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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则旨在确保那些

受到犯罪伤害的儿童或

目睹他人受到伤害的儿

童在法庭上讲述所发生的事情时受到保

护和公正待遇。

法律是人人应当遵守的规则，这样人们

就能互相尊重，安全共处。触犯法律即

构成罪行。

当某人被指控犯法时，就被带到法庭，

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还会要求其

他人到庭，讲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形。法

庭中的人员会聆听每个人的陈述，然后

确定是否已触犯法律，以及所要对其采

取的行动。他们还会决定如何最好地为

受伤害的人提供帮助。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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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犯罪伤害的儿童以及目睹他人受到

伤害的儿童可能会被要求讲述所发生的

事情以及自己所记忆的事情。这样，他们

就可以帮助防止其他儿童受到伤害。当

儿童在法庭上讲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

们所说的话就被记录下来，这叫做证言。

有时，被要求出庭作证的儿童认为他们

的证言可能会导致被指控犯法的人受到

惩罚，因而感到害怕或担忧。受指控的人

可能是他们认识或关心的人。让孩子记

住，自己讲出所发生的事实真相，可以让

他人受到保护，并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这一点十分重要。

 

人们触犯法律，就可能被带到

法庭，接受审判。

如果你看到有人违法犯罪，就必须告

诉法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这些有罪

的人受到惩罚，而那些无罪的人得到

释放。



本文内容

本文称作“关于在涉及罪行的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
持公理的准则”。准则是正式
意见，对人们在特定情况下

应当做什么以及如何行动进行
解释。

本准则旨在确保那些受到犯罪伤害的
儿童以及目睹他人受到伤害的儿童在
法庭上讲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时受到
保护和公正待遇。本文还有助于使儿
童在出庭前后与警方、律师、社会工
作者及自己所见到的其他人交谈时受
到保护。

罪行是一种触犯法律的行为。其中也包

括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去做。

被害人是遭受他人不法侵害或伤害的人。

证人是出庭陈述自己所知道或所看到的

事情的人。

一个人到庭陈述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就

称作当庭作证。法庭上所述的每件事情

都被记录下来，从而没有人会忘记，而

这种书面记录就称作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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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世界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
共同努力，编制了这套准则。他们对那
些正在对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进行
保护和帮助的良好行动和法律进行了考
察。他们还考虑了国家为保护儿童免受
伤害而作出的承诺。2005 年，联合国通
过了这些准则。各国政府以及所有从事
受到犯罪伤害的儿童或目睹他人受到伤
害的儿童方面工作的人员都将使用这些
准则。

在本文最后，你会看到一个词汇及其含
义的列表。这个列表将帮助你更好地理
解你可能比较生疏的词汇。

如果你在出庭前感到恐惧，不要以

此为耻。这很自然。

这个称作“准则”的文件，正是为了确

保你尽可能顺利地完成出庭过程，以及

为出庭作好充分准备。



准则

人们应当受到公正待遇，自由

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是

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共识基

于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每个

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且每个

人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其他所有人的认可

和尊重。所有儿童拥有同样的权利，这

些权利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得

到认可。这些权利旨在确保儿童获得所

必需的一切，安全而健康地成长、发育

和学习，最终成为健全的社会成员。所

有这些权利十分重要，在任何时候都应

得到尊重。

本准则帮助确保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全面

保护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权利。

你作为一名儿童，拥有各项权利。
你的权利已经写入一项业已得到联合国
通过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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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哪些权利？

你拥有得到尊严和同情
对待的权利。这意味着
人们永远都应当尊重和理
解你。

1.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应在司
法程序中得到关爱和敏感对待。

2.  应将每个儿童作为一个有其自身需
要、愿望和感情的个人来对待。

司法程序的目标就是在所有时候保持
公正。

司法程序涉及很多步骤，这些步骤用来
对触犯法律的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
首先是警方（或其他确保法律得到遵守
的人员）发现触犯法律的情况。然后通
常是通过调查来收集证据。如果需要的
话，下面就是审判。最后就是确定能够
做些什么来帮助修复所造成的损害。



