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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前来圣塔克拉拉县
儿童维权中心

我们是谁：
圣克拉拉县儿童维权中心（CAC）致力于帮助儿
童从儿童虐待、攻击和忽视的痛苦经历中康复。
CAC是一个安全的场所，旨在帮助儿童和家人在
接受面谈、体检和支持服务的过程中感到自在和
得到支持。

多学科：
CAC是多学科中心：执法、社会服务、受害者维
权、起诉、医疗和行为健康机构在同一个场所协
作，为儿童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旨在满足其独特
需求的服务。这种灵活性使我们能够为您和您的
孩子协调计划，同时提供专门的支持。

使命声明：
CAC为遭受性虐待和性侵、身体虐待和忽视的儿
童提供专业和富有同情心的护理。来到CAC的儿
童、青少年和家人受到尊重，专业人士接受过培
训，了解创伤对不同年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幸
存者的影响。我们耐心和富有同情心的倾听努力
为我们社区的坚强的青少年开辟了一条通往治愈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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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这里？
儿童维权中心是多个县级机构的所在地，他们共同努力为您的孩子提供支持和服务。

法医面谈主持人
法 医面谈 主持 人接受 过专
门 培训 ，并具有对受虐儿童

地区检察官

和青少年面谈的经验。很多儿
童和青少年将在CAC接受法

面 谈。他 们可 以决定 是否 可以提 出

医务人员

指 控。受 害者 服务维 权员 也在这 里

医 务人员 提供 适合年 龄的

提 供支持 、回 答问题 和提 供资源 。

专 业医疗 评估 。工作 人员

地 区检察 官办 公室的 律师 到场旁 听

医面谈。

训 练有素 ，在 为受虐 儿童
和 青少年 服务 方面拥 有专
业 知识。

执法机构

谁在
这里？

执 法人员 在这 里观察 并参 与对儿

社工
社 工通过 调查 程序确 保儿 童安全 。

童 、家长 和其 他掌握 与调 查相关

他 们还在 此期 间协助 家庭

信 息的人 的面 谈。

获 得服务 和支 持。

向您提供的服务
维 权员致 力于 提供情 感支 持，
帮 助家庭 获得 咨询和 资源 ，并提
供 有关调 查的 信息， 以便 使家庭
了 解刑事 司法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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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面谈
什么是法医面谈？
法医面谈是一种专门的谈话，可帮助调查团队收集信息，以便确定发生的情况以及下一步应
采取的措施。这次面谈将减少您的孩子与来自不同机构（包括执法机构、社工和地区检察官
办公室）的成年人的交谈次数。在法医面谈中谈论受虐细节可能会很痛苦。面谈主持人将尽
一切努力限制您的孩子的额外压力或创伤。面谈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同情心和敏感性的
调查员或儿童维权中心法医面谈团队成员领导。
有关面谈需要了解的重要信息：

面谈在舒适的场所进行
面谈问题适合儿童的年龄
面谈将尊重您的孩子的教育水平和理解力
面谈主持人会用您的孩子感到自在的语言说话
在面谈期间，我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在场或观看吗？
面谈主持人与您的孩子单独交谈很重要。如果您的孩子受虐，您的孩子可能很难在您面前谈论这
件事。您的孩子的经历可能会让您感到不安，也可能使您的孩子难以与面谈主持人交谈。

谁将支持我和我的孩子？
在您前来CAC接受面谈期间，您可以带一位朋友或支持人员与您一起来。此外，我们在现场有维
权员，可以在面谈期间和您离开后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支持。
面谈后我应该对我的孩子说什么？
每个家庭成员可能会经历极为不同的情绪。对于儿童，请考虑以下建议：
如果您的孩子想说话，请倾听，不要探究。
向您的孩子询问有关感受和情感的问题。
对您的孩子说令孩子放心的话：

“你是安全的。”
“这不是你的错。”
“我没对你生气。”
“你很勇敢，我为你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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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曾经受虐的儿童进行医疗评估
儿童维权中心的评估包括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护士和医疗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的专门体
检。体检反映每位患者的需求，可能包括化验、X光检查和其他检查，以及适当的治疗。我
们的工作人员将向您和您的孩子解释体检的各个身体部位，并努力确保您和您的孩子在体检
的各个阶段都感到自在和安全。在某些情况下，父母或照护人可以在体检期间陪伴孩子。
对于我们在CAC检查的每名儿童和青少年，医疗评估有三个重要目标：
1) 为刑事调查收集证据
2) 为新诊断的疾病提供治疗
3) 确保孩子的安全
虽然所有这些目标都很重要，但您的孩子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事项。如果在评估的任何时
候，我们认为您的孩子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护理，我们将停止评估，并将孩子转送到医院接受
治疗。
性虐待和性侵评估
对儿童性虐待的评估有时称为性虐待法医检查（SAFE检查）。该专业检查提供可能对刑事
调查有用的法医证据。SAFE检查开始时与在您的医生诊所接受的常规儿童体检一样。护理
人员会检查您的孩子的身高、体重、脉搏和血压。我们会问：“你感觉怎样？有什么疼痛吗？
你吃得好、睡得好吗？” 体检医生会进行例行体检：查看孩子的耳朵和喉咙，听心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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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曾经受虐的儿童进行医疗评估
性虐待和性侵评估（续）
一般而言，患者的年龄和自上次发生性接触以来的时间决定我们的检查类型。对于最近没有性接触
的患者，我们通常检查外生殖器。我们不使用扩张器进行体内检查。对于大多数青少年，儿科
SAFE检查不会造成疼痛。近期有性虐待或性侵史的少女可能会接受体内检查。对于男孩，我们会
检查外生殖器。对于非二元性别的青少年和所有患者，我们将在开始前和体检期间与您和您的孩子
讨论体检的目的和身体部位。

