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詩社區
響應網絡
社區響應網絡在本省超過135個社區促成改變
通過協助和同情去幫助社區居民及團體

以關愛、尊重、合作和包容的文化
去改變虐待和忽略的文化

長者受虐
保 護 弱 勢 耆 英 社 群

採取步驟作出有效的改變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是一隊有志社區工作者，協力防止虐待和忽略，也
是卑詩省社區響應網絡成員。www.bccrns.ca
在溫哥華區的網絡，聚合了警方，受害人服務，消防
部門，精神衛生部門，多元文化組織，溫哥華沿岸衛
生局協調員及長者小組，一同合作，創新和支援，令
長者受虐及被忽略事故，有更好的預防和介入。

你可致電

認識 學習 支持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ReAct成人保護計劃 ) 604-904-6173
卑詩社區生活協會

其他有用組織
( Seniors First BC )
長者受虐資訊熱線( SAIL )
604-437-1940 / 1-866-437-1940( 免費熱線 )
每日早八晚八，假期除外
聽障人士TTY
604-428-3359 / 1-855-306-1443(免費熱線)
逢周一至周五，早九晚四

1-866-944-1844

警察非緊急熱線

604-717-3321

溫哥華市警受害人服務

604-717-2737

Victim Link

1-800-563-0808

Lookout Society

604-255-0340

Raincity Housing

604-662-7023

Crisis Centre長者24小時求助熱線

604-872-1234

卑詩公共監護人及信託人( PGT )

604-660-4444
www.trustee.bc.ca

這是一處安全的地方，可以讓長者或關心長者人士，與
他人談及可能感到受虐待或苛待的情況，又或者取得預

這機構調查財務剝削的指控，他們亦可以管理被界定為

防長者受虐的資訊，致電查詢如何獲得法律意見及保護

智障人士的財務決策，另外他們亦協助及提供資源給替

的指引。

代性決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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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和忽視
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你並非孤獨一人

讓我們談談虐待

虐待的類型

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對脆弱成年人的虐待或忽略，有不同形式:

當有虐待的事情發生，可能難以確認和接受。不少虐待情況發生在家庭中，或者由我們認識及信任的人做
成，虐待會由瑣碎的途徑，長年累月漸次發展成直接而暴力的行動。

財務，身體，靈性/情緒，心理或性。

若有人利用權力，能力或影響力，去限制或控制另一個人的權利或自由，那就是虐待
一個年長或脆弱的成年人會因為害怕被人羞辱，傷害，單獨留下，或斷絕關係，而未能自由作出選擇。

華人社區回應網絡
要讓你知道，同情和支援可以讓華人長者和其他脆弱的成年人化解困境，蛻變為尊重，安全，且設有健康底
線和關顧的關係。

忽略
未能提供生活所需，或者對需要支援的人，
在衣食住行，醫療及個人護理，保護及情緒照顧上，
袖手旁觀。

施虐者是 ...

「我的兒子，因為我再沒有能力自己去買雜
貨，而請我住在他家的地庫;兒子很成功，經
常要到外地，每當他離開幾日，往往未預留足
夠食物，我不願捱餓，但我也知道他很忙。」

多數是有權勢和受到信任的人，
他們以為理應沾手你的資產或為你做決定。
財務剝削

「我給女婿授權書，好讓他幫我處理私人事

那些施虐者包括:

如有人剝削，哄騙，恐嚇或游說長者

務，他不同意我的理財手法，而我留意到他在

配偶，成年子女，孫兒，或其他親屬

提供金錢，物業或資產便屬這一類。

未經我同意下擅自改動我的投資，我真的擔心

朋友或鄰居

但又怕令他感到不悅。」

受僱或非受僱照顧者
房東或理財顧問
身體虐待

「我不再是過去那麼獨立，連個人小事也要別

如果有人擊打或暴粗對待長者，

人幫忙，我的女兒會幫我，但令我羞於啟齒的

即使無表面可見傷痕，亦是虐待。

是，有時她會搖動我，甚至出手打我。」

性虐待

「我的鄰居是個鰥夫，因為大家住的地方遠離

綜合各種經濟壓力，照顧者的壓力，居住壓力，

若有人強迫一名長者進行非自願性行為，

市區，常要他代我買雜貨。自從我丈夫去世，

焦慮和精神健康壓力，都會構成虐待的條件。

這包括口頭上或挑逗性的行為，

他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又在我反對下擁抱

而且不尊重當事人私隱，及進行非自願的性交。

我，還說這是雜貨運送費。」

情感虐待

「我又老行動又慢，有時惹得我女兒感到氣

這包括心理/口頭/精神靈性虐待，當有人恐嚇，

餒，但她是唯一經常探望我的家人。上一回她

侮蔑，威嚇或羞辱長者，不准長者與家人，朋友

威嚇說不再每星期到來，她還用難堪的名字呼

見面，或者不讓長者參加靈性或宗教聚會。

喝我，令我很傷心。」

多種因素和壓力

虐待處境中經常出現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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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人籬下

