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分之⼀的 ⽼年⼈报告
⼀种形式的虐待

90%

Item 1
10%

⼈⾝攻击 — 殴打或推搡
不适当使⽤药物

强迫观看⾊情材料/性⾏为
强迫脱⾐

不适当的⾝体侵犯

强⾏限制或约束

我们 
相信 受害⼈

识别对⽼年⼈的⾝体和性虐待

⾝体 - 使⽤武⼒造成⾝体上的疼
痛、伤害、或损伤

请致电DVRP与⼀位案件经办
⼈交谈，其可以帮助提供保密

和对应语⾔的资源

性侵犯 – 
与未经同意或⽆法同意的⽼⼈

发⽣性接触。

：沒有或缺乏提供必需品：⻝物、⾐服、住房、药品、
医疗保健，体能帮助。

忽略⽼年⼈:

WWW.DVRP.ORG   电话 :  (202) 833-2233

50% 
的虐待为忽略

90%

90％的犯罪者是家庭成员或其他
受信任的⼈



CASE 
MANAGEMENT

亚洲妇⼥⾃助协会 (ASHA for Women) 

露丝之家 (House of Ruth)

⼤华盛顿韩国社区服务中 Kore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of
Greater Washington

⽆偿咨询项⽬Pro Bono Counseling Project: CHAI 

越南裔美国⼈服务 (VAS)

亚太岛⺠家庭暴⼒资源项⽬(A/PI DVRP) 
热线电话: (202) 833-2233
⽹址: DVRP.org

电话:1-888-417-2742
⽹址:ASHAforwomen.org

电话:(202) 667-7001
⽹址:HouseofRuth.org

热线电话:1-888-987-4561
⽹址: KCSCGW.org

(帮助南亚裔和印度裔的顾问)
电话:(410) 825-1001
⽹址:probonocounseling.org/

电话:(301) 646-5852
⽹址:VASUSA.org

法律⽀持
成年⼈保护服务热线 (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Hotline)

DC 受害⼈热线 (DC Victim Hotline)

⽼年⼈安(Elder Safe)

全国家庭暴⼒热线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强奸、虐待和乱伦全国⽹络(RAINN)

DC: (202) 541-3950

(844) 443-5732

(301) 816-5099

1-800-799-7233
thehotline.org

1-800-656-4673
rainn.org

热线
亚裔美国⼈伸张正义 (AAJC) 

亚太美国⼈法律资源中(APALRC)

全国韩裔美国⼈服务与教育联合会
(NAKASEC) 

性侵犯法律研究院 (SALI) 

(202) 296-2300

advancingjustice-AAJC.org

(202) 706-7150

APALRC.org

1-844-500-3222

NAKASEC.org

(301) 565-2277

mcasa.org/survivors/sali

案例管理



九分之⼀的 ⽼年⼈报告
⼀种形式的虐待

50% 
的虐待为忽略

90%

Item 1
10%

虐待的影响
情绪低落，⽆助

⼈格和⾏为改变

⾃卑

饮⻝和睡眠⽅式的变化

过度焦虑和恐惧

缺乏兴趣或热情

忽略⽼年⼈:

⼀种滥⽤性⾏为，导致削弱

他⼈的安全感、⾝份、尊严

和⾃我价值感。

举例：⾔语攻击、虐待威胁、

骚扰、恐吓，侮辱，

孤⽴、忽视。

沒有或缺乏提供必需品：⻝物、⾐服、住房、药品、
医疗保健，体能帮助

90%

我们相信受害⼈

请致电DVRP与⼀位案
件经办⼈交谈，其可

以帮助提供保密和对

应语⾔的资源 

WWW.DVRP.ORG    电话 : (202) 833-2233

识别对⽼年⼈的精神和⼼理虐待

90％的犯罪⼈是家庭成
员或受信任的其他⼈

以⼤喊⼤叫或威胁⽅式恐吓

羞辱与嘲讽

责备或替罪

忽略他们及其需求

与朋友、家⼈、社交场合隔离

限制获取必需品



CASE 
MANAGEMENT

亚洲妇⼥⾃助协会 (ASHA for Women) 

露丝之家 (House of Ruth)

⼤华盛顿韩国社区服务中 Kore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of
Greater Washington

⽆偿咨询项⽬Pro Bono Counseling Project: CHAI 

越南裔美国⼈服务 (VAS)

