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电话号码
紧急电话号码
警察： 911
警察： 911
警察将应答并对所有有关家庭骚扰和性暴力的投诉进行全面

调查。

警察将应答并对所有有关家庭骚扰和性暴力的投诉进行全面
调查。

Avalon 性骚扰中心
Avalon 性骚扰中心
24-小时危机电话/性攻击护士检查 (SANE) 人员回应电话：
24-小时危机电话/性攻击护士检查 (SANE) 人员回应电话：
902.425.0122
902.425.0122

危机电话适合即时（五天以内）性侵犯和咨询。欲预约咨询请
危机电话适合即时（五天以内）性侵犯和咨询。欲预约咨询请
拨打电话 902.422.4240。
拨打电话 902.422.4240。
Bryony House
Bryony House
24-小时危机电话：902.422.7650
24-小时危机电话：902.422.7650
社区外展电话：902.429.9003
社区外展电话：902.429.9003
避难所电话：902.423.7183
避难所电话：902.423.7183
危机电话适合受虐待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
危机电话适合受虐待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
家庭暴力二十四小时免费电话：
家庭暴力二十四小时免费电话：
1.855.225.0220
1.855.225.0220
受害者和/或者相关人可通过此电话获取与关家庭暴力有关的
受害者和/或者相关人可通过此电话获取与关家庭暴力有关的
信息并提问。
信息并提问。
邻居、朋友和家人的倡议。

邻居、朋友和家人的倡议。

心理健康危机流动团队：1.888.429.8167

心理健康危机流动团队：1.888.429.8167
24-小时对心理健康危机提供帮助。

24-小时对心理健康危机提供帮助。
Acces 司法服务：902.423.2085

为自杀亡者家属提供信息和援助。
Coverdale：902.422.6417
适合于与法律有冲突的妇女。

适合于与法律有冲突的妇女。

Dalhousie 社会工作社区门诊学院：902.494.2753

Dalhousie 社会工作社区门诊学院：902.494.2753

对 Halifax 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提供医疗与社会援助。

受害者服务是以警察为基础的支持机构，专门处理家庭暴力和

受害者司法服务处：902.424.3307

受害者司法服务处：902.424.3307

案件移交通过法院时对受害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协助。
案件移交通过法院时对受害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协助。

家庭法庭−Halifax：902.424.3990
家庭法庭−Halifax：902.424.3990
概要咨询顾问：902.424.5616
概要咨询顾问：902.424.5616
家庭法信息项目中心：902.424.5232
家庭法信息项目中心：902.424.5232
Family Services Association：902.420.1980

Family Services Association：902.420.1980
家庭咨询服务

家庭咨询服务

Halifax 地区警察恃强凌弱热线：902.4907283

Halifax
地区警察恃强凌弱热线：902.4907283
咨询、处理恃强凌弱事宜

咨询、处理恃强凌弱事宜

Nova Scotia 移民服务协会(ISANS)：902.423.3607

Nova 外联危机干预顾问：902.406.8618
Scotia 移民服务协会(ISANS)：902.423.3607
对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
外联危机干预顾问：902.406.8618

帮助儿童电话：1.800.668.6868

Adsum House：902.423.4443

为无家可归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提供临时庇护。
Adsum House：902.423.4443

为无家可归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提供临时庇护。
匿名戒酒会：902.461.1119
戒酒者协会：902.466.7077
匿名戒酒会：902.461.1119
Alice Housing：902.466.8459
戒酒者协会：902.466.7077
对受虐待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咨询和过渡性住所。

帮助儿童电话：1.800.668.6868
New Start Counseling：902.423.4675

儿童保护/收入援助
Halifax: 902.425.5420 ∣Dartmouth: 902.424.3298
Bedford/Sackville: 902.869.3600

儿童保护/收入援助
Halifax: 902.425.5420 ∣Dartmouth: 902.424.3298
Bedford/Sackville: 902.869.3600

受害者服务对如下事件做出反应：
受害者服务对如下事件做出反应：















侵犯（包括家庭暴力和性侵犯）
侵犯（包括家庭暴力和性侵犯）
破门而入/家庭入侵
破门而入/家庭入侵
谋杀
谋杀
抢劫
抢劫
突然死亡
突然死亡
自杀
自杀
刑事滋扰/非法跟踪滋扰
刑事滋扰/非法跟踪滋扰
其它创伤性事件