在SAFE检查期间，医疗服务提供者会寻找目前或过去受伤的证据以及性传播感染的证据。通常，
我们使用专门的摄像机拍照。照片储存在安全的数据库中，不会成为孩子医疗记录的一部分。

有时患者或其照护人不希望对隐私部位进行检查。如果患者不确定，我们会尝试向孩子或青少年保
证检查不会造成疼痛。但是，如果患者或照护人选择拒绝检查，我们会停止检查。有时我们会提议
将检查安排在其他时间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和青少年对接受SAFE检查感到自在。

 在初次医疗检查、法庭或调查面谈期间，让您选择的保密性侵维权员和支持人员在
场。可以不让支持人员出席面谈，但维权员必须在场。
 询问与您的性侵有关的DNA证据的检测状况和结果。如需了解结果，请联系执法机 构。
 了解身体上的DNA证据可能持续12小时到7天。随着时间的推移，DNA和其他证据
会因接触热、水和其他材料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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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利

为曾经受虐的儿童进行医疗评估
身体虐待和忽视评估
对儿童身体虐待和忽视的评估始于常规健康评估：身高、体重、脉搏和血压。我们会听
心肺，检查耳朵和口腔内部。检查的其他身体部位取决于对虐待的担忧。如果患者有瘀
伤，我们可能会要求验血。如果患者有关节或骨骼疼痛，我们可能会要求拍X光片。对
于可能无法描述所受伤害的年龄较小的患者，我们将根据反虐待儿童医学研究指导我们
的评估。
如果我们诊断出骨折，我们可能会让骨科团队为肢体上夹板或用石膏固定。如果我们的
体检引起对更严重内伤的担忧，我们可能会要求进行额外的检查，例如CT扫描或MRI。
对儿童身体虐待和忽视的评估可能包括皮肤损伤或其他可见异常状况的照片。照片储存
在安全的数据库中，不会成为孩子医疗记录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评估显示对更严重伤
害的担忧，我们可能会让患者住院。我们一定会将我们的调查结果和担忧与您分享。

儿童维权中心 | 第8页

社区维权员
YW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和Community Solutions等组织帮助幸存者及其家
人了解刑事司法系统，并提供有关虐待、家暴和人口贩卖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维权员
会成为幸存者经历的证人。
维权员倾听、相信、授权和尊重受害者和家人的选择。维权员关注幸存者，而不是法律系
统的要求。维权员处于独特的地位，可帮助幸存者了解他们的选择，并支持幸存者做出的
决定。维权员还在与幸存者的所有通讯中尊重幸存者的隐私和机密。

在初次医疗检查、法庭或调查面谈期间，让您选择的保密性侵维权员和支
持人员在场。可以不让支持人员出席面谈，但维权员必须在场。

您的权利

YW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和Community Solutions
提供的服务
危机干预
咨询
陪伴
安全规划
法律维权
支持和教育
住房资源
转介和资源

每个机构的服务区域
YW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为北部和中部
县服务：San Jose、Palo Alto、Milpitas
Sunnyvale、Mountain View、Los Gatos、
Los Altos等
Community Solutions为南部县服务：
Gilroy、San Martin、Morgan Hill和
San Benito县

YW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 1(800)572-2782, www.yourywca.org
Community Solutions 1 (877) 363-7238, www.communitysolutions.org

24小时保密危机专线：
YW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
800-572-2782
Community Solutions：
877-36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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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服务部维权员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受害者服务部（VSU）充当您与检察官、执法机构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的
联系部门。您的受害者维权员将确保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发言权。维权员会帮助您获得当
地资源，为您提供案件最新信息，并在法庭听证会和作证期间为您提供支持。
VSU帮助具有各种信仰和家庭背景的幸存者及其家人，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即使案件没有
提交到法院，您的受害者维权员也可以为您提供帮助，所有服务均免费。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受害者维权员、执法机构维权员和其他政府机构维权员被视为政府“代理
人”。他们必须与调查人员分享与被告或犯罪相关的任何无罪陈述。“无罪证据”是在刑事审判
中对被告有利的证据。由于这一要求，这些维权员不能保证为受害者保密。作为最佳惯例，
受害者维权员在客户披露信息之前须告知他们的客户这些保密限制。

您的
权利

您有权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享有某些宪法权利，这些权利在《加州犯罪受害者权
利法案》（亦称为《马西法》）中描述，可在以下网址查看：
https://www.sccgov.org/sites/da/VictimServices/victimsbi
llofrightsof2008marsyrights/Pages/default.aspx

与我们的新受害者服务部（VSU）维权员见面
与我们的VSU设施支持犬见面。我们的支持犬经过训
练，可以为儿童犯罪受害者提供安慰，有镇静的作用。
我们的设施支持犬可能会在面谈、出庭、医疗检查和作
证时出现。

儿童维权中心 | 第10页

社工
在圣克拉拉县，家庭与儿童服务部（DFCS）负责监管为儿童和家庭服务的社工团队。社工
在为自己的客户服务时承担多种角色。他们担任老师、维权员和调查员。在法院案件中，他
们充当法院的耳目。社工的角色有专业界限。当社工定义该角色的限制时，这种沟通有助于
与父母和照护人建立相互尊重的工作关系。在法院案件中，当父母和照护人了解社工角色的
参数时，他们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客户的选择和行动决定法院的决定，而不是社工的
职权决定法院的决定。