3.  对罪行进行调查的人员与儿童在一起
时间应当尽可能短，足以发现事实真相
即可。

4.  与儿童被害人或证人面谈的人员应当
经过专业训练，从而他们能够以尊重的
方式正确地提出问题。他们应当考虑儿
童的需要，公正而尊重地对待儿童。

5.  所有与儿童被害人或证人接触的人员
应当考虑儿童的需要、想法和感情。他
们与儿童交谈，应当选在儿童感到自在
和安全的地方进行。他们应当采用儿童
所使用和理解的语言。

警察、法官等参与司法程序的人
员应当举止得当。

你在与这些人会面时，如果感觉不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特殊
要求，都可以告诉他们。他们会尽其所
能帮助你；如果无法帮助你，他们也应
当告诉你原因。

你在与他们面谈时，如果对他们说的话有
不理解的地方，就让他们进行解释。你
如果感到厌倦或不高兴，就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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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拥有不受歧视的权利。这就是说你有

权得到公正待遇。世界上的每个儿童都

有着不同的外貌以及不同的观念和传统。

这些不同就像彩虹，其中每种颜色都为

整个世界带来特殊的美丽，让世界变得

更加有趣。人之间的不同（其中包括年龄、

教育和家庭背景方面的不同）永远受到

尊重，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应当得到公正和平

等的对待，而不论他们是谁，住在哪里，

他们父母作什么工作，他们讲何种语言，

信仰什么宗教，有何想法或说法，是男

孩还是女孩，是富有还是贫穷。其中包

括移民和难民以及患病、聋哑或者使用

轮椅或拐杖的儿童。

2. 有些儿童因其受到伤害的方式，需要

特殊的帮助和保护。受到性侵犯的儿童

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女孩和男

孩可能有不同的需要。在帮助和保护这

些儿童时应当提供特殊的帮助。

3. 各种年龄的儿童都有权全面参与司法

程序，除非这样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

益。儿童作为证人，只要他理解问题并

且不经帮助就作出回答，其证言就应当



作为事实受到尊重，除非证明他的证言

并非事实。儿童参与此类司法程序不应

受到伤害或遭受风险。

你拥有知情的权利。这就是说你有权被

告知和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不

理解时提出问题。

1.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其家属和其辩护

人在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司法系统起的整

个司法程序中，都有权被尽快告知以下

信息：

•  他们有权被告知自己可以获得何种健

康、心理和其他服务，以及如何使用这

些服务。他们也有权知道如何得到其他

类型的咨询或帮助。根据具体情形，他们

可能有权为所遭受的伤害获得财务帮助，

或者得到紧急钱款，以帮助解决自己的

近期需要；

所有儿童都拥有同样的权利，不论他们或
他们父母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
原籍、财产、残障、出生、地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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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权被告知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

将要发生的事情。儿童应被告知他们作证

时需要提供什么信息，他们的证言为何重

要，他们将在何时以及如何作证。他们应

被告知发现事实真相有何意义。他们还应

被告知在调查和审判过程中他们接受提问

的各种不同方式；

•  他们有权被告知将于何时及何地举行

听讯和其他重要活动；

•  他们有权被告知，根据《儿童权利公

约》和《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被害人

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解释，儿

童被害人和证人拥有什么权利，以及这

些权利将如何得到保护；

•  他们有权被告知，涉嫌违法的人（也

称作被告人）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其中

包括被告知被告人是否已被俘获或逮捕，

被告人现拘押何处及多长时间，以及审

判后将对被告人作何处置；

•  他们有权被告知是否有可能（从违法

犯罪者那里或从政府那里）获得赔偿以

从所受伤害中恢复过来，以及获得赔偿

的时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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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就司法程序以及人们如何能够在司
法程序中为你提供帮助有任何问题需要了
解，请直接提出。

另外，你必须记住，你必须始终向参与司
法程序的人陈述事实真相。如果出于什么
原因，你对陈述事实感到恐惧，那么请记住，
警察、法官以及其他参与司法程序的人员
是来帮助你的，并且在必要时会保护你。

