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道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
2019 年维多利亚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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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这些指导原则很重要
在澳洲，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是一个严重问题。平均而言，每周就有一名女性被其现任
或前任的伴侣杀害 (AIC, 2017)。
研究显示，媒体是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动力，可以积极影响引发对女性及其子女实施暴力的文化、
行为和态度。而且，正如原年度杰出澳洲人 Rosie Batty 所言，媒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帮助将暴
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因为：
●
●
●
●

●

针对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的强大媒体报道可以帮助读者、听众和观众了解该行为
的普及程度、受影响的人群、驱动因素以及预防方法。
媒体可以塑造女性及其子女对其受暴经历的理解方式，并影响她们做出是否公开发声、采
取行动或寻求支持的决定。
媒体可以影响施暴者对自己选择使用暴力的理解方式，以及他们是否应就改变其行为寻求
支持。
媒体可以通过调查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来影响公共政策和立法（例如，新南威尔
士州政府在 Four Corners 调查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强奸案审判后，已将该州的性行为同意法
提交至 Law Reform Commission）。
媒体可以帮助社会重新定义人们该如何谈论暴力——尤其是面临多种形式歧视和压迫的女
性所遭受的暴力——并且坚决拥护这种暴力是绝对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

在维多利亚州，媒体对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的报道已有了显著提
高。媒体机构更多地去探究暴力的原因，避免使用可能无意中责怪受害者
的语言，为施暴者开脱，或错误地暗示酗酒或精神健康等因素是暴力的驱
动因素。
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15％的澳洲此类事件报
道中都含有“指责受害者”的成分，如，她当时喝了酒，与施暴者调情/回
家，或者深夜出门。还有许多报道为施暴者开脱，如，他喝醉了、吸毒、
嫉妒、“精神崩溃”或“失去控制”(ANROWS, 2016)。在对遭受多种形式歧视
和压迫的女性进行报道时，这些调查结果尤为重要。
作为对这些情况和其他调查结果的回应，Our Watch 在咨询过致力于解决
暴力侵害女性问题的媒体和组织代表后，制作了本指导原则。

媒体“具有独特优势，
来为暴力问题提供平
台，鼓励对家庭暴力
做出更明智的理解，
并带来真正的变化。
- Rosie Batty,
反家暴活动家、原年
度杰出澳洲人

媒体可使用这些指导原则中提供的提示和信息，确保其报告有益于解决对
所有女性及其子女的暴力侵害，并且不会对幸存者造成伤害或使支持暴力的态度和行为继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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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歧视如何影响暴力
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不仅限于某一文化或社区。然而，造成歧视的
权力不平衡可能意味着有些女性遭受更为严重的暴力，屡次成为
暴力的受害者，并且在举报暴力及获得专家支持服务上面临包括体
制障碍在内的其他障碍。
受暴力影响特别严重的女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群：
●
●
●
●
●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和
移民和难民，
残疾人，
LGBTIQ+，以及
老年女性。

用语说明
就本报告而言，“暴力侵
害女性的行为”一词用于
涵盖女性遭受的所有暴力
行为，包括家庭暴力、性
侵犯和虐待，以及陌生人
的身体攻击。定义见第
15 页。

我们务必要考虑女性还可能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压迫或歧视，以及这些压迫或歧视会如何让她们的
受暴经历雪上加霜。例如，身患残疾的土著女性可能会在性别不平等之外，遭遇交叉的种族主义
和残疾歧视。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女性更难寻求帮助或获得支持服务，尤其是经历过或持续
遭遇机构虐待或国家批准的暴力的群体。
一些女性受暴力影响特别严重的原因包括：
●

●

●
●

对遭受多种形式歧视或压迫的女性的暴力侵害更有可能被宽恕。例如，这种暴力行为被视
为“她们文化的一部分”，在宗教文本中被证明是合理的，或者处于“照顾者压力”下的正式/
非正式照顾者的施暴行为被认为情有可原。
面临多种形式歧视和压迫的女性往往持刻板观念。例如，人们可能会说她们是“吵闹、
咄咄逼人的吸毒者”，因年龄或残疾而性冷淡，或者认为对她们的暴力是正常的，并将其
原因归到她们的弱势上。
强调好斗的男性间关系可能会对某些女性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来自移民背景的女性可
能会被作为性旅游的对象而被淫秽化，成为“种族主义色情”的目标或被用于宣扬恋物癖
有些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控制决策的影响，从而独立性受限。例如，缺乏平等的受教育机
会和工作机会，并且想当然地认为男性对决策制定的控制权只是“文化的一部分”。