需要照顧或經濟幫補

同屋共住

同住的張力

隔離

與家人，社交及個人安康網絡離隔

殘障

身體或認知力

憂鬱症

及其他精神病患

語言隔膜

和障礙

癖癮

及其他濫藥問題

虐待前科

或暴力歷史

我們團結一起，能締造有同情，關懷並互相尊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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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談談虐待

虐待的類型

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對脆弱成年人的虐待或忽略，有不同形式:

當有虐待的事情發生，可能難以確認和接受。不少虐待情況發生在家庭中，或者由我們認識及信任的人做
成，虐待會由瑣碎的途徑，長年累月漸次發展成直接而暴力的行動。

財務，身體，靈性/情緒，心理或性。

若有人利用權力，能力或影響力，去限制或控制另一個人的權利或自由，那就是虐待
一個年長或脆弱的成年人會因為害怕被人羞辱，傷害，單獨留下，或斷絕關係，而未能自由作出選擇。

華人社區回應網絡
要讓你知道，同情和支援可以讓華人長者和其他脆弱的成年人化解困境，蛻變為尊重，安全，且設有健康底
線和關顧的關係。

忽略
未能提供生活所需，或者對需要支援的人，
在衣食住行，醫療及個人護理，保護及情緒照顧上，
袖手旁觀。

施虐者是 ...

「我的兒子，因為我再沒有能力自己去買雜
貨，而請我住在他家的地庫;兒子很成功，經
常要到外地，每當他離開幾日，往往未預留足
夠食物，我不願捱餓，但我也知道他很忙。」

多數是有權勢和受到信任的人，
他們以為理應沾手你的資產或為你做決定。
財務剝削

「我給女婿授權書，好讓他幫我處理私人事

那些施虐者包括:

如有人剝削，哄騙，恐嚇或游說長者

務，他不同意我的理財手法，而我留意到他在

配偶，成年子女，孫兒，或其他親屬

提供金錢，物業或資產便屬這一類。

未經我同意下擅自改動我的投資，我真的擔心

朋友或鄰居

但又怕令他感到不悅。」

受僱或非受僱照顧者
房東或理財顧問
身體虐待

「我不再是過去那麼獨立，連個人小事也要別

如果有人擊打或暴粗對待長者，

人幫忙，我的女兒會幫我，但令我羞於啟齒的

即使無表面可見傷痕，亦是虐待。

是，有時她會搖動我，甚至出手打我。」

性虐待

「我的鄰居是個鰥夫，因為大家住的地方遠離

綜合各種經濟壓力，照顧者的壓力，居住壓力，

若有人強迫一名長者進行非自願性行為，

市區，常要他代我買雜貨。自從我丈夫去世，

焦慮和精神健康壓力，都會構成虐待的條件。

這包括口頭上或挑逗性的行為，

他就開始對我毛手毛腳，又在我反對下擁抱

而且不尊重當事人私隱，及進行非自願的性交。

我，還說這是雜貨運送費。」

情感虐待

「我又老行動又慢，有時惹得我女兒感到氣

這包括心理/口頭/精神靈性虐待，當有人恐嚇，

餒，但她是唯一經常探望我的家人。上一回她

侮蔑，威嚇或羞辱長者，不准長者與家人，朋友

威嚇說不再每星期到來，她還用難堪的名字呼

見面，或者不讓長者參加靈性或宗教聚會。

喝我，令我很傷心。」

多種因素和壓力

虐待處境中經常出現的元素:

第二頁

寄人籬下

需要照顧或經濟幫補

同屋共住

同住的張力

隔離

與家人，社交及個人安康網絡離隔

殘障

身體或認知力

憂鬱症

及其他精神病患

語言隔膜

和障礙

癖癮

及其他濫藥問題

虐待前科

或暴力歷史

我們團結一起，能締造有同情，關懷並互相尊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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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想到
  會發生在我身上 ...」

