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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儿童，你我皆需知
大多数受害儿童并不会提起性虐待，从而无法向外界求助。因此，大
人们必须承担起责任。我们可以了解性虐待的风险，实施家庭安全计
划，了解如何解决担忧，从而在一开始就阻止儿童性虐待的发生。 

本手册旨在提供大家需知的信息，以阻止儿童性虐待，识别警示迹象
并树立信心、采取行动。

谈论担忧或直觉永远比忽视它们并期待万事大吉要好。 

如果想要谈论您的担忧或想要获取信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 
Stop It Now!保密热线，和经验丰富的顾问谈谈。 

来电无需提供身份信息，因此可以匿名来电。我们每年会接到数千人
的来电，帮助他们采取行动，以保护孩子和年轻人免受性虐待和性剥
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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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儿童性虐待？
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儿童性虐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形式。

儿童性虐待并不仅仅指成人与儿童发生性行为，或为了性刺激而触摸儿童
的身体，虽然它常常涉及触摸儿童私处或让儿童触摸他人私处的情况。

儿童性虐待也可以包括其他活动，例如给儿童看色情作品，或迫使儿童观
看性行为。

儿童性虐待也可能会在网上发生，例如制作与分享18岁以下者的色情
图片（有时也被称作儿童色情作品），或者与16岁以下者进行色情对
话（常被称作诱骗）。

虽然施虐者多为成人，但高达三分之一的施虐者为18岁以下者。

对于儿童和年轻人而言，正常的性探索和性虐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身为家长或照管人，我们需要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如果
存在担忧或问题，我们可以去哪里寻求建议。

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
名支持，或者访问 
stopitnow.org.uk/helpline

获取在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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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风险？       
儿童性虐待是一个大问题，但通常较为隐蔽。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来自各种
背景的儿童。

•  大约六分之一的儿童会遭受性虐待。许多儿童不会将遭遇告诉任何人，而
且大多数案例并不会报告给警方、社会服务机构或医务人员。 

•  大多数性虐待的施虐者为受害儿童的熟人。大约三分之一的性虐待的施虐
者为其他儿童与年轻人。 

•  相较于健全儿童，残疾儿童更容易遭受性虐待。

由于羞耻感，人们可能不会谈论或举报虐待行为，这在少数族裔社群中尤为
常见。      

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都有谁？       
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可能来自各种背景、种族、社群与行业。  

任何人都可能是施虐者——男人，女人，已婚人士，未婚人士，年轻人，儿
童，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 

大多数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为受害者认识并信任的人。施虐者为： 

• 我们认识的人 

• 我们关心的人 

• 来自各阶层、文化和背景的人  

虐待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很难理解普通人会怎样伤害儿童。一些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知道这种行
为是错误的，并不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另一些施虐者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可以接受的，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展示了他们对儿童的喜爱。   

接近孩子和大人——诱骗      

许多施虐者非常擅长和孩子以及孩子身边的大人做“朋友”。一些施虐者会
和遇到困难的家长做朋友，而且有时候会和孤立无援的家长做朋友。另一些
施虐者会让自己看上去值得信赖，他们会提供临时照看孩子等儿童照管方面
的帮助。一些施虐者会在社群中建立令人信任的地位，借机与孩子接触。

秘密

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可能会在送礼物或款待儿童的同时威胁儿童，不让他们
拒绝或告诉别人。为让儿童对受到虐待一事保密，施虐者常常会利用儿童受
到虐待时的恐惧、难堪或悔恨心理。施虐者可能会让儿童相信，如果他们告
诉别人，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他看起来非常普通，对孩子很好。我从来没想到
他会是一名施虐者。”
被邻居性虐待的7岁男孩的妈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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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孩子不告诉别人？      
出于难堪或羞愧的心理，或者认为没有人会相信自己，许多儿童性虐待的受
害者不会在受到虐待时告诉别人。