虽然媒体必须了解结构性歧视和压迫如何加剧女性的受暴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暴力归咎于其
文化、性倾向、工作选择、残疾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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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报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行为的 10 个步骤
你可以采取以下 10 个步骤，以确保你的报道有助于解决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并确保你的报道不
会对受害者/幸存者造成新的或额外的伤害，也不会强化支持暴力的态度和行为：
1. 为暴力行为命名
该做的：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在指控已经提出且情形适用时，使用
“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家庭暴力”、“殴打”、“性侵犯”，“虐
待老人”、“虐待儿童”、“儿童色情物品”，“强奸”或“谋杀”等术语。这有
助于帮助受众了解，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而
不是没有人见过的“随机发生的暴力行为”。定义见第 16 页
不该做的：使用将暴力轻描淡写的术语（例如“家庭纠纷”、“不稳定关
系”或“儿童色情”）。
2. 安全第一

“作为暴力和剧烈痛苦的幸存

者，对我们母亲的案件的报道方
式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曾认为家庭暴力只是生活的现
实，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现在
知道生活并非必须如此。”
- Arman Abrahimzadeh,
Our Watch 推广大使

该做的：确保以不损害幸存者安全的方式报告问题。要考虑到，在报
道中包括有关幸存者、发生的事情以及地点（例如，儿童的数量、家庭或宠物的详细信息、使用的武力量
或武器、受伤的情况等）等具体细节可能会导致幸存者被认出。
该做的：请注意，如在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或农村和边远地区，即使采取措施对受暴者进行去身份
处理，也很容易识别出一个人。
3. 使用循证语言
该做的：使用语言和框架帮助受众了解这一事实——全球大多数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源自性别不平
等，包括：
●
●
●
●

人们对男性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宽恕；
男人对决策的控制和对女性独立性的限制；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结构；
对女性的不尊重和男性间强调好斗的同伴关系。

不该做的：将暴力描述为由酒精或毒品驱使或“推动”，或将其联系到心理健康、压力、财务、文化、
照顾残疾人的“负担”或施暴者“精神崩溃”等方面。这与事实不符。虽然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暴力，
但并非驱动力。
不该做的：使用认为暴力行为正当的语言或不经意地将受害者的遭遇归到她们自己身上，包括醉酒、深夜
外出、独自行走、与某人约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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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相关法律

“媒体在提高家庭暴力意识方面具

该做的：请注意，某些法律条文概述了在报告某些性犯罪、已签
发的保护令或其中涉及儿童时的允许和禁忌。记者和媒体必须知
道其在这些情况下的义务，不应该依赖这些指导原则。ABC 的
2016 年版指导原则 1还包含其他信息。
该做的：理解暴力有许多形式，包括情感或心理虐待、虐待老
人、经济虐待和强制控制；有些目前可能没有被认定为犯罪 2，
但请记住，所有形式都很严重并可能会危及生命。

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制定这
些指导原则可帮助新闻编辑部报告
这一复杂问题。”
- Andrew Eales,
Fairfax Regional 总编辑

采访幸存者
要考虑到故事对受访幸存者的影响。你的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她们重新造成伤害或无意中使她们感到羞
耻。与从暴力中幸存或见证暴力的儿童交谈也可能特别危险。以下是一些保护受报道的女性和儿童的提
示：
●

询问开放式问题，例如“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你能谈一谈吗？”询问她们希望被如何称呼和提及
（例如作为“受害者”或“幸存者”，“身患残疾的女性”而不是“残疾女性”，并使用及她们首
选的代名词和文化联系。）

●

给她们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讲述她们的故事

●

确保你已获得知情同意，以披露其故事的要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她们有机会检查她们是如何
被提及或引述的。

●

请注意，幸存者讲述她们的故事涉及安全和道德问题，包括被识别和报复的风险，并且可能会影响
法律诉讼的进展。

●

要理解服务女性及其子女的组织资源相对较少，可能不会立即有合适的人选讲述她们的故事，并且
出于安全原因这些组织可能不会鼓励幸存者与媒体接触。

●

请注意，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可能会在一生中发生变化，例如，老年女性遭受成年子女的虐待。