其它创伤性事件

与我们的联系方式：

与我们的联系方式：
工作时间：早 8：30 到下午 4：30

工作时间：早 8：30 到下午 4：30
电话：902.490.5300

电话：902.490.5300

对有虐待行为的男人,其伴侣提供咨询和支持。
New Start Counseling：902.423.4675

短信：902.497.4709 (对失聪者）

对有虐待行为的男人,其伴侣提供咨询和支持。

电子邮件：victimservices@halifax.ca

Nova Scotia 法律援助（家庭法）
Halifax：902.420.3450∣ Dartmouth：902.420.7921

Nova Scotia 法律援助（家庭法）
Halifax：902.420.3450∣
Dartmouth：902.420.7921
省法院

Halifax：902.424.8718∣ Dartmouth：902.424.2390

省法院
Halifax：902.424.8718∣
Dartmouth：902.424.2390
Stepping Stone：902.420.0103
对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支持和协助。
Stepping Stone：902.420.0103

对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支持和协助。

Alice Housing：902.466.8459

对受虐待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咨询和过渡性住所。

受害者服务是以警察为基础的支持机构，专门处理家庭暴力和
性暴力问题。通过合作，我们对受犯罪影响的个人和社区予以支
性暴力问题。通过合作，我们对受犯罪影响的个人和社区予以支
持、教育，并做出反应。
持、教育，并做出反应。

紧急保护令：1.866.816.6555
紧急保护令：1.866.816.6555

适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适用于紧急情况下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务。

就成人受酒精、药物和赌博影响进行个人、家庭和团体
咨询。

我们是谁（梗概）：

我们是谁（梗概）：

对 Halifax 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提供医疗与社会援助。

对移民和难民提供服务。

就成人受酒精、药物和赌博影响进行个人、家庭和团体
成瘾/药物依赖：1.866.340.6700
咨询。

受害者服务

Coverdale：902.422.6417

双语法律信息中心在 Nova Scotia 范围内提供免费和保密服
Acces 司法服务：902.423.2085
务。
双语法律信息中心在
Nova Scotia 范围内提供免费和保密服
成瘾/药物依赖：1.866.340.6700

受害者服务

社区协同解决自杀事宜：902.466.6600

为自杀亡者家属提供信息和援助。
社区协同解决自杀事宜：902.466.6600

欲获取更多资源，请拨 211

欲获取更多资源，请拨 211

短信：902.497.4709 (对失聪者）

电子邮件：victimservices@halifax.ca

服务项目：
当如下情况发生时，警察将指控虐待者：
我们如何应答受害者：

 案件信息
 工作人员电话回访
危机干预

警察介入
 精神援助
受害者服务部

受害人主动与我们联系
推介
 到现场协助
该机构的职责是与警察协同帮助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公众支持
 到现场协助
服务项目： 我们如何应答受害者：
 安全计划

