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eLives Dash risk checklist
Quick start guidance
你之所以查看本检查表，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或工作职责涉及到家庭虐待的受害者。此说明是帮助你理
解检查表上问题的含义而写。家庭虐待有很多方式。但是，它通常发生在一种亲密关系中，例如男朋友/
女朋友和丈夫/妻子。 它通常是由男性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行为。这个检查表还适用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双性恋关系，以及出于“荣誉”之暴力或家庭暴力的情况。家庭暴力可以包括身体、情感、精神、性和经
济虐待，以及尾随跟踪和骚扰。受害者可能经历到了一种或所有类型的虐待。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
的。它是各种行为的组合，并会让人非常地害怕。它可以发生在具有伴侣关系的期间，或是在关系已经
结束之后。
RIC(危险识别检查表)目的是向那些与家庭暴力的成人受害者为工作对象的从业者提供一个统一和简单的
工具，以便帮助他们辨认那些处于高伤害危险之中的人士，以及哪些个案应该转介给一个 MARAC(多机
构危险评估会议)，以便对他们面临的危险进行管理。如果你对儿童所面临的危险有担忧，那么你应该作
出转介，以确保对他们的安全和福利进行完整的评估。
RIC 应该在你的机构的框架内向受害者介绍下列事宜：
 保密规定
 信息共享规定和协议
 MARAC 转介规定和协议
在你开始询问 RIC 中的问题之前：
 确定受害者得与你进行多长时间的谈话。现在谈话是否安全？安全联络详情是什么？
 确定加害者和孩子的去处；
 解释你为什么要询问这些问题，以及是如何与 MARAC 相关联的。
在你询问 RIC 中的问题期间：
 尽早确定受害者所害怕的人是谁－前任伴侣/伴侣/家庭成员
 使用中性词汇，例如伴侣/前伴侣。通过创建一个安全和令人容易接近的环境，令使用服务的 LGBT(
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受害者感到能够披露家庭虐待，和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向受害者披露 RIC 的结果：
告诉某人他们正处在受到严重伤害或被杀害的高度危险中，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的。重要
的是你要通过他们所给予你的回答和你的职业判断来表明你的担忧。在此之后重要的是，当你向 MARAC
和儿童服务部进行转介的时候遵从你所在地区的规定。同样，在判断某人目前并不是处在高度危险的时
候，需要小心谨慎的处理，以确保该人士没有认为他们的境况被低估，以及不会为寻求帮助而感到尴尬
。向他们解释那些与杀害和严重伤害有关的因素，如果她/他在未来的时候经历到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
时，他们应该再次与你的服务部门联络，或者是在面临实际危机的情形下立即拨打 999 与紧急救援服务
部门联络。
请在所有的个案中对执业者的职业判断给予特别的注意。检查表的结果不是一个最终的危险评估。它
们只应该向你提供一个框架来帮你做出职业判断， 并且，无论是通过 MARAC 还是其它的方式，作为未
来询问、分析和危险管理的提示。
本地转介起点规定的制定由你本地的 MARAC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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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确保你对你自己机构和其它机构能够提供的安全计划措施有所认识。熟悉可以将受害者予以转介的地方
和全国性服务资源，包括专家服务。下列的网站和联络详情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elpline(全国家庭暴力帮助热线) - 0808 2000 247 -提供庇护式住所
和咨询服务。
‘Honour’ Helpline(“荣誉”帮助热线) - 0800 5999247 - 对强迫婚姻和出于“荣誉”的暴力给予咨询
Sexual Assault Referral Centres (性攻击转介中心) - http://www.homeoffice.gov.uk/crimevictims/reducing-crime/sexual-offences/sexual-assault-referral-centres/referral-centre-locations/
Broken Rainbow (破碎彩虹 ) - 08452 604460 – www.broken-rainbow.org.uk，向 LGBT 的受害者
提供咨询