提示和
信息

加州司法委员会在家属系统中为父母创建了一份指南，您可以在以下网址中免费查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juvenile-dependency-court-and-you.pdf

谁向儿童保护服务部（CPS）举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任何担心儿童受到虐待或忽视的人都可以举报。在圣克拉拉县，家庭与儿童服务部虐待和忽
视儿童中心（DFCS CAN）也称为CPS热线电话，电话号码 (833) 722-5427。
当有人拨打 CPS 热线电话时，接听电话的社工将评估问题，决定是否需要对情形立即作出回
应。如果情况紧急，社工会立即开车前往孩子所在地。对于不太紧急的问题，社工可在十天
内联系家人。有时，DFCS 社工会与警察—起探访孩子—以确保孩子、家中的其他人和专业
人员的安全。
本县的目标是尽可能让儿童与家人—起呆在家中。社工与父母、大家庭成员和其他照护人—
起确定家中的挑战—以及有哪些选择可确保孩子在安全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如果家庭制
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安全计划，孩子通常会留在家中。根据家庭的需要，家庭可能会在数月
至数年内继续从 DFCS 和其他社区组织获得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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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构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执法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发生在您的孩子身上的情况。调查可能持续数天、数月或数年。
调查过程取决于案件类型、收集的证据和受害者人数。与您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面谈
是调查程序的一部分。
如果警方逮捕被告，被告可能获准保释，有时会在几小时内获得保释。如果某人将被释
放，案件中的受害者有权收到通知。如需请求收到通知，您必须知道该人士的姓名，以及
他们的出生日期或被捕日期。如需登记收到通知，请使用网站：
https://vinelink.vineapps.com/state/CA
您还可以打电话给圣塔克拉拉县主监狱，登记收到通知。
请电洽圣塔克拉拉县警长：408-299-2311

代表加州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可对被告提出刑事指控。只有州（而不是另一个人或机
构）可以对个人提出刑事犯罪指控。刑事案件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违规、轻罪和重
罪。违规是轻微违规。有些交通违规属于违规。轻罪是更严重的罪行。重罪是最严重的
当个人被指控犯罪时，则开启了法庭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律师可能会要求您或您的孩
子出庭作证。期限各不相同，有些案件可能会在一年内结案，亦可能持续数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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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赔偿
加州受害者赔偿委员会（CalVCB）帮助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应对犯罪造成的身体、情
感和后果。如需符合资格：


个人必须是符合资格犯罪的受害者，包括身体伤害、身体伤害或死亡威胁



案发时受害者住在加州



受害者在进行调查和法庭案件审理时必须与执法部门和/或法院官员合作



受害者没有参与导致犯罪的事件，也没有犯下可被指控为重罪的罪行

受犯罪影响的其他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赔偿。

哪些在赔偿范围内？
•

受害者的医疗费用

•

门诊精神健康治疗或咨询

•

精神科住院治疗

•

家中保安设备安装

•

搬家费用





医疗上必要的翻新
*不超过五年的工资或收入损失
心理健康、牙科和医疗就诊的里
程报销费用

CalVCB 是最后付款方。在计划赔偿前，必须首先使用受害者可获得的其他补偿来源（如果适
用于该福利）。可能的补偿来源范例包括：主要医疗保险、租房者/房主保险、汽车保险、工伤
赔偿、人寿保险和民事诉讼。所有赔偿请求均需经过核实。遗憾的是，CalVCB 无法支付与犯
罪无关的费用；由保险或其他补偿或承保来源支付的任何费用；财产丢失、被盗或损坏的费
用；或因疼痛和痛苦而造成的损害。
受害者服务部维权员可在您离开儿童维权中心前帮助您申请 CalVCB，您也可以访问网站：
https://victims.ca.gov/victims/howtoapply.aspx

您还可以与圣塔克拉拉县受害者服务部联系：
https://www.sccgov.org/sites/da/VictimServices/VSU/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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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影响
美国心理学会这样定义创伤：创伤是对事故、强奸或自然灾害等可怕事件的情感反应。事
件刚刚发生后，震惊和否认是正常的情感。后来的反应可能包括不可预知的感觉、情景重
现、紧张的关系以及头痛或恶心等身体症状。您可以访问网站
https://www.apa.org/topics/trauma 了解更多信息。
遭受虐待的幸存者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在经历创伤后在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方面发生了变化。
其中一些变化与我们身体对创伤的化学反应有关。当我们面临危险时，我们的身体会释放肾上
腺素，有时称为“战斗或逃跑”化学物质。肾上腺素帮助我们快速逃跑、举起重物和跳高。有
时，我们的心脏会剧烈跳动，但会呆住不动。在一次或多次虐待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化
学传输系统可能会脱轨。当幸存者身体安全时，大脑可能会继续感知危险事件。幸存者可能会
报告自己的大脑一直在回放受虐的情景，有点像他们无法停止播放视频。大脑试图理解发生了
什么。幸存者可能会报告有以下症状：
o

幸存者可能感到自己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o

幸存者可能会感到“胆战心惊”或“惶恐不安”

o

幸存者晚上可能难以入睡

o

幸存者可能会表现出愤怒和易怒

o

幸存者可能会报告自己“无法专注于任何事情”