●

与专业服务机构建立关系和信任，以便在法院审理案件和暴力发生时快速响应。

1

ABC, 2016, http://about.abc.net.au/wp-content/uploads/2016/03/Final-DFV-Fact-Sheet-15-Feb-2016.pdf

2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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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并非耸人听闻
不该做的：对暴力行为添油加醋或轻描淡写，这包括使用过于夸张的
语言、不必要的细节、不必要或无意义或消极的图片（请参阅第 8 页
的“使用适当的图片或素材”部分）或不恰当的引用或双关语。请参阅第
10 页的“糟糕报道和优秀报道举例”。
6.确认施暴者
该做的：使用主动语态强调有人对受害者实施了暴力行为。例如，
不要使用诸如“女人遭拳打”之类的被动语态标题，而是考虑使用“男人
拳打女人”或“男人拳打前妻”。否则，暴力看起来像是“恰好发生”在女
性身上的事情，而事实上，背后总有一个施暴者。

“我发现，来自诸如
beyondblue 和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ustralia 等组织的报
告和语言指导原则非常有益 —
—对于像家庭暴力这样普遍的

事情，是有必要制作类似的指
导原则，来帮助记者以最有意
义的方式解决问题。”
- Melissa Davey
墨尔本部主编
Guardian Australia

该做的：说出幸存者和施暴者之间当前或以前的关系（如果有，且你
这么做是合法的）。提醒你的受众，大多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是由
她们认识的人（例如现任伴侣或前任伴侣、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
或照顾者）实施的，而陌生人的袭击没有这么普遍（例如受到陌生人
的身体或性攻击）。

不该做的：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女性应该收敛或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男性的暴力行为。虽然女性和女
孩的安全很重要，但暴力行为的责任应该始终在于施暴者。
7. 将故事情境化
该做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进行故事构思时使用州、
国家和（如果适用）全球关于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统计数
据。请记住，许多女性并不会报告暴力行为；统计数据的
收集方法及解读方式可能是故事的重要部分。请参阅第 15
页的“数据的问题”。
8.始终在报道中包含可用的支持方案
该做的：时刻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你的受众中可能正在寻求
帮助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定期为经历过家庭暴力的人提
供相关专家支持方案的信息，例如：“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
遭遇家庭暴力，请致电 1800 RESPECT。”同时包含针对男
性的转介信息，例如：“如有男士需要愤怒、感情或养育问
题方面的咨询、建议和支持，请拨打 1300 766 491 联系
Men's Referral Service。”

“我妹妹 Niki 被谋杀时，媒体的大部分

报道都是围绕她的肤色、我们的文化
背景，或者以某种方式为施暴者的犯
罪行为开脱，将其原因归咎于”文化
“或”荣誉杀亲“......而事情的本质是，一
个男性选择结束一个女性的生命。 [我
们需要]思考所有这些因素，并且思考
为什么他们对来自特定种族和其他文
化群体的女性实施更严重的暴力。“
-

Tarang Chawla,
Our Watch 大使

不该做的：仅仅提供有关自杀或心理健康专门服务的信息。这无意中忽视了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
所造成的影响，并错过了机会去提醒那些目前正在遭遇暴力的人在哪里获得专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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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使用适当的图片和素材

“媒体务必要理解并接

该做的：请记住，图片和看得见的事物对于讲述故事至关重要，但可能会延
续人们对性别、种族、能力和年龄的负面刻板印象。这样的例子如进行如下
描写的图片——“她喝醉了”，她因畏惧施虐者而缩作一团，“滥交”和“不负责
任”，或者“他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居家男”。

受其在帮助制定和实
施这些指导原则方面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该做的：问问你自己（无论是自己制作还是从图库中选择图片），你所选的
图片讲述了关于某个人的怎样的故事。如果这个人是你，你会对使用的图片
满意吗？此外要思考，这张图片对家庭成员和朋友会有什么影响？

- Shaun Gough,
墨尔本 Triple M
内容总监

不该做的：从让幸存者或受害者看起来很渺小的高处拍摄照片，让她们装作
“很伤心”或“很无助”，或者更有甚者，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比基尼照片——如果你找到的都是这些内容，
那还不如都剪掉！
10.请专家评论
该做的：向对女性暴力行为问题专家求教，将问题置于情景之
中。有关家庭暴力、性侵犯服务组织以及预防对女性暴力的机构
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拥有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移民和
难民以及 LGBTIQ+社区专门经验的人员）的清单，请参见第 18
页的“资源”部分。