當你想到:「那就是不對勁!」
我擔心湯姆，他近日一反常態，自從手腕受傷後看來回復正常，但當他姪兒遷入，他就不常來我們的社交小組，
而且他看來沮喪，對自己失去自信，我打算探望他問候一番。

任何一種關係都可以出現虐待，人生出現變故便會產生依賴，
自我界限模糊，孤立，個人及人際間權力鬥爭，虐待情況就會
出現，而且變得複雜。

如有即時危險，快打911

受虐待受害人需要支援，去為互相尊重的關係設訂界限，施虐

你知道這種感受，你看到某類情況是有點不對勁。很多時我們會迴避，免遭牽連，生怕會做錯事，或者害怕何事會

者也需要他人協助去改變，有專業的支援去幫助你訂立安全關

發生，但我們可以打破隔離和沉默，先以同情和有見識的幫助，按本能去支持摯愛的人。

係指引，向虐待行為說不。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一如其他省內的社區響應網絡，提供工作坊讓人認識虐待，和如何踏出一步去幫助他人。

認清虐待和忽略

作出改變的第一步

出現被虐行為的警告信號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濫權行為可能會蔓延到任何關係。
忽略情況發生在沒有旁人注意的時候。警告跡象包括：

找尋支援
找專業或你信賴的人士

受傷
瘀傷，扭傷，骨折，抓痕或一些不能合理解釋的傷勢。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提供指導，先去打破沉默和隔離，以同

你感到害怕
對照顧者、家人或支援者感到害怕。

接受幫助
你不用獨自面對，相信你的判斷，別對自己太苛刻

外貌改觀
憂鬱，退縮或恐懼。

對導致虐待的諸多問題。

你完全有能力
作出選擇，但卻不獲允許，或者你的決定被漠視。

肯定自己的需要
別害怕從容地拒絕

有人拿走你的財物
在沒有你的完全同意下，又或者他們在沒有公平的交易
或更換下使用你的資源。

離開
任何讓你感到危險的處境

生活安排改變
過去不常有往來的親友或新朋友遷入，家中服務因為欠
繳帳單而中止，家中財物不翼而飛。

感到孤立
這並非你的選擇，令你在朋友，家人和社交活動的個人
網絡中受到阻隔。
你不能夠
在滿足你對安全，營養，個人活動，安康或尊重的需要
上，不擔心遭遇還擊。

商議
和你的財務機構商議如何保障個人資產
諮詢法律服務
了解你的權利和選擇

情去聯繫我們關心的人。當溝通渠道打開，我們便可以應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指導社區項目、文化小組、信仰群體及市民，如何開始幫
助及聯繫網絡去改變。

疏於照顧的跡象
家中無糧，長期孤獨，無眼鏡或助聽器，衣不稱身。
當事人表現害怕
怕他的施虐者。

我們提供的工作坊名為：
「那不對勁！鄰里，朋友和家庭」
開門見山
以耐性和同情心溝通，可要花一點時間。

討論
何時何地和誰及做甚麼等，照顧上的安排，或者尋求法
律意見

衝破阻隔
協助他們和社區聯繫，取得支援，提升他們全人的
自我感覺。

你是世上一個很棒的人!

諮詢
找一個支援組織或華人社區響應網絡的義工開始。
不斷支持需要
支持受害者需要受保密和選擇。

每個人都有權受到尊重，安全和免於被虐待。

不要對質
施虐者可能將之發洩在受害人身上。

如果你有即時的危險
快撥打911

核實
你以為的所見所聞。

有時自行離開危險處境未必安全，向你信任的人
求助，例如家人、鄰居、親友、律師、會計師、
社區中心職員、神職人員/宗教領袖或醫生。

若有年長人士透露或提及他們擔心一些可能出現的受虐待
行為，請慎重處埋有關提示，表達支持和尋求專業人士協
助。（參考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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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想到
  會發生在我身上 ...」

當你想到:「那就是不對勁!」
我擔心湯姆，他近日一反常態，自從手腕受傷後看來回復正常，但當他姪兒遷入，他就不常來我們的社交小組，
而且他看來沮喪，對自己失去自信，我打算探望他問候一番。

任何一種關係都可以出現虐待，人生出現變故便會產生依賴，
自我界限模糊，孤立，個人及人際間權力鬥爭，虐待情況就會
出現，而且變得複雜。

如有即時危險，快打911

受虐待受害人需要支援，去為互相尊重的關係設訂界限，施虐

你知道這種感受，你看到某類情況是有點不對勁。很多時我們會迴避，免遭牽連，生怕會做錯事，或者害怕何事會

者也需要他人協助去改變，有專業的支援去幫助你訂立安全關

發生，但我們可以打破隔離和沉默，先以同情和有見識的幫助，按本能去支持摯愛的人。

係指引，向虐待行為說不。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一如其他省內的社區響應網絡，提供工作坊讓人認識虐待，和如何踏出一步去幫助他人。