内政部(Home Office)提供了将本文件翻译成 12 种社区语言的资金，SafeLives 希望对此表示感谢。如果
需要更多的信息，或者是获取另外的翻译文本，请访问 www.safelives.org.uk
身体虐待
我们在问题 1、10、11、13、15、18、19 和 23 中询问有关身体虐待的事情
 身体虐待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从推搡或推撞到用拳击打、使用武器、掐脖子或勒颈。
 你应该力图确立虐待是否在恶化，或是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或者是事件的本身越来越严重。如果
你的当事人不确定，那么要求他们描述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次数和地点。他们也应该考虑记日
记，记录下身体虐待和其它事件所发生的时间。
 力图获得所发生的身体虐待的种类和情况。现在所披露的事件可能不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中最为恶劣
的一个。
 虐待可能还发生在他们家庭中的其他人的身上，例如他们的孩子或兄弟姐妹及年老的家人。
 有时暴力会用在家庭宠物的身上。
 如果事件是刚刚发生的，那么受害者应该致电 999，请求警察的协助。如果受害者受伤了，那么他
们应该让一位健康专业人士，例如 GP(普通全科医生)或急诊室护士，查看这些伤并记录下来，
性虐待
我们在问题 16 中询问受害者是否体验到了任何类型的性虐待
 性虐待可以包括使用威胁、强制力或恐吓来获得性，在性行为中故意强加疼痛，或者是将性行为与
暴力结合在一起以及使用武器
 如果受害者遭受到了性虐待，那么你应该鼓励他们接受治疗，并向警方报告此事。参看上文中有关
找到 Sexual Assault Referal Centre(性攻击转介中心)的建议，他们可以在医学和法律调查方面提供
咨询。
强迫、威胁和恐吓
强迫、威胁和恐吓包含在问题 2、3、6、8、14、17、18、19、23 和 24 中。
 重要的是理解和确定：受害者/受害者们对加害者/加害者们可能会做的事情的相应畏惧；他们害怕
的是谁，以及为谁感到害怕(例如：儿童/兄弟姐妹)。受害者通常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施虐者的行为，
所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在基于“荣誉”的暴力个案中，可能会有一个以上的施虐者居住在家中，或是在大家族或社区中。
也可能包括女性亲属。
 在受虐者还作出了伤害自己、受害者或其他人的威胁时，尾随跟踪和骚扰变得更加不容忽视。他们
可能会使用例如“如果我得不到你，那么就没有谁可以得到你…”这样的词句。
 其它表明未来会产生伤害行为的例子包括，执着的电话、短信或电邮，以及未被邀请而前往受害者
住宅或工作场地等处去探访，徘徊不归和毁坏，或任意破坏财物。
 建议受害者记下有关这些威胁的日记，记录下所发生之时间和地点，是否有其他人和他们在一起，
以及这些威胁是否让他们感到害怕。
 分居之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了解受害者是否尝试过与施虐者分居，或者是否曾经被施虐者威胁过
分居的可能后果。在分居后被纠缠可能会是特别地危险。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时告诉我们，加害者伤害家庭宠物、破坏家具，以及单就是这些便使得他们在
加害者不需要实际伤害他们的情形下就已经很害怕。这种类型的恐吓是常见的，并常常被用来作为
控制和恐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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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一些加害者不遵守法庭命令或是与儿童的接触安排规定。之前的违令违规表明未来使用
暴力危险性更大。
某些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伴侣/前伴侣的犯罪历史而感到害怕和受到威胁。即使是过往的暴力不是直
接针对性伴侣或家庭成员， 也一定要切记，有犯罪史的违法者具有伤害他们伴侣的更大危险；基于
“荣誉”之暴力不在此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施暴者通常是没有其它已被记录的刑事犯罪史。