“好男人是不会谋杀她的家人的。

他们不会虐待他们的妻子。 他们
不会伤害他们的儿女。 他们当然
不会谋杀他们的孙子女。“

该做的：要谨慎在报道中包含邻居或朋友对施暴者的性格评价，
例如“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丈夫'和'有爱的父亲'。”这样做很值得商
榷，因为暴力事件常常在私下发生，并且持续很长时间。

-

Rebecca Poulson
为 Sydney Morning
撰稿 Herald

不该做的：在报告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时，仅要求警方或司法机构
予以评论。请记住，虽然警方可以提供所举报的犯罪的历史，但
大多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都是非犯罪行为，不是“事件”，并且大多数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都没有报告。

“如果没有这些元素，该事件就会被视为一个孤立的随机事件。 这让个人去承担责任，而将解决方案交
给司法系统。 这让社会其他人将其视为别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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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Blatchford, The Conversation

3.报道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遭受的暴力事件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曾经很长时间以来对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报道失实，在报道对土著女
性的暴力行为方面尤其如此。
构思和情景设定很重要
●

●

我们必须了解土著女性暴力经历的环境，了解殖民化，包括种
族主义、强占、代际创伤和根深蒂固的贫困等带来的广泛影
响，因为这些因素使土著女性更难以寻求帮助或获得服务，这
意味着她们对政府机构不信任或害怕让她们的孩子离开她们。
要考虑在报道时包括社区解决方案和方法（例如，致力于解决
或预防家庭暴力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社区领导、立法改
革、基于社区的计划等。）

打破刻板印象

“记者们需要了解暴力和问题的
根源——殖民化、劣势和贫困，

而非来自种族和文化。要了解
这一点，人们需要联系澳洲
历史。”
– Paul Daley,
Walkey-获奖记者、
作家和剧作家

要思考故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假设，并问自己：
●
●
●
●

我是否（通过图片、语言和统计数据）使负面的刻板印象永久化，例如，土著居民正在制造或助长暴
力，或者所有土著人都有滥用药物和酗酒的问题？
我是否将针对土著女性的暴力与国家和全球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问题联系了起来，而不是将其视为“土著
问题”？
我是否对施暴者的种族做出了假设，请记住，非土著男性也要为暴力负责（并且主要为城市地区的暴力
负责）(Our Watch, 2018)。
我是否无意中将暴力归咎于文化、酗酒或女性的行为？

文化礼仪
●
●

你是否曾向社区成员咨询过有关在报道中使用姓名的文化礼仪，或者如何在此特定的土著社区中使用死
者的照片？
你是否可以了解有关你所报道地区的社区的更多信息，并提升你的文化能力 3？

思考你的信息来源
●
●

3

要理解没有“哪个人”能代表整个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发言
向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求教，了解在她们心目中谁是有声望的领导者或专家。

Koorie Heritage Trust 等组织科支持你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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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你的故事中包括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意见，报道形式上要突出她们在这个
问题上的领导和权威，而不是对她们进行负面报道。
花时间与你的联系人和消息提供人搞好关系并建立信任。从历史资料来看，报道造成了社区在与媒体对
话时的不信任。

糟糕的报道
标题：“被杀母亲......吸冰毒成瘾，“不让孩子吃饭”还
“殴打他们”

优秀的报道 4
标题：“我们是活生生的女人，我们希望和平相
处”

问题：本文的重点没有放在施暴者谋杀一名女性和
她的两个孩子身上，而是放在了受害者的子女养
育、涉嫌吸毒和违反儿童保护上。这无意中暗示了
这名女性对她自己及她两个孩子遭谋杀负有责任。

成就: Miki Perkins 的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土
著女性遭受的不合理的暴力行为上；该报道承认，
殖民化、强占和持续劣势的大环境助长了这种暴
力。

4. 澳洲和全球糟糕及优秀的报道案例
下文列举了澳洲乃至全球对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的几份报道，希望能提供一些启发。

4

糟糕

问题

证据

优秀

“遭遇帮派轮奸的受
害者饮酒过量”