認清虐待和忽略

作出改變的第一步

出現被虐行為的警告信號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濫權行為可能會蔓延到任何關係。
忽略情況發生在沒有旁人注意的時候。警告跡象包括：

找尋支援
找專業或你信賴的人士

受傷
瘀傷，扭傷，骨折，抓痕或一些不能合理解釋的傷勢。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提供指導，先去打破沉默和隔離，以同

你感到害怕
對照顧者、家人或支援者感到害怕。

接受幫助
你不用獨自面對，相信你的判斷，別對自己太苛刻

外貌改觀
憂鬱，退縮或恐懼。

對導致虐待的諸多問題。

你完全有能力
作出選擇，但卻不獲允許，或者你的決定被漠視。

肯定自己的需要
別害怕從容地拒絕

有人拿走你的財物
在沒有你的完全同意下，又或者他們在沒有公平的交易
或更換下使用你的資源。

離開
任何讓你感到危險的處境

生活安排改變
過去不常有往來的親友或新朋友遷入，家中服務因為欠
繳帳單而中止，家中財物不翼而飛。

感到孤立
這並非你的選擇，令你在朋友，家人和社交活動的個人
網絡中受到阻隔。
你不能夠
在滿足你對安全，營養，個人活動，安康或尊重的需要
上，不擔心遭遇還擊。

商議
和你的財務機構商議如何保障個人資產
諮詢法律服務
了解你的權利和選擇

情去聯繫我們關心的人。當溝通渠道打開，我們便可以應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指導社區項目、文化小組、信仰群體及市民，如何開始幫
助及聯繫網絡去改變。

疏於照顧的跡象
家中無糧，長期孤獨，無眼鏡或助聽器，衣不稱身。
當事人表現害怕
怕他的施虐者。

我們提供的工作坊名為：
「那不對勁！鄰里，朋友和家庭」
開門見山
以耐性和同情心溝通，可要花一點時間。

討論
何時何地和誰及做甚麼等，照顧上的安排，或者尋求法
律意見

衝破阻隔
協助他們和社區聯繫，取得支援，提升他們全人的
自我感覺。

你是世上一個很棒的人!

諮詢
找一個支援組織或華人社區響應網絡的義工開始。
不斷支持需要
支持受害者需要受保密和選擇。

每個人都有權受到尊重，安全和免於被虐待。

不要對質
施虐者可能將之發洩在受害人身上。

如果你有即時的危險
快撥打911

核實
你以為的所見所聞。

有時自行離開危險處境未必安全，向你信任的人
求助，例如家人、鄰居、親友、律師、會計師、
社區中心職員、神職人員/宗教領袖或醫生。

若有年長人士透露或提及他們擔心一些可能出現的受虐待
行為，請慎重處埋有關提示，表達支持和尋求專業人士協
助。（參考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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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頁

保障你自己免受財務剝削

虐待長者和法律

為自己的財務和資源設下界限。財務剝削常發生在家庭內，與其他類別的虐待有關。

成人監護法( 第三部 )是卑詩省法例，用來應對虐待，

開始時是臨時的或是瑣事，久而久之，發展成財務剝削，要有保障和支援服務，去建立安全而受尊重的財務關係。

受到忽略和自我忽略的脆弱人士，公共監護人及信託人
可以協助無法作出明智決定的成年人管理財政。當地的

早作準備:

誰能掌握你的財務 ?

設下界限:

