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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方舉報
性犯罪

如果您向警方舉報性犯罪，您會受到尊重、有禮、有尊嚴的對待。以下是我們可以
向您保證的行事原則。
•

•

•
•
•
•

身心福祉、安全和尊重 | 您的身心福祉和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量。我們會不做
評判地傾聽，並以禮貌、尊重和有尊嚴的方式對待您。我們會尊重您的文化背
景和任何可能的個人安全和/或身心障礙支持需求。在決定是否進行正式調查
時將會和您討論，且會尊重和考慮您的意見。
支持服務的相關資訊 | 我們會和您討論您對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的需求。我們將
與您合作，透過幫助您和犯罪受害者協會（Victims of Crime）以及其他支持機構
取得聯繫，來確保您獲得合適的支持。

由支持人員提供幫助 | 和我們來往的全部過程中，您可以選一位支持人員陪同
著您。您的支持人員不得是案件證人，且不得干擾警方調查，這點非常重要。

警方內部溝通 | 您的案件將由一位專家警探負責調查，該名警探也是您的主要
聯絡人。該警探的聯繫資料可寫在本宣傳單的第5頁。

調查的相關資料 | 我們會和您討論您希望我們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怎麼向您通知
情況，並按照約定告知您最新進展。您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我們提出。

舉報案件永遠不嫌晚 | 舉報過去發生的性犯罪並沒有時間限制。專家警探受過
調查性犯罪的訓練，不論犯罪是何時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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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宣傳單

3

您可能不熟悉本宣傳單的一些用語，不同組織 和機構的用語也可能有所不同。
您可以參考本宣傳單第5頁的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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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傳單解釋了性犯罪是什麼、您向警方舉報性犯罪後可以預期些什麼、調查過程
中及法庭上的程序以及您可以選擇使用的支持服務。

性犯罪是什麼？

當一方當事人未同意進行一項或多項性行為時，即構成性犯罪。

性犯罪可以指一系列廣泛的讓人感到不自在、驚嚇或受到威脅的性行為，可包括強
暴、性侵害和性虐待兒童。

性犯罪的犯罪者往往是受害者和週遭人們認識並信任的人。性犯罪可發生在任何
地方。包括住家、社區和各類機構（如學校、教會、俱樂部、養老機構或障礙服務機
構）內。性犯罪可能是單次的犯罪，也可能是長期、多次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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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宣傳單

性犯罪是什麼？

向警方舉報性犯罪

如 果性 犯 罪 的 時 間已 經 過了很
久，怎麼辦？
可以用什麼方式向警方舉報？
支持和身心福祉相關資訊
警方調查包含些什麼？

如 果 我 不 想 再 繼 續 下 去，怎 麼
辦？
記錄您的陳述
法醫檢查

收集其他證據
偵訊被告

檢驗證據

出庭及證人支持
聯繫警方

我還可以聯繫誰？
詞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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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方舉報性犯罪

支持和身心福祉相關資訊

我們會不做評判地傾聽，並以有尊嚴和尊重的方式對待您。
我們的警探是經過訓練的專家，理解性犯罪複雜多元的本質。

我們將為您提供免費支持服務的相關資訊。這些服務包括：

向警方舉報性犯罪是很重要的一步。

您不需擔心發生的事情是否屬於刑事犯罪。警方會負責將它釐
清。如果您對所遭遇過的事情感到擔憂，我們鼓勵您和我們的
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調查小組（SOCIT）或Sano工作組的警探談談。
您可以在第3頁找到SOCIT或Sano工作組的聯繫資料。

向警方告知您的遭遇並不代表您的案件會一直進行到上法庭。
我們會和您討論您的不同選項，並會考慮您的觀點。
我們了解，要將您的經歷告訴我們可能很困難。無論您是否決
定要向警方舉報，都有支持機構可以為您提供支持。您可以參
考第4頁的支持機構清單。

