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应知道的法律术语
• 传讯：要求被告参加听证会，正式向其
告知其所受到的指控，并进行下列三种
情况的辩护：无异议（对事实无异议）
、有罪（承认指控），或无罪（否认
指控）。

关于您所在地区的安全计划、社区资源或家
庭暴力援助计划与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您附近的家庭暴力援助计划：

• 保释金：被告为避免因指控入狱而必须
支付的金额。
• 延期审理：法院听证会延迟到另一天。
• 被告：被控告的人士。
• 听证会：法官听取案情以作出判决的审
判程序。
• 原告：在刑事案件中，由政府对被告提
起指控。

俄亥俄家庭暴力援助网：
800-934-9840 或 614-781-9651
www.odvn.org

• 预审：公诉人会见被告律师，讨论案件
事实的听证会日期。

关于免费法律援助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俄亥俄州法律服务部：

• 公诉人：在案件中诉被告的政府律师。

866-lawohio (866-529-6446)
www.ohiolegalhelp.org

• 判决：法官或陪审团决定对被告惩罚的
听证会。
• 传票：命令证人出庭的法律文件。
• 证词：证人在法院宣誓后所作的陈述。
• 审判：提供证据和证人证词决定案件结
果的法院听证会。

odvn.org | 800-934-9840

The Ohio 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 (ODVN is a
statewide coali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s,
supportive agencies, and concerned individuals
working together to stop domestic violence
through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ose who are affected by domestic violence, and
by promoting social and systems change.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Grant No. G-1901OHSDVC awar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F),
Administration on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ACYF), Family and Youth Services
Bureau (FYSB). The opinions, finding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program, exhibi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CHINESE CRIMINAL COURTS BROCHURE

家庭暴力是
犯罪行为

家庭暴力是一种强迫性控制方式。在俄亥俄
州，某些家庭暴力行为是犯罪行为。您可以
致电执法机关或前往所在地的当地检察院举
报这一罪行。
当您开始考虑并着手脱离施暴者或结束与施
暴者的关系，通常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法律可能会为您提供某些保护，但不能保证
安全。在使用民事或刑事法律体系的同时，
制定安全计划也很重要。请联系您当地家庭
暴力援助计划，了解关于安全计划的更多
信息。  

轻罪案件步骤
请注意，此处的步骤仅为一般步骤，您的案
件可能有所不同。关于具体刑事案件的更多
具体信息，请联系当地法律顾问或当地检
查院。
1. 受害人、证人或执法机关报告犯罪。
2. 执法机关或公诉人判定有充分证据提
起控告。
3. 执行逮捕或向被告发出传票（出庭通
知）。这可能在犯罪现场或稍后时间
进行。
4. 被告在传讯时（或者有时在传讯之前）
听取指控，可要求为其提供律师以及
提出抗辩。确定保释金。受害人可请
求临时保护令 (TPO)。如果辩护无罪，
则确定另一出庭日期（预审）。
			
a. 有时候，被告可能会在未举行听
证会或在听证会日期前，通过交
纳保释金获释。这可能意味着您
没有机会在被告获释之前请求临
时保护令。如果您有迫切的安全
忧虑，请马上联系当地法律顾问
或律师。不要等待传讯来实现您
的安全需要。
5. 如果辩护无罪，可能会提出动议及/或
可能在预审时或审判开始前的任何时
间达成辩诉协议。如果辩护有罪或无

异 议，法院可马上进入判决阶段（参见
第 8 步）。
6. 如果未达成辩诉协议，除非被告放弃其
快速审判权，否则审判将在确定的数日
后进行。
7.法官或陪审团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
8. 如果有罪，法官可作出判决或确定判决
日期。在法官作出判决之前，受害人有
权陈述被告罪行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
9. 判决（惩罚）可能包括：入狱、社区管
制、赔偿及/或罚款。社区管制是一种
监督形式（由缓刑监督官或电脑检查进
行监督），确保被告遵守法官确定的规
则。缓刑的要求可能包括：持续离开某
地或某人，不违反法律，完成社区服
务，寻求心理咨询，完成戒酒或戒毒治
疗，参加虐待者干预教育，或支付赔偿
（就犯罪相关成本向受害人支付
款项）。
a. 这些可能的结果也许会让您变得更安全
或保持安全，但也可能无法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以及起诉可能对您
产生的影响存有疑问，请联系法律
顾问。
家庭暴力重罪的步骤会有所不同；如果被告
面临重罪指控，请联系您的法律顾问或当地
检察院了解更多信息。

什么是临时保护令 (TPO)?
罪行发生后以及在刑事案件期间，受害人可
以通过刑事法院请求临时保护令。这是一项
持续至刑事案件结束的临时命令，用于禁止
被指控人士（被告）的某系行为，比如：
• 通过电话、邮件、电子邮件或通过其他人
士联系被害人。
• 在任何地方靠近被害人。
• 在与被害人共享的住所居住。
• 中断水电气等设施。
临时保护令有时可能包括对孩子的保护。临时保
护令通常会在传讯时提出。但如果被告被逮捕，
您在被告获释之前可能无法申请临时保护令。同

样重要的是：临时保护令会在刑事案件结束时
终止，因此可能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任
一法庭日期或法庭审理期间的某个日期结束。

违反临时保护令属于犯罪。如果被告违反临
时保护令，立即致电执法机关或您所在地的检
察院。如需讨论您可以选择的安全方式，请尽
快联系当地法律顾问或律师。

清楚您的权利！
作为受害者，您有权：
• 获得公平对待，尊重您的安全、尊严和
隐私；
• 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对所有公开诉讼
程序发出通知并出庭；
• 在大部分案件听证会上陈述；
• 获得合理保护，以免受被告或代表被告
的任何人士的影响或伤害；
• 要求获得关于被告获释或逃脱的合理
通知；
• 拒绝被告或被告代表提出的任何询问、
证词提供或其它证据发现请求；
• 要求被告予以赔偿（经济损失赔偿）；
• 要求诉讼程序不被无理耽搁以及案件及
时结案；
• 要求与公诉人谈话；以及
• 以书面方式告知您的所有权利
• 受害人在每次审判程序均有法律顾问
陪同。
• 请求针对该案件的临时保护令 (TPO)
• 不要因为某人的恐吓而无法作证。如果
任何人（您的施暴者、施暴者的律师或
其他人）对您做出口头或实际的威胁，
阻止您配合案件审理，请立即告知您的
法律顾问或公诉人。
这些权利中，有的需要您提出请求才会获得。
关于书面请求权利的帮助，请访问
www.ocvjc.org/marsys-law “获取表格”。

odvn.org | 800-934-9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