受害者的饮酒量与故事无关，
该标题无意中暗示她应对自己
被强奸负责。
该标题只字未提施暴者，并将
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受害者身
上。

指责受害者有多种负面影响，
例如会导致他们获得更少的同
情和支持，更少的干预，健康
状况更差，通过法律程序获得
的赔偿更少，并且此标题没有
提及促成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
女行为的因素。

“三名成年男子被控
轮奸一名少女”

一女子被谋杀，死
因为“在‘狂野性行为’
后被遗弃失血过多”

关于野蛮强奸和谋杀土著女性
Lynette Daley 的报道中包含了
对其受伤情况的详细和夸张描
写。此文章因为使用“狂野性
行为”这个词来形容强奸，违
反了澳洲新闻委员会的标准，
因为该词“不准确”、“不公
平”。

长期以来，对土著女性遭遇的
暴力行为在媒体报道中已被最
小化、合理化，或根本就不报
道。该文章没有提到强奸，从
而将责任从施暴者身上撇去，
而忽略了 Lynette Daley 遭强
奸和死亡的非自愿性和该行为
的野蛮性。

在残忍的强奸和谋
杀发生后，人们呼
吁为 Lynette Daley
之死讨回正义。

“暴力源于心痛”

该社区在设法理解难以言说的
暴力，没有去教育公众了解暴
力的潜在驱动因素，反而是报
道了施暴者所经历的苦难。

暗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乃
是因为“心痛”或心理健康问题
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与
Victoria’s Royal Commission
into Family Violence 的调查结
果相悖。

“施暴者的控制欲导
致无以名状的暴力”

将被谋杀的女性称
为“人妖”

当变性女 Mayang Prasetyo 遭
到丈夫 Marcus Volke 的残酷杀
害时，一些报道集中在暴力的
不必要和明确的细节上，用一
系列泳装姿势突出她的性别，

身份为变性人、多性人、女同
性恋和双性恋的女性被人歧
视，尤其容易成为施暴的目
标。

“男子残忍杀死妻
子”

更多信息请见 Reporting on Aboriginal People’s Experiences of Family Violenc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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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暴力行为不应该
归咎于 Mayang

“舞池上发生的谋杀”

并调查她的性工作和个人生
活，以此来开脱或理解这一暴
力行为。

所有女性都需要媒体不偏不倚
的支持；这种媒体不会让有害
的刻板观念长期存在。

Arman Abrahimzadeh 的母亲

Arman 解释说：“报道不应该
为了多卖报纸而把我们母亲的
死戏剧化，我父亲的暴力行为
并非因为宗教或文化价值观，
而且肯定不是因为他“大脑秀
逗了”。
“我母亲的死是我们生存的社
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导
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我的
母亲、姐妹和我是我父亲的财
产。”

在 300 人面前遭到父亲的残酷
杀害，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他母亲被杀害之后，澳洲媒
体报道说，由于他的穆斯林传
统，谋杀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化
有关。
标题中提到一首注明的流行歌
曲；这既无必要，也有失尊
重。

Prasetyo 的性取
向、职业、病史和
原籍国——她的丈夫
决定使用暴力才是
罪魁祸首。
“男子在虐待妻子多
年后将其杀死”

4.常见的误区
在涉及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行为方面存在许多误区，包括：
误区

现实

酗酒、吸毒、精神健康问题或压力驱使或引发了对
女性的暴力行为。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暴力行为，但它们并不会
驱使或引发暴力。

男人"精神失控"或某事（争论）"引发"暴力。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 (80％) 谋杀伴侣的男子都有虐
待她们的历史。

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与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无关。

女性是绝大多数家庭暴力和性虐待和身体攻击事件
的受害者(ABS, 2016) ，她们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成为
暴力的目标，而男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施暴者。

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很少或不可预测。

某些文化或社会经济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暴力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既可预
测也可预防。在整个澳洲，警察平均每两分钟就会
因家庭暴力事件出警一次。家庭暴力也是导致 1544 岁女性健康不良和过早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VicHealth, 2018)。
虽然歧视可能意味着来自某些文化和较低社会经济
地位的群体的女性更多受到暴力的影响，但关于这
些群体的施暴者本身就更具暴力性的说法既不准确
又有害。报道中经常暗示，土著女性的暴力行为仅
由土著男子实施，其实非土著男子也是施暴者，特
别是在城市地区 (Our Watch, 2018)。
据我们观察发现，持临时签证的女性会遭受来自所
有文化背景的伴侣的暴力，包括澳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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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经常在性侵犯和强奸方面撒谎。

