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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防止家庭暴力法案》

作为公共服务 

由罗德岛最高法院家暴培训和监督部出版发行

1前往适用的法院，填写宣誓证词之表格，即在宣

誓下，你对造成使你担心个人安全的事件之书面

陈述。你必须向法院提供一张有照片的身份证以完成

立案所需的文件工作。当此文件递交，案件在法院建

立后，法官将审阅文件。法官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向你

提问题。如果法官签署你的命令，则该命令的有效期

最长为二十一(21)天。经过正式授权的人会随后给虐

待你的人送达 TRO 文件。

2 如果你希望法院下达的保护令的有效期超过临

时禁止令的有效期(最多不超过二十一(21)天)，

你必须参加第二次听证会。虐待你的人可能也会在那

里，所以你可能不想一个人在场。给你当地的家暴机

构打电话要求倡导人陪同。

重要提示：如果你不参加第二次听证会，或听证会迟

到，法院命令的保护会终止。若需得到 TRO 的更多信

息，你可给列出的家暴法院之倡导机构其中一个办事

处或家庭暴力机构(请参阅背面的电话号码)打电话。

如何获得

临时
禁止令

如果你担心晚上、周末、或节假日会有危险，你可

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局，以求获得一份反对虐待者

的紧急禁止令。取决于你与虐待者的关系，执法部

门会联系家庭法院或区法院以发布紧急保护令。

一旦发布了紧急 TRO，你需在下一个工作日去法

院，以最终完成该命令。如果你对紧急 TRO 有疑

问，请给家暴庇护所或此手册背面的家暴倡导项目

打电话。

申请临时禁止令 (TRO) 并不困难。
有两 (2) 个步骤：

• 援助热线(24 小时免费电话) (800) 494-8100
• Blackstone Valley 倡导中心 (401) 723-3057
• 南县家暴资源中心 (401) 782-3990
• Elizabeth Buffum Chace 中心 (401) 738-1700
• Sojourner 住房(Sojourner House) (401) 765-3232
• 妇女资源中心 (401) 846-5263

24 小时

紧急 
禁止令

• 东南亚人中心 (401) 274-8811
• 家暴十字路口项目 (401) 861-2760
• 第一天(性侵) (401) 421-4100
• 儿童、青年、和家庭部

1-800 RI-CHILD 或 1-800-742-4453 
• 老龄化健康办公室(六十(60)岁或以上) 

(401) 462-3000
• 家暴法院倡导办公室 – 家庭法院和地方法院禁止

令援助：

- Providence/Bristol 县 (401) 458-3372
- Kent 县 (401) 822-6680
- Washington 县 (401) 782-4173 或 (401) 782-4174

• 总检察官办公室 (401) 274-4400
• Progreso 拉丁裔 (401) 728-5920
• 罗德岛反对家暴联盟 (401) 467-9940
• 罗德岛法律服务 (401) 274-2652 或 (401) 846-2264
• 最高法院翻译办公室 (401) 222-8710

• Kent 县 (401) 822-6725
• Newport 县 (401) 841-8340
• Providence/Bristol 县 (401) 458-3200
• Washington 县 (401) 782-4111

• 位于 Cranston 的中心办公室 (401) 27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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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警长

(用于送达禁止令)

家庭法院

受害者其他资源

罗德岛家暴机构

• Kent 县 (401) 822-6750
• Newport 县 (401) 841-8350
• Providence/Bristol 县 (401) 458-5400
• Washington 县 (401) 782-4131