创伤幸存者可能会试图将记忆和印象从脑海中驱除。抛开可怕的想法可能会在短时间内
起作用，但一段时间后，幸存者可能会报告痛苦的想法和印象重新出现。通常幸存者会
描述触因：引发创伤症状的事件。触因包括：
o

看到看起来像施虐者的人

o

回到虐待发生的地点

o

观看描述虐待或攻击的电视节目

o

其他感觉：声音、气味、以特定方式被触摸

儿童维权中心 | 第14页

创伤影响（续）
从创伤中恢复是渐进的。幸存者不会经历某个洞察力或“治愈”时刻。从创伤中恢复的幸
存者在回忆时会继续感到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复中的幸存者可能会有越来越少的强
烈反应。幸存者也可能发展出更强的控制创伤相关情感的能力。当创伤幸存者采取直接行
动来应对问题时，个人可能会体验到越来越强烈的个人权力和控制感。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apa.org/topics/trauma
 http://www.ptsdsupport.net/ptsd_suggestions_for_survival.html
 http://www.ptsdsupport.net/coping_with_ptsd.html

儿童维权中心 | 第15页

我的孩子会经历什么？
由于虐待、压力或创伤，儿童可能会出现下列一些、大部分迹象或没有任何迹象。并非所
有儿童都会表现出这些迹象。这并不意味着表现出这些迹象的孩子曾经是虐待的受害者。
由于虐待可能是创伤性的，因此识别孩子的行为、情绪和行为的重大变化非常重要。所有
的孩子都会经历独特的压力、创伤和虐待。儿童对创伤和压力有许多不同的反应。请与您
的专业团队讨论您担心的孩子的行为。

年幼儿童的行为变化

较年长儿童的行为变化

• 尿床

• 在学校的表现出现重大变化

• 饮食变化（暴饮暴食、吃得过少）

• 发泄或具有攻击性

• 在学校的表现出现重大变化

• 退缩或抑郁

• 试图表现得过于成熟或极为不成熟

• 卫生状况差或过度洗澡

• 无法集中注意力

• 酗酒或吸毒

• 睡眠障碍

• 饮食失调

• 言语障碍

• 离家出走

• 极大行为变化

• 睡眠障碍
• 不良的同伴关系

应对您自己的情感
因为您的亲人受到虐待，您也可能会经历深刻和矛盾的情感。您可能会感到愤怒、内
疚、恐惧、麻木和其他不断变化的情绪。
如果施虐者是您在乎的人，这些感觉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孩子感觉到您对虐待和施
虐者有强烈的矛盾情绪，孩子可能会为了保护您停止与您谈论虐待。
创伤专业人士建议父母、照护人和家庭成员与治疗师一起梳理自己的感受，以便他们能够
全力支持孩子。当您与孩子交谈时，您自己的感受不应影响孩子的体验。您的孩子不应该
觉得需要对您提供支持和安慰。请花时间照料自己，以便您能支持和保护您的孩子。

儿童维权中心 | 第16页

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什么？
您如何帮助您的孩子从发生在他们身上
的事情中恢复过来？首先，帮助您的孩
子意识到发生的事情不是他们的错。无
论如何，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造成虐
待。无论孩子是反抗还是合作，为了生
存，孩子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告诉您
的孩子（和您自己），你们可以度过难
关。你们已经是幸存者了。

供参考的提示
•

让您的孩子知道您随时可以谈论虐待行为。当您的孩子开始说话时，倾听而不
是追根问底。尽量传送您希望交谈的非语言信息。坐下、收起手机、停止其他
活动、为你们俩倒杯水。谈论虐待时要保持冷静。

•

帮助您的孩子发展和保持健康的界限。让您的孩子知道，拒绝任何人（包括您
自己）的身体亲热行为是可以的。有些孩子想要更多的拥抱；另一些孩子对密
切的身体接触感到不自在。您的孩子可能想要有更多的隐私。

•

让您的孩子了解您的行为。如果合适，请告诉孩子调查或法院案件的进展情
况。解释您正在做什么来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这些信息将帮助您的孩子感到
安全。

•

尝试重新安排家人的正常日程表。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交谈、运动、一起阅读
和在大自然中活动，增加治愈的时间。

•

照顾好您自己。与朋友、亲人或治疗师交谈。支持自己，以便您完全可以为您
的孩子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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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应对措施
当创伤幸存者为了健康采取积极的措施时，幸存者可能会发现复原
力：人类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的能力。“积极应对”是指个人在经历创
伤后选择增进身心健康的活动。
这些积极的应对措施会降低焦虑和孤独感，并保护幸存者免受进一
步伤害：
•

了解创伤以及创伤如何影响人类。教育可帮助幸存者了解自身的
诱因和反应。幸存者认识到他们并不软弱、无可救药地受到伤害
或“疯了”。

•

向行为健康专家、顾问或治疗师寻求治疗。当幸存者谈论自己的
问题时，他们不太可能出现自我毁灭的行为。

•

练习放松。活动包括呼吸练习、冥想、游泳、远足、跑步、伸展
运动、瑜伽和祈祷。跳舞、演奏乐器、听音乐和在大自然中度过
时光都可以使精神焕发活力。

•

参加积极的娱乐、学校和工作活动。

•

咨询您的医生。一些幸存者会对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药物治疗产生反应。

•

花时间与不作评判、支持您的朋友、亲人和家人在一起。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讲给目睹暴力或创伤儿童听的故事》（A Terrible Thing
Happened: A Story for Children Who Have Witnessed Violence or Trauma）