有时，孩子还太小，或者，他们担心自己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或无法找到
合适的词语来解释自己的遭遇。而且，有时孩子对施虐者感到非常困惑，他
们可能不清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行为是不对的。

孩子在生活中拥有他们信任的，可以谈论任何担忧的大人是非常重要的。如
果施虐者是社群中备受尊敬或评价很高的人，孩子可能会认为没有人会相信
自己。但是无论牵涉到谁，认真对待所有担忧并报告担忧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少数族裔群社群，会令谈论儿
童性虐待变得更难的其他因素

耻辱 ——儿童性虐待是一个非常
敏感的话题，一些少数族裔社群可
能会避免或拒绝谈论这一话题。一
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告知自己的担
忧，这可能会令家族蒙羞，破坏关
系，影响孩子的前途。但是我们有
责任报告一切担忧，因为法律赋予
儿童免受伤害的权利。这是最为重
要的一点。       

语言障碍 ——孩子和家长说的母语可能不一样，而且至少有一
方无法流利地用英语交流。谈论阻止伤害以及任何担忧仍然非常
重要，或许可以通过玩耍或图片的形式进行谈论。      

了解您的权利 ——一些家长可能不了解英国的儿童保护法，
英国的儿童保护法可能会和您原籍国的儿童保护法有所差
异。Stop It Now!保密热线能够帮您了解自己的权利。     

恐惧 ——您可能会对自己将担忧告诉他人后，可能会发生在您
孩子身上的事情感到害怕。有一些方法可以秘密匿名报告您的担
忧，我们的热线可以帮助您从孩子的最佳利益出发来采取行动。
您应该寻求帮助，记住自己并不孤单。

许多组织可以为您提供支持。    

增加儿童或家庭风险的因素
有哪些？      
任何孩子都可能会遭受性虐待。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可能来自各种背景与行
业。刻板印象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但是，如果孩子和年轻人感到孤独或孤立无援，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性虐待。
他们可能和朋友吵了一架，或者他们不喜欢自己的样子。他们可能会出现挑
衅行为，或者他们会寻求额外的关注。与平时相比，他们可能会开始冒更大
的风险。这些情况对我们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而且很容易会被
忽略，因为它们很难处理。然而事实上，这意味着孩子此时最需要家长的关
心与帮助。  

一些会让孩子更容易受到性虐待的因素：   

• 缺少家长的监督，严重依赖临时保姆

• 沟通不良或消极沟通

• 缺少正确的性教育

• 家中访客过多

• 缺少对成人与儿童正当关系的理解

• 拥有目睹暴力、富有攻击性的关系的经历

• 儿童孤立无援、孤独或缺少关爱

• 家中存在酗酒或滥用物品的情况



对于儿童和年轻人需
要注意的迹象      

儿童常常会通过表现而非语言让我们知道有东西困扰着他们。导致他们行为
发生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注意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迹象，
那就是时候寻求帮助或建议了。  

对于儿童需要注意什么

• 行为或性格上的意外变化

• 退行性行为

• 用玩具或物体表现出性行为

• 对人或地方表现出莫名的恐惧

• 表现出超出年龄的性意识

• 不明原因的金钱或礼物

• 焦虑或抑郁

• 自残

• 吸毒或饮酒

谈论担忧或直觉永远比忽视它们并期待
万事大吉要好。  

如果想要谈论您的担忧或想要获取信息，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Stop It Now!保密热线， 
和经验丰富的顾问谈谈。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名支持，
或者访问stopitnow.org.uk/helpline获取在线支持。 

您可以通过在线搜索“Parents Protect”，了解更多有关儿童性虐待
的迹象。

成人身上可能构成风
险的迹象 

大多数儿童性虐待的施虐者为受害者认识并信任的人。虽然难以想像，但这
意味着有时候家人朋友可能会对儿童构成风险。因此，当孩子和他们理应能
够信任的人在一起时，例如在家庭聚会或派对上，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安全。  

