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The Rowan 中心是否提供保密的服务
Confidentiality,
in most circumstances, is
?
preserved.
在大多数情况，提供的服务都予以保密。
Confidential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不过在以下情况不能够保证予以保密：
• where there is an immediate risk to life
or serious
injuryd offender
在当前存在生命危险或可能发生严重
is受伤事件；
a risk to children of vulnerable adults
• where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in terms
 滋事者显然地给孩子或弱势成年人带
of a child or young person, is required
in来危险；
accordance with the Area Child
Protection Committee’s Regional Policy
 依地区保护儿童委员会区域政策及程
and Procedures
序的规定，打破保密一事对于孩子或
• where the law requires disclosure
年轻人来说原是必要；
• where the victim is a vulnerable adult
 法律规定必要揭露；
We will discuss this with you beforehand.
 受害人是一名处于弱势的成年人。
这一点我们会预先跟你讨论。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详情请联系：
The Rowan on 0800 389 4424 or visit the
website
www.therowan.net
致电 0800
389 4424 系联 The Rowan 中心
或登入网站 www.therowan.net
This leaflet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你可以索取这份传单不同的格式，
accessible
formats, including Braille, CD包括盲人
and
minority
languages.
点字、光盘及其它不同语言。

The Rowan 中心的地址：

Chinese

性侵犯中介中心

为被强奸、性暴力及虐待的儿童、
年轻人、妇女及男人給以支援

問： The Rowan中心是什么组织呢?
The Rowan是一间有多名专家工作的区域
中心，为遭遇性暴力的受害人，包括强奸和
性虐待，提供一系列的支援和服务。我们在
此帮助你恢复健康，包括身体和情绪方面。
問： 我怎样与The Rowan中心联系呢?
你可以致电 0800 389 4424 联系我们（每
星期7天全日24小时免费电话）或登入网站
www.therowan.net 取得更多信息。如果你
打电话，我们能够供给情绪上的支援；若你
尚未向警方举报，可以选择接受帮助将此事
举报；我们能够指示你怎样与其它支援服务
联系，例如辅导服务、你的当地性健康诊所、
北爱支持受害人服务，并为伴侣、家人及朋
友提供支援。
問：这些服务是为什么人而设呢？
The Rowan 中心是为在北爱尔兰的男女
士、年轻人和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服务。

Q.問：
Who我在这间中心和谁见面呢?
will I see at the centre?
Specially trained doctors and registered nurses
经过特别训练的医生和注册护士将会给你
will
be available to offer assistance and care to
援助和照顾你。
you.
Q.問：我可以请某人陪我到来吗？
Can I bring someone with me?
The Rowan will provide a comfortable and
Theplace
Rowan
中心为遭遇强奸、性暴力和虐
safe
for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rape,
sexual violence and abuse, and any of
待的人设备一个舒适和安全的地方，他们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who may also wish to
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随意陪伴他们同来。
accompany them.
問： The Rowan 中心在什么时间开放?
Q. When is The Rowan open?
If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由
you have any queries you can contact the
office
9.00am
and 5.00pm, Monday
上午between
9 时至下午
5 时的时间致电
9442
to Friday on 9442 4340. If you would like to
4340 联系我们的办事处。假如你有意举报
report an incident and receive support and
一宗事件和接受支援和协助，可以打协助
assistance
you can do so by phoning the
helpline
number
available 24 hours a
专线号码
0800which
389 is
4424，这个号码全年
day,
days per
year on 0800 389 4424. If
365365
天全日
24 小时运作。如果你决定首先
you decide to report to the Police first, they
向警方举报，他们将会直接跟我们联系以
will contact us directly about offering support
谈讨有关为你提供支援和服务。
and
services to you.
Q.問Do
I need The
an appointment
to attend The
：我来到
Rowan 中心需要预约吗？
Rowan?
需要预约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以
Yes, an appointment is required. You can
讨论你可作出的不同抉择，并预约时间到
either
phone us directly to discuss the options
available
and agree
a time to attend The
临 The Rowan
中心，或者你早已联系警
Rowan
or if you have already contacted the
方，我们将会与他们安排时间让你到本中
Police, we will arrange a time with them, for
心来。
you to come to the centre.

問： 我可以得到什么支援和服务呢？


情绪上的支援；



紧急避孕；



如果需要，由一名经过特别训练的
医生进行法医检查。法医证据可以
保存一段时间，直到你决定是否将
相关事件向警方举报；



进行有关性传染疾病的检验和治
疗；



给以支持向警方举报；



指示怎样与其它支援服务联系，例
如辅导服务、你的当地性健康诊所、
北爱支持受害人服务；



跟进支援；



感染爱滋病病毒的风险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