区法院



什么是 

家庭暴力？

• 家庭成员 - 配偶、前配偶、有血缘或婚姻关

系的成年人、以及任何享有共同的孩子的人(未

成年人或成年人)；

• 同一住宅成员 - 成年人在过去三(3)年内一起

住了一段时间；或

• 约会关系之伙伴 - 在过去一年内有或曾经有

过的实质性约会或订婚关系的人(未成年人或

成年人)。此关系可发生在男女友或同性伴侣之

间。

跟踪性骚扰也是犯罪

如果有一个人定期跟踪和/或联系你，使你担心身体

会受到伤害，或给你带来极大的情绪困扰，你可能

是跟踪性骚扰行为的受害者。跟踪性骚扰是一种威

胁或骚扰你的行为模式。在罗德岛州，跟踪性骚扰

是一种犯罪。每次跟踪都应当记录下来并作为证据

保存下来，用以展示跟踪行为的模式。如果你认为

你被跟踪骚扰，请给你当地的警察部门或本手册中

列出的家庭暴力机构打电话。

为什么逮捕某人？

罗德岛州将家暴视为严重犯罪，有强制性的逮捕法。也

就是说，警察一旦有足够的证据相信一个犯罪发生，他

们被要求执行逮捕。

被捕后会发生什么？

• 此犯罪嫌疑人被带到警察局并被指控犯罪(成为被

告)。如果你需要医疗或协助到达安全的地方，如果

没有其他的选择，警察将可以帮助运输你。援助专线 

(800)494-8100 倡导人每周七(7)天，二十四(24)小
时都可以陪你去医院。执法倡导人(LEA)可陪你去警察

局。LEA 是在本地非盈利公司工作的训练有素的倡导

者，并在当地警察部门内设有办公室。LEA 立即提供紧

急危机干预、信息、推荐，并与执法人员就所有家暴、

跟踪性骚扰、和性侵的案件进行合作。

• 被告将被带到保释专员或法院的其他官员面前。将对

他发出禁止联系命令(NCO)。NCO 表示被告不能通过电

话、通过邮件、或间接通过其他人联系你本人。(此 NCO
文件在法院存有拷贝件)。

• 接下来，被告将在法官面前被传讯。你不需出席传讯。

如果案件没有在传讯时解决，法官将安排审前预备会议

的日期，通常是在几周内，那时被告可能将其指控答辩

改变为无罪、有罪、或无争辩(不辩护也不认罪的答辩)。

• 你应该出庭参加审前预备会议。

• 家暴法院的倡导者会给你寄信解释传讯时发生了什么。

你的为非盈利家暴机构工作的法院倡导者还会给你提供

电话号码，以便你有问题时或者在想说话时，可以打电

话。如果你不想等来信，请给援助专线(800)494-8100
打电话，以得知如何联系你的法院倡导者。你可以在

去法院时，见你的法院倡导者，这样你就不是独自应付

了。

• 援助专线倡导人、家暴法院倡导人、或 LEA 的服务均

免费。

被捕者会被判刑入狱吗？

如果被定罪，可能会；但是，除非被告有犯罪记录，通

常不会。一般来说，第一次犯罪者会被判处一段时期的

缓刑，需在经过 Batterers’ 干预项目(Batterers’ Intervention 
Programs)认证过的机构那里做心理辅导。

什么是临时禁止令 (TRO)？TRO 能做什么？

如果你受到威胁、遭到人身攻击或性侵、被跟踪骚扰、

或遭网络跟踪/网络骚扰，TRO 就是你可以向法院索取的

文件。TRO 是民事(非刑事)，不涉及警察，除非被告违反

了该命令。TRO 命令虐待你的人远离你。像 NCO 一样，

如果被告与你联系或接近你，即构成犯罪。你获得 TRO
后，被告也被送达，如果被告违反 TRO，与你联系，则

可被逮捕。

• TRO 免费。你不需要律师而获得 TRO。TRO 将命令虐

待你的人停止虐待和骚扰你。法院可命令虐待者离开你

家，并上缴其武器。

• 家庭法院的 TRO 可将临时监护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授

予你并命令对方付临时孩子抚养费。

• 如果你需要帮助填写文件或在法庭上需要支持，一位

法院家暴倡导者可为你提供帮助。你可以给援助专线

(800)494-8100 或你当地的家暴机构打电话，以便得

知应当去哪个法院以及如何开始本程序(有关电话号码，

请参阅背面)。

[ ]
家庭暴力是在以下人之间

发生的任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