亚太岛⺠家庭暴⼒资源项⽬(A/PI DVRP) 
热线电话: (202) 833-2233
⽹址: DVRP.org

电话:1-888-417-2742
⽹址:ASHAforwomen.org

电话:(202) 667-7001
⽹址:HouseofRuth.org

热线电话:1-888-987-4561
⽹址: KCSCGW.org

(帮助南亚裔和印度裔的顾问)
电话:(410) 825-1001
⽹址:probonocounseling.org/

电话:(301) 646-5852
⽹址:VASUSA.org

法律⽀持
成年⼈保护服务热线 (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Hotline)

DC 受害⼈热线 (DC Victim Hotline)

⽼年⼈安(Elder Safe)

全国家庭暴⼒热线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强奸、虐待和乱伦全国⽹络(RAINN)

DC: (202) 541-3950

(844) 443-5732

(301) 816-5099

1-800-799-7233
thehotline.org

1-800-656-4673
rainn.org

热线
亚裔美国⼈伸张正义 (AAJC) 

亚太美国⼈法律资源中(APALRC)

全国韩裔美国⼈服务与教育联合会
(NAKASEC) 

性侵犯法律研究院 (SALI) 

(202) 296-2300

advancingjustice-AAJC.org

(202) 706-7150

APALRC.org

1-844-500-3222

NAKASEC.org

(301) 565-2277

mcasa.org/survivors/sali

案例管理



九分之⼀的 
⽼年⼈报告⼀种形式的虐待

剥削 欺诈与危害医疗保健

滥⽤个⼈⽀票、信⽤卡或银⾏帐⼾

窃取现⾦、薪酬⽀票、福利津贴

⾦、SSI，社会保障⾦或家居⽤品
伪造签名

从事⾝份盗⽤

利⽤联名银⾏帐⼾

强迫或威胁索取现⾦

⾮法/不当的滥⽤或扣留⽼年
⼈的资源、⾦钱或财产

44例财务虐待案件中就有
1例从未报告过

不提供医疗保健但却收取费⽤

医疗或服务超额收费或重复计费

⽤药过多或⽤药不⾜

推介欺诈性治疗措施

医疗补助欺诈

 四⼗
四分
之⼀

忽略⽼年⼈ 沒有或缺乏提供必需品：⻝物、⾐服、住房、药品、
医疗保健，体能帮助。

我们
 相信 受害⼈

请致电DVRP与⼀位案件经办
⼈交谈，其可以帮助提供保

密和对应语⾔的资源

 WWW.DVRP.ORG    电话 : (202) 833-2233

识别对⽼年⼈的经济虐待

50%
 的虐待为忽略  



CASE 
MANAGEMENT

亚洲妇⼥⾃助协会 (ASHA for Women) 

露丝之家 (House of Ruth)

⼤华盛顿韩国社区服务中 Kore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of
Greater Washington

⽆偿咨询项⽬Pro Bono Counseling Project: CHAI 

越南裔美国⼈服务 (VAS)

亚太岛⺠家庭暴⼒资源项⽬(A/PI DVRP) 
热线电话: (202) 833-2233
⽹址: DVRP.org

电话:1-888-417-2742
⽹址:ASHAforwomen.org

电话:(202) 667-7001
⽹址:HouseofRuth.org

热线电话:1-888-987-4561
⽹址: KCSCGW.org

(帮助南亚裔和印度裔的顾问)
电话:(410) 825-1001
⽹址:probonocounseling.org/

电话:(301) 646-5852
⽹址:VASUSA.org

法律⽀持
成年⼈保护服务热线 (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 Hotline)

DC 受害⼈热线 (DC Victim Hotline)

⽼年⼈安(Elder Safe)

全国家庭暴⼒热线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强奸、虐待和乱伦全国⽹络(RAINN)

DC: (202) 541-3950

(844) 443-5732

(301) 816-5099

1-800-799-7233
thehotline.org

1-800-656-4673
rainn.org

热线
亚裔美国⼈伸张正义 (AAJC) 

亚太美国⼈法律资源中(APALRC)

全国韩裔美国⼈服务与教育联合会
(NAKASEC) 

性侵犯法律研究院 (SALI) 

(202) 296-2300

advancingjustice-AAJC.org

(202) 706-7150

APALRC.org

1-844-500-3222

NAKASEC.org

(301) 565-2277

mcasa.org/survivors/sali

案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