你拥有得到听取以及表达意见和关切事

项的权力。这就是说你有权提出自己的

意见、得到听取和认真对待。每个儿童

有权在成年人就其生活作出决定时说出

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此类决定包括在法

律程序中作出的决定。随着儿童的成长，

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责任来为自己的生活

作出选择。

1.  司法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应

当通过下列方式，千方百计让儿童被害

人和证人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其意

见和想法：



•  确保儿童被害人和证人能够谈论自己

参与司法程序时的担忧和恐惧。应当允

许儿童决定自己作证的方式，并在审判

结束后鼓励他们谈论自己的感受；

•  确保成年人认真对待儿童担忧、害怕

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意见。当不可能做到

儿童所要求的事情时，切记进行解释，让

他们明白其中的原因。

警察、法官等参与司法程序的人

员对你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很感

兴趣。

你如果想不出合适的话，或者不知道如何

解释想要说的内容，不要犹豫，也不要

感到愚蠢。只需让他们明白你有话要说，

他们就会帮助你。

如果你想跟具体某个人讲话而不想让其

他人听到你说的话，你可以让这个人私

下跟你交谈（没有其他人在场）。



你拥有得到有效援助的权利。这就是说

你有权得到帮助。

1.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及其家属（必要

时）应当能够从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那

里获得帮助，例如医生、护士、律师、法官、

警察、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从事罪

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方面工作的人员。

2.  所提供的帮助可以是法律援助、医

疗、社会或教育服务，也可以是钱款。

其中还可以包括医学和心理学服务，这

些服务可以帮助遭受伤害或侵害的儿童。

帮助儿童恢复和获得安全感所需的任何

帮助都可以包括在内。

3.  专业人员在为儿童被害人和证人提

供帮助时，应千方百计地共同努力，避

免让儿童花费过多的时间来参与司法程

序。

4.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应当获得受过帮

助训练的专业人员的帮助。这些专业人

员的工作就是向儿童解释司法程序的每

一步中将要发生的情况，以及需要他们

作什么。这些专业人员还向儿童及其家

属解释在哪里可以获得不同种类的支持

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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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与你面谈的人感到恐惧，
或者你感到不自在，那就要求与司

法程序中你可能信任且对你友好的
人交谈。

如果你在司法程序中有什么要求，请直接
提出。如果你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人
们应当向你解释其中的原因，并且始终
应当尽其努力，找出解决方法来改善你
的处境。

5.  专业人员应当制订各种措施，帮助儿

童更轻松地提供证词或提供证据。这可

能包括：

•  确保由儿童被害人和证人专家来帮助

那些可能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  确保专家或近亲在儿童作证期间（不

论何时）陪伴儿童，只要这符合儿童的

最大利益；

•  确保法庭指定一个成年人作为儿童的

“法定监护人”。这一点在儿童的父母或

为该儿童负责的人无法作出符合儿童最

大利益的决定时可能十分必要。



你拥有隐私权。这就是说你有权让自己的
私人信息得到保护。但这还有其他含义。

隐私权意思是你有权：

• 让自己的私人信息得到保护

• 在某些情况下让自己的身份保持私密

• 自己的生活不受他人窥视或监视

• 与自己想与之交谈的人交谈而不被别 
    人听到

• 不受打扰

1.  所有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隐私权必须

受到保护。

2.  当儿童参与司法程序时，除儿童信任

的人之外，任何其他人都无权知道儿童

参与司法程序这个事实。成年人应当为

儿童的姓名保密，且不得提供任何可能

暴露儿童身份的信息。

3.   为保护儿童，应当禁止公众和媒体在

儿童作证期间进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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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拥有在司法程序中不受磨难的权利。

