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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临时庇护所问题研究
卢育兰
（中共长乐市委党校，福州
摘

350200）

要：基于《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八条的视角，对临时庇护所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论述了临时庇护所
存在的问题。从增强庇护所的隐蔽性和安全性、降低庇护所的门槛、完善庇护功能、强化团队建
设及发挥庇护所的延伸作用等方面出发，以期进一步细化庇护所的制度，明确相关内容，真正保
护被家暴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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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八条规定：
“县
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
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
供临时生活帮助。”该条文是设立临时庇护所的基础
依据，是让被家暴者暂时脱离暴力环境，并为其提
供物质或生活帮助的临时救助中心。
一、我国临时庇护所的基本情况
（一）以妇女庇护所为主
早期设立的主要是妇女庇护所。我国大陆最初
的反家暴庇护所是由企业率先成立的。1995 年我国
第一家反家暴妇女庇护所“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①
在武汉成立，1996 年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
助中心②成立。其后几年，各地在妇联的牵头下也纷
纷探索建立依托企业的妇女庇护所。以企业为载体的
妇女庇护所，可以为受害者提供生活保障，还可以提
供培训、
就业机会。但是常常受企业的经营情况影响，
不够稳定。后来，妇联牵头、挂靠民政单位的妇女庇
护所成为主要力量。民政局及其下属的救助站提供食
宿、安全和简单的医疗服务等物质帮助，妇联负责协
调解决纠纷。政府主导的庇护所可以提供良好、稳定
的救助场所，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多数只是
对旧有的救助站改造利用，临时收容色彩较浓，且主
要以调节矛盾为主。不论是企业还是妇联设立的庇护
所，主要救助对象仍然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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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时庇护所的运行情况
临时庇护所不仅起步较晚，运行过程也是几经
曲折。“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建立不久，因为社会
的舆论压力及受害者丈夫的闹事等，最后不得不解
散。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因为无法
取得政府机关的注册，最后也关门。吉林省永吉县
家庭暴力避险中心，在开办一年多后，由于借用的
房屋被收回等原因停办。湖北孝感妇女儿童家庭暴
力庇护中心开办一年多停办 [1]。依托企业的庇护所
运行困难，通常难以长久地坚持下去。此外，庇护
所也频频面临“零入住”的问题。这与中国长期以
来的传统观念有关，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受
害者常常选择逆来顺受保全家庭，羞于向庇护所求
助。同时女性地位普遍不高且经济不够独立，对男
性依赖性高，难以脱离家庭独立生活。此外，多数
庇护所在心理疏导和法律帮助上功能比较缺失，从
而未能帮助妇女独立生活或走上社会。加之庇护所
宣传不到位，被家暴者对庇护所知晓率不高，庇护
所运行情况不佳。
（三）临时庇护所的基本职能
目前各地的反家暴庇护所都具有心理咨询、法

