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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虐待   

和骚扰保护令  
 

首要步骤  
 

 
 

 
 
 

 
 

出版方： 
法院行政办公室 

PO Box 4820 
Portland, Maine 04112-4820 

http://courts.maine.gov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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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恋爱对象：  

� 当前或以前处于恋爱关系的人。 
 
被告：  

� 原告想对其申请保护令的人。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人：  

� 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严重损害了其完全满足自己日常需要能力的成年人。 
 
扩大式家庭成员：  

� 有血缘、姻亲或收养关系。 
 
家庭成员：  

� 当前或以前的配偶或同居伴侣； 
� 同一孩子的亲生父母； 
� 居住在一起或曾一直居住在一起的人； 
� 性伴侣； 
� 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成人家庭成员；或 
� 成人家庭成员照顾的未成年人。 

 
丧失能力的成人：  

� 受精神疾病、心智缺陷、身体疾病或残疾等原因的损害，导致其缺乏足够的理解力来做出或传
达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决定的任何成年人。 

 
原告：  

� 向法院提起保护案件的人。 
 
跟踪：  

� 包括但不限于对原告造成以下问题的监视、干涉财产、骚扰或威胁中的两种行为或更多行为： 
o 忍受严重不便或情绪压力； 
o 害怕会对自己、其饲养的动物或亲近的人造成伤害或导致死亡； 
o 害怕对财产造成破坏、毁灭或干涉。 

 
无偿护理提供者：  

� 自愿像以家人那样的方式在原告中家为原告提供全部、暂时或偶尔的个人护理的护理人员。 
   
 

防范虐待保护令  

原告可能是： 
� 成人； 
� 代表未成年人的成人（对未成年人负责）； 
� 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或 
� 代表丧失能力成人的法定监护人。 

 
 
 



PAPH First Steps Brochure 2015 Chinese 

第 3 页，共 5 页 

需要的关系  
 

原告和被告必须有以下一种关系，除非原告遭到被告的性侵犯或跟踪： 
� 家庭成员： 
� 恋爱对象；或 
� 原告年满 60 岁、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人或是丧失能力的成人，而被告是原告的扩大式家庭成员或
无偿护理者。 

 
可申请防范虐待保护令的情况  
 
虐待  

� 试图造成或已造成身体伤害或攻击性的身体接触； 
� 试图将他人置于或已置于身体伤害的恐惧中； 
� 阻止某人做他/她有权利做的事，或强迫、威胁或恐吓某人做他/她有权利不去做的事； 
� 严重限制他人的活动； 
� 不断地并没有原因地跟踪他人，或身处他人家庭、学校或工作地点附近； 
� 用暴力犯罪进行威胁。 

性侵犯：在没有接受方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如 17-A M.R.S. 第 11 章定义）发生的性接触或性行为。 

跟踪：参见跟踪的定义了解详情。 
 
 

防范骚扰保护令  

原告可能是： 
� 成人； 
� 代表未成年人的成人（对未成年人负责）； 
� 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 
� 代表丧失能力成人的法定监护人。 
� 工商企业。 

 
可申请防范骚扰保护令的情况  
 
不需要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 
 

骚扰需要有恐吓、对抗、身体强迫或威胁身体强迫中的三项或更多行为。当骚扰属于以下方面的违法行

为时，仅要求一项行为：协助或教唆自杀、攻击、犯罪威胁、恐吓、轻率的行为、侵犯隐私、绑架、刑

事管制、刑事恶作剧、骚扰、纵火或干涉宪法权利或民权。 
 

 
停止骚扰通知  

 
在提交骚扰保护案件前，原告必须首先向被告发出执法机构警告书，通知其停止骚扰行为。在立案时

必须随附一份警告书。 
 

在以下情况下，原告不需要首先向被告发出执法机构警告书： 
� 骚扰是关于家庭暴力、恋爱暴力、性侵犯或跟踪； 
� 原告有充足理由不需警告被告； 
� 骚扰构成以下方面的违法行为：协助或教唆自杀、攻击、犯罪威胁、恐吓、轻率的行为、绑架、
刑事管制、侵犯隐私、纵火、骚扰、刑事恶作剧或干涉宪法权利或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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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虐待保护令和防范骚扰保护令的主要区别  

 
引用缅因州经修订的法规、法院行政命令和法院规定。 

 
 虐待  骚扰  
在提交案件前  执法机构不需要警告被告停止虐待

原告。 
19-A M.R.S. §4005 

执法机构必须首先警告被告停止骚

扰原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

警告称为停止骚扰通知。 
5 M.R.S. §4653 
17-A M.R.S. §506-A 

原告  
 

工商企业不能提交虐待保护案件。 
19-A M.R.S. §§4002 & 4005 

工商企业可以提交虐待保护案

件。 
5 M.R.S. §4653(1) 

关系要求  
 

要求存在关系，除非原告遭到被告

的性侵犯或跟踪。或者，原告年满 
60 岁，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人或
是丧失能力的成人，而被告是原告

的无偿护理者。 
19-A M.R.S. §4005 

不需要存在关系。 
5 M.R.S. §4651 

费用  
 

无。 
AO – JB-05-26 

$30，除非案件中包含家庭暴力、
跟踪或性侵犯的指控。或者，除

非法院因原告无支付能力而放弃

收取费用。 
AO – JB-05-26 M.R.Civ.P. 91 

时长  
 

最多 2 年。 
19-A M.R.S. §4007 

最多 1 年。 
5 M.R.S. §4655(2) 

枪支  
 

保护令可能禁止被告持有枪支和危

险武器。 
19-A M.R.S. §4007 

在一些情况下，骚扰保护令可能

禁止被告持有枪支。 
15 M.R.S. §393 

 
 

原告和被告可用的资源：  
 

缅因州律师协会律师转介服务  
任何人可以咨询一位律师。 

支付 $25 的手续费后，便可以与律师进行 30 分钟的  
咨询（通常采用电话方式）。 

1-800-860-1460 
http://mainebar.org/lawyer-referral 

lrs@mainebar.org 
 

缅因州终结家庭暴力联盟  
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和资源。联盟有帮助保护令案件中原告的具体资源。 

24 小时免费保密热线： 
1-866-834-4357 

TTY: 1-800-437-1220 
http://mced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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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州防范性侵犯联盟  
向性侵犯受害者提供支持和 

资源。 
24 小时免费保密热线： 

1-800-871-7741 
TTY: 1-888-458-5599 

http://mecasa.org 
 

法庭书记员不能提供法律建议或指导您应在法院表单上填写何种内容。  
 
 

所有表单均可见于：http://courts.maine.gov/fees_forms/forms 
或任何州地方法院书记员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