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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察举报
性犯罪

如果你决定向警察举报性犯罪，你将受到尊重、礼貌和有尊严的对待。你可以对我
们有如下期望。
•

•
•
•
•
•

健康、安全和尊重 | 你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在倾听的时
候不会加以评判，我们对待你的时候会体现礼貌、尊重和尊严。我们会尊重你
的文化背景，尊重你可能有的任何个人安全及/或无障碍需求。我们会与你讨论
是否进行正式调查的决定，并尊重、考虑你的想法。

有关支持服务的信息 | 我们会与你讨论你的非正式和正式的支持需求。我们会
与你合作，通过为你联系支持犯罪受害人的机构，确保你获得合适的支持。

来自支持者的帮助 | 在和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你可以有一位自己选择的支持
者。重要的是你的支持者不可以是案子的证人而且不会干扰警方调查。

警察内部的联系人 | 一位专业探员将负责调查，这是你的主要联系人。你可以
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写在这份资料单的第5页。

有关调查的信息 | 我们会与你商量用什么办法与你沟通调查进展情况并按商定
的办法及时向你通报情况。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永远都来得及举报 | 举报性犯罪没有时间限制。专业探员受过调查性犯罪案的
训练，不论事隔多久。

关于这份资料单

这份资料单介绍什么是性犯罪、当你决定向警察举报性犯罪时你可以有哪些期望、
在调查期间和在法院会出现什么情况、以及你有哪些获得支持的选择。
你可能不熟悉这份资料单中所用的一些词汇，不同组织和机构使用的语言也会有
差异。你可以在这份资料单的第5页看到词汇表。

什么是性犯罪？

性犯罪出现在某人不同意接受某种或多种性行为之时。

性犯罪可以泛指令人感到不舒服、害怕或受威胁的各种性行为，可以包括强奸、性
侵和儿童性虐待。

性犯罪经常由受害人及身边的人认识和信任的人所犯。性犯罪可以在任何地方发
生。这可能是在家里、社区里和机构环境中（比如学校、教堂、俱乐部、养老机构或
残疾服务机构）。性犯罪可能是一次性遭遇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多次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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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察举报性犯罪

支持和帮助信息

我们在倾听的时候不会加以评判，我们对待你的时候会体现尊
敬和尊严。我们的探员是专家，训练有素，理解性犯罪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

我们将为你提供可供你使用的免费支持服务的信息。这些服务
包括：

向警察举报性犯罪是重要的一步。

你无需担心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是否属于刑事犯罪，这由我们来
鉴别。如果你对你的遭遇有顾虑，我们鼓励你告诉性犯罪及儿
童虐待调查组（SOCITs）或Sano行动组的一位探员。你可以在第3
页找到SOCITs和Sano行动组的联系方式。

告诉我们你的遭遇并不意味着你的案子最终会告到法庭。我们
会与你商量你有哪些选择，我们会考虑并照顾到你的看法。

我们明白向我们举报你的经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论你决定
报警与否，支持机构都会为你提供帮助。你可以在第4页找到这
些支持机构的名单。

任何形式的性犯罪都是严重的。每个人都有权受法律保护。

如果性犯罪是很久以前发生的，应该怎
么办？
举报性犯罪永远不会太晚。

多年后决定举报性犯罪是较常见的。我们知道，大多数遭遇过性
犯罪的人都推迟告诉别人或可能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不论性犯罪发生在几小时之前还是几周、几个月、几年或几十年
之前，这都没有关系。我们探员会调查。

不论性犯罪何时发生、即便你以为或知道被告已死亡，我们都
鼓励你举报。

我如何向警察举报？

性犯罪及儿童虐待调查组（SOCITs）和Sano行动组的探员。

要向警察举报性犯罪：
• 请给你本地的SOCIT打电话（见第3页的联系方式）
• 亲自去你本地的警察局（去police.vic.gov.au/location查找
地址）
• 紧急情况下拨000。