①葛姗南 . 谁来救助妇儿圣殿 [N]. 解放日报 ,1996-04-17(5). 该庇护所是
由湖北武汉侨光调料公司的女企业家张先芬投资兴建。她为该站投入
专项资金 13 万元，在公司的厂区拨出 200 平方米的房屋，购置 50 个
床位的用具及书籍，还设有热线电话。该站为受虐妇女提供必要的食
宿和生活保证。休息一律免费，打工按劳付酬。
②刘满园 . 谁来保护站长 [N]. 解放日报 ,1996-01-29(7). 该庇护所由私营
企业家捐资开办，开通热线，设有 10 个床位，供受虐妇女暂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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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然而对受害者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住处，
律救助及提供食宿等功能，如上海反家庭暴力庇护
更需要经过反家暴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疏
救助中心免费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临时性
的庇护救助场所。重庆市首个“家庭暴力庇护所” 导和法律上的帮助。目前而言，许多庇护所暂时还
不能完全做到这些。更有受害妇女因经济依赖不敢
为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提供临时住宿、心理疏导、法
脱离家暴家庭，因此她们同样需要的是回归社会的
律援助等免费帮助。此外一些省、地市司法行政部
门在法律援助中心里专门设立了妇女法律援助站， 能力，对受害妇女生存技能的培训也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单靠提供食宿，并不能从根源上帮助受害者。
并让基层妇联的工作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对家庭
此外，一般庇护所都设有庇护期限，如“为受害者
矛盾进行调解，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或是降低家庭
的心理咨询、法律救助及不超过 7 天吃住全免的临
暴力带来的伤害。可见，反家暴庇护所的基本职能
时庇护”[2] ；
主要还是集中在提供食宿、调解家庭纠纷上。
“求助妇女最多能在庇护所住 10 天”[3] ；
二、发展临时庇护所存在的不足
“一般庇护时间为７天，如遭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
（一）临时庇护所缺少法律支撑
长。”[4] 家暴问题显然不能通过短短的数天得以解决。
虽然《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八条为临时庇护所
设定期限极大地影响受害者寻求庇护的积极性，因
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仅凭这一规定不足以很好
为受害者认为 7 天或者 10 天过后仍然要回去面对家
的开展庇护所工作。首先，条文仅规定县区一级的
暴问题，就有可能选择不接受庇护。因此，目前庇
政府“可以”设立临时庇护场所，这种模糊的态度
护所能够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
（四）临时庇护所缺乏专业救助团队
很容易使一些单位怠于设立庇护所 ；其次，该条文
未涉及庇护所实质内容的规定，如妇女受庇护的条
件、期限等重要内容，使得庇护所仍然会处于无法
可依的状况 ；最后，对庇护所的功能定位还不明确，
条文规定的庇护所仅对受害者提供临时生活场所和
临时生活帮助，对其他职能并无规定，并不能解决
根本问题。因此，目前仅依靠《反家庭暴力法》尚
不能形成临时庇护所的完善机制和切实可行的实施
办法，需要进一步细化庇护所运营的法律依据。
（二）临时庇护所的保密性和安全感不足
许多地方在设立临时庇护所时往往忽略庇护所
的保密性问题。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加上被家暴对象往往具有一定的“羞耻感”，期待能
够隐蔽地解决被家暴的问题。因此，庇护所的保密
性决定了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否选择求助于庇护所。
而目前庇护所多数是利用闲置场所设置的，一般都
是公开，不仅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隐私，更易使受
害者失去安全感。庇护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受害
者脱离被家暴环境，人身安全得以保证。而庇护所
的周知性，使施暴者很容易前往庇护所吵闹滋事，
甚至再次威胁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既不利于庇护所
的工作展开，又使受害者再次面临巨大的压力，从
而失去对庇护所的信任。
（三）临时庇护所功能单一
现有的庇护所多数仅能提供食宿及安全方面保
障，少数依托妇联等部门开设心理咨询、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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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并不是简单的提供短暂栖息的场所，也
不仅仅是对婚姻关系的调解，更为重要的是为受害
者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心理调解、技能培训等服
务，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受害者脱离家
暴的困境。而这一系列的服务，不是简单地依靠妇联、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所能达成的，需要专业的救
助团队。而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还没有为庇护所
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的民政单位、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兼任，这些工作人
员在调解家庭纠纷上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在受
害者也极其需要的法律、心理方面的帮助就显得乏
力。“在台湾，不论是受害妇女或是婚姻暴力的调解
员，都认为只有具有婚姻咨询和法律专业知识的社
会工作者才适合做调解人员，否则易使受害妇女在
接受调解中受到二次伤害。”[5] 可见，庇护所的工作
人员并不是简单掌握一些婚姻、法律、心理知识就
可胜任。
（五）临时庇护所救助程序不够简便
目前，各地庇护所一般采用的是审核制，庇护
所公开求助热线等联系方式，受害者或妇联联系庇
护所后，由受害者提供身份证明、被家暴的证明材料、
需要庇护的证明等材料申请，庇护所按照一定的程
序经过一定的时间对材料进行审核，再决定是否通
过请求庇护的申请。有的庇护所会设定更为严格的
条件，如“无亲朋好友可以投靠的情况”“必须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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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报警或者向当地妇联组织求助”“承担聘请心理
专家和律师的费用”等附加入住条件，复杂的审核
程序及附加条件，对于亟须帮助的受害者来说都是
沉重的负担。此外，庇护所一般是各个地方单打独斗，
帮助的范围较小。譬如，宁波中兴社区借用社区内
的志愿者家庭作为妇女庇护场所，出于资金以及庇
护家庭安全的考虑，服务范围仅限于本社区内的妇
女。庇护所保护范围的有限性，不利于帮助广大需
要帮助的受害者。
三、对临时庇护所发展前景的思考
一个运行良好的庇护所应当能够为前来寻求庇
护的受害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帮助解决问题。
《反
家庭暴力法》关于庇护所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实施办法时可以进一步细化庇
护所的制度，明确相关内容，真正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一）增强临时庇护所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增强庇护所的安全性和隐蔽性可以极大地提高
受害者对庇护所的信任感与安全感。美国的“妇女
庇护所”地址不公开，受害妇女通过联系警局、社
会服务部门、24 小时热线电话寻求庇护。[6] 加拿大
的庇护所“一般没有明显的标志和门牌，地址和电
话也是保密的，并且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向公众
提供免费、匿名、保密的电话服务”。[7] 临时庇护所
未来也应当朝隐蔽性方向发展。首先，在场所的选
择上不适合直接利用救助站或者收容站改造，应该
选择较为隐蔽、安静的场所。其次，要改变惯用对
新设立的机构大肆宣传的手法，重在宣传庇护所的
功能与意义，而不是曝光庇护所的地址，尤其不应
当通过媒体曝光受庇护者的基本情况。最后，庇护
所最好不要悬挂任何“庇护所”的标志，受害者可
以通过联系公安机关、妇联、庇护所公布的热线电
话寻求庇护。此外，还应保证庇护所的安全性。庇
护所除了自身加强安全保障设施之外，可以与公安
机关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遇有个别家暴者寻衅滋
事的情况，可以保证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以保障
受害者和庇护所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二）降低临时庇护所的入住门槛
庇护所的宗旨就是对被家暴者提供帮助，其入
住的申请程序不能太过复杂，否则就将需要帮助的
人挡在门外。目前，需要进一步简化入住庇护所的
手续。首先，从申请方式上看，不应局限于文本申请，
应当允许口头申请、电话联系、网络申请等便捷的