家庭暴力或性侵犯的虚报极为罕见(AIFS, 2013)，高
达 80％遭遇现任伴侣暴力的女性(ABS, 2012)，和
80％遭受性侵犯的女性不会为此报警(ABS, 2006)。

女性“如果愿意”，就能够远离暴力

最极端的暴力，包括谋杀，经常发生在女性试图离
开某段感情关系之时。
当人们假定一名女性受暴者自愿选择留下时，就为
施暴者洗脱了责任。
女性不举报和离开暴力环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
括：
● 害怕她们自己/孩子被杀死（孕妇的风险更
高）
● 家人和朋友的文化期望或压力
● 缺乏住房和经济资源，无法逃离并寻求支
持
● 获得专业支持服务或紧急住房方面有障碍
——包括签证状态、语言和地理位置（如生
活在农村和边远地区）
● 由于过去的种族主义或歧视经历而难以信
任警察或其他官员，或担心如果她们报告
家中的暴力行为，孩子会被政府机构收养
● 她们可能因为依赖施暴者的支持（例如，
身患残疾的女性和老年女性）而无法离
开。

3.事实与数据
统计数据
在维多利亚州：
● 2017-18 年的一年时间里：
○ 每月记录在案的家庭暴力事件有 5,690 至 7,127 起
○ 受家庭暴力影响的 76,125 名维多利亚州人中有 75％是女性，大多数(71.5％)年龄在 20-49 岁
之间
○ 76.2％的施暴者是男性
● 家庭暴力事件报告中，维多利亚州土著人的家庭暴力报告比例过高，受暴者比例比非土著高出四
倍，施暴者则高出五倍。尽管土著占维多利亚州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但在过去 10 年中，他们的
受害者占到所有家庭暴力受害者的 4％ (21,401) ，而施暴者则占 5％ (25,666) 。(Victorian Aboriginal
Affairs Report, 2017)
● 全球研究表明，大约六分之一（约 150,000 人）年长的维多利亚州人受到虐待老人的影响(Seniors
Rights Victoria, 2018)，近一半针对老年成人受害者的罪行发生在家庭暴力背景下(Alastair Goddell,
Victoria Police, 2018)
● 在维多利亚州，38％寻求专业无家可归者服务的人是逃离家庭暴力的女性，而这一比例在全国为
33％

在澳洲：
● 平均每周就有一名女性被其现任或前任的伴侣谋杀 (AIHW,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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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每三名澳洲女性中就有一位曾遭受过身体暴力 (ABS, 2017)
每五名澳洲女性中就有一位曾遭受过性暴力 (ABS, 2017)
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可能性至少是男性的三倍。(ABS, 2017)
每五名 LGBTIQ +身份的澳洲人中就有一人曾遭受过肢体上的同性恋虐待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14)
身患残疾的女性和女孩遭受暴力的可能性至少是无残疾女性的两倍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Victoria,
2013)
2017 年，澳洲 49 名因遭受暴力侵害而丧命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年龄超过 60 岁(Counting Dead
Women Australia 2018)
与其他女性相比，土著女性因家庭暴力住院的可能性高 35 倍。五分之二的土著凶杀案受害者
（41％）被现伴侣或前伴侣杀害，是非土著受害者（22％）的两倍 (AIHW 2018)
身份为女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女性遭受的性暴力发生率远高于异性恋女性(de Visser et al. 2014)

数据的问题
我们得到的最全面的数据来自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进行的个人安全调查问卷；该问卷收集了
有关男性和女性遭受暴力的性质和程度的信息，但没有收集记录在案的犯罪统计数据。
记录在案的犯罪统计数据并不一定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经历过性别暴力，因为大多数经历过性别暴力的人
都没有报警。
此外，面临多种形式歧视和压迫（例如，由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或心理能力或年龄的歧视和压
迫）的女性遭受的暴力程度要高于其他女性，其报警或获得适当回应或支持的可能性则更低。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内隐偏见会使我们错误地解读统计数据。例如，虽然土著居民和托雷
斯海峡岛民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比率高于其他女性 5，但公开辩论和媒体报道会暗示该暴力行为只是由土
著居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施加；事实上，非土著男性也负有责任【并且主要为城市地区的暴力负责 (Our
Watch, 2018)】
5. 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样、巨大并且持久的。在暴力事件结束几年后，幸存者可能
会继续需要支持。因此，它会对家庭和社区以及最终对社会产生一系列社会、健康和经济后果，每年澳洲
为此支付的费用约为 216 亿澳元。
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尤其对儿童不利。其会带来令人伤心并且持续很久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影响会不断积累，并影响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健康、发育和幸福。

