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SAIC BC LAW FOUNDATION OF BC

国际学生 
安全优化

法律教育
性暴力意识
& 社区资源



关于务适（MOSAIC）和本优化项目
务适（MOSAIC）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自1976年以来，致力于为移民、外来者、难民和初来者增能培力，使
他们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中。务适提供就业服务、安置服务、语言服务、跨文化能力培训、辅导服务以及
口译和翻译服务。这份资源是作为“国际学生安全优化”（Enhance Access to Safe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项目的一部分而编写的。该项目着重为本省偏远和服务不足地区的弱势国际学生提供法律教
育、性暴力意识教育和社区资源。此外，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影响着国际学生说出自己遭受了性暴力，而该
项目则旨在提高这些社区中服务提供机构对这一点的认识，同时为他们提供法律教育，并使他们带着文
化上的谦和，更好地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

国际学生和请假
国际学生是外国人，
可以是临时居民、难
民申请人或无移民身
份的个人。国际学生
需要学习许可和学生
签证。

国际学生可以请假或延期入学150天。您需要获得您选定的学习机构的批
准，但无需通知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除非他们要求您提供
请假证明。学生不得在这段请假的时间工作。如果您离开学校的时间超过
150天，则可能会要求您离开加拿大或将您的身份改为旅行或工作签证。

批准的请假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 生病或受伤
• 怀孕
• 家庭紧急情况
• 家庭成员死亡或病重
• 在正常假期之外，改读同一院校内的其他专业
• 开除或暂令停学-取决于严重程度（推迟课程开始日期-延期入学）

IRCC尚未具体说明对性侵犯如何归类。
但由于性侵犯和与其相关的创伤会影
响幸存者的身心健康，因此性侵犯可归
于第一项原因“生病或受伤”。

性暴力
性暴力是对任何不必要的非自愿的性行为、
行动或威胁的统称。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分享私密照片

性侵犯
性侵犯是任何非自愿的性接触/活动，包括
此类活动的威胁。它可能涉及使用肢体暴
力、恐吓、胁迫或滥用受信任或有权威的
地位。

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分享、出售或发布某个
人的私密照片/视频是犯罪行为（例如，在未经某
人同意的情况下与他人分享其裸照）。有关私密
照片/视频的分发可参阅《加拿大刑法》第162条。

私密照片/视频：
• 暴露的生殖器区域
• 暴露的肛门区域
• 暴露的乳房
• 参与性活动



同意是为了进行性行为而
提供的一项积极的、自由
的协议

得到  
同意了吗?同意了吗?

有关同意 
的要点： 法律与同意：

如果当事人 
正处于毒品/ 

酒精的影响之下、 
无意识或是睡着了， 
则不能依法 
做出同意

如果一方 
滥用信任、 
权力或权威，
同意则 
不能做出

在加拿大， 
针对性行为 
做出同意的 
合法年龄为  

16 岁

征求同意：

“我可以 
吻你吗？”

“这样 
可以吗？”

“如果我…… 
你愿意吗？”

请注意：
•  同意可能并不总是字句

表面的意思–但是，如果
不明确，请务必确认

•  “是”并不总是意味着 
“是”

•  性别和文化动态会影响
我们的沟通方式

在有些文化中，直接说“不”是不礼貌的，有人可能会说：“谢谢，但我不想”，而不是说“不”。另外，有些
人可能会担心“扫兴”，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愿意使用英语以外
的其他语言进行交流，而“同意”一词在这些语言中可能不存在。因此，应该通过问不同的问题来进行
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在有些文化中，性是禁忌的，因此，“性”和“同意”并不被视为可以讨论或交流的
事情，但我们有责任尊重彼此对自己身体的主宰和界限。不管是您的伴侣还是一夜情的对象，您始终
需要征求同意！

自由提供 (FREELY GIVEN)
如果存在威胁、欺诈、胁迫 或操纵，则不是同意 

可以撤销 (REVERSIBLE)
同意可以随时撤回

知情 (INFORMED)
各方都必须知道他们同意的是什么

积极 (ENTHUSIASTIC)
各方应对将发生的事情都感到兴奋和 
感兴趣 

具体 (SPECIFIC)
同意一项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同意其他形式
的性接触 



透露与举报
透露的意思是非正式地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可以
是您的家人、朋友或学校/社区的支持人员。

举报是您向警方或学校提供的有关性侵的正式声明。

向警方举报告可能会
带来调查。向您的学校
举报将导致对学生不
端行为的调查程序；每
所学校针对性侵犯都
有不同的政策。

法律权利和程序介绍
向警方举报性侵
911：如果您正处于危险之中，请立刻致
电911
非紧急热线：如果性侵已经过去了一段
时间，而且您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请致
电非紧急热线

向警察举报：警察将从您那里获得有关性侵的正式记录陈
述。您在做陈述的时候可以带其他人来支持或帮助您（例
如，翻译、口译人员）。

• 完整的举报会带来调查，而调查可能会带
来庭审 

• 根据BC省《犯罪受害人法》（Victims of 
Crime Act），您有权访问您的个案信息

第三方举报：通过社区支持人员匿名举报，该支持人员
将向警方告知有关性侵犯的事件和犯罪者的详细信息。
这不会导致调查，而是让警察知道该地区有性侵者。

法医检查和医疗服务
没有医疗保险的国际学生可以接受免费和适当的医疗服务，
包括性病检测以及防止意外怀孕。

法医检查是一种用于收集
DNA/物证的医学检查。这可能
包括在侵犯发生后仍残留在您
身上的精液、血液、毛发或衣服
上的任何纤维。

医疗选项
• 医护服务：针对性侵后的健康需求（例如，疗伤、防止意外怀孕或HIV感染、治疗
性病）做出处理。不收集证据。 

• 医疗和法医检查：除了针对健康需求做出处理外，还将进行法医检查以收集证据样本。
如果您决定举报所发生的情况，这些样本将提供给警方。如果您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决
定，这些样本最长可保存1年。