任何形式的性犯罪都很嚴重。每個人都有權利受到法律的
保護。

如果性犯罪的時間已經過了很久，怎麼
辦？
舉報性犯罪永遠不嫌晚。

受害者在性犯罪發生多年後才決定舉報的情形頗為常見。我們了
解，大多數經歷過性犯罪的人不會立即告訴他人，或者可能永遠
不會告訴任何人。
不論犯罪發生在幾小時、幾週、幾個月、幾年還是幾十年前，我
們的警探都會進行調查。

無論性犯罪在何時發生，即使您認為或知道被告已死亡，我們
都鼓勵您舉報。

可以用什麼方式向警方舉報？

我們的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調查小組（SOCIT）和Sano工作組
的警探經過調查性犯罪的專門訓練。
請依照以下步驟，向警方舉報性犯罪：
• 致電您附近的SOCIT（請參閱第3頁的細節）
• 前往您附近的警察局（欲知詳細資訊，請前往Police.vic.
gov.au/location網站）
• 緊急情況請撥打零零零（000）

您也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向Sano工作組舉報（包括過去和現
在）在宗教或機構環境中發生的兒童性虐待：
• 致電1800 110 007
• 發送電郵至sanotaskforce@police.vic.gov.au

如果 您還 沒準備好和我們談，可以聯繫打擊 性侵害中心
（CASA）與輔導員交談。欲知CASA和您可以使用的其他支
持服務的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第4頁。

警探或打擊性侵中心(CASA)輔導員將和您合作來確保您獲得合
適的支持。
•
•
•
•
•
•

短期、中期和長期追蹤輔導及支持
醫療協助和後續治療

在調查和法庭過程中提供資訊和支持
緊急住宿安排

協助進行犯罪受害者援助裁判庭（Victims of Crime Assistance
Tribunal）的申請
為家人、朋友和支持人員提供資訊和輔導

請參閱第4頁，瞭解您可以使用的支持服務。無論您是否決定向
警方舉報，您都可以使用這些服務。

警方調查包含些什麼？

性犯罪調查由專門的警探來進行。

您的案件將由一位警探負責領導調查，該名警探也是您的主要
聯絡人。
我們會在調查過程中隨時告知您調查進展，您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擔憂也可以隨時聯繫我們。關於您希望我們在調查期間用什
麼方式告知您最新進展──書面、電話、電子郵件或面對面，您
可以和我們討論。如果您不希望知道最新進展，請告訴我們，或
要求我們向您的支持人員提供進度報告。

警方調查分為幾個階段，包括記錄您的陳述以及收集和檢驗證
據。請見第2-3頁，參閱關於調查內容的更多資訊。

如果我不想再繼續下去，怎麼辦？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我們都會鼓勵並支持您。但是，我們了解您
可能決定繼續進行警方調查並不是您最好的選擇。

現在決定不繼續調查並不代表從此以後您都不能要求繼續追
查。然而，延遲調查可能導致某些證據流失。當有影響到社區安
全的風險時，我們可能必須繼續進行調查。
不論您的決定是什麼，您的安全和身心福祉是我們的首要考
量，且我們會和您合作，為您轉介支持服務。

記錄您的陳述

調查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讓警方記錄您的陳述。

通常我們會在調查的初始階段記錄您的陳述，這會安排在一個
隱密的環境中進行。陳述記錄的是您可以記起來的事件經歷，
內容越詳盡越好。我們會詢問您所發生事情的一切細節，包括
聲音、氣味、您的感受和您做了什麼。請盡量不要有所保留。即
使您可能認為不重要的小細節也可以幫助我們的調查。

我們了解回想性犯罪的經歷可能很困難。說出有帶個人和身體
私密性的事情並不容易。我們的警探會以有尊嚴和尊重的方式
對待您。警探們受過訓練，了解性犯罪造成的衝擊並會在調查
過程中為您提供支持。 您也可以有一位支持人員在身邊提供心
理支持。
您需要多久時間來完成陳述都不要緊。您在提供陳述時感到自
在這點很重要。提供陳述可能需要幾個小時的時間，有時候可
能需要分幾次進行。