这就是说，在发现犯罪那一刻起的整个

犯罪调查和审判过程中，你都有权得到

保护和免受虐待。

1.  专业人员应当始终善解人意且和蔼可

亲。他们还应当：

•  在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与儿童被害人

和证人在一起，为儿童提供帮助和支持；

•  确保需要儿童参加的听讯和审判得

到提前规划，以便儿童有时间作好准备。

在整个过程中，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应当

和上述专业人员见面，以便获得帮助；

你参加司法程序是一项隐私：除
参与司法程序的人员外，其他任

何人都不应当知道这件事情。

你在法庭中讲话时，法官应当禁止公众和
记者旁听。



•  确保尽可能迅速地结束审判，除非

延迟时间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涉及儿

童的调查应尽快进行，并应当有法律或

法庭规则来确保涉及儿童的案件首先得

到审理。只在必要时才要求儿童出庭；

•  确保对儿童的质询是在能够让他们

感到自在和安全的特殊房间内进行。法

庭的设置，也应当能够让儿童感到轻松。

儿童在作证期间应当能够休息，且听讯

应当安排在一天中最适合儿童年龄和身

心状况的时间。应当尽一切可能为儿童

作证提供便利；

•  限制儿童接受质询、就所发生的事

实作出陈述以及参加听讯的次数。其中

一个方法就是用摄像机将儿童所说的话

录下来，这样这个儿童就不必出席庭审

了；

•  除非确有必要，否则一定不要让儿

童与被告人（也称作犯罪嫌疑人）接触。

儿童出庭接受质询时，应当始终在被告

人看不到的地方。儿童永远不得接受被

17



告人质询。应当为作证的儿童提供单独

的休息室和私密的会见区；

•  借助法官的帮助，确保儿童出庭接

受质询的方式便于他们理解，且不使他

们感到恐惧。

人们应当尽一切可能缩短司法

程序，并减轻这个程序可能让你

感受到的不安。

如果你不想看到违法犯罪者，那就说

出来，人们会确保你不再与此人发生

不必要的接触，并且你在每次与其见

面时都会受到很好保护，不会受其伤

害或恐吓。

你拥有安全权利。这就是说你有权感到

安全和不受伤害。

1.  如果儿童被害人或证人有可能受到

伤害，则必须向有关当局报告此类潜在

危险。当局是一些人，他们有权确保规

则得到遵守。他们可能是警察或其他能



够提供保护的成年人。必须保护儿童在

司法程序之前、之间和之后免受任何可

能的危险。

2.  与儿童接触的专业人员在怀疑儿童

被害人或证人已经或可能受到伤害时，

必须通知有关当局。这是他们的职责之

一。

3.  专业人员应当经过培训，阻止针对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恐吓、威胁或伤害

企图。如果一个人害怕有人可能强迫自

己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那么他就

是受到了恐吓。有人可能威胁他们，如

果他们拒绝照着这个人说的去做，就会

有坏事发生。如果儿童被害人或证人可

能会受到恐吓、威胁或伤害，就必须采

取步骤，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可以采取下列步骤来保证儿童被害人和

证人的安全：

•  除非确有必要，否则一定不要让儿

童与被指控犯法的人见面；

19



•  确保通过法庭文书（称作“限制令”）

强令任何可能伤害儿童的人远离儿童。

被要求远离的人的姓名也应当登于官方

清单中，以便警察以及司法程序中的其

他所有人员都知道法庭已经命令该人远

离儿童；

•  如果被告人威胁儿童，则应在审判开

庭之前将其关入监狱，或者通过特殊的

“不得接触”保释条件使其远离儿童。保

释是一笔钱，被告人必须支付这笔钱才

能在审判之前和审判过程中呆在监狱外。

当被告人出庭受审时，就退还这笔钱。

但是，如果被告人没有出庭受审，则法

庭保留这笔钱。“不得接触”假释是指被

告人只有在支付保释金且满足没有与儿

童被害人或证人发生任何接触的条件时

才被允许呆在监狱外。并非总是允许被

指控犯罪的人被保释呆在监狱外，特别

是当这个人被控犯罪十分严重时；

•  另一个可以采取的保护儿童的步骤是

将被告人软禁起来。软禁是指被告人在

受审之前不得离开自己的住所；



•  每当必要时，可以要求警方以及提供
保护的官员或机构对儿童被害人或证人
进行保护；

•  保护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另一个重要
方法就是让其住在安全的地方，并为这
个地方保密。

