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 (PBNI) 受害者信息计划 (Vi
ctim Information Scheme) 于 2005 年 10 月开始运
作。这是由 2005 年刑事司法（北爱）令所提供的法定
计划。

谁能够使用该计划？
PBNI 受害者信息计划是提供给任何一位其罪犯受到感化
监管刑罚 (Probation Supervised Sentence) 的刑事犯
罪的直接受害者（或其所同意的代表）。

该计划如何运作？
如果在判决有罪之后，向你犯下罪行的人收到了来
自法庭的感化监管刑罚，那么您将被告知 PBNI 受
害者信息计划。
如果您注册了这个计划，罪犯不会得到通知。

该计划的目的是在受害者的案件导致需要由感化
事务委员会进行监管的刑罚时，确保受害者受到
了对其含义予以说明的信息。



感化事务委员会承认，让您再次想起这宗犯罪可能是令
人不安的，但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计划提供给您的信息会
对您有所帮助。

该计划可以提供什么服务？
受害者信息计划可以提供以下服务：





此计划的目的
是什么？
这项计划将为您提供一个机会，向您解释对您犯下罪行



员会 (PBNI) 的受害者信息计划将与北爱尔兰囚犯释放
受害者信息计划 (Northern Ireland Prisoner Release
Victim Information Scheme) 携手合作。

您参加编制给假释专员的受害者报告的机会。 这可
让您对被释放的罪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表达意见和
担忧。
关于您的案件的具体刑罚的信息，以及关于北爱尔
兰感化事务委员会对罪犯进行监管的一般性信息。
对您的担忧进行讨论的机会，而这些担忧可能会被
告诉罪犯的管理部门。
为您提供信息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电话或与
PBNI 受害者联络官进行面对面的会面。



的这个人的法院判决的社会阶段的要求的含义。
当罪犯被同时判处监禁和社会监管时，北爱感化事务委

PBNI 受害者信息计划

出于保密的原因，该计划不能提供任何有关罪犯的

案件参考编号：

个人信息。



2012 年 10 月，在刑事司法督察的建议下，囚犯释放受
害者信息计划、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受害者信息计
划和精神紊乱受害者信息计划（由司法部操作）都并入
PBNI 管理，并以本办公室为基地。

推荐表

该计划不提供
哪些服务？



如有任何组织能够针对您作为犯罪受害者的个人经
历/需求而向您提供特定援助，那么可以向您提供有
关他们的信息（如果适用）。
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参与到与罪犯所进行的直
接或间接的重建性质的接触，将帮助您解决因犯罪
而导致的问题，那么您将有机会这么做。

请填妥并尽快寄回

该计划不能提供给您辅导服务，但我们可以向您推荐其

我希望注册 PBNI 受害者信息计划

他适当的支持机构。

姓名：

哪些刑罚是由 PBNI 监管的？

地址：

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监管以下刑罚：


感化令 (Probation Orders)



组合令 (Combination Orders)



社区服务令 (Community Service Orders)



青少年司法中心令 (Juvenile Justice Centre Orders)



受监管性犯罪特许释放证 (Supervised Sex Offender Li
cences)



监管感化令 (Custody Probation Orders)



确定期限监禁刑罚 (Determinate Custodial Sentences)



延期监禁刑罚 (Extended Custodial Sentences)



无期限监禁刑罚 (Indeterminate Custodial Sentences)



终身监禁刑罚特许释放证 (Life Sentence Licence)

邮编：

我们通常会首先给您打电话，除非您告知我们，您不
希望接电话
电话号码：

本人同意接受联络

签名：

如果罪犯不遵守刑罚，会发生什
么？

信息在任何时候都被视为
机密

如果罪犯不遵守监管，PBNI 可以将案件退回到法院。法

该计划与其他刑事司法和受害者组织密切合作，用以

院然后可以另判一项刑罚。对于受到执行部门召回管制

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不同阶段向罪行受害者提供范围

的特许释放证，罪犯可能会被送回监狱，并服完特许释

广泛的信息和服务。

放证中所余下的全部或部分刑期。

✂

什么是受害者
信息计划？

请沿虚线剪开，并用提供的预付费信封
将表格寄回

我想会见您
（我们将与您联系，安排合适的场所）
我想请您给我打电话讨论问题
我不希望与外界联系或见面，但希望得到进一
步的书面资料

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寄回所附的邮资已付信封中的转介表，或是使
用下面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打电话，来与我们——北爱
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 (PBNI) 的受害者小组 (Victims
Unit) 联系。您的信息将根据数据保护和人权法案以
及有关保密的普通法责任而加以保护。

一些有用的联系电话号码
CRUSE（丧亲关怀）
电话：028 9079 2419
日间帮助热线：0844 477 9400 网
站：www.cruiseni.org
生命热线 (Lifeline)
电话：0808 808 8000（24 小时免费电话）
网址：www.lifelinehelpline.info

我目前不希望与受害者信息计划有
任何进一步接触。

您还可以直接与其他能够给予您帮助和意见
的组织进行联系。在背页提供了一份有用联
系方式的清单。

我需要特殊帮助。
例如：残疾、语言、听力障碍等

信息在任何时候都被
视为机密
请沿虚线剪开，并用提供的预付费信封
将表格寄回

受害者
信息

网站：www.