您完成陳述後，會拿到一份陳述的副本。如果您之後記起了什麼
或發現陳述內容有誤，請聯繫負責您案件的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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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檢查

性犯罪並不總會造成身體受傷。

視您舉報的情況和時間而定，可能會要求您接受法醫檢查。如
果需要進行法醫檢查，我們會解釋檢查涉及的程序和內容，並
在您同意的情況下為您安排諮詢。
您可以選擇是否接受法醫檢查，只是請記得，證據可能會隨時
間流失。

法醫檢查由訓練有素的醫學專業人員進行，他們會處理任何緊
急醫療需求、收集用於調查的證據、可能會拍攝傷處的照片，
並會和您討論您對性傳播感染病或懷孕的任何擔憂。進行檢查
時，您有權利要求一位CASA輔導員和/或一位支持人員在場。
欲知法醫檢查的更多相關資訊，請前往維多利亞州法醫研究機
構網站vifm.org

收集其他證據

我們會收集和該犯罪有關的證據。所收集的證據視該性犯罪的
情況而定。

調查過程中所收集的證據將安全地存放，任何用作證據的物項
只會在必要的時間內保留。訴訟程序結束後，我們會詢問您希
望取回哪些物項。

我們會從可能目擊了該性犯罪或可能提供有助調查的資訊的
人們獲得陳述。我們了解您可能不希望警探聯繫您的家人或朋
友。
我們尊重您的隱私，且在和證人談話時不會透露任何不必要的
資訊。如果您對我們可能會聯繫的任何人感到不確定或擔憂，
請告知我們，以和我們討論您的想法。

偵訊被告

如果已知或找出了被告，我們可能會偵訊被告。

根據不同情況，被告可能會被拘留、釋放或保釋，直到法院開庭
審理。

在調查的每個階段，您的安全都是我們的首要考量。我們將及
時通知您新的進展，並和您討論如何確保您的安全。

檢驗證據

調查結束時，將由一位專門培訓過的人士檢驗收集到的所有證
據，並決定案件是否會呈交法庭審理。這是基於可用的證據以
及法律規定所做出的審慎決定。

並非所有的警方調查都會呈交法庭審理。

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相信您。這只是因為我們的證據不足，未能
達到刑事訴訟所要求的程度。如果發生這個情況，我們會和您
解釋原因。

出庭及證人支持

如果您的案件呈交至法庭，警探或檢察官會向您解釋該過程，
並在整個過程中告知您最新進展。法庭程序分為幾個階段，具
體程序視您的案件由哪個法院審理而定。

為了盡可能降低創傷，法庭有一些特別安排。這些措施包括通
過閉路電視從另一個地點提供證詞，在法庭使用屏幕確保您看
不見被告，並允許您在提供證詞時有支持人員在您身邊。

欲知出庭的更多相關資訊，請前往司法和社區安全部網站，網
址為：victimsofcrime.vic.gov.au
您和您的家人可以獲得幫助和支持您出庭的服務，例如公訴辦
公室的證人援助服務（Witness Assistance Service）。如有需要，我
們可以安排轉介至這些專家支持服務。

欲 知 更 多 資 訊，請 前 往 證 人 援 助 服 務 網 站，網 址：
victimsandwitnesses.opp.vic.gov.au

聯繫警方

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調查小組（SOCIT）

您 可以 向 S O C I T 舉 報 性 犯 罪。維 多利 亞 州 內 各地 都 有
SOCIT。

請參閱下文，查閱SOCIT的地址及電話號碼。這些地點根據
不同區域的排序列出，方便您查找離您最近的單位。

SANO工作組

SANO工作組位於墨爾本，不過其工作範圍遍及全州。 您可
以向Sano工作組舉報（包括過去和現在）在宗教或機構環
境中發生的兒童性虐待。
緊急情況請撥打零零零（000）

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調查小組（SOCIT）
西北都市區

Mernda (03) 9216 1310
Fawkner (03) 9355 6100
Brimbank (03) 9313 3460
Melbourne (03) 8690 4056
Westgate (03) 9216 0566