情感虐待和隔离
我们在问题 4、5 和 12 中询问了有关情感虐待和隔离等事宜。这可能与其它类型的虐待同时进行。它也
可能是单独施行，或者是在任何身体虐待开始之前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虐待的结果是受害者会
责备他们自己，为了接受所发生的事情而将其严重性缩到最小或干脆否认。作为专业人士，你可以在开
始的时候协助受害者考虑他们和任何儿童可能面临的危险。
 受害者可能被阻止见到家人或朋友，被阻止建立任何的援助网络，或者是被阻止获取任何的金钱。
 出于“荣誉”之暴力的受害者提到了极端的隔离以及在家中被“管制”。这是未来会受到伤害的重
要表现，应该认真对待。
 由于所受到的虐待和隔离，受害者感到他们毫无选择， 只能与施虐者继续生活在一起，并害怕，假
如他们试图离开可能会发生的后果。这通常能够对受害者的精神健康带来影响，他们可能会感到抑
郁或甚至是想自杀。
 同样，假如他们的伴侣/前伴侣有着精神健康问题－例如抑郁，或者是有毒瘾或嗜酒，那么， 受害
者的危险就会更大。也会增加隔离的程度，因为受害者会认为行政机构不会理解和会批评他们。他
们可能会感到害怕，认为披露这一信息将使得他们和他们的伴侣陷入麻烦，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
他们可能会担心孩子会被带走。这些危险在问题 21 和 22 中进行了论述。
儿童与怀孕
儿童与怀孕－问题 7、9 和 18 是关于怀孕和儿童，以及在儿童的接触事宜上是否有着争执。
 儿童的存在，包括继子女的存在，会提高母亲受到家庭虐待的危险。他们也会被卷入到暴力之中，
并受到直接的伤害。
 身体暴力会在怀孕期间或儿童生命的头几年中第一次出现或者恶化。在此期间，通常会有很多的专
业人士介入，例如健康巡视员或助产士，他们需要认识到受害者和儿童所面临的危险，包括未出世
的婴儿。
 加害者可以会利用儿童来接触受害者，在儿童接触探访期间可能会发生虐待事件，或者对儿童可能
会受到伤害感到非常畏惧和焦虑。
 请遵从你本地的儿童保护程序(Child Protection Procedures)以及识别和转介给儿童服务部
(Children’s Services)的指南。
经济虐待
经济虐待 – 问题 20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经常告诉我们，他们在经济方面受到了他们的伴侣/前伴侣的控制。要考虑到经济
控制会如何对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安全措施选择带来的影响。例如，他们在收入方面上可能依赖他们
的伴侣/前伴侣，或者是他们自己没有的权利获取福利金。在他们的伴侣/前伴侣失去工作之后，受
害者可能会感到他们的处境是变得更为糟糕。
 公民咨询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或本地专门的家庭暴力援助服务，能够向受害人概述与他们
目前经济状况相关的选择，以及他们如何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来获取资金。
如果你是从事有关家庭虐待工作的职业人士，并希望了解更多有关危险识别检查表的信息，你可以在我
们的网站上找到下列出版物：


2009 年 SafeLives-DASH MARAC 危险识别检查表[SafeLives-DASH MARAC Risk Identification
Checklist (RIC) 2009]，它针对高危险性的家庭虐待、尾随跟踪和基于荣誉之暴力个案的识别
这是 RIC 的可下载版本，它有一个虐待严重程度网格(Severity of Abuse Grid,简称 SAG)。SAG 为执
业者提供了了解家庭暴力详情的机会， 使他们能够制定出与安全计划有关，或者可以与 MARAC 共
享的，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忧虑。



给独立家庭暴力事务顾问的执业指南[Practice Guidance for Independent Domestic Violence
Advisors (IDVAs)]，它针对的是 2009 年 SafeLives-DASH 危险识别检查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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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使用 RIC 的 IDVAs(独立家庭暴力事务顾问)和执业者的提供的全面而详细的一个指南。它在你
与你的当事人一起完成 RIC 的整个过程中给予指导，并提供询问每一个问题的原因和方式。它还提
供了收集有关每一个危险因素的额外细节的补充问题，并提供了一般性的安全规划建议。这指南为
IDVAs 或新的 RIC 执业者，以及那些希望对管理程序更为了解和自信的人士提供帮助。


SafeLives-DASH 危险识别检查表-不含指南
这是一个可下载的和在日常执业中使用的 RIC 基本版本。



SafeLives-DASH 危险识别检查表 – 常见问题
这是用来处理一些与检查表的使用和 RIC 的近期改变相关的实际问题。

如果需要有关多机构危险评估会议[Multi 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s (MARACs)]的信息
与材料，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下列的文件


新的 2009 年 MARAC 指南 – 从原则到实践(MARAC Guide 2009 –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
该文件提供了整个 MARAC 程序的详细指南，并与－从质量保证审计的准则到 MARAC 的国家标准
的 11 个原则相关联。它旨在供 MARAC 的指导小组、那些接近质量评估(QA)审计的 MARACs 和在
实施方面寻求综合指南的 MARACs 使用。



MARAC 代表工具包(MARAC Representatives’ Toolkit)
这个代表工具包是设计来供出席 MARAC 会议本身的 MARAC 代表使用。它强调了他们在会议之前
、期间和之后的每一个程序阶段中的关键角色。



给予出席 MARAC 的特定执业者的工具包 （Toolkits for specific practitioners attending the
MARAC）
这是针对那些可能会遇到受虐者，并考虑进行 MARAC 转介，或是那些被要求对一位 MARAC 对象
或他们的孩子进行评估的前沿执业者制定的。它包括所有各类机构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 这
个名单定期扩充，因此请注意查看本页的更新。