必要时，警察、法官等参与司法程序的
人员会竭尽全力对你进行必要的保护。

法官可以禁止可能会伤害你的人靠近
你。如果你看到某个人而你知道这个人
已被禁止见到你，那你就立刻向一个参
与司法程序的人报告，这个人会保护你，
并确保那个受禁的人将来远离你。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处在危险中，就将
这报告给参与司法程序的一个你所信任
的人。这个人会尽其所能保护你，而如
果没有任何威胁，此人也会打消你的顾
虑。

你拥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说你
有权为所受伤害得到赔偿，以从中恢
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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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只要有可能，儿童被害人就应当

获得赔偿，以帮助他们从所遭受的伤

害中恢复过来。赔偿是对儿童被害人

已经遭受的伤害的正式承认。赔偿用

于帮助儿童被害人恢复健康和幸福，

不会了能够帮助儿童开始新的生活。

应当采取步骤，确保儿童被害人能够

申请和得到赔偿。

2.   只要有可能，并且儿童受到保护

且其需要和看法得到考虑，就应当在

审判时作出提供赔偿的裁决。应当鼓

励实行其他类型的非正式的和社区性

的司法程序，例如恢复性司法。恢复

性司法注重赔偿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伤

害，而非惩罚。

什么是赔偿？

给予赔偿是为了弥补所作的坏事，
帮助受害人恢复和痊愈。赔偿可以是

钱，也可以是医疗或其他保健和社会支
持。人们向被害者表示尊重并承认其所
遭受的伤害，这也是一种赔偿。



3.  赔偿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可能

采取不同的方式。可以要求已经被认定

触犯法律而有罪的人向被害人提供赔偿。

赔偿也可以由政府通过各种帮助犯罪被

害人的项目来提供。只要有可能，赔偿

应当用于支付解决重返社会、医疗、精

神保健和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费用。应当

制定规则，确保被害人得到赔偿。

如果你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或者你或

你的亲友受到伤害，则法官可能会给予

你一笔赔偿，以帮助你恢复过来。举例

而言，赔偿可以是一笔钱，也可以是医

疗保健或社会支持。

你拥有受到特殊预防措施保护的权利。
这就是说你有权得到保护，免受更多的
伤害。

1.  已有各种规则对所有儿童的权利进
行保护，防止他们受到伤害或遭到侵害。
但成年人门还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确
保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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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儿童被害人有可能再次受到伤

害，则必须采取特别的行动，对儿童进

行保护。对于在家中受到伤害的儿童，

在性方面受到侵害的儿童，在孤儿院等

机构环境中生活时受到伤害的儿童，以

及出于工作、性或其他虐待目的而从一

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的儿童，则需要

采取具体行动来进行保护。

人们还必须努力确保司法程序

结束后犯罪不会再次发生。尤其

是，如果你是犯罪被害人，即你直接受

到伤害，则人们将采取具体措施，确保

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你的权利如何变成日常 
生活中的现实

1.  从事儿童被害

人和证人方面工作的

专业人员应当受到训练，

知道如何保护以及满足儿

童被害人和证人的需要。

应当向这些专业人员提供所有最新的信

息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不断改善自己

的工作。

2.  专业人员应当接受训练：

•  了解人权，特别是儿童的权利。其中

包括理解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并非都是一

样的，他们有不同的需要；

•  学会从事儿童工作时的正确的行为方

式，以及如何向儿童解释自己的工作；

•  通过识别痕迹或伤害或者通过注意儿

童的行为方式（这些都有可能显示儿童

已经受到伤害或威胁），认识到儿童正处

于危险之中或正在遭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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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何时应当采取立即行动来帮助儿

