瘀伤；

•	 情绪困扰迹象:  例如恐惧或焦虑、
抑郁或出现自杀念头、自卑、精神涣
散或头痛；以及

•	 行为迹象:  例如被问到她身上出
现的伤口时，受害者会担心被施暴
者对付而编造借口或回避问题。 受
害者可能会责怪自己或忽视自己的受伤。 寻求治疗时，施暴者会陪同受害
者，不让受害者有单独和他人说话的机会。

一些受害者可能会询问别人如何处理家庭争执但否认她的家里有这狀況。 有
者可能会询问他人要如何协助和支持面对家庭暴力的「朋友」 。 

有时，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可能会泄露家中正发生暴力事件。 那些与孩子接触
的人可能需要注意他们的行为，例如攻击行为、焦虑、抑郁或自我封闭，因为这
些行为可能反映了家庭中已经出现了暴力的问题。

不管怎样，对待任何潜在家暴受害者时，请务必保持敏感度。

如何识别家暴受害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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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家暴受害者时，信任受害者，让她放心并切实地讨论可做的选择是非常重
要的。

你可以做什么

•	 找一个安静的空间，让受害者能夠与
你私下交谈。

 对许多受害者而言，揭露家庭暴力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 她们可能会对别人
知道此事感到羞耻。 当有人向你求助
时，重要的是让她知道，她的隐私会受
到保护及不必担心别人会听到你们的
对话。

•	 确保受害者的安全。
 请事先评估狀況。 如果某个家暴受害者在向你求助时被他人跟踪，为了受

害者的安全，请直接带她到警察局。 如果受害者感到害怕，她将无法准确表
达或清晰思考。

•	 信任受害者并给予支持，告诉受害者她没错。
 当受害者感到自己不被信任时，她是不会揭露受虐一事，那么你就会失去

帮助她（可能包括她的孩子）的机会。 有时受害者可能会自责。提醒她们， 
没有人应受到暴力对待，同时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家暴的藉口。

•	 找出受害者想要做什么，看你是否可以协助受害者完成。
 有时，受害者可能只是想有人聆听他们的心声，但有时可能想采取一些行

动来制止暴力，例如希望有人可以联系并和施暴者谈一谈又或是向警方投
报等。 不要强迫受害者做出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协助家暴受害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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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受害者对保密的需求。
 许多家暴受害者对成为受害者感到羞耻和尴尬。 有的受害者担心他人会把

问题怪罪在她的身上。 尊重受害者对你的信任并为她的处境保密是很重要
的，不要与他人分享她的故事或细节。 这将保护她免受施暴者的报复，以及
社会大众对她的批判。

•	 为受害者提供她可以寻求协助的各种服务及联系资讯。
 如果受害者不知道警察局的位置、如何前往或如何投报，单纯建议她们去

报警是没有意义的。 切记，你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必须是实用且具体的。

•	 注意受害者的背景	:	种族、语言和文化障碍或移民身份可能使问题更复
杂。

《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适用于任何人，无关其国籍、种族或移民地位。 
 请对一个人的背景保持敏感。 如果她不明白你所使用的语言，请尝试找口

译员。 切记，提高声量并不能提升对方对该语言的理解能力。

•	 对受害者的需求保持敏感，并和她讨论有关她向社会服务机构求助时
所遇到的任何困难。

 请向受害者确认她的需要或其他让她感到恐惧的事情，例如语言表达不够
流利、担心自己的移民地位、羞于告诉其他人她的处境，又或是她对于要回
到相同的机构做出相同的投诉感到尴尬等。 请尝试处理受害者的恐惧及其
他的负面情绪。

•	 必要时陪同受害者到警察局。
 很少人有信心去警察局投报。 家暴受害者可能会害怕自己一个人前往，因

为她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主动陪伴受害者前往警
察局便是支持她们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	 如果受害者需要医药治疗，请直接将她带到任何政府医院的急诊和创
伤部。

 如果受害者受伤并需要治疗，必须将其送往医院接受医疗检查。 另外，尽可
能收集任何受暴的证据，因为这不止有助于警方进行调查的工作，同时也
成为日后法院提控施暴者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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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必要在受害者在家时联系当事人，请确定当时是否安全。
 有时，你可能需要联系受害者以提供各种支援的讯息，例如食物捐赠或临

时庇护所等的讯息。 请确保你是直接联系受害者本人，避免不小心曝露讯
息给施暴者。

你不可以做什么

有时，虽然助人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却会说出或做出一些对受害者造成二
度伤害的事情。 这或许是因为他尚未了解什么是家庭暴力、施暴者对受害者作
出的控制，以及受害者正经历的各种问题。 以下是一些不可以做的事。

•	 不要责怪或询问受害者她做了什么而导致家暴的发生。
 这类型的问题（如：「你到底做了什么？」）将暴力发生的责任归咎于受害

者。 家庭暴力是关系中的权力滥用，施暴者应对受害者所遭受的暴力负
责。 请记住，受害者已向你求助，责备受害者（例如说：「你为什么说出这样
的话？ 难怪他会生气！」）会让你失去帮助受害者制止家庭暴力的机会。

•	 不要轻视暴力、不要建议受害者原谅施暴者或建议受害者继续忍耐并
重新开始。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议题。 它不仅会对人造成生理和情感上的伤
害，在极端情况下更会导致死亡。 一旦家庭暴力发生，如果不采取任何行
动，它将随着时间日益加剧。 因此，辨识家庭暴力的早期迹象，并采取行动
制止家庭暴力是很重要的。

•	 不要为受害者做任何决定，也不要期望她很快做决定。
 前来求助的受害者可能处于困惑、恐惧或压力的状态。 请确保你不替她做

任何决定，也不强迫她做决定。 和受害者讨论她可以做的选择及选择的后
果。 打破暴力循环是受害者必须自己做的决定。 因此，你必须允许她有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任何她想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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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建议受害者与施暴者一起协谈。
 家庭暴力是一方在关系中滥用权利以控制另一方的结果。 企图安排施暴者

和受害者一起协谈可能会导致受害者陷入恐惧。 受害者更可能担心在家里
受到对付而不敢说出她的遭遇。

 如果受害者明确要求与施暴者一起协谈，请将他们转介给合格的辅导员。

•	 如果受害者已离家，在未经
其许可下，勿将其新住所的
地点告知任何人。

 通常受害者只在担心自己的
安全下而离家。 请对她的新
住所的地点保密，以保护她
免受施暴者、施暴者的朋友
或家人的骚扰。 请记住，极
端的家庭暴力案件已导致许
多受害者身亡。

•	 不要试图面质施暴者，因为这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有时，施暴者可能会指责你破坏他的家庭。 施暴者可能也会来寻找他的妻

子，并想知道她在哪。保持冷静，不要与他争吵。 让他坐下，倾听他诉说自己
的故事版本。 注意不要泄露受害者给你的任何讯息。 如果你感受到任何形
式的威胁，立即向警方投报。

•	 如果你不是经过训练的辅导员，请勿尝试辅导受害者或施暴者。
 作为前线支援站，你的角色是支持及协助家暴受害者获得有关机构的帮

助。 除非你有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或类似情况的经验和技巧，否则请把受害
者或施暴者带到有关机构或非政府组织（NGO），好让受过培训的人员处
理。提供错误的讯息可能为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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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家暴受害者并提供协助

介绍自己
•  你好，我是XXXX。 请坐。
•  请问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  请问我可以如何帮到你？ 你正在面对怎样的困扰呢？
•  请放心，你告诉我的所有内容都是保密的。

了解事件
•  或许你可以告诉我更多有关你的情况，以便我可以更好地协助你？
•  所以你说的是 “……”
•  从你分享的内容，我了解到 “……”

评估狀況
•  你有受伤吗？ 可以让我知道更多你如何受伤的情况？ 你看了医生吗？
•  你好像很紧张。 你能告诉我什么事让你感到如此不安和害怕吗？
•  你是否害怕回家？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  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暂时住几天？
•  你的家人能帮到你吗？

找出受害者想要做什么
•  你能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吗？
•  你想讨论一些可以采取的行动吗？
•  这是一些你可以考虑的选择。 你可能想向XXXX作出投报。 这些行动可能带

来某些后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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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并支持受害者
•  你看起来很难过，这对你来说一定是非

常难受的事情。
•  被他如此责骂，实在是太伤你的心了。
•  你要做决定时必须要考虑许多的事情，

所以当然会觉得很混乱。
•  是的，你采取行动以阻止暴力是对的。
•  是的，家庭暴力是违法的。
•  没有人应该被殴打。
•  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的故事，我会在此陪

伴你。

转介给其他机构
•  看起来你似乎需要XXXX的帮助。 这是他们的联系电话。 你有办法联系或去

见他们吗？ 你是否需要我们协助你前往该处呢？
•  你有家人或朋友陪你前往XXXX吗？
•  请问你需要我陪你前往XXXX 吗？
•  若你同意的话，我可以联系XXXX来协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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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暴受害者寻求援助8.0

《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 (Domestic Violence Act 1994)

1994年，马来西亚政府终于承认家庭暴力是一项严重的公共议题，并制定了
《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 家暴受害者可依据 《家庭暴力法令》 寻求保护，以
防止施暴者进一步施暴。

《家庭暴力法令》 涵盖直属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前配偶、有实无名的配偶 (de 
facto spouses)、孩子（包括领养的孩子）、身心障碍的成年人及被视为家庭成员
的其他人。 同时，
《家庭暴力法令》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非穆斯林、公民和非公民。

《家庭暴力法令》 可与《刑事法典》并阅，以起诉施暴者6。 请参阅以下的列表，
其中许多是针对家庭暴力罪犯所作出的刑罚。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 https://www.wccpenang.org/domestic-violence-laws-in-
malaysia/

6 《刑事法典》（截至2015年）: http://www.agc.gov.my/agcportal/uploads/files/Publications/LOM/EN/Penal%20
Code%20%5BAct%20574%5D2.pdf

条文 刑罪 刑罚

321 & 323 蓄意造成伤害 最高一年监禁或罚款两千令吉
或两者兼施

324 蓄意使用危险武器或手段造成伤害 最高十年监禁或罚款或鞭打或
以上的任何两项

322 & 325 蓄意造成严重伤害 最高七年监禁或罚款

326 蓄意以危险武器或手段造成严重伤害 最高二十年监禁或罚款或鞭打

326A 对配偶、前配偶、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
造成伤害

最高监禁的两倍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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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机构寻求援助

要有效协助、保护和支援家暴受害者，必需靠数个政府机构（例如警方、福利部
和医院）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处理家庭暴力问题不只是单一机构的责任。

如果家暴受害者向你求助，你可以转介她们给相关机构，让受过训练的助人者
处理其家庭暴力案件，如此一来，你或许已经改写了受害者的人生经历。 重要
的是，在协助她时，你必须评估她所需要的协助。 如果不确定，请致电妇女醒觉
中心（WCC）咨询。

家暴受害者也可直接向任何相关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求助，各机构有其处理家庭
暴力的程序。

警方
非政府
组织

医院
社会

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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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

协助制止受害者继续遭受暴力是很重要的。 为此，受害者将需要警方和福利部
的协助。 但是，尽管受害者可能希望停止暴力行为，她可能还未准备好向警方
正式投报或希望警方对施暴者采取行动。 然而，她必须知道如果她希望受到保
护以避免被施暴的话，她可以选择：（1）报警并申请临时保护令，又或（2）向福
利部申请紧急保护令（请参阅第24至25页） 。

报警
•  受害者可以去任何警察局报案。

•  在报案纸中，受害者应写下施暴者施暴的细节，清楚说明有关事件，包括施
暴日期和时间。
▪ 什么时候发生？：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 哪里？：事件发生的地点
▪ 发生了什么事？ 如何发生？：事发经过及内容
▪ 谁？：施暴者是谁？ 还有谁牵涉在此事件中？
▪ 结果？：事件发生后对受害者有什么影响？ 瘀青、受伤等。
▪ 原因？：为什么要报案？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施暴者的侵害、让警方采取

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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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时间，受害者可在前往警局前写
下或打印好详细的报案记录。 警方只接
受马来文或英文的报案记录。 如果受害
者无法说或写任何相关语言，尽可能邀请
一位可以协助翻译的人士陪同。

•  服务柜台的警官将为受害者打印一份
报案纸副本。

•  然后，服务柜台的警官会将受害者转
介给性罪案、妇女和儿童调查单位
(D11)的查案官  (Investigating Officer, 
英文简称IO)。

•  查案官将和受害者面谈以获得事件的详细内容，并整理出一份警方报告，
以作为日后查案的用途。

•  查案官也将传召施暴者（涉嫌者）前来接受调查和录口供。

•  查案官随后将调查报告提交州检察署，由后者决定是否起诉涉嫌者。

•  在受害者不想报警的情况下，请尝试鼓励她备案。 备案的格式与报警的相
同，除了受害者须在报告结尾处声明她备案的目的只是为事件做记录，并
且声明不希望警方对施暴者采取行动。 备案只是记录家暴事件，警方不会
进行案件调查。

警方报案
纸样本

Pada _________________ (tarikh 
dan masa), semasa saya berada 
di 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amat/lokasi), suami saya,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a 
dan KP) telah menendang 
dan memukul saya dengan 
tangannya. Akibat daripada 
kejadian itu, saya luka di tangan 
kanan, kedua-dua kaki dan 
kepala saya juga bengkak. 

Saya membuat laporan ini 
untuk perlindungan saya dan 
saya takut untuk pu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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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临时保护令（Interim	Protection	Order,	
英文简称IPO）
《家庭暴力法令》中的临时保护令是此法令中重要
的条规。 临时保护令为受害者、其子女及亲属提供
临时法律保护。 此保护令是一项庭令，旨在制止施
暴的丈夫、父母或亲戚对受害者进一步施暴。 临时
保护令是临时性的，只在警方调查期间生效，然而
却能阻止暴力进一步发生。

•  如果受害者担心施暴者进一步威胁自己和孩子
的安全，她必须向查案官表示她希望获得临时保护令（IPO）。 受害者也可以
要求将孩子或是其他家庭成员纳入临时保护令里，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  如果查案官评估受害者后觉得她应得到临时保护令，他将发出一份转介信
给受害者，证实警方正在调查该案件。 然后，受害者将此转介信连同其身
份证、孩子的报生纸或身份证和政府医院的医药报告（如有）一起带到福利
部。 福利部将协助受害者申请临时保护令。 之后，受害者将收到一份临时
保护令的副本。（更多的详细解释，请参考福利部的部分。）

•  如果受害者想取回自己的物品但又害怕回到家中，可以向查案官要求一名
警官陪她回家取回物品。

一旦法官发出临时保护令，警方将在七天内把该保护令副本交给施暴者。

申请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英文简称PO）
一旦警方完成调查，临时保护令将不再适用。 如果被告在法庭上被指控犯下家
庭暴力的罪行，法庭可以颁发受害者保护令，但是受害者必须向查案官（IO）和
副检察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 英文简称DPP）提出相关要求。

保护令可以加入其他的条规，例如禁止施暴者进入受害者的屋子或工作场所、
与受害者保持至少50米的距离等。 保护令可以提供长达一年的保护。

如果施暴者违反了保护令，受害者应立即向警方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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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部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简称JKM)

福利部（JKM）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协助家暴受害者。如果受害者向福利部寻求协
助，该部门可以：
•  辅导受害者
•  鼓励受害者向警方报案
•  如果有需要，鼓励受害者向政府医院的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One Stop 

Crisis Centre, 英文简称OSCC）寻求医疗帮助
•  协助受害者申请临时保护令（IPO）
•  如果施暴者被提控，则协助受害者申请保护令（PO）
•  发出紧急保护令（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 英文简称EPO）
•  提供临时庇护所（如果需要）
•  如有需要的情況下提供经济援助
•  出于特殊原因将受害者转介给相关机构

协助申请临时保护令
1. 通过警方的转介信，福利部官员将协助家暴受害者向推事庭（Magistrate’s 

Court）申请临时保护令。

2. 福利部官员将与受害者约定时间一同到推事庭申请临时保护令。

3. 在推事庭上，法官将就受害者的案件与她面谈。

4. 如果法官确定受害者需要临时保护令，法官将颁发保护令给受害者。 所有
相关的机构（即福利部和警方）将收到该保护令的副本，而警方也会将临时
保护令的副本交予施暴者。

5. 如果施暴者继续骚扰受害者，她可以再投报，以便查案官采取进一步行
动。 如果临时保护令仍然有效，施暴者会因违反临时保护令而被采取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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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紧急保护令（Emergency	Protection	Order，英文简称EPO)
1. 如果受害者迫切需要保护，或者还没准备要向警方投报但想获得保护，则

应通知最近的福利部。

2. 授权的福利官员将与受害者面谈，为受害者填写相关表格，并发出紧急保
护令。 申请紧急保护令无需警方报案纸。

3. 紧急保护令的有效期仅7天，并且不可更新。 受害者可在7天内决定下一步
的行动方案。 紧急保护令的功能与临时保护令和保护令相似，如果违反此
令，有关人士会面对惩罚。

有关紧急保护令更多资讯，请浏览 http://www.wccpenang.org/01important/laws/
Domestic-Violence-(Amendment)-Act-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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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医院

1. 如果受害者受伤，应将她送至最近的政府医院的紧急和创伤部门就诊。 受
害者将被安排到“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 ” （One Stop Crisis Centre，英文简称 
OSCC）的私人房间接受治疗。*

2. 如果医院里有警方的柜台，受害者应告知警官她是正在寻求治疗的家暴受
害者。 警方会将表格59（Borang 59）交给她，这张表格将交由医生填写，记
录受害者的伤势。

3. 医院将准备一份伤势记录作为正式医药报告。 这份医药报告可以成为日后
上庭时提呈的证据。

*全国所有政府医院都设有OSCC。 槟城的6个主要医院和县级医院都有OSCC。 在
OSCC，受害者可以从警方、福利部及与槟城政府医院紧密合作的妇女醒觉中心（WCC）
处获得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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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宗教局（Jabatan Agama Islam）

《家庭暴力法令》 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当一名穆斯林家暴受害者被迫离开住家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时，她必须告知伊斯
兰宗教局她已经离开了她的住家以及离开的原因。

受害者的安全和生活必须受到优先考虑。 在她向警方报案或进行医药检查
后，她可以向伊斯兰宗教局投诉。 伊斯兰宗教局将记录她的投诉，并在关系有
机会复原的前提下，联络施暴者并提供婚姻辅导。

非政府组织（NGOs）

有时，家暴受害者可能没准备好向警方举报施暴者。 相反，在报案前，她可能需
要一些支援和辅导。 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家暴受害者的不同需求。

妇女醒觉中心（WCC）是一个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自成立以来便协助面临家
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同时该组织与政府机构合作，以协助更多家暴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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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WCC寻求协助
WCC通过以下方式协助受害者：
• 为面对危机的受害者提供辅导。
• 必要时，陪受害者到警局、医院和福利部。 如果案件在法庭进行审理，则提

供法庭审讯过程中所需的协助。
• 为受害者及其子女提供临时庇护所。

有关WCC的更多资讯，请浏览http://www.wccpenang.org/domestic-violence-getting-
help/

法律援助机构

在某些情况下，家暴受害者可能打算与施暴者法定分居或离婚，而需要一些法
律资讯。 他们可以向法律援助部（Jabatan Bantuan Guaman）或法律援助中心
（Legal Aid Centre）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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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列表9.0
机构 地址 电话号码 

警察局
槟州警察总部 Jalan Penang, 10760 Pulau Pinang. 04-222 1522

东北县警察总部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04-218 1822

西南县警察总部 Jalan Hilir Sungai Burung, 
1100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

04-866 2222

柏达镇	(威中县)
警察总部

3 Jalan Perda Utama, 
Bandar Baru Perd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04-538 2222

甲抛峇底	(威北县）
警察总部

Jalan Bertam 1,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erai.

04-576 2222

爪夷（威南县）
警察总部

Jalan Serindit, 14200 
Sungai Jawi, Seberang Perai.

04-585 8222

医院 （紧急和创伤部门）
槟城医院 Jalan Residensi, 10400 Pulau Pinang. 04-222 5333

浮罗医院 Jalan Sungai Pinang, 1100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

04-866 9333

诗不朗再也医院 Jalan Tun Hussein Onn, 
13700 Seberang Jaya, 
Seberang Perai.

04-382 7333

大山脚医院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04-549 7333

甲抛峇底医院 Jalan Bertam 2,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erai.

04-579 3333

双溪峇甲医院 Jalan Besar Sungai Bakap, 
14200 Sungai Jawi, Seberang Perai.

04-582 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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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地址 电话号码 

社会福利部
槟州社会福利部 Aras 30, KOMTAR, 10564 Pulau Pinang. 04-650 5259

东北县社会福利部 Kompleks Masyarakat Penyayang, 
Jalan Utama, 10460 Pulau Pinang.

04-226 4531

西南县社会福利部 Kompleks Pasar Awam, 
Bangunan MPP, Jalan Tun Sardon, 
1100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

04-866 8442

威中县社会福利部 Tingkat 2, Wisma Hock Teik, 
1778, Jalan Ciku,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04-538 2584

威北县社会福利部 Aras 3,  Zon A, Wisma Persekutuan,  
Jalan Bertam,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erai.

04-575 8715

威南县社会福利部 Tingkat 1, Blok A, Kompleks 
Pejabat Kerajaan, Jalan Jawi Jaya 1, 
14200 Sungai Jawi, Seberang Perai.

04-582 1798

伊斯兰宗教局
东北县伊斯兰宗教局 Aras 34, KOMTAR, 10000 Pulau Pinang. 04-261 2979

西南县伊斯兰宗教局 Jalan Titi Teras, 11000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

04-866 8525

威中县伊斯兰宗教局 Jalan Arumugam Pillai,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04-538 6451

威北县（北海）
伊斯兰宗教局

Kompleks Darul Hidayah, 
(Rumah Transit Saudara Kita), 
Jalan Permatang Tok Gelam, 
13100 Penaga, Seberang Perai.

04-351 1521

威北县（甲抛峇底）
伊斯兰宗教局

Jalan Tun Hamdan Sheikh Tahir,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erai.

04-575 1182

	威南县伊斯兰宗教局 Jalan Serindit, 14200 Sungai Jawi, 
Seberang Perai.

04 582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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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地址 电话号码 

非政府组织
槟城妇女醒觉中心
(WCC)

威省妇女醒觉中心/
妇女服务中心(PPW)

241, Jalan Burma, 
10350 Pulau Pinang.

13 Lorong Sutera 6, 
Taman Sutera, 13700 
Seberang Jaya, Seberang Perai.

04-228 0342
011-3108 4001

04-398 8340
016-439 0698

福利协会	(Sneham) — 热线：1-800-22-5757

檀香爱心	
(Than	Hsiang)

Wisma Than Hsiang, 
No. 132, Jalan Sultan Azlan Shah, 
11900 Bayan Lepas, Pulau Pinang.

热线：04-642 9429
行政：04-645 1141

槟城心灵扶助协会
(Befrienders	Penang)

— 热线：04-281 5161/1108
行政/传真：04-282 2736

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
委员会	(LPPKN)

8875, Jalan Bertam, 13200 
Kepala Batas, Seberang Perai.

04-575 5215

马来西亚博爱辅导中心
(槟城分会）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CO-21-UP Kompleks Masyarakat 
Penyayang, Jalan Utama, 
10450 Pulau Pinang.

04-228 0709

精神健康协会	
(D’Hom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66, Lintang Bukit Jambul, 
11900 Bayan Lepas, Pulau Pinang.

行政/传真：04-643 4432

温馨苑	
(Home	Dynamics)

93-1, Jalan Gurdwara, 
10300 Pulau Pinang.

04-210 9928

Malaysia	Hindu	
Sangam

8, Jalan Perai Jaya, Bandar Perai 
Jaya, 13600 Perai, Seberang Perai.

012-420 1498

Women	Welfare	
Council

409, Babington Avenue,
10450 Pulau Pinang.

04-229 8355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部	(Jabatan	
Bantuan	Guaman)

Aras 4, Bangunan Persekutuan, 
Jalan Anson, 10400 Pulau Pinang.

04-210 9106

法律援助中心	
(Legal	Aid	Centre)

No 21, Green Hall, 
10200 Pulau Pinang.

04-261 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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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醒觉中心 (WCC)



请联络我们以获得更多的详情:

妇女醒觉中心	(WCC)	 威省妇女醒觉中心/妇女服务中心	(PPW)
241, Jalan Burma,  13, Lorong Sutera 6, Taman Sutera, 
10350 Penang, Malaysia. 13700 Seberang Jaya, 

 : 04-228 0342 Penang, Malaysia.
 : 04-228 5784  : 04-398 8340 
 : 011-3108 4001  : 016-439 0698
 : wcc@wccpenang.org  : wccseberang@wccpenang.org

		www.wccpenang.org										 		WCC	Pen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