我们还有一个资源和信息图书馆，这些资源和信息是关于距离你最近的 IDVA 培训课程、IDVAs 的持续
性开发(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IDVAs)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引路灯(Leading
Lights)计划开发 IDVA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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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Lives DASH 危险识别检查表 (RIC)
本表格之目的





帮助前沿从业人员识别家庭虐待、尾随跟踪和出于“荣誉”之暴力的高度危险个案。
决定哪些个案应该转介给 MARAC 以及可能需要哪些其它的支持。一份完整的表格成为一份主动记录
，可以在未来的个案管理中进行参考。
向作为 MARAC 程序之一部分的机构提供一个共同工具，并就家庭虐待、尾随跟踪和出于“荣誉”之暴
力相关的危险提供一个共同的理解。
确保各机构依据包括家庭谋杀和“未遂事件”在内的大量的个案深入研究中得到的证据做出保护性的
决定，这些个案研究是危险评估中最被认可模式的基础。

如何使用本表格
1

在第一次完成本表格之前，我们建议你阅读完整的执业指南和常见问题及回答 。这些可以从
www.safelives.org.uk/marac.html 下载。
危险是动态的，并且能够非常快地转变。在一次新事件之后对检查表进行回顾，是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

向 MARAC 转介的建议标准
1. 职业判断：如果一个职业人士对受害者的处境有严重的担忧，他们应该将个案转介给向
MARAC。在有些情况下，一起个案的特殊背景会引起严重的担忧，即使是受害者无法透
露那些能更清楚地强调他们危险的信息。这可能反映出恐惧的严重程度、因文化障碍不能
进行透露、移民问题或是语言障碍，特别是那些出于“荣誉”之暴力的事件中这一点更甚。
即便是它们并不符合下面的第 2 和/或第 3 条标准，这一判断应该基于职业人士的经验和/
或受害者对他们危险的感受。
2. “明显的高危险性”：在本检查清单上所“勾”出的数目。如果你已经在方框中勾出了 14
个或更多的“是”，那么该个案通常符合了向 MARAC 转介的标准。
3. 潜在的逐步升级：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受害者因为家庭暴力而求助警察的次数。这个标
准可以用来识别那些在检查表中对大多数的危险要素没有作出肯定识别，但虐待看上去是
在逐步升级的个案，以及有必要通过在 MARAC 中分享信息来更为全面地评估形势的个案
。常规是在 12 个月内有 3 个或以上的求救警察次数开始，但是这应根据你的本地次数和
你的报警方性质来进行审查。

请在所有的个案中对执业者的职业判断给予特别的关注。检查表的结果不是一个最终的危险评估。它们
只应该向你提供了一个用来形成你职业判断的框架，并作为未来询问、分析和危险管理的提示－无论是
通过 MARAC 还是其它的方式。
订立你所在地区转介起点是你本地的 MARAC 的责任

本表格的不适用之处

1

有关使用本表格之培训的咨询，请写电邮至 training@safelives.org.uk 或致电 0117 317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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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victim:

Date:

Restricted when complete

本表格将提供有关一同居住的儿童之危险的有用信息，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对儿童的完整危险评估。儿童
的存在，增加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家庭暴力的危险，特别是继子女所处的危险更甚。如果突显了针对儿童
的危险，那么你应该考虑你需要作出何种转介来获得对儿童境况的完整评估。

SafeLives-DASH 危险识别检查表，在家庭虐待、出于“荣誉”之暴力和/或尾随跟踪得
到披露之时，供 IDVAs 以及其它非警察机构进行 MARAC 个案识别时使用
请说明询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相关人士的安全及保护。

3. 你害怕什么？是进一步的受伤或暴力吗？
请说明你认为[加害者(加害者们)的姓名…]可能会作出的事情是
什么，会对谁作出，包括孩子。
回复：
4. 你是否感到被与家人/朋友隔离开了，例如， [加害者(加害者们)
的姓名…]试图阻止你去看望朋友/家人/医生或是他人？
回复：
5. 你是否感到抑郁或是有过自杀的念头？
6. 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是否已经或尝试着与[加害者(加害者们)的姓
名…]分居？
7. 在儿童接触方面是否有争执？
8. (……)是否不断地发短信、打电话、联络、尾随、跟踪或是骚扰
你？
请详细指出是什么样的行为，以及你是否认为这是故意行事，用
以恐吓你？考虑所作出事情的背景及行为。
9. 你是否怀孕或在近期生了一个孩子(在过去的18个月里)？