若要举报过去或目前发生在宗教或机构环境中的儿童性虐
待，可能用以下方式联系Sano行动组：
• 打电话：1800 110 007
• 发电子邮件：sanotaskforce@police.vic.gov.au
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和我们谈话的准备，你可以联系反性侵中
心（CASA）和一位顾问谈话。要了解CASA和供你使用的其它
支持服务的详情，请看第4页。

探员或反性侵中心(CASA)顾问会帮你确保获得合适的支持。

•
•
•
•
•
•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跟进咨询和支持
医疗协助和跟进治疗

在调查和走法庭程序期间提供的信息和支持
紧急住宿

办理犯罪受害人援助仲裁庭的申请

为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提供的信息和咨询。

第4页有可供你使用的支持服务的信息。不论你决定报警与否，
你都可以使用这些服务。

警察会调查些什么？
性犯罪调查由专业探员负责。

一位专业探员将负责调查，这是你的主要联系人。

在调查期间我们将及时向你通报进展情况，你有任何问题或顾
虑的话也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和你商量在调查期间
你希望我们如何向你通报情况 – 书面、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或面
对面。如果你不需要随时了解情况，请告诉我们，或叫我们转而
向你的支持者通报进展情况。

警方调查分若干阶段，包括记录你的陈述、收集和审查证据。
第2-3页有调查涉及什么的更多信息。

如果我不想继续下去，那怎么办？

我们对你的鼓励和支持将贯穿整个调查过程。不过我们明白，
你也许会决定继续进行警方调查不是你的最佳选择。

决定中断并不阻止你今后再继续进行下去。不过，推迟调查有
可能导致丢失一些证据。如果社区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也许仍
继续进行调查。

不论你如何决定，我们将优先考虑你的安全和福祉，我们将帮
你和支持服务机构建立联系。

记录你的陈述

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让警察记录你的陈述。

我们通常会在调查的较早阶段在一个私密环境里记录你的陈
述。陈述记下了你对遭遇尽可能详细的回忆。我们会详细询问
你能记起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声音、气味、你如何感觉、你做了什
么。尽量不要漏掉任何细节。即便是你可能认为不重要的小细
节也有助于我们进行调查。

我们知道，重新回忆性犯罪的遭遇是件难事。透露私人性质、与
身体相关的信息不是件易事。我们探员会维护你的尊严并体现
对你的尊重。他们训练有素，了解性犯罪的冲击，会在整个过程
中支持你。你也可以有一位支持者在场为你提供心理支持。
做陈述时你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重要的是在做陈述时你要感
觉自在。做陈述可能要花几小时的时间，有时需要分几次进行。
做完后我们会给你一份陈述副本。如果之后你又记起什么或发
现陈述中有错误，告诉负责你的案子的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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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检查

性犯罪不总是涉及身体伤害。

取决于你举报的情况和时间跨度，我们可能会请你做法医检
查。如果需要做法医检查，我们会解释它涉及什么，在你同意后
为你安排就诊。
是否做法医检查是你的选择，不过记住，证据可能随时间丢失。

法医检查由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主持，这位专业人员
会视医疗需要马上进行处理、收集调查证据、也许会对受伤部
位拍照，而且会与你讨论有关感染性病或怀孕的顾虑。检查过
程中你有权请一位CASA顾问代言人及/或支持者在场。

要了解法医检查的详情，请访问维州法医协会的网站vifm.org

其它证据收集

我们将收集与犯罪相关的证据。我们收集什么证据取决于性犯
罪的情况。
我们将妥善保管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作为证据提取的任何
物件仅在必要的时间段内予以保存。诉讼结束时我们会与你讨
论你希望退回哪些物件。
也许有人目击了性犯罪或有可能提供有助于调查的信息，我们
会请他们做陈述。我们明白，你也许不愿让探员和你的家人或
朋友谈话。
我们尊重你的隐私，在与证人谈话时不会透露没有必要的信息。
如果你担心我们可能会与某人谈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讨论你
的顾虑。