童，以及应当将儿童带到哪里来寻求帮

助，同时必须确保儿童的隐私得到保护；

•  知道如何与各个年龄段的儿童说话，

让他们感到自在并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其中包括倾听儿童的声音，打消儿童的

困惑或恐惧；

•  学习如何向儿童发问，从而既不让他

们感到恐惧或受到伤害，又有助于揭示

事实真相；

•  了解从事儿童被害人和证人工作的

专业人员的不同作用和职责；

•  专业人员应当千方百计共同努力，各

自作出自己的贡献，确保儿童被害人和

证人受到尽可能最好的照顾和保护。可

能有必要制定规则，确保每个人都尽职

尽责；

•  所有国家都应当共享重要信息并共

同努力，发现和调查那些前往不同国家

伤害儿童的成年人，并对这些人采取法

律行动；



•  专业人员应当使用本准则来制定法

律和其他规则来为司法程序所涉及的儿

童被害人和证人提供帮助；

•  专业人员应当考虑他们所从事的工

作是否真正对儿童有益，以及司法程序

中的其他机构是否也在尽职尽责。他们

还应考虑自己如何能够更好地保护儿童

被害人和证人，从而本准则能使所有儿

童的生活真正有所不同。

参与司法程序不应令人恐惧。

《联合国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

证人的事项上坚持公理的准则》就是为

了确保你获得你在这个程序中可能需要

的所有帮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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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太理解的词汇

被告人：如果有充分

理由相信某人触犯法

律， 则 此 人 就 称 作

“被告人”。法庭确定被

告人是否真地触犯了法

律；如果确实如此，法庭继

而确定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赔偿所造成

的损害以及避免进一步的损害。

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犯有罪行的人。

儿童的最大利益：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

影响儿童的行动都应对他们有益，并有

助于满足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成

年人在作出决定时，应当考虑他们的决

定会对儿童构成怎样的影响。这包括确

保儿童从一出生就得到保护，免受暴利、

虐待和忽视；还包括确保儿童得到正确

照顾，以及得到清洁水、营养食品、干

净环境，并得到支持，从而能够健康快

乐地长大成人。当儿童作为被害人或证

人参与庭审时，儿童的利益高于一切。



无论如何，当有孩子参与时，他们都应

当得到保护，免受更多的伤害，并得到

帮助，参加进来，从而他们的意见和看

法得到考虑和尊重。

儿童：儿童是任何年龄不满 18 岁的人。

儿童权利公约：公约是两个国家之间的

协议。公约有时也称作条约或盟约，或者

称作国际协议或法律文书。《儿童权利公

约》承认所有儿童的权利。这些权利旨在

确保儿童获得所必需的一切，安全而健康

地成长、发育和学习，最终成为健全的社

会成员。各个国家签署《儿童权利公约》，

即承诺尊重地对待世界各地所有儿童，并

保护他们的权利。该公约是历史上得到最

广泛公认的人权条约，已经获得全世界除

两个国家之外的其他每个国家的同意或者

说“批准”。

儿童被害人：触犯法律的情况发生时受

到伤害的 18 岁以下的人。所有儿童都有

权得到保护，不论他们在犯罪中或对被

告人的审判过程中可能起到了何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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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证人：触犯法律的情况发生时看到

或听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知道可能有

助于对所发生事情的真相进行解释的 18

岁以下的人。

赔偿：给予某人的金钱或物品，以补偿

此人所遭受的伤害。

法庭：当某人被指控犯法时，此人就被

带到一个称作法庭的特殊地方，且必须

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还会要求其

他人到庭，讲述他们自己所看到的情形。

法庭人员会聆听每个人的陈述，明确法

律规定，然后确定是否已触犯法律，以

及所要采取的行动。

罪行：触犯法律即构成罪行。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被害人取得公理

的基本原则宣言：这项宣言于 1985 年由

联合国通过，旨在保护所有犯罪被害人

以及受到违法犯罪人员侵害的人的权利。

宣言规定，各个国家应当确保所有的犯

罪被害人都得到公平对待并获得所需帮

助，以便从所遭受的伤害中痊愈和恢复

过来。



歧视：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外

貌以及不同的观念和传统。当人们因为

这些差异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们

就是在遭到歧视。人的差异永远受到尊

重，这一点非常重要。男孩和女孩也是

这样，而不论他们是谁，住在哪里，他

们父母作什么工作，他们讲何种语言，

信仰什么宗教，有何想法或说法，性取

向如何，是富有还是贫穷。

证据：用于帮助证明某项犯罪的被告人

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信息或物品。

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个儿童没有父

母时，一名负责抚养和照看这个儿童的

成年人。

有罪：某人确实违反法律时，这个人就

有罪。

听讯：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讲述各

自所记忆的事情的过程。在听讯过程

中，证人接受质询，讲述所发生的情况，

并被要求解释他们所看到以及所做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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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没有违反法律的人就无罪。