醫療衛生部門及社區生活組織，在法律的授權下，可以

如果有家人或朋友到來同住，他們

仔細檢視個人銀行及投資賬戶，一

別受擺佈：別讓你的家人迫使你做你

檢視有關受虐待，受到忽略或自我忽略的報告。

要支付伙食及住宿費。

旦發現有偷取或濫用你的現金，信

不願做的事。

如果一個成年人能夠自行作出選擇，而且他們的選擇並

訂下照顧協議：和照顧者訂下照顧

用卡，銀行提款卡或貴重物品，要

訂立借據：如果要借出金錢，要訂下

不會對他人構成傷害，法律指定的機構便不應介入，社

協議，公平對待你，和專業人士商

和你的金融機構商量如何保障。

還款期。

區响應網絡與其他社區組織會協同和建立關係，以便這

討那一範圍對你最合適。

有人冒用你的名字簽發支票或信用

所有資訊：在同意任何財務行動或簽

些組織幫助成年人去改變虐待和受忽視的處境。

卡是嚴重罪行，你可以報警，如果

署法律文件前，即使是和家人合作或

發生過一次，會有第二次。

為了某家人而作，要先找專業人士取
得所有資訊。
金融服務：這些機構對財務剝削十分
關注，預早和銀行經理談論如何保障
日常理財及長期計劃。

欺詐騙術
欺詐騙術可以透過電話、電郵、信件、
網站和找上門。年長和脆弱的成年人常
成為目標，那是因為他們感到隔離和渴
求聯繫的想法，沖昏謹慎的頭腦。欺詐

分辨一些常見的欺詐

兩份法律文件用來保障 - 亦可以被濫用

中獎詐騙
通知您中獎，但領獎前要你先付費。

甚麼是授權書( PoA )?

緊急求助詐騙
致電訛稱孫兒或親友要錢應急，但要受害人提到家屬名字，騙徒才乘機
冒充該名家人的身份。

模的。

正如俗語說
如果事情好得太難以置信
那可能就是了
若有疑惑，乾脆說不 !
那不是粗魯無禮—而是精明。
第六頁

你處理個人財務及法律決定。這通常涉及取得你的
財務資料，代你支付賬單，處理銀行及房產事宜，
但授權書不包括你的醫療護理決定。

借稅局名義詐騙
冒認是稅局職員，訛稱受害人欠稅款，要求即時繳交否則入獄。

騙術是有組織的，可以是本土地道的，
有些人假裝認識你；也可以是有國際規

在卑詩省，授權書是一份法律文件，讓他人有權替

電腦支援詐騙
訛稱受害人電腦軟件出問題，要求說出密碼，讓技師遙距修理，結果可
能引致身份遭盜竊，包括信用卡、銀行提款卡等。

代表協議書
代表協議書包括你的個人及醫療護理的決定和財務
事宜的管理。

愛情詐騙
一個好得難以置信的陌生人突然展開網上追求，住到你的社區內，但你
怎也約會不到這位大忙人。數個月後，這網友就說自己在外地有難，急
需你電滙款項到當地應急。
維修承辦商詐騙
承辦商表示正在鄰里進行工程，發現你家屋頂破損，聲稱提供長者優
惠，但要求即時支付按金，才能保證按特惠價承接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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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社區
響應網絡
社區響應網絡在本省超過135個社區促成改變
通過協助和同情去幫助社區居民及團體

以關愛、尊重、合作和包容的文化
去改變虐待和忽略的文化

長者受虐
保 護 弱 勢 耆 英 社 群

採取步驟作出有效的改變

華人社區響應網絡
是一隊有志社區工作者，協力防止虐待和忽略，也
是卑詩省社區響應網絡成員。www.bccrns.ca
在溫哥華區的網絡，聚合了警方，受害人服務，消防
部門，精神衛生部門，多元文化組織，溫哥華沿岸衛
生局協調員及長者小組，一同合作，創新和支援，令
長者受虐及被忽略事故，有更好的預防和介入。

你可致電

認識 學習 支持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ReAct成人保護計劃 ) 604-904-6173
卑詩社區生活協會

其他有用組織
( Seniors First BC )
長者受虐資訊熱線( SAIL )
604-437-1940 / 1-866-437-1940( 免費熱線 )
每日早八晚八，假期除外
聽障人士TTY
604-428-3359 / 1-855-306-1443(免費熱線)
逢周一至周五，早九晚四

1-866-944-1844

警察非緊急熱線

604-717-3321

溫哥華市警受害人服務

604-717-2737

Victim Link

1-800-563-0808

Lookout Society

604-255-0340

Raincity Housing

604-662-7023

Crisis Centre長者24小時求助熱線

604-872-1234

卑詩公共監護人及信託人( PGT )

604-660-4444
www.trustee.bc.ca

這是一處安全的地方，可以讓長者或關心長者人士，與
他人談及可能感到受虐待或苛待的情況，又或者取得預

這機構調查財務剝削的指控，他們亦可以管理被界定為

防長者受虐的資訊，致電查詢如何獲得法律意見及保護

智障人士的財務決策，另外他們亦協助及提供資源給替

的指引。

代性決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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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和忽視
可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你並非孤獨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