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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电⼦⼿册中的信息可能不构成最新的法

律或其他信息。

这本关于家庭暴⼒的电⼦⼿册只涉及《妇

⼥宪章》。对于《妇⼥宪章》未涵盖的⼈

员或情况，可能适⽤《免受骚扰保护法》

（POHA）。有关POHA的信息，请访问
州 法 院 ⽹ 站 ， ⽹ 址 为

https://www.statecourts.gov.sg。

⼿册中的信息⽬前10⽉1⽇2020年是正确
的。

对于我们电⼦⼿册或所提供链接上任何信

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有效性，充分性或

完整性，SMU法律外联俱乐部不做任何形
式的明⽰或暗⽰的陈述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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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新加坡管理⼤学的在读法学本科⽣。我们

希望这个⼿册能提⾼⼈们对法律的认识，增进对家

庭暴⼒的了解， ⽽且为需要帮助的⼈提供指导。

序⾔

根据《妇⼥宪章》第64条，家庭暴⼒包括以下内容：
蓄意或故意地将或试图将家庭成员置于恐惧或痛苦之中；

做出伤害家庭成员的事情，导致其痛苦；

蓄意地对家庭成员做出违背其意愿的⾏为；

明知道您的骚扰会使令家庭成员带来痛苦，⽽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家庭暴⼒有两种类型。第⼀，家庭暴⼒可能造成⾝体的伤害。第⼆，家庭暴

⼒可能会造成情感或精神上的伤害。

*如果能证明是正当保卫或教训孩⼦的话，法庭是不会判家庭暴⼒。
*妇⼥宪章的家庭暴⼒不包括同居的⾮家庭⼈员。

什么是家庭暴⼒？

四个家庭暴⼒的⾏为
如 <www.msf.gov.sg/breakthesilence> 所述

⾝体虐待 情绪和⼼理虐待

性虐待 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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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家庭暴⼒的列⼦

疏忽 性虐待

给你⼀巴掌

踢你或呛你

打你

向你扔东西

把你锁在房⼦⾥

威胁要⽤武器伤害你

给你毒药

您可能是⾝体虐待的受害者如果你的

家庭成员患:

⾝体虐待 情绪和⼼理虐待

不断批评你

侮辱或驱逐你的朋友或家⼈

私下或公开羞辱你

控制您的⽀出或为你做出所有决

定

当虐待者⽣你的⽓时，威胁要伤

害你的亲⼈或让他们远离你

销毁您的个⼈物品

您可能是⼼理虐待的受害者如果你的

家庭成员患:

当你⽣病时不带你看医⽣

当你⽣病时，故意不给你药吃或者

故意给你吃不对的药

连续⼀段时间禁⽌你饮⻝

没有好好监督或照顾好⽼弱病残

您可能是疏忽的受害者如果你的家庭

成员:
会经常抚摸你的隐私部分，导致你

感到很不舒服

强奸你

您可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如果你的家

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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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做什么？

前往家庭服务中⼼或家庭暴⼒专家中⼼寻求建议

和援助

您可以拨打任何热线电话，或去最近的家庭服务中⼼

或家庭暴⼒专家中⼼寻求援助，或者如果需要与他⼈

交谈。

2

去警察局

警⽅能写份专介信让你去医院做体检与治疗。如果

你收到这份信的话，请尽快去做体检。
1

如果受伤请去接受⾝体检查/治疗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作滥⽤的证据。3
如果您担⼼⾃⼰或家⼈的安全，向您信任的亲戚

或朋友寻求庇护，或前往临时庇护所。

您可以与您信任的亲戚或朋友寻求庇护。您可以向家

庭服务中⼼，家庭暴⼒专家中⼼或警察寻求帮助。

4

向家庭司法法院或家庭暴⼒专家中⼼申请庭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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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庭令

个⼈保护令（PPO）

PPO禁⽌施虐者对被虐者使⽤暴
⼒的命令。

紧急保护令（EO）

EO是在审讯前就可申请的紧急保
护令，禁⽌施虐者对被虐者使⽤暴

⼒的命令。

紧急保护令的有效期为28天，或直
⾄审讯开始。

家庭驱逐令（DEO）

DEO禁⽌施虐者进⼊被虐者的住
所或住所的其中⼀部分。

辅导令 (CGO）

法庭可以下令施虐者和被虐者,或
他们其中任何⼈或所有⼈,接受由
相关合作机构办理的辅导课程。

法庭会考虑的因素

未来遇到暴⼒侵犯的⼏率

调和感情的⼏率

法官颁发个⼈保护令时⼤多会考虑以下两⽅⾯因素:

假设有⼀名家⻓为⼦⼥申请个⼈保护令： 
如果⽗⺟为⼦⼥申请个⼈保护令禁⽌另⼀⽅⽗⺟接触⼦⼥，法院还将考虑其他因

素，例如⽗⺟对孩⼦的管教有多合理，以及如果申请个⼈保护令是否只是作为获

取⼦⼥监护权的策略。

⽐如TNI v TNJ的案件，孩⼦的⽗亲成功的为孩⼦申请了个⼈保护令。这是因为法
庭判孩⼦的⺟亲在挨打孩⼦时⽤过于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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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证据类型？

体检报告

你应该去看医⽣，以治疗受伤并记录下来，以证明有虐待

的迹象。

虐待的录像带和受伤的照⽚

您可能需要考虑将安全摄像头放在家⾥，以防⽌家庭暴

⼒。此外，⼀旦发⽣暴⼒⾏为，将对其进⾏记录并可⽤作

暴⼒的证据。

您可能还想对因暴⼒⽽遭受的任何伤害拍照。

警⽅报告

警察报告是对事故的正式记录，但是除⾮进⾏了调查（除

⾮已经有PPO，否则很少报告），报告本⾝并不是客观
的。法庭也需要客观的证据来进⾏审查。

应当指出，警察报告仍然可以帮助证实所需的客观证据。

另请确保保留其副本，以便⽇后检索此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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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地听他们的问题。

提供有关可⽤资讯的信息-咨询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最近的
医院和邻⾥警察局的号码，危机庇护所的住所以及获取PPO
的程序。

共同制定安全计划。

陪他们到邻⾥警岗，医院，咨询中⼼，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的

话，帮助他们进⼊危机庇护所。

致电警察或其他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询问。

我认识的⼈受到虐待。我能做什么？

以下⼏种迹象可能是有⼈遭受虐待：

⾝体：⽆法解释的伤害，挫伤，眼睛瘀⻘，扭伤，⻣头或⽛⻮折

断

情绪：表现出焦虑，沮丧，愤怒或担忧

社交：避免他⼈，不接听电话或不开⻔⻅客，取消或不参与活动

财务：帐⼾透⽀，⽆法赎回抵押品和被从住所驱逐

需要注意的迹象

你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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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会考虑的因素

(1) 你可能受到过威胁或者⾯临暴⼒的企图。
(2)还击的⼒量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法律认定的事实会包
括双⽅的相对体型以及是否使⽤械具。

按照法律判定，你能在暴⼒侵犯的情况下保

护⾃⼰。可是你⽤的还击⼒量与次数不能过

多。

我能保护⾃⼰吗？

由于这⽅⾯的家事法律不是特别详细，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

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法庭会先考虑必要条件再查询其

他条件。 

(1) 犯法者犯了法。
(2) 你不能及时联系公共当局。

必要条件

其他条件

8



额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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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保护令

我能申请吗?

配偶或前配偶；

孩⼦（领养或继⼦⼥)；
⽗⺟；

亲家；

兄弟姐妹；

法院认可的任何家庭成员。

你能为你本⼈或你未满21岁的孩⼦申请保护令。你⼀
定要是21岁以上的成年⼈或结过婚的未满21岁的⼈。

你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为丧失能⼒的⼈的有关家庭成员

申请个⼈保护令：

你可以到哪⾥申请⼈⾝安全保护

令？

你可以到家庭法院的保护令服务部申请⼈⾝安全保护

令，或者到以下的任何地点，通过视频联⽹提出申

诉。 

由于COVID-19疫情，从2020年6⽉2⽇开始,所有法
院听证会将视情况继续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会议进

⾏。但是，如果当事⽅有任何关于Zoom参加听证会
的疑虑，可以联系法院并陈述他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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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保护令

家庭暴⼒中⼼ [Family Violence Specialist Centres]

PAVE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Individual and Family
Protection Specialist Centre (ISIFPSC)
Blk 211 Ang Mo Kio Avenue 3
#01-1446
Singapore 560211
Tel: 6555 0390

TRANS SAFE Centre
Blk 410 Bedok North Avenue 2
#01-58
Singapore 460410
Tel: 6449 9088

Care Corner Project StART
Blk 7A Commonwealth Ave
#01-672
Singapore 141007
Tel: 64761482

家庭法庭 [Family Justice Courts]

The Family Protection Centre (FPC) 
Family Justice Courts, Level 1
3 Havelock Square
Singapore 05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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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保护令

申请PPO的流程

申请PPO的地点

前往新加坡的三个家暴专业中⼼，或通过视

频联⽹申请。你也可以前往家事法院⼀楼的

保护令服务部。申请PPO时，记得带上警察
报告、医学报告和其它相关证件。 

1

请⽤你的 SingPass ID 登陆 iFMAS ⽹
站。

按点 "Protection Order Application" 