成人可能会出于性方面的原因利用其与儿童的关系，这方面的迹象可能并不
明显。我们可能会对他们与儿童嬉戏的方式感到不舒服，或者似乎总是在为
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创造理由让他们独处。

如果成人或年轻人发生以下行为，则有理由引起
注意：       

• 不允许儿童拥有足够的隐私 

• 违背儿童意愿，坚持亲吻、拥抱、摔跤或挠痒痒

• 对儿童或青少年的性发育感兴趣

• 在线上或线下和儿童或年轻人讨论或分享色情笑话或色情材料

• 坚持不间断地和儿童独处一段时间

• 大部分空闲时间和儿童待在一起，对与同龄人待在一起不感兴趣

• 定期免费照看孩子或独自带孩子在外过夜

• 无故赠予儿童昂贵的礼物或赠予儿童现金

• 特别宠爱某个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家中其他人相比“与众不同”

• 欺负某个孩子

!

8   拨打我们的保密热线0808 1000 900                                                                                 stopitnow.org.uk/helpline  9

!



线上安全
孩子经常使用和家长不同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我们很难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数
字世界中跟上他们的步伐。

但是确保儿童线上安全的方式通常与确保儿童线下安全的方式相差无几。

告诉他们要举报在网上看到的一切令人担忧的行为——例如，通过Child 
Exploitation and Online Protection Command（儿童剥削和网络保护
指挥部）或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网络观察基金会）举报。访问 
ceop.police.uk/ceop-reporting

帮助孩子安全地、负责任地上网，就是在帮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很多人
担心孩子使用屏幕的时间太长，但是孩子上网也有很多好处——娱乐，与朋
友保持联系，做功课——所以高质量的屏幕时间非常重要。

以下是帮助您确保年轻人安全上网的一些建议：

• 加入社交网站前讨论你们的预期

• 同意将一个值得信任的成人添加为“朋友”，确保他们的个人资料是不公开的

• 告诉他们分享个人信息的危害

• 提醒他们在家和在学校上网适用同样的规则

• 确认您的孩子知道如何举报虐待行为或拉黑联系人

• 谈论网上的色情作品及其危害

• 确认游戏、在线影片和节目的年龄评级

• 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看到或发生任何让他们烦恼或担心的事情，他们可以和您聊聊

• 谈谈他们认为什么在网上是正常的，以及他们预期他人和自己会有哪些行为

• 鼓励他们批判性地思考，并质疑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东西

• 确保他们明白，对于只在网上认识的人，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们声称的那样

• 告诉他们如何举报任何他们在网上看到或经历的错误行为

您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孩子年龄的问题来开启对话:

• 你正在用哪些应用程序/游戏？

• 你喜欢上哪些网站？为什么？

•  这款游戏是怎么玩的/这款应用程序是怎么用的？我能玩吗？

• 你有网友吗？他们是谁？

• 你会去哪里求助？

• 你知道要怎样拉黑或举报吗？

• 你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是什么吗？

• 你知道自己的极限是什么吗？

• 你在学校听说过传播“裸照”吗？

• 如果有人问你，你会怎么做？

• 你在网上和陌生人说过话吗？

•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在网上感到不舒服——陌生人，照片请求，来自家庭成员
的联系人，在照片中被标记，好友请求/关注请求？

• 你知道自己在网上的权利和责任是什么吗？  

 
 

•  Waa maxay waxyaabaha ka dhigayo inaan ku raaxeysanin 
khadka - dadka aan la garaynin, codsiyadda sawirada, iyo 
lambarada xubnaha qoyska, in sawirada lagu soo daro, codsi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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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地迅速回应
如果您认为孩子正在试图告诉您已经发生的虐待行为，您应该谨慎地迅速回应。 