好书

 《儿童放松和减压练习册：帮助儿童应对压力、焦虑和过渡》（The Relaxation and Stress
Reduction Workbook for Kids: Help for Children to Cope with Stress, Anxiety, and
Transitions）

 《治愈伤害：帮助孩子克服性虐待影响的家长指南》（Healing The Harm Done:
A Parent's Guide to Helping Your Child Overcome the Effects of Sexual
Abuse）（英语和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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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划

–

如果您在家暴、儿童虐待、攻击或忽视或人口贩卖中幸存下来 — 安全可能是您非常关
心的问题。
如何制定安全计划：
 了解您所在社区中安全场所的位置：您可以寻求支持或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去的地方。
 让您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您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
 如果您需要支持，让朋友或家人陪伴您。
 考虑更换家中的锁或安装警报系统。
 如果攻击发生在学校或工作场所，请确保您的主管和同事知道。 要求管理部门制定和实施安
全计划。
 考虑获得限制令，见下文。

法院发布的限制令可以保护受害者免受虐待或虐待威胁。有几种类型的限制令：
(1) 紧急保护令：法院在紧急情况下，当回应官员认为存在家暴或虐待儿童/老人的直接
或立即危险，并且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符合条件的关系时，法院会发布此命令。命
令持续5-7天。
(2) 刑事保护令：地区检察官可提出请求，法官可在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传讯（首次出
庭）时发出此命令。该命令的有效期为1-3年，可在整个案件期间重新签发或延长。如果
对符合条件的罪行定罪，法官签发的此类命令最长可达10年。
(3) 民事限制令：该命令取决于双方的关系，与刑事案件中的任何命令分开且不同。民
事限制令不要求是刑事案件。幸存者或代表幸存者的民事律师必须提出请求。幸存者须
填写表格，并在民事法庭审理案件。法院发出的命令可持续3-5年。该程序是民事性
质，检方不参与。

您的权利



向执法人员询问有关寻求紧急保护令的信息，帮助确保您的安全。



在反性侵维权员的支持下或在限制令帮助中心申请民事保护令，网址为
www.scscou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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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与治疗
心理咨询和治疗可帮助儿童和家人康复。您的孩子可能不会谈论与虐待有关的感受。有些孩
子会避免谈论自己的感受；另一些孩子会将负面情绪内化。这两种方法都可能在未来造成心
理伤害。
此外，您的孩子的受虐经历影响了您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鼓励您为每个人创造康复机会。
创伤知情认知行为疗法（TF-CBT）是该领域的领先治疗方法。TF-CBT是循证疗法，可针
对创伤的负面影响，促进记忆和情感的健康处理。通常，儿童和家人与持照治疗师互动三到
四个月，开始康复程序。方法可能包括：学习放松技巧、培养育儿技能、练习健康应对方
法、增强个人安全等。
TF-CBT治疗可减少抑郁、焦虑、羞耻、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行为问题和人际关系
困难等症状。
请访问以下网站，阅读更多关于TF-CBT的效果：
https://www.childwelfare.gov/pubs/trauma

寻找会讲您的首选语言或了解您的文化偏好的治疗师。
寻找具有应对儿童身体虐待、儿童性侵、忽视和家暴经验的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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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有关虐待的附加信息
有关性侵的事实
“性侵”被定义为未经他人同意而与之发生性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说“不”，这并不意味着这
个人同意。性侵描述多种形式的性暴力，包括：不受欢迎的抚摸或触摸、猥亵儿童、不雅暴
露、乱伦、强迫或不受欢迎的口交和强奸。性侵是一种暴力犯罪，它侵犯了个人的安全和对
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性侵与性无关。
从性侵中康复可能需要终身的努力。不同的生活事件或触因可能会提醒幸存者自身的受虐经
历。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发育，请与您的孩子一起了解受虐的影响。
我的孩子为什么没有更早告诉我？
很多孩子和青少年会推迟告诉任何人有关性虐待的事情。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告诉您受虐的情
况，或者等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您，不要在意。性虐待者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迫使受害者保持沉
默。施虐者可能会威胁对家庭成员或宠物施暴。施虐者经常会告诉孩子：“没人会相信你”。
此外，孩子可能因为害怕父母的反应而不敢透露受虐 — 尤其是当施虐者是另一方父母或者
父母的伴侣或配偶时。孩子可能会因为谈论受虐而感到尴尬，或者对与施虐者的关系感到困
惑。孩子可能会试图通过不透露实情来保护家人。

我如何回答其他人的问题？
请与您的孩子讨论会将虐待事件告诉谁。解释谁将知道会帮助您的孩子重建控制感，并可能
减少您的孩子的羞耻和尴尬。请记住，您和您的孩子享有隐私权。当关心的朋友和家人问起
时，您可以说：“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获得我们需要的帮助。“ 在某些情况
下，您可以选择提醒您的孩子，他们不必回答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您可以选择为您的孩子
树立榜样，让他们知道与可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谈论您的感受是健康的行为。健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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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虐待的事实
儿童虐待是任何伤害18岁以下儿童的行为。儿童虐待包括身体虐待、性侵、忽视、情感虐待
和儿童剥削。在很多情况下，孩子认识和信任的人 — 父母或其他亲属 — 是施虐者。