审讯被告人

如果知道被告人是谁或已确定被告人的身份，我们可以对他们
进行审讯。
视情况，被告人可能会被关押、释放或保释，直到法庭开始审理
案子。

在调查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将优先考虑你的安全问题。我们会及
时向你通报情况并与你讨论如何管理你的安全问题。

审查证据

调查结束时，所收集的所有证据都要由专人审查，此人受过专门
训练，决定哪些事项可以告到法庭，在做决定前会仔细考虑所
掌握的证据和法律规定。

不是所有调查案都会进入法庭程序。

这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你。这只表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达不到
刑事诉讼要求的水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你并解
释理由。

上法庭和证人支持

如果案子告到法庭，探员或检方会向你解释过程并随时向你通
报最新情况。法庭程序分若干阶段，取决于你的案子在哪个法
庭审理，这些程序会有差异。
为了尽量减少创伤，法庭有特殊安排，包括异地通过闭路电视提
供证据、使用法庭里的屏幕以确保你看不到被告人、以及让支
持者在场陪你提供证据。
要 了 解 上 法 庭 的 详 情 ，请 访 问 司 法 及 社 区 安 全 部 的 网 站
victimsofcrime.vic.gov.au

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利用在法庭上为你提供协助和支持的服务，
比如公诉处的证人协助服务。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转介这些专
业支持服务。
要了解详情，请访问证人协助服务的网站
victimsandwitnesses.opp.vic.gov.au

联系警察

性犯罪及儿童虐待调查组（SOCIT）

你可以向SOCITs举报性犯罪。我们在维州各地都有SOCITs
办公室。
SOCIT的位置和电话号码列在下一页。位置按地区划分，方
便你寻找离你最近的办公室。

SANO行动组

Sano行动组设在墨尔本，但在全州范围内作业。你可以向
Sano行动组举报过去或目前发生在宗教或机构环境中的儿
童性虐待。
紧急情况下拨000。

性犯罪及儿童虐待调查组（SOCIT）

都市西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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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州北部

Ballarat (03) 5336 6055
Central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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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组
1800 110 007
sanotaskforce@police.vic.gov.au

都市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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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州东部

Bairnsdale (03) 5150 2677
Benalla (03) 5760 0200
Box Hill (03) 8892 3292
Knox (03) 9881 7939
Central Gipp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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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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另外对谁说？

你可以联系各种独立于维州警署的机构进一步获取信息和支
持。不论你决定报警与否，这些机构都可以为你提供支持。

反性侵中心（CASA）
1800 806 292
casa.org.au

反性侵中心（CASA）为身为性侵受害人/存活者的妇女、儿童和男
性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和支持。要在上班时间联系离你最近的
CASA，请拨1800 806 292。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性侵危机热线
1800 806 292
casa.org.au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性侵危机热线在全州范围内为那些在生活
中任何时候遭遇性侵的受害人/存活者提供危机心理咨询和支
持服务，并与CASA为最近遭遇性侵的受害人/存活者协调正常工
作时间之外的危机照护反应。作业时间是下午5点到次日上午9
点，周末和公共假日全天作业。

全国性侵、家暴心理咨询服务
1800 737 732 (1800RESPECT)
1800RESPECT.org.au

全国性侵、家暴心理咨询服务在全国范围内为过去和最近遭遇
性侵及/或家暴的受害人/存活者提供7天24小时的电话和网上心
理咨询服务。他们提供翻译和哑语（Auslan）服务。

SAFE STEPS
1800 015 188
safesteps.org.au

SAFE STEPS（安全步骤）在全州范围内为受伴侣或前伴侣、其他
家人或身边的人施暴、虐待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他们提供
综合性的支持服务，帮助妇女和儿童摆脱并永远脱离暴力。遭
遇家暴的妇女7天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
她可以提供有关家暴支持服务、法律权利和住宿选择的保密信
息。

inTOUCH反家暴多元文化中心
03 9413 6500
intouch.org.au

inTouch是一家专业家暴服务机构，为来自移民和难民背景、正在
或已经遭遇家暴的妇女提供符合其文化习惯的支持。这项服务
对生活在维州、年满18岁的妇女是免费和保密的。遭遇家暴的
妇女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拨打1800 755 988
（免费拨号）与inTouch联系。