相信孩子
如果孩子足够信任您，告诉您存在虐待行为，您必须记得，他们很少对此
类事情说谎。

支持孩子
孩子感觉自己受人支持是很重要的——请不要忽视他们的说法或让他们不
再提及此事。

保持镇静
如果他们和您谈论虐待行为，请不要生气或难过。保持镇静。如果您动
怒，孩子可能会认为您要惩罚他们。这会让施虐者得逞，他们可能警告过
孩子不要告诉别人。

展现关爱
确保孩子知道您爱着他们，而且他们没做错任何事，让他们对此放心。 

直面问题
当虐待行为被发现时，大人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保护儿童不与施虐者有任
何进一步的接触。

重建安全
为保障孩子安全，您可以推行家庭安全计划。

寻求帮助
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他们可以引导您走向安全和治愈。如需了解如何寻
求帮助，请访问我们的Parents Protect网站。 

不要绝望
孩子可以且确实会从儿童性虐待中恢复过来。听到您所爱的人受到这样的
伤害是令人难过的，但我们可以寻求帮助，促进他们从中恢复。

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名支持，或者访问 
stopitnow.org.uk/helpline获取在线支持。

如果孩子告诉您存在
虐待行为该怎么办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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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担忧或
顾虑该怎么办？
如果您发现警示迹象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寻求
建议和帮助。谈论担忧或直觉永远比忽视它们并
期待万事大吉要好。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Stop It Now!保密热线，和经
验丰富的顾问谈谈。 

来电无需提供身份信息，因此可以匿名来电。我
们每年会接到数千人的来电，帮助他们采取行
动，以保护孩子和年轻人免受性虐待和性剥削的
伤害。

•  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名支持，或者访问
stopitnow.org.uk/helpline获取在线支持。 

•  如果您的孩子面临非常紧迫的危险，请拨打999报警。

•  您可以通过Stop It Now! Wales网站了解更多有关报告虐
待行为后会发生什么的信息。

•  您也可以通过在线搜索找到当地儿童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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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您孩子
的安全 
使用这些方法来保障您孩子的安全，有助于建立
具有保护作用的家庭环境，这可以阻止儿童性虐
待，并对有关儿童性虐待的担忧作出回应。这有
助于培养孩子的能力，让他们变得坚韧，并让他
们能从生活的困难中恢复过来。

了解儿童性虐待
的迹象

警示迹象是“保护机
会”的另一种说法。发
现迹象时采取行动可以
在一开始就阻止伤害的
发生。    

开放的沟通

让您的孩子知道，他们
有任何担忧都能来找
您倾诉，您会倾听、相
信并帮助他们。不过，
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行
为——要让所有人知道
提问是没关系的。

提问

请关心您的孩子在做
什么，他们要去哪
里，他们和谁在一
起。在这一点上，线
上线下同样重要。

设置边界

如果您的孩子不想要
拥抱或亲吻某人，那
么应该尊重孩子的想
法。请让孩子设定自
己的边界，只同意做
他们觉得舒服的事
情。他们有拒绝的权
利。 

教育家中的每
个人 

了解问题、传递信息
有助于保护孩子免受
伤害。

寻求帮助和建议

您可以拨打Stop It  
Now!保密热 线。 
0808 1000 900。 
您可以在通话时匿
名。您将从经验丰富
的顾问处获得帮助、
支持和建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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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孩子开始对话的方法      
您在想到要和您的孩子谈论安全问题时可能会感到害怕，但其实您无需害怕。您可以
从适合孩子年龄的、简单的对话入手。

通过这些积极防护措施和方法来保障您孩子的安全，有助于培养具有保护作用
的家庭环境，这可以阻止儿童性虐待，并对有关儿童性虐待的担忧作出回应。
这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能力，让他们变得强大，并让他们能从生活的困难中恢复
过来。

•  跟他们谈谈他们的身体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如果有人想碰他们，他们可
以拒绝。 

•  选择合适的时机开展对话：沐浴的时候、走路上学的时候，或者坐车的
时候都可以开启第一次谈话。 

•  避免使用令人害怕的词语，不要通过“我能和你谈谈吗，因为这对我很
重要”来引入话题。 

•  向他们解释“善意的秘密”（比如惊喜派对）和“恶意的秘密”（即永
远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之间的区别。