5

没有单一的数据来源可以对所有形式的暴力进行直接比较。然而，各种数据来源一致表明，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
民的受暴率高于（通常远高于）非土著女性；该差异的大小因暴力、数据来源和管辖权的类型而异。2014-15 年，土著
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家庭暴力相关袭击的住院率为每 10 万女性人口 530 名女性。在调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后，
该比例是非土著女性的 32 倍。来源：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Review of Government Service Provision
(2016) Overcoming Indigenous disadvantage: Key indicators 2016,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Canberra, p.4.98, and table (table
4A.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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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义
术语
“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是指基于性别的可能会对女性造成伤害或痛苦的所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在公共场
合发生，也可能私下发生。“基于性别的”意味着（总体上）暴力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大；暴力发生在男女
之间权力和资源配不均的社会大环境中，而暴力行为更加剧了不同性别间权力的不平衡。虽然女性经历的
暴力行为大部分发生在“家庭”环境里（施暴者为男性伴侣或前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但并非总是如此——
女性所经历的性暴力包括许多其他形式——例如，非伴侣/家庭成员强奸和性侵犯、约会暴力，以及同事、
同学或陌生人等人所犯下的身体暴力或骚扰。
“家庭暴力”（Family violence）是一个广义的术语，用于指在更广泛的家庭网络（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和
社区成员中发生的暴力，并用于指发生在亲密关系的人士之间的各种暴力（身体、性、心理、情感或财务
方面的）。家庭暴力还指在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或其他文化社区内发生的延伸亲属关系和家庭
关系中发生的暴力事件。该术语的使用频率高于 domesitc violence，后者仅指在（现在或以前）处于亲密
关系中的两个人之间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暴力行为。
《2008 年维多利亚州家庭暴力保护法》(Victorian Family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2008) 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
庭成员对其伴侣、前伴侣或其他家庭成员造成恐惧和施加控制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是多种形式，包括：
● 身体暴力，如袭击、推搡、灼烧或掐脖子、粗暴或疏忽的照顾
● 心理和/或言语辱骂（如威胁、反复贬低、辱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年龄歧视、歧视残疾人或
同性恋虐待）
● 情绪虐待，如侮辱、操纵、威胁
● 财务虐待，例如控制金钱的获取
● 跟踪或其他类型的骚扰
● 性暴力，包括胁迫
● 其他形式的，用于控制家庭成员，使她们害怕，或削弱她们自我价值感的行为——包括限制她们与
谁约会或可以做哪些事情
对于遭受多种形式歧视和压迫的女性，施暴者可能将这种劣势作为虐待的一部分。例如：
● 移除某人的残疾相关设备或辅助工具
● 威胁要“赶走”某人
● 使用女性的临时签证身份来控制她
● 禁止老年人使用其金钱或控制她们的财务状况
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其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或任何其他身份标记。然而，从统计数
据来看，男性占施暴者的大多数，女性和儿童占受害幸存者的大多数。
“虐待老人”是指任何由她们认识和信任的人（如家人或朋友）施加的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虐待可以
是：
●
●
●
●

身体上的——如袭击或猛推；
经济上的——非法或不正当地使用其财产、资金或其他资产；
情绪上的——例如辱骂和威胁；
或性行为上的——包括强加的性行为或触摸。

虐待老人还可能包括忽视，并且通常虐待采取的方式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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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体和背景联系人
我们建议，你可以使用各种途径找到具有家庭暴力专长和预防暴力侵害女性及其子女的人士和组织。
我们建议你访问 Our Watch 网站，获取定期更新的媒体联系人列表，而不是将很快就会过时的媒体和背景
联系人详细信息列出来 6.
专门的反家暴组织
"
"
"
"
"
"
"
"
"
"