面谈：至少两个人之间的会面，其中一

个人向另一个人提出问题。

调查：仔细考察所有事实，以便发现所

发生的事情和其原因，以及谁应当为此

负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会通过询问

以及寻找线索和证据来对犯罪进行调查。

法官：这个人确保法律得到尊重，事实

得到明确，且每个人都遵守法庭规则。

陪审团：这些人聆听法庭中发生的每件

事，然后确定是否已触犯法律以及谁承

担责任。

司法或司法程序：司法是为了保证所有

人获得公正。司法程序包括很多人一起

工作，在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的同时

维护公正。

法律：法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则，这

样人们就能够互相尊重，尊重所有人的

平等权利，以及安全共处。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法律，它们合在一起，帮助人们

作正确的事情。



律师：律师在司法程序中帮助某人， 

并确保司法程序公正和守法。被告人

得到律师的协助，这种律师称作“辩

护律师”。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可能

也会得到律师的帮助。如果你得到律

师的帮助，则律师最关心你是否得到

保护，以及你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

如果你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或者你

感觉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以跟你

的律师交谈，他们会解释所发生的事

情，并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你将某

件事情告诉你的律师，则他们必须为

你保守秘密，并且未经你的同意，不

得向任何人复述你说过的话，即使是

你的父母。

法律程序或行动：有助于确保法律得到

尊重的行动。

媒体：这些人通过自己在电视台或广播

电台的工作或者通过报纸、杂志和因特

网来向公众提供信息。媒体报道各自社

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精神保健：专门为十分沮丧或亲身遭受

伤害的人提供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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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从一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

的人。这通常是为了寻找工作或改善

生活。

参与：参与是指参加某个活动，即加

入进来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心理和其他服务：提供给十分沮丧或需

要特别主意的人们的关注和支持，以

帮助他们从所遭遇的经历中恢复过来。

专业人员：经过专门训练的从事专门

工作的人，如律师、保健工作者或教师。

起诉人：起诉人负责提供证据，证明

已触犯法律且被告人是为此负责的人。

在司法程序中，起诉人与辩护律师对

立，而后者负责提交未触犯法律或被

告人不负责任的证据。在法庭中，起

诉人代表社会。

赔偿：给予被害人以帮助其痊愈和恢

复的补偿。

难民：为寻求安全而离开自己国家的

人。难民可能是为了在艰难时期或战



争时期躲避那些不尊重自己权利的

人。

限制令：法庭命令某人远离另一个人

或地方。

权利或人权：在法律面前，每个儿童

都拥有“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规定了这些权利，其中包括生活的权

利和作为人而受到尊重的权利，生存

的权利；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上学

的权利；受到保护，免遭暴力、虐待

和剥削的权利；在家庭中生活或得到

家人照顾的权利；自由表达自己意见

的权利；以及全面参与家庭、文化和

社会生活的权利。所有儿童无论生活

在什么地方，都有相同的权利。

性侵犯或性虐待：有人强迫或引诱儿

童参与性活动，就是儿童性侵犯。儿

童性侵犯包括接触儿童身体而使其感

到不舒服或受到伤害。并非只有陌生

人对儿童进行性侵害。儿童认识或信

任的人或者与儿童相关的人也可能会

对他们进行性侵犯或以错误方式接触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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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社会：某人在经历磨难后返回自己

的家庭或社区。

审判：当某人被指控犯罪时，法庭就开庭，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聆听所有

的证词。然后法庭人员就确定是否已触

犯法律，以及对已发生的情况如何赔偿。

这个过程称作审判。

联合国 (UN)：联合国是一个由 191 个成

员国的政府形成的组织，旨在共同努力，

为世界带来和平和公正。联合国创建于

1945 年，其目的是防止未来战争，维护

人权，以及提供一个地方，供全世界所

有国家聚在一起商讨影响所有人的重要

问题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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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局的支助，旨在为儿童和儿童专业人员提供指导，而非联
合国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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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关于  

在涉及罪行的 
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

事项上坚持公理 
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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