儿童忽视包括未能提供：适当的监督、爱和感情、医疗保健和基本生活必需品，包
括食物和住所。

情感虐待：
当施虐者忽视、孤
立、斥责或拒绝孩子
时，他们会伤害孩子
的情感健康。

左图是儿童虐待权力和
控制轮

轮图 — Duluth模型，家庭虐待干预项目

遭受虐待的儿童可能无法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到羞愧、内疚或困惑。他
们可能害怕告诉别人，尤其是当施虐者是父母一方或其他亲密的家庭成员时。受虐儿童可能
会遭受身体伤害，例如擦伤、烧伤、瘀伤和骨折，需要立即就医。在这些身体伤害之下，受
害者可能会遭受持久的情感伤害。我们的社区有很好的资源，可以帮助您和您的家人在经历
各种形式的虐待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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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家暴的事实
家暴被定义为个人为了行使权力和控制他人（包括父母、孩子和亲密伴侣）而施加的一种
虐待行为模式。家暴跨越所有文化和社会经济群体。

家暴的施虐者使用身体
恐吓、经济控制和其他
方法来控制和虐待受害
者。身体和性暴力也很
常见。这是家暴权力和
控制轮。施虐者的暴力
和操纵行为会构成无形
的障碍，影响受害者寻
求帮助或离开的能力。

轮图 — D ul ut h 模型，家庭虐待干预项目

家暴伤害所有年龄段的儿童。他们直接受到自己目睹的虐待或自己忍受的虐待的影响。遭受
家暴的儿童会受到短期和长期的情感伤害。研究表明，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成年后更有
可能无家可归、失业和吸毒。目睹父亲殴打母亲的男孩在成年亲密关系中有施虐行为的可能
性要高出十倍。目睹虐待行为的女孩更有可能在受虐的情况下进入亲密关系，也更有可能虐
待自己的亲密伴侣和孩子。愤怒、暴力和虐待的心理模式会跨越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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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口贩运的事实
人口贩运是因性和劳工目的通过暴力、欺诈或胁迫购买、出售和剥削儿童和成人。不允许
儿童同意用性换取有价值的物品。根据加州和联邦法律，当18岁以下的青少年用性交换食
物、住所、衣服、金钱或毒品时，这种交换被视为非法性交易。检察官无需通过证明存在
武力、欺诈或胁迫来证明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者以弱势青少年群体为目标，其中包括：离家出走者、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社会
服务或缓刑系统内的青少年，以及被认定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非二元性别个人
（LGBTQ）的青少年。
与家暴施暴者类似，人口
贩运者使用威胁、暴力、
恐吓和其他手段来控制和
虐待受害者。左面是非法
性交易权力和控制轮。这
些方法构成了无形的障
碍，影响个人离开或寻求
帮助的能力。

轮图 — Duluth模型，家庭虐待干预项目

人口贩运幸存者可能会继续害怕或不信任家人和其他试图帮助他们的人 — 因为他们害怕人口
贩运者报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资源，请访问南湾终止人口贩运联盟（South Bay
Coalition to End Human Trafficking）网站
https://southbayendtraffick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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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资源
咨询与行为健康
U p li f t F a m i ly S e r v ic e s
•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24-hour
intervention to children and teens in the
community who are in acute psychological
crisis.
• Offers group sessions for survivors of sexual
assault and for parents/caregivers of
survivors
• Offers Therapeutic Behavioral Services (TBS) for
eligible children.
County of Santa Clara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 Centers provide confidential and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for those dealing with mental
illness.
County of Santa Clara Behavioral Health
S u ic id e P r e v e n t i o n & C r is is P h o n e L in e
• The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offers a 24/7,
free confidential Suicide and Crisis Hotlin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referrals.
YW 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
• A multiservice agency committed to
eliminating racism and empowering women
with direct services to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a 24 hour crisis hotline for sexual
assault, domestic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therapy, free job searches, resume assistance,
and career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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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379-379 6
Client Services
1(408)379-90 85
crisis hot-line
www.upliftfs.org
Countywide

1(800)704-09 0 0
call center available
bhsd.sccgov.org
Countywide
1(855)278-420 4
open 24/7
bhsd.sccgov.org
Countywide

1(800)572-2782
hotline
yourywca.org
San Jose & greater
Bay Area

Community Solutions

1(877)363-7238
www.communitysolutions.org
Gilroy, San Jose, Morgan Hill

• A multiservice agency that works
with survivor of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a hotline, therapy sessions,
intervention counseling, housing services
case management, and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County of Santa Clara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Victim Services
Office

1(408)295-2656
http://www.santaclara-da.org/
Countywide

• The Victim Services Unit is your connection
to prosecutors, law enforcement, criminal
justice agencies, and other resources.
• Also offers assistance with an application
fo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California Victim Compensation Board.
First 5 Santa Clara County
• A local agency that funds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and services in the
county.
• Offers free programs,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for family; information for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r child,
including early education and parenting
support.

1(408)260 -370 0
Countywide
www.first5kids.org

获得咨询的其他方法
Medi-Cal Insurance
• Helps pay for health car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with limited income.
County of Santa Clara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Kid Scope Assessment Center
• Provides assessments and children and
family therapy and medical support for
infants, children, and youth.

儿童维权中心 | 第26页

1(800)704-09 0 0
Countywide

1(408)793-5959
main line
bhsd.sccgov.org
Countywide

Kaiser Mental Health Appointment Line
• Out-Patient Therapy Servic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rapy
services based on need.