您需要理解，青少年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变化，因此他们可能最不想
和自己的父母交流。但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非常重要。请确保
您的孩子明白，他们可以和您谈论任何他们可能存在的担忧。 

孩子需要知道，他们说的话会被认真倾听，不会受到评判。 

关于关系、性和性倾向，可能需要向年轻人介绍可靠的、值得信赖
的信息源。 

谈谈同辈压力，以及他们可以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

不要害怕提问——跟随您的直觉    

•  还有谁对您的孩子负有责任？在外过夜，家庭成员，雇佣的照管人？ 

•  您知道您的孩子在学校学什么吗？个人安全，健康的关系，自我保护， 
性教育？ 

•  你们讨论过家庭边界吗？个人隐私，监督，家中访客，孩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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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It Now!保密热线
谈论担忧或直觉永远比忽视它们并
期待万事大吉要好。 如果想要谈
论您的担忧或想要获取信息，您可
以拨打我们的Stop It Now!保密热
线，和经验丰富的顾问谈谈。 来电
无需提供身份信息，因此可以匿名
来电。我们每年会接到数千人的来
电，帮助他们采取行动，以保护孩
子和年轻人免受性虐待和性剥削的
伤害。
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名支
持，或者访问stopitnow.org.uk/
helpline获取在线支持。    
您可以通过Stop It Now! Wales网
站了解更多有关报告虐待行为后会
发生什么的信息。

Parents Protect   
我们的网站为想要了解更多如何阻
止儿童性虐待相关内容的父母、照
管人和专业人士提供建议和信息。 
网站上有更多与本手册内容相关的
信息和短片，可以帮助您了解风
险，以及了解如何在线上和线下保
护儿童。这些内容使用的是英语和
威尔士语。 网站上还有指南，能够
帮助您制定家庭安全计划和SMART
规则，您可以告诉您的孩子，以保
障他们的安全。 另外，还有一些书

可以帮助您和您的孩子开启至关重
要的对话。       
parentsprotect.co.uk

NSPCC 内衣规则： 
"Pantosaurus“   
在一只友善的恐龙的帮助下，
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
谈论身体安全——在网上搜
索“panttosaurus”，查找不同语
言版本的信息。      

在威尔士，有许多组织能帮助
少数族裔家庭。

EYST 威尔士   
EYST威尔士成立的目在于支持威尔
士少数族裔的年轻人、他们的家庭
和社群。组织的目标是为目标群体
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支持服务。     
eyst.org.uk
01792 466 980
info@eyst.org.uk

Banardo‘s
Barnardo’s Cymru旨在帮助威
尔士最弱势的儿童、年轻人、家庭
和社群，确保他们在生活中拥有一

个最美好的开始，并帮助他们克服
由贫困、虐待和歧视造成的不利条
件。

barnardos.org.uk/wales  
02920 493 387 
cymru@barnardos.org.uk

BAWSO
BAWSO为威尔士各地受家庭暴力
等各类暴力影响的人，或者面临此
类危险的人提供帮助。       
bawso.org.uk 
029 20644 633 
info@bawso.org.uk

Live Fear Free热线
这条热线由威尔士政府资助，可
以为性暴力的受害者或您认识的
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和建议。
所有与Live Fear Free进行的对
话都是保密的，谈话对象为经验
丰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gov.wales/live-fear-free 
拨打电话0808 80 10 800，或发送
信息至07860 077 333      
info@livefearfreehelpline.wales 
以上方式均为每周7天，每天24小
时可联系。