不知道

2. 你是否非常害怕？
回复：

否

在此假设你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受害者。如果不是这样，请在右栏说
明
1. 目前的事件是否造成了身体受伤？
请说明受伤情况以及这是否第一次受伤。

是
(打勾)

如果因素是存在的，在方框内打勾。请使用表格最后的说明栏中对
任何的回答进行明确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不是受害
者(例如是警察
)，请说明消息
来源。

10. 虐待是否更加频繁地发生？
11. 虐待是否越来越恶化？
12. (……)是否试图控制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和／或他们是否极端的
嫉妒？
就人际关系而言，例如你所见的人、被‘家中管制’以及告诉你应
该穿什么。考虑出于“荣誉”之暴力以及特定的行为。
13. (……)是否曾经使用过武器或是物品伤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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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是否曾经企图对你进行过勒颈／掐脖子／闷／淹的行为？
16. (……)是否作出或说出具有性性质的事情，并使你感到自己不好
，或是在身体上伤害了你或他人？
如果是他人，请明确说明是谁。
17. 是否有任何其他人威胁过你或任何其他你所害怕的人？
如果有，请说明是谁及其原因。如果是出于 HBV，考虑范围因
扩大到大家族。
18. 你是否知道(……)曾经伤害过其他人？
请明确说明是谁，包括孩子，兄弟姐妹或是年老的亲人。考虑出
于“荣誉”之暴力。
孩子
☐
其他家庭成员
☐
过去的情感关系中的某个人
☐
其他人 (请明确说明)
☐
19. (……….)是否曾经虐待过动物或是家庭宠物？
20. 是否有任何的经济问题？
例如：你是否在经济上依靠(……)/他们最近是否失去了工作/有
其它经济问题？
21. (……)在过去的一年内是否因为药物(处方类或是其它类)、饮酒
或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而造成过正常生活中的问题？
如果“是”，请明确说明是哪一个，如果知道，请给出详细情况
药物
☐
酒
☐
精神健康
☐
22. (……)是否威胁或企图自杀过？
23. (……)是否违反过保释/禁止令和/或有关他们可以在何时见你和/
或孩子的正式协议？
如果相关，你可能会考虑将此与加害者的前伴侣联系起来。
保释条件
☐
不得骚扰/职业令
☐
儿童接触协议
☐
强制婚姻保护令
☐
其它
☐

不知道

如果因素存在，在方框内打勾。请使用表格最后的说明栏，对任何
的回答进行明确说明
14. (……)是否曾经威胁要杀害你或其他人，你相信他们会这样做吗？(如果“是”，请勾
出是谁。)
你  孩子  其他人 (请明确说明) 

Restricted when complete

否

Date:

是
(打勾)

Name of victi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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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受害
者，请说明消
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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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Restricted when complete

否

Date:

是
(打勾)

Name of victim:

☐

☐

☐

你是否认为有合理的理由来将本个案转介给 MARAC？

是
否

☐

如果“是”，你是否已经作出了一项转介？

是
否

☐

是
否

☐

如果因素存在，在方框内打勾。请使用表格最后的说明栏，对任何
的回答进行明确说明
24. 你是否知道(……)曾经与警察有过麻烦或是有犯罪史？
如果“是”，请明确说明。
家庭暴力
☐
性暴力
☐
其它暴力
☐
其它
☐

如果不是受害
者，请说明消
息来源。

回答‘是’的总数

由职业人士需要考虑

是否有任何其它表明危险程度增加的相关信
息(来自受害者或职业人士)？在考虑受害者
的处境时，请综合考虑：残疾、物质滥用、
精神健康问题、文化/语言障碍、出于“荣誉”
的制度，及事态缩小化等方面。他们是否愿
意与你的服务部门接触？说明：

考虑施虐者的职业/兴趣 – 这是否会使他们
具有获取武器的独特渠道？说明

在应对受害者的安全事宜中，最为紧要的是
什么？

签名

签名

☐

日期

你是否认为家庭中的孩子面临着危险？
如“是”，请确认你是否已经作出
了一项保护儿童的转介

☐

是
否

☐
☐

☐

作出转介的日期
日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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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victim:

Date:

Restricted when complete

执业者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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