1(866)530 -8778
Behavioral Health Access Unit
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
Countywide

B lu e C r o s s , B lu e S h i e l d
• Out-Patient Therapy Servic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rapy services based on need

1(888)630 -2583
www.blueshieldca.com
Countywide

健康服务
LGBTQ Youth Space
• A community drop-in center and mental
health program, offering counseling,
psychiatry, and case management.
•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questioning, asexual youth and
young adults ages 13 -25 .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s Clinic
• Santa Clara County Valley Health
Connection provides excellent care in the
treatment of illness and injuries. They have
multiple clinics throughout the County at: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Valley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Health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Center

Bascom
Downtown
East Valley
Gilroy
Lenzen
Milpitas
Moorpark
Sunnyvale
T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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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343-79 40
www.youthspace.org
Countywide

1(88 8)334 -10 0 0
Countywide

Community Solutions

(877)363-7238
www.communitysolutions.org
Gilroy, San Jose, Morgan Hill

• Free confidential supportive services
and shelter for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counseling, therapy, advocacy, & case
management.
Maitri

• A free, confidential nonprofit that primarily helps
families from South Asia who are experiencing
domestic violence, emotional abuse, cultural
alienati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family conflict.
• Offers supportive services and transitional shelter
to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Next Door Solutions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 A free, confidential organization that offers
supportive services and shelter to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 Offers emergency shelter, crisis counseling
and legal advocacy, support groups, and
self-sufficiency case management.
YW 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
• A multiservice agency committed to eliminating
racism and empowering women with direct
services to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a 24 hour crisis hotline for sexual assault,
domestic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
• Offers therapy, free job searches, resume
assistance, and career counseling.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 Provides connections to local 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s and resources for
survivors.
National Sexual Assault Hotline (RAINN)
• Provides connections to local sexual assault
programs and resources for 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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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62-4874
http://maitri.org
Countywide

(40 8)279-29 62
hotline
nextdoorsolutions.org
Countywide

1(800)572-2782
yourywca.org
Countywide

1(800)799-7233
yourywca.org
National

(800)656-4673
rainn.org
National

Asian Ame rican fo r Commun ity Involvement
(AACI)

1(408)9 75-2730
mainline
1(408)9 75-2739
24-hour hotline
www.aaci.org/health
Countywide

• AACI offers case management,
housing,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assistance with immigration visas and
restraining orders
Roots South Bay Clinic
• Root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uplifts
those impacted by systemic inequities and
poverty. They accomplish this through
medic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care, health
navigation, workforce enterprises, housing,
outreach, and advocacy.

1(408)490-4710
www.rootsclinic.org/south
Countywide

Gardner Health Services

1(408)457-710 0
• Gardner Health Services provides
www.gardnerhealthservices.org
high quality, comprehensive medical
Serves: 95110, 95112,
and mental healthcare.
95113, 95125, 95126
• Also offers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early
intervention, case management, and
substance abuse counseling

Kaiser Medical Appointment Line

(40 8)362-4740
healthy.kaiserpermanente.org
Countywide

Blue Cross, Blue Shield

1(888)630 -2585
www.blueshieldca.com
Countywide

家暴与安全
Asian Americans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 (AACI)
• AACI Health Center provides free and
confidential services for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language, or ability to pay.
• Free confidential supportive services and
shelter to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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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975-2739
www.aaci.org/health
Countywide

(888)373-7888
humantraffickinghotline.org
National

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Hotline
• Provides connections to local human
trafficking programs, law enforcement,
and resources for survivors.

法律资源
Low cost legal referrals (Attorney' s for Immigration, Housing, Family
Law, etc.)
Asian Law Alliance

(40 8)287-9710
www.asianlawalliance.org/
Countywide

• Organization designed to help people
obtain housing, justice in the immigration
process, and access to basic and legal human
rights.
• Offers Free to low-cost legal services for
immigration, U-visa, T-visa, VAWA, DV, DACA,
housing, public benefits, civil rights, and domestic
violence.
Bay Area Legal Aid
•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s low-income clients
with free civil legal assistance, including legal
advice and counsel, effective referrals,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 Offers legal servic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health care access, immigrati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re-entry
project, economic justice, and more.
C e n t r o de A y u d a L e g a l P a r a
Immigrantes (CALI)

(800)551 -5554
legal advice line
(40 8)283-3700
mainline
baylegal.org
Countywide

(650)9 38-40 41
cali-immigrations.yolasite.com

• Immigration legal services, VAWA, DACA, Uvisa, family law.
C a t h o l i c C h a r i t i e s of S a n t a C l a r a C o u n t y
• Low-income immigration legal
services, VAWA, citizenship classes
and refugee resettlement.
Human Agenda—CLARO

(40 8)468-0100
www.catholiccharitiesscc.org
Countywide

(40 8)759-9571
Legal Services line
http://www.humanagenda.net/claro

• Legal Services offered:
Asylum (affirmative and
defensive), bond hearing,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FO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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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Employment Training
• An economic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 that
promotes education by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services.
• Offers training programs on: automotive specialists,
computer support, electrician,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linary arts,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assistance, and more.
Immigration Services of Mountain View
• General family-based adjustment status,
VAWA, U-Visa, DACA, fee waivers

1(800)533-2519
www.cetweb.edu/

(650)9 38-4911
http://www.ismv.org/ind
ex.html

(40 8)277-0 255
www.rescue.org/united• 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refugees,
states/san-jose-ca
asylum seekers,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immigrants in the US.
• Offers legal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with applications
for citizenship, green cards, work authorization and
refugee resettlement; offers support with scholarships,
careers, job training and mor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

Katherine & George Alexander Community Law
Center

(40 8)288-70 30
law.scu.edu/kgaclc/

• Immigration legal services, consumer law,
workers’ rights, low-income tax clinic.
Law Foundation of Silicon Valley
• Offers legal services, education and
advocacy for under-represented
households.