方式，相关的材料可以等受害者入住后再行补充 ；
其次，从审核的程序上看，无论受害程序如何，应
当先行安排入住庇护所，即只要接到受害者的求助，
庇护所的工作人员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进行救助，之后再核实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此外，对
于设有庇护范围的庇护所，在接到庇护求助时，即
便受害人在辖区外，也建议先行救助，再帮助受害
者联络相应部门解决问题，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
总之，庇护所应当是能够让受害者轻易获得帮助的
救助中心，而不是一个只有层层审核且“门难进”
的“衙门”。
（三）完善临时庇护所的基本功能
从已设立庇护中心的国家来看，一个健全的庇
护所一般包括物质帮助、心理帮助、法律帮助和医
疗帮助等功能。我国大陆地区的庇护所应当借鉴域
外成熟的经验，提供基本的庇护服务 ：一是，提供
基本的食宿服务，保证受害者的基本生存条件 ；二
是，保障人身安全，配备一定的人力能够保证受害
者在庇护所的人身安全，而免受施暴者的滋扰；三是，
提供心理辅导，能够保证受害者接受专业的心理咨
询，帮助其走出家暴心理困境 ；四是，提供法律援
助，教授基本的法律常识，同时根据受害者的实际
情况及意愿提供相应的法律建议 ；五是，提供简单
的医疗服务，能够处置受害者的轻微伤害或者具有
及时送医的渠道 ；六是，技能培训，对有需要的人
员进行基本的职业技能培训，联系或提供工作的机
会 ；七是，教授反暴技巧、女性权利与地位、维权
等基本知识。此外，有条件的庇护所还可以通过组
织或者帮助受害妇女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建立
自己的社交圈。
至于庇护期限，可以参考香港和谐之家的做法
基本住宿期限为两个星期，如果需要可以延长到三
个月。加拿大设立的妇女避难所亦规定对受害妇女
提供短期或中期的膳食和住宿，直到她们找到安全
住所为止。因此，庇护期限可原则性的规定两星期
左右的入住期限，再视具体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允许
延长一定的期限。
（四）加强专业化、制度化的团队建设
鉴于家庭暴力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各个国家都
非常注重对庇护所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如加拿大
就要求为庇护所服务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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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医生和其他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特殊的性别
意识培训，便于了解受害者的心理，同时向以上人
员传授取证的技巧。因此，一个有效的救助团队应
当注重对工作人员专业性的培训。从培训对象上看，
培训对象应当包括参与帮助受害者的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庇护所的工作人员、聘请的心理咨询师、律师、
妇联与民政工作人员、公安人员等 ；从培训内容上
看，除了专业的心理、法律等知识，更应当重点培
训女性的权利与地位的认识、家暴案件的处理技巧、
反家暴意识、取证技巧等与反家暴相关的内容。以
保证受害者到任何一家庇护所都能得到有针对性的、
有经验的和及时的服务。
（五）发挥临时庇护所的延伸作用
庇护所的作用不仅在于短时间的庇护，而是应
该进一步挖掘其延伸功能。一是，跟踪受害者的后
续情况。庇护所除了在被家暴时伸出援手，同样应
该关注受害者离开庇护所后的情况，跟踪受害者回

归家庭社会后的生活情况，关注是否再次受到家暴
等。二是，做好反家暴舆论宣传工作，制作并发放
反家暴宣传材料，宣传材料包括家暴的内涵及法律
后果、被家暴者的应对措施、女性权益等内容，并
通过宣传材料对庇护所的职能进行宣传，公布庇护
所的热线电话。三是，联动其他部门做好预防家暴
工作。庇护所可适当地配合公安机关、妇联、民政、
医疗、教育等部门做好家暴防治工作。四是，经常
性组织反家暴活动，帮助受害者融入社会、寻找新
生活。如举办茶话会，帮助受害者尤其是女性拓宽
社交圈，走出家暴家庭，促使受害者形成互帮互助
的凝聚力，亦可邀请已经走出家暴的妇女自愿现身
鼓励受害妇女。因此，庇护所有极大的作用可以发挥。
鉴于家暴所造成的身心伤害之重，庇护所不应
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构，应该是像“姊妹社会”一样
充满人性化的温情的公益性机构，为此，临时庇护
所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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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rticle 18 of the Law on Domestic Viol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emporary asylu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hancing conceal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asylum, reducing the its threshold, perfecting the function, strengthening the team building and extending the role
of the asylum,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asy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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