維多利亞州西部

Ballarat (03) 5336 6055
維多利亞州中部 (Bendigo)
(03) 5444 6752
Colac (03) 5230 0044
Geelong (03) 5246 8100
Horsham (03) 5382 9241
Ararat (03) 5355 1500
Mildura (03) 5023 5980
Swan Hill (03) 5036 1600
Warrnambool (03) 5560 1333

SANO工作組
1800 110 007
sanotaskforce@police.vic.gov.au

南部都市區

Dandenong (03) 8769 2200
Seaford (03) 8770 1000
Bayside (03) 8530 5100

維多利亞州東部

Bairnsdale (03) 5150 2677
Benalla (03) 5760 0200
Box Hill (03) 8892 3292
Knox (03) 9881 7939
Gippsland中部 (Morwell)
(03) 5120 0300
Sale (03) 5142 2200
Seymour (03) 5735 0208
Shepparton (03) 5820 5878
Wangaratta (03) 5723 0848
Wodonga (02) 6049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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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可以聯繫誰？

有許多非維多利亞警方的組織可供您聯繫，獲取進一步資訊和
支持。無論您是否決定要向警方舉報，這些組織都能夠為您提
供支持。

打擊性侵害中心(CASA)
1800 806 292

司法和社區安全部
1800 819 817

casa.org.au

0427 767 891（短信）

非工作時間的性侵害緊急電話線

司法和社區安全部於每週7天早上8點至晚上11點提供免費資訊
和支持。該部門提供有關舉報犯罪的資訊和建議，以及有關您
的權利、法庭程序和其他可以幫助您的服務的資訊。該部門也可
以協助您申請補償和財務援助。

打擊性侵害中心為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兒童和男性受害者或倖
存者提供免費輔導和支持。若要聯繫離您最近的CASA，請於工
作時間致電1800 806 292。
1800 806 292
casa.org.au

非工作時間的性侵害緊急電話線為維多利亞州全州所有的性侵
害受害者或倖存者提供緊急輔導和支持服務，在人生任何一個
階段都可以使用。該服務也和CASA合作，協調非工作時間的性
侵害受害者或倖存者緊急照護措施。該電話服務於週間每日下
午5點運營至隔天早上9點，且週末和公共假日期間全天運營。

全國反性侵害和家庭暴力輔導服務
1800 737 732 (1800RESPECT)
1800RESPECT.org.au

全國反性侵害和家庭暴力輔導服務是一項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運營的全國電話和網路輔導服務，為在過去和現在遭受了性侵
害和/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倖存者提供服務。該服務提供口譯
及手語（Auslan）服務。

安全措施服務（SAFE STEPS）
1800 015 188

safesteps.org.au

Safe Steps是一項全維多利亞州都可以使用的服務，為遭受到來
自伴侶、前伴侶、其他家庭成員或親近的人施加的暴力及虐待
的女性及兒童提供服務。其提供一系列全面的支持服務，使女
性和兒童得以徹底遠離暴力。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每週7天、每
天24小時都可以致電該服務和女性接線員保密通話，以獲取和
家庭暴力支持服務、法律權利以及住宿安排選擇相關的資訊。

inTOUCH反家庭暴力多元文化中心
03 9413 6500
intouch.org.au

inTouch是一項專業反家庭暴力服務，為有著移民 和難民背景
的受家暴女性提供適合其文化的支持服務。本服務為客戶保
密，並免費為居住在維多利亞州且年滿18歲的女性提供。遭受
家庭暴力的女性可在週一至週五的上午9點至下午5點之間致電
1800 755 988（免費）聯繫inTouch。

victimsofcrime.vic.gov.au

國家糾正計畫（NATIONAL REDRESS SCHEME）
1800 737 377

nationalredress.gov.au

國家糾正計畫為經歷過機構性兒童性虐待的人們提供支持。該
計畫協助經歷過機構性兒童性虐待的人們獲得輔導、來自機構
對個人的直接回應以及糾正賠償金。您可於週一至週五的早上
8點至下午5點聯繫國家糾正計畫。您也可以前往nationalredress.
gov.au/support網頁或撥打上述電話號碼，獲取免費且保密的糾正
計畫支持服務細節。