(40 8)280-2424
housing line
(40 8)280-2420
mental health line
www.lawfoundation.org
Countywide

Legal Advocate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LACY)
• Free legal services for people under 25 and their
families
• Offers legal services in family law, probate guardianship,
education rights,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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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280-2416
Countywide

Santa Clara County: Bay Area Legal Aid
• Offers legal services in fair housing,
domestic violence, immigration, family law,
tenant rights & evictions

Pro Bono Project
• Project dedicated to assisting lowincome families in family law.
• Offers legal services in divorce,
domestic violence, custody/visitation,
consumer law, debtors’ rights clinics.
Project Sentinel Fair House
• Offers legal rights for renters (dispute
resolutions, free mediation services between
tenants/landlords, loan modification, shelter
referrals, reasonable requests for disabled
tenants).

(40 8)283-3700
mainline
1(800)551 -5554
legal advice line
www.baylegal.org
Countywide
1(408)9 98-529 8 x311
www.probonoproject.org
Countywide

(800)339-6043
www.housing.org
Countywide

(40 8)29 5-5991
www.s393914827.initial• Nonprofit that offers free legal
website.com/
advice/referrals and legal representation for
residents of Santa Clara County age 60+ (public
Countywide
benefits, long term care, housing, consumer law,
simple wills, elder abuse).

Senior Adults Legal Assistance (SALA)

(40 8)453-30 0 3
Services, Immigrant Rights, and Education
www.sirenimmigrantrights.org
Network: SIREN
Countywide
• Citizenship, DACA, Family Immigration,
Green Card Renewals, Work Permits
Step Forward Foundation
• Low cost immigration legal services, family
law, DV, human traf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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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915-8698
www.stepfwd.org

住房资源
Emergency Housing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s)

1(408)501-7550
www.nextdoorsolutions.org

Next Door
• Confidential counseling, emergency shel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YW CA Golden Gate Silicon Valley
• Confidential counseling, emergency shel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Homeless Shelter Hotline
2-1-1-Emergency Bed Hotline
• For immediate assistance, 24/7
over 150 languages.

1(800)572-2782
yourywca.org

C all 211
or 800 -273-6222
or text your zip code to 898211
www.211bayarea.org
Countywide

Homeless Assistance & Prevention
Abode Services
• Shelter, health & social services for
homeless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s.

(510)657-7409
Tenant Based R ental
(40 8)724-8687x26
www.abodeservices.org
Countywide

• Provides assistance with security deposit,
costs of application & utilities.

(40 8)70 3-3837
www.housingtrustsv.org
Countywide

L if e M o v e s
• Programs for homeless adults and families
for rapid transitional and stable housing.

(40 8)271-0 685
www.lifemoves.org
Countywide

Housing Trust Silicon Valley

W est Valley Community Services
• Food, housing & support services for low
income & homeless families. (Service is
provided to certain zip-codes only, please
check directly with the agency).
HomeFirst
• Operates emergency shelters & transitional
housing facilities for homeless persons &
families throughout the county.
Bill Wilson Center
• Rental assistance to support families that
are homeless or at risk of homelessness.
Short-term housing for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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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255-80 33
www.wvcommunityservices.org

(40 8)539-2100
www.homefirstscc.org
Countywide
(40 8)243-0 222
www.billwilsoncenter.org
Countywide

政府支持机构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of Santa Clara County
Santa Clara County's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Victim Services Unit
• Within the Santa Clara County's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Departm ent of Fam 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

1(669)299-880 0

1(408)299-740 0
www.sccgov.org/sites/da
1(408)295-2656
www.sccgov.org/sites/da/
Victim Services/VSU/
1(408)501-630 0
https://www.sccgov.org/
sites/ssa/about_us/dfcs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Clinic

1(669)299-8810

Adolescent Sexual Assault Forensic Exam (SAFE)
Program (youth 12 and older)
• To reach a SAFE nurse (24 hours/7 days)
• To reach a SAFE office staff (M-F, 8am-5pm)

1(408)885-500 0
1(408)885-6466

Law Enforcement Sexual Assault Investig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1(408)467-5400
Campbell Police Department: 1(408)866-2101
Foothill - De Anza College: 1(650)949-7513
Gilroy Police Department: 1(408)846-0310
Los Altos Police Department: 1(650)947-2770
Los Gatos/Monte Sereno Police Department: 1(408)827-3209
Milpitas Police Department: 1(408)586-2400
Morgan Hill Police Department: 1(669)253-4895
Mountain View Police Department: 1(650)903-6344
Palo Alto Police Department: 1(650)329-2406
San Jose Police Department: 1(408)277-4102
San Jose City - Evergreen College: 1 (408)270-6468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1 (408)277-3513
Santa Clara Police Department: 1(408)615-4800
Santa Clara County Sheriff's Office: 1(408)808-4500
Stanfor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1(650)723-9633
Sunnyvale Police Department: 1(408)730-7120
West Valley - Mission College: 1(408)299-2311

Victim Notification of Release from Jail
• Santa Clara County Mail Jail
• Register at VineLINK (you must have the
persons' first and la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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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29 9-2311
https://vinelink.vinapps.
com/stat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