庭审
如果要进行庭审，则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被告不能访问您的个人记录。仅当被告可以
说明为什么您的个人记录与本案有关时，才会颁布法庭命令。根据加拿大《刑法》（Criminal 
Code），被告在庭审期间也不能利用您过往的性经历。在庭审中，您可以宣读“受害人影响陈
述书”，解释性侵犯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法律保护
如果您担心自己的安全，则可以获得法律保护，以避免曾伤害过您的人再次伤害您。您无需等待做
出任何指控。和平条件令（peace  bond）和保护令（protection  order）是获得保护的两种方法。这两
条颁令将要求您害怕的人远离您和您的家人、住所、工作地点和学校。

和平条件令 
（PEACE BOND）

保护令 
（PROTECTION ORDER）

•  是依据加拿大《刑法》而颁布的命令
•  致电警方即可获得和平条件令
•  没有任何费用，您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且可以
针对任何人

•  您害怕的人会收到传票
•  和平条件令将由加拿大皇家骑警强制执行
•  无需律师
•  和平条件令在加拿大各地均有效

•  是依据《BC省家庭法》（BC Family  
Law Act）而颁布的命令

•  通过法官申请
•  如果您是上省级法庭则不收费
•  保护令可保护您免受某位家庭成员的侵害，
而且他们将被要求出庭

•  保护令将由加拿大皇家骑警强制执行
•  建议您寻求律师的协助

 ο 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的法律协助
•  保护令在BC省有效民法 

（CIVIL LAW）

民事诉讼允许遭受性侵犯的人提起诉讼，并决定是否以及何时了结/撤回该诉讼。民法允许幸存者就
所造成的损害寻求赔偿。民事案件需要有律师代表您，此类案件没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但如果您要提
起民事诉讼，则可以获得一些法律帮助。

人权法（HUMAN RIGHTS LAW）
《BC省人权法》（BC Human Rights Code）适用于：
公共服务领域（学校/酒店/商店/社区中心等）、租赁、
就业、加入工会、房地产的购买、出版物。性骚扰中的当
事人可能必须是彼此有关联的人（不适用于陌生人）。 
要向BC省人权听审局（BC Human Rights Tribunal）
或加拿大人权委员会（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提起投诉，必须在最后一次性骚扰后的
一年内提出。需要注意的是，人权听审局的目的并不是
要惩罚骚扰您的人，而是要将您置于倘若这次骚扰没有
发生您可能会处于的位置（补救）。

如果觉得这样做安全的话，您可以告诉
此人不要这样做。如果您的工作/学校/
租赁中有负责人，请他们做些事情来
阻止骚扰，他们可能有责任为您做出调
整，并提供一个无骚扰的环境（更改工
作/上课时间表，提供培训等）。保留有
关事情发生经过/时间的记录以作为证
据（例如，短信、电子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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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资源
危机热线/紧急情况电话号码

机构 电话号码
警察/加拿大皇家骑警
急诊医院 9-1-1

BC省受害者热线
（VictimLinkBC） 1-800-563-0808

财务和法律资源
犯罪受害者援助计划（CVAP）

律师介绍服务

免费法律服务协会
（Pro Bono）

1-800-663-1919

www.accessprobono.ca

地点 机构 电话号码

乔治王子城
（Prince George）

Prince George & District  
Elizabeth Fry Society

250-563-1113
24小时危机专线： 

250-562-5868
Prince George Sexual

Assault Centre 250-564-8302

Phoenix Transition House 250-563-7305

Immigrant and Multicultural
Services Society 250-562-5900

University Hospital of Northern BC 250-565-2000

Nechako Medical Walk-in Clinic 250-563-3399

特勒斯 
（Terrace）

Skeena Diversity 250-635-6530

Ksan House Society 250-635-2373

彭蒂克顿
（Penticton）

South Okanagan Women In Need
Society 250-492-6299

South Okanagan Immigrant &
Community Services

250-493-4366
24小时危机专线：

1-800-814-2033

基洛纳 
（Kelowna）

Central Okanagan  
Elizabeth Fry Society 250-763-4613

Kelowna Women’s Shelter 24小时危机专线： 
250-763-1040

Foundry 236-420-2803

Finding Our Voices （无需预约） 250-860-3181

Stepping Stones Counselling 250-763-7414

Kelowna Family Centre 250-860-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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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BC）

机构 电话号码

校园安全与安全行进 250-960-7058

北方妇女中心 250-960-5632

咨询辅导 250-960-6369

健康服务 250-960-6370

学校资源

奥垦娜根学院（Okanagan College）

机构 电话号码

基洛纳校园安全  250-317-2435

彭蒂克顿校园安全 250-486-3879
UBC奥肯纳根分校 （UBC Okanagan）

机构 电话号码

校园安全与安全行进 250-807-8111

性暴力预防和 
应对办公室 250-807-9640

健康与福祉  250-807-9270

岸山学院（Coast Mountain College）

机构 电话号码

校园安全 1-250-615-9894

学生辅导服务中心 1-844-451-9700



联系我们：
5575 Boundary Road

Vancouver, B.C. V5R 2P9
604-254-9626

www.mosaicbc.org [Chinese Simplif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