公眾維權辦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ADVOCATE）
1300 309 337

publicadvocate.vic.gov.au

公眾維權辦公室旨在促進並維護殘障人士的權益。該辦公室的
諮詢服務為殘障人士、家庭、照顧人、衛生和福利專業人士及其
他有關方提供專家建議和資訊，諮詢範圍包括監護權、行政、授
權書、醫療同意書、應對能力和維權事項。您可在工作時間內聯
繫其諮詢服務。非工作時間有值班人員提供緊急建議。

維多利亞州婦女法律服務（WOMEN’S LEGAL SERVICE VICTORIA）
03 8622 0600（都市區）
1800 133 302（鄉村區）
womenslegal.org.au

維多利亞州婦女法律服務為面臨著由於關係破裂及暴力造成的
法律問題的弱勢女性提供協助。該服務可以協助的內容包括家
庭暴力保護措施及人身安全干預令、兒童監護權及探視、分居
後的財產分割、分居及離婚以及犯罪受害人申請書。該服務也
為在關係破裂後面臨債務問題、財務困難或希望獲取財務權益
的婦女提供財務建議。

電子安全專員（ESAFETY COMMISSIONER）
esafety.gov.au/key-issues/image-based-abuse

eSafety可以幫忙刪除私密的圖像或影片，並在特定情況下對未經
圖像或影片中人同意即發布私密圖像或影片的人士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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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警探：

被告

本宣傳單使用本詞語來指述據稱犯下罪行的人。視具體情況而
定，也可能稱其為犯罪嫌疑人、肇事人、被告、答辯人或犯罪人。

警探

訓練有素的專家警察，負責調查性犯罪、虐待兒童和其他犯罪
活動。

法醫檢查

初步治療、評估、記錄和闡釋犯罪期間遭受的傷害的醫學檢
查。該檢查由受過訓練的醫學專業人員（稱為「法庭鑑識醫療
師」或「法庭鑑識護理檢查師」）進行。

公訴辦公室

代表公共總檢察長起訴嚴重刑事案件的律師辦公室。該辦公室
是獨立於維多利亞州警方的機構。

SANO工作組

維多利亞州警方內部的專門機構，負責調查（包括過去和現在）
在宗教或機構環境中發生的兒童性虐待舉報案件。

性犯罪

一系列廣泛的非自願性行為。包括強暴、性侵害和兒童性虐待。

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調查小組（SOCITs）

負責調查有關性犯罪和虐待兒童舉報案件的專家警探小組。

陳述

個人所見證的與犯罪有關的事實和事件的詳細描述。陳述通常
是書面形式，不過有時也會用錄影方式記錄。

支持機構或服務

獨立於維多利亞州警方之外的組織，提供各種福利支持和援助
服務，例如輔導、調查和法庭程序相關資訊、醫療援助和緊急住
宿安排。

支持人員

在調查過程中提供心理支持的人員。支持人員可以是朋友、家
人或來自支持服務的工作人員或志願者。支持人員不得是案件
證人且不得干擾警方調查。

提供意見回饋

如果您認為我們未對您給予尊重或未提供正確資訊，您可以透
過以下方式提出投訴：
•
•

聯 繫 您 附 近 的 警 察 局（ 欲 知 詳 細 資 訊 ， 請 前 往
Police.vic.gov.au/location網站）

發送電子郵件至complaints@police.vic.gov.au

如 果 您 想 對 收 到 的 服 務 提 供 正 面意 見，請 發 送 電子 郵件至
compliments@police.vic.gov.au

向土地的傳統擁有人致敬

維多利亞州警方向我們生活和工作的這片土地的傳統擁有人致以敬意。

我們向持續照顧著其部落、文化和人民的長老、所有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致以敬意。
維多利亞州警方授權及發行
Victoria Police Centre
PO Box 913, Melbourne VIC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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