威尔士难民委员会
威尔士难民委员会提供专业支
持，对政策与实践施加影响，
从而改善威尔士难民和寻求庇护
者的生活。他们通过各类倡议提

供实际的支持、建议、拥护和信
息。
wrc.wales 
0300 3033 953 
info@wales.wrc

Women Connect First   
Women Connect First致力于提
供服务和培训，让卡迪夫和威尔士
东南部的黑人和少数族裔妇女能够
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特别支持弱
势、孤立无援和边缘化的妇女，帮
助她们充分发挥潜力，为威尔士社
会作出积极贡献。
womenconnectfirst.org.uk 
02920 343 154 
admin@womenconnectfirst.org.uk

Thinkuknow 
Thinkuknow是NCA-CEOP的一个
教育项目，NCA-CEOP是一家在线
上和线下保护儿童的英国组织。他
们在网站上为家长和年轻人提供关
于网络安全的实用资源。  
thinkuknow.co.uk

CEOP
如果您对线上的性虐待行为或者某
人在网上与您或您孩子交流的方式
感到担忧，请向CEOP的儿童保护
顾问举报。您将在在线举报不恰当
的联系的过程中获得帮助与支持。  
ceop.police.uk/safety-centre

去哪里寻求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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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儿童（孩子）——18岁以下者。

儿童性虐待——这包括迫使或劝说18岁以下的儿童参与性活动。儿童性虐待
在线上线下都可发生。 

诱骗——与儿童或年轻人建立关系以伤害他们。被诱骗的儿童或年轻人可能
会遭受性虐待、性剥削或被拐卖。任何人都可能会诱骗儿童，这与年龄、性
别或人种无关。

施虐者——实施儿童性虐待等伤害性或非法行为的人。

受害者——在非法行为中被伤害、受伤或被杀的人。

积极防护措施——我们可以采取的阻止儿童性虐待的措施。

文化——指的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语言、宗教、食物和生活方式。

种族特点——指的是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语言、宗教、食物，以及对生活
方式的影响。

少数族裔社群——在这份报告中，这一短语指的是属于少数族裔群体的人，
国家统计局用这一短语来描述种族特点，例如“黑人”“加勒比黑人”“亚
洲人”“印度人”（国家统计局与威尔士政府）。

刻板印象的——对某一特定的问题或人群普遍持有的、简化的观点。

耻辱——基于文化、人种、年龄、宗教、经历或环境的，与一个人有关的不
光彩的标志。

禁忌——因社会或宗教原因而被回避的话题、词语或行为。

Stop It Now! Wales正与Ethnic Minorities 
and Youth Support Team（EYST）携手阻
止少数族裔社群中的儿童性虐待现象。       

Stop It Now! Wales隶属于The Lucy Faithfull Foundation——
一家致力于阻止儿童性虐待的儿童保护慈善组织。 

我们与家庭及专业人士携手，让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
用，保障儿童安全。我们的Stop It Now!保密热线向任何对儿童性虐
待及其阻止方式存在担忧的人提供匿名建议。 

EYST与生活在威尔士的少数族裔年轻人、家庭以及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等个人并肩作战。它提供教育、就业、健康、家庭支持和社区安全等
服务。它还力求挑战与抵制关于种族多样性的消极刻板印象，提高意
识、增进理解。

这一伙伴关系由威尔士政府资助。 

 



谈论担忧或直觉永远比忽视它们并期待万事大吉要好。 

 
如果想要谈论您的担忧或想要获取信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Stop It Now!保
密热线，和经验丰富的顾问谈谈 
拨打0808 1000 900获取匿名支持，或者访问stopitnow.org.uk/
helpline获取在线支持。  

所有儿童和年轻人都有权利安全地生活而不受伤害。了解更多关于威尔士儿
童权利的信息：  
gov.wales/childrens-rights-in-wales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英语与威尔士语的一般性建议与信息。
stopitnow.org.uk/wales  
parentsprotect.co.uk 

The Lucy Faithfull Foundation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No. 1013025, and i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2729957. Registered office: 2 Birch House, Harris Business Park, Hanbury Road, Stoke Prior, Bromsgrove, B60 4DJ. 
Important note: The photographic content within this document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ll persons featured are models  
@ iStock and Shutterstock.

Working to protect childr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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