所需要的⽂件

法庭⿎励在iFMAS的⽹站申请保护令和提供
有关的证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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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保护令

申请PPO的流程

诉讼

⼀旦申请被采纳，法官便会给施虐者发出传

票。

如法官认为被虐待者还有被施虐的危险，被

虐者可获得急速保护令。

法官宣判颁发PPO的决定，以及双⽅是不是
需要接受由社会和家庭发展部进⾏的辅导。

4

辅导

在家事法庭与家庭暴⼒中⼼，你能询问法庭

家庭关系专家任何关于安全的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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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个⼈保护令的顺序

申请保护令

发出传票
发出传票前，你要先付法庭费。

法庭然后会发传票给施虐者。

法庭过堂
通常法官会在过堂时解决⼀些程序性问题。

有时候，法官会判⼼理辅导令。

要是双⽅都同意的话，法官在过堂时就能判

个⼈保护令。要不然，法官会命令双⽅交换

宣誓书与有关的⽂件。法官也会定下个审讯

⽇期。

审讯
审讯将在法庭进⾏。双⽅需要陈述各⾃的

理由并提交证据。审讯可能为期⼏个⼩时

或更久。审讯后，法官会裁定是否颁发适

当的执⾏令。

提出证据

以下是⼀些您可以求助的⽬击者：朋友、

家⼈、孩⼦、急诊室护⼠、医⽣、看到或

听到骚动的陌⽣⼈、执法⼈员等。

*资讯有效2020年10⽉1⽇ 14



求助热线

ComCare Call

1800 222 0000
ComCare 为低收⼊个⼈和家庭提供
社会援助。

MSF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

1800 777 0000
Child Protection Officers 为受虐待或
被忽视的⼉童和年轻⼈进⾏调查并提

供服务。

Tinkle Friend Helpline

1800 274 4788
Tinkle Friend 是⾯向所有学龄⼉童的
求助热线，为孤独和陷⼊困境的⼉童

提供⽀持和建议。

Care Corner Project StART

6476 1482
⼀个专⻔从事保护，安全和暴⼒控制

计划的机构，以⽀持受家庭暴⼒影响

的⼈。

TRANS SAFE Centre

6449 9088
TRANS SAFE Centre 是家庭暴⼒专
家中⼼（FVSC）为虐待受害者提供
帮助。

National Care Hotline

6202 6868
该热线将为⾯临⽣活困境的任何⼈提

供情感⽀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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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Individual and Family
Protection Specialist Centre
(ISIFPSC)

6555 0390
PAVE 是提供针对⼈际暴⼒的综合服
务的组织。

Police

999
如果⽴即受到威胁，请致电999与警
察联系。



家庭服务中⼼

只 要 扫 描 ⼆ 维 码 或 游
览  https://www.msf.gov.sg/dfcs/
familyservice/default.aspx 就可以
找到离你最近的家庭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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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份证明

⾦钱，银⾏存折，⽀

票簿，信⽤卡和借记

卡

驾驶执照和汽⻋登记

证件（如果有）。

房⼦，汽⻋和⼯作地

点的钥匙。 （准备⼀
组额外的钥匙，并将

其放⼊应急袋中。）

出⽣证明

有关的任何⽂件-例如警察
报告，法院命令和病历副

本（如果有）

地址簿

保留紧急电话号码列表，包括最近的警察局、医院、热线电

话、危机中⼼、家⼈、朋友和邻居

教您的孩⼦在必要时拨打紧急电话（警察为“ 999”）
计划紧急情况下的去向（到您可以信任的亲戚或朋友的家中）

收拾好应急袋，将其藏在安全的地⽅（在家⼈或朋友的房⼦

⾥）

如果⾯临家庭虐待，制定安全计划和准备应急包可以更好地保护⾃

⼰。您可以采取以下⼀些步骤来保护⾃⼰。

这些是要记住的选择和资源：

制定安全计划 和 准备应急包袋

应急包袋

护照，签证和⼯作

许可证

处⽅药
服装和洗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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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册是在新加坡管理⼤学和Cornerstone社区服务的
⽀持下完成的。我们的团队包括胡中琦,谢雪琦和陈作贤。我
们要感谢我们的教师们，张巍和陈永昌, 还有协助我们的律
师，蔡爱乐和刘晓霖。我们也想感谢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家事司法法院
(Family Justice Courts)和妇⼥⾏动与研究协会(AWARE)给予
我们宝贵的建议和知识。我们希望您能从这个电⼦⼿册提⾼对

法律的认识。 

结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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