Our Watch
ANROWS, Australia’s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s Safety
Djirra, 前身为 Aboriginal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和 Legal Service Victoria
Domestic Violence Resource Centre (DVRC)
Domestic Violence Victoria (DV Vic)
InTouch Multicultural Centre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No to Violence，结束来自男性的家庭暴力的最高机构
CASA Forum
Women’s Health East，使用其幸存者代诉服务
1800 RESPECT (Medibank ——全国范围服务)

个人
"
"
"

Dr. Anatasia Powell, RMIT University
Dr. Kate Fitz-Gibbon, Monash University
Margaret Simons, 记者兼作家

与报道特定群体相关的组织
"
"
"
"
"
"
"
"

Gay and Lesbian Health Victoria
Multicultural Centre for Women’s Health
Queerspace – Drummond Street Services
Seniors Rights Victoria
Thorne Harbour Health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Victoria
VicHealth
Youth Affairs Council Victoria (YACVic)

8. 资源和更多阅读资料
统计和调查报告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17, 2016 Personal Safety Survey: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mf/4906.0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17, Recorded Crime - Victims, Australia, 2017 - Victoria: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by%20Subject/4510.0~2017~Main%20Features~Victoria~8
Australian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Death Review Network, Data Report, 2018:
http://www.ombudsman.wa.gov.au/Reviews/Documents/FDV/ADFVDRN_Data_Report_2018.pdf

6

请访问 www.ourwatch.org.au/News-media/Media-Contacts 获取更新的媒体和背景联系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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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8, Family,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in Australia:
https://www.aihw.gov.au/reports/domestic-violence/family-domestic-sexual-violence-in-australia2018/contents/summary
Crime Statistics Agency (Victoria), Family Violence Data Portal: https://www.crimestatistics.vic.gov.au/familyviolence-data-portal
Morgan A & Chadwick H, 2009, Key issues in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in practice No. 7.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https://aic.gov.au/publications/rip/rip07
VicHealth, 2013, National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NCAS):
https://www.vichealth.vic.gov.au/media-and-resources/publications/2013-national-community-attitudestowards-violence-against-women-survey. (请注意, ANROWS 将在 2018 年底或 2019 年初发布最新版 (2017) 调
查结果)
维州政府, 2018, Dhelk Dja: Safe Our Way. Strong Cultures, Strong People, Strong Communities,
https://www.vic.gov.au/system/user_files/Documents/fv/Dhelk%20Dja%20-%20Safe%20Our%20Way%20%20Strong%20Culture%2C%20Strong%20Peoples%2C%20Strong%20Families%20Agreement.pdf
维州政府, Royal Commission into Family Violence,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227 Recommendations,
https://www.vic.gov.au/familyviolence/recommendations.html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16 Days of Activism against gender viol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violence/global_campaign/16_days/en/index1.html
媒体指导原则和资源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2014, Specific Standards on the Coverage of Suicide
https://www.presscouncil.org.au/uploads/52321/ufiles/SPECIFIC_STANDARDS_SUICIDE_-_July_2014.pdf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2016, Advisory Guideline on Family and Domestic Violence Reporting,
https://www.presscouncil.org.au/uploads/52321/ufiles/Guidelines/Advisory_Guideline_on_Family_and_Domestic_
Violence_Reporting.pdf
Kalinya & Department of Premier and Cabinet, 2017, Reporting on Aboriginal People’s Experiences of Family
Violence http://kalinya.com.au/wp-content/uploads/2018/01/Reporting-on-Aboriginal-peoples-experiences-offamily-violence-media-toolkit-1.pdf
Monash University, 2018, Inclusive language https://www.monash.edu/about/editorialstyle/writing/inclusivelanguage
Media Diversity Australia, Reporting o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and Issues,
https://www.mediadiversityaustralia.org/indigenous/
Our Watch, Preventing family violence against people in LGBTI communities,
https://www.ourwatch.org.au/getmedia/13fded0c-851b-4935-b402-e00fdb9b6e4b/Summary-report_PreventingFV-against-people-in-LGBTI-communities-(Accessible-PDF).pdf.aspx
Pearson M & Polden M, 2014, The journalist’s guide to media law: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ors in a digital
world, Allen and Unwin
Reporting o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and Issues: An introductory resource for the medi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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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州政府,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media
guide:https://www.communities.qld.gov.au/resources/gateway/campaigns/end-violence/domestic-familyviolence-media-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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