司法及社区安全部
1800 819 817

0427 767 891（短信）

victimsofcrime.vic.gov.au

司法及社区安全部一周7天上午8点到晚上11点提供免费的信息
和支持。他们提供举报犯罪的信息和建议以及有关你的权利、
法庭程序和其它能帮到你的服务机构的信息。他们还能帮你申
请赔偿和困难补助。

全国补救计划
1800 737 377

nationalredress.gov.au

全国补救计划为那些在机构环境中遭遇儿童性虐待的人提供
支持。该计划帮助那些在机构环境中遭遇儿童性虐待的人获取
心理咨询服务、来自机构的直接私人回应以及补救赔款。全国
补救计划的联系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点。免费、
保密的补救支持服务详情可上网查询，网址nationalredress.gov.au/
support，或拨打上面的电话号码。

公共代言处

1300 309 337
publicadvocate.vic.gov.au

公共代言处拥护和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和利益。它有一项咨询服
务，为残疾人、家人、照顾人、健康和福利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有
兴趣的人提供专业建议和信息，涉及的问题包括监护、管理、授
权、医疗同意、能力和代言。咨询服务可以在上班时间联系。下
班后有一位值班人员提供紧急咨询服务。

维州妇女法律服务处
03 8622 0600（都市）
1800 133 302（乡村）
womenslegal.org.au

维州妇女法律服务处协助那些正处于不利境地、因关系破裂和
暴力正面临法律问题的妇女。他们能协助的问题包括保护妇女
免遭家暴、个人安全干预令、儿童监护和探视、分居后财产分割、
分居和离婚、犯罪受害人申请等。他们还为经历债务问题、经济
困难或关系破裂后财务权益受阻的妇女提供财务咨询服务。

ESAFETY专员
esafety.gov.au/key-issues/image-based-abuse

eSafety可以协助撤掉私密图像或录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
对未经图像中人物同意而散发私密图像或录像的人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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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探员：

被告人

本资料用这个词来形容据称已犯下一罪行的人。视上下文，他们
还可以指嫌疑人、罪犯、被告、答辩人或行凶者。

探员

调查性犯罪、儿童虐待和其它犯罪活动、训练有素、高度专业的
警官。

法医检查

对罪案发生期间受的伤进行初步治疗、评估、记录和解释的医学
检查。主持法医检查的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员，叫
法医官或法医护士检查员。

公诉处

代表检察长对重大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的律师处。这是与维州警
署分开的机构。

SANO行动组

维州警署内部的专业单位，调查对过去或目前发生在宗教或机
构环境中儿童性虐待的举报。

性犯罪

各种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强奸、性情和儿童性虐待。

性犯罪及儿童虐待调查组（SOCIT）

专业探员团队，调查对性犯罪和儿童虐待的举报。

陈述

详细描述一人目击与罪行相关的事实和发生经过，通常采用书
面形式，不过有时用录像记录。

支持机构或服务

与维州警署分开的组织，提供各种福利支持和协助服务，比如
心理咨询、有关调查和法庭程序的信息、医疗援助和紧急住宿。

支持者

在调查过程中提供心理支持的人。他们可以是一位朋友、家人
或支持服务机构的志愿人员，但不能是案子中的证人，不应该
干扰警方调查。

进行反馈

如果你认为我们对你不尊重或没有给你正确的信息，你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投诉：
•
•

联系你本地的警察局（去police.vic.gov.au/location查找地址）
发电子邮件至：complaints@police.vic.gov.au

如 果 你 愿 对 你 接 到 的 服 务 提 供 正 面 反馈，发电子 邮 件至：
compliments@police.vic.gov.au

向传统主人致谢

维州警署向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国土的传统主人致敬。

我们向继续呵护其国土、文化和人民的长老们和所有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致敬。
维州警署授权并出版。
Victoria Police Centre
PO Box 913, Melbourne VIC 3001
维州警署2020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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