工作人员电话回访
 案件信息
咨询人员短期内回访

警察介入

受害人主动与我们联系

危机干预
 与警察联络


精神援助 到现场协助
高危家庭案件处理
 推介
 公众支持
服务项目：
社区公共教育和培训

到现场协助
 警察培训

案件信息




切记：



安全计划

危机干预
咨询人员短期内回访

精神援助

推介
与警察联络

公众支持
高危家庭案件处理

到现场协助
社区公共教育和培训

安全计划
警察培训

咨询人员短期内回访



切记：



与警察联络
没有任何理由应使你遭受暴力。

高危家庭案件处理

社区公共教育和培训
你不该被责怪。

警察培训
你并不孤独。





没有任何理由应使你遭受暴力。
切记：
你不该被责怪。
你并不孤独。

没有任何理由应使你遭受暴力。



你不该被责怪。
你并不孤独。

对任何人施暴都是犯罪
对任何人施暴都是犯罪
对任何人施暴都是犯罪

警察会联系有关机构提供帮助。




请尽快给警察打电话。

一个人陈述她/他曾被虐待
如果情况仍然危险或者你需要即刻帮助，请打

并且/或者有虐待证据
如果危险缓解，请打 902.490.5020。
你仍然可以举报很久以前发生的性攻击事件：

要知道，你并不孤独。你可以给医院、Avalon 性
如果和平协约、紧急保护令，或书面保证/保证书被打破，且
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回应
警察对性暴力的回应扰中心，或受害者服务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会
通告了警察，请准备好上述文档副本以示警察。
如果上述之一或两种情况都成立，虐待者的伴侣或配偶可从家
 助你提交报告。
尽管你不记得所发生的每件事
警方需回应并全面调查所有配偶或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事件。
如果你最近曾遭受性攻击：
中转移。
 如果需要采集物证，或需要健康体检，请与性攻
尽管你认为没有证据
当如下情况发生时，警察将指控虐待者：
护士检查（SANE）人员联系。

一个人陈述她/他曾被虐待
警察会联系有关机构提供帮助。

并且/或者有虐待证据

你如需要回家取个人物品，但不敢独自前往，警察可陪你回家。





如果上述之一或两种情况都成立，虐待者的伴侣或配偶可从家
如果和平协约、紧急保护令，或书面保证/保证书被打破，且
中转移。
一般非紧急情况问题，请拨打：
通告了警察，请准备好上述文档副本以示警察。



请尽快给警察打电话。
如果情况仍然危险或者你需要即刻帮助，请打 911。
如果危险缓解，请打 902.490.5020。
要知道，你并不孤独。你可以给医院、Avalon 性骚
扰中心，或受害者服务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们会协
你仍然可以举报很久以前发生的性攻击事件：
助你提交报告。
如果需要采集物证，或需要健康体检，请与性攻击

尽管你不记得所发生的每件事
护士检查（SANE）人员联系。

当你举报性攻击事件时，警察不需要提出指控。这个选择是
自己的。你也许报告警察并选择不提出指控。你还可以随时
改你的决定。


尽管你认为没有证据

警察会联系有关机构提供帮助。



非紧急派遣电话：902.490.5020
或
如果和平协约、紧急保护令，或书面保证/保证书被打破，且
通告了警察，请准备好上述文档副本以示警察。
 Halifax 地区警察受害者服务电话：902.490.5300

你如需要回家取个人物品，但不敢独自前往，警察可陪你回家。

一般非紧急情况问题，请拨打：

你仍然可以举报很久以前发生的性攻击事件：



警察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
当你举报性攻击事件时，警察不需要提出指控。这个选择是
尽管你不记得所发生的每件事
自己的。你也许报告警察并选择不提出指控。你还可以随时
尽管你认为没有证据
改你的决定。

谁对你施暴？

非紧急派遣电话：902.490.5020
说了什么？
当你举报性攻击事件时，警察不需要提出指控。这个选择是你
自己的。你也许报告警察并选择不提出指控。你还可以随时更
或
警察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
如果警察对你的伴侣或性伴侣提出指控，Halifax
地区警察受
你是如何受到性攻击的？
一般非紧急情况问题，请拨打：

Halifax 地区警察受害者服务电话：902.490.5300 改你的决定。
害者服务的工作人员将和你联系。提供与本案件的有关信息并
有没有证人？
谁对你施暴？

非紧急派遣电话：902.490.5020
将你介绍给相应的社区机构。
或
警察所要了解的信息包括：
说了什么？
你如需要回家取个人物品，但不敢独自前往，警察可陪你回家。


Halifax 地区警察受害者服务电话：902.490.5300
如果警察对你的伴侣或性伴侣提出指控，Halifax
地区警察受
害者服务的工作人员将和你联系。提供与本案件的有关信息并
将你介绍给相应的社区机构。
如果警察对你的伴侣或性伴侣提出指控，Halifax 地区警察受
害者服务的工作人员将和你联系。提供与本案件的有关信息并
将你介绍给相应的社区机构。

永远记住那不是你的错
永远记住那不是你的错
永远记住那不是你的错

你是如何受到性攻击的？

谁对你施暴？
有没有证人？
说了什么？
你是如何受到性攻击的？
有没有证人？

我们会帮助你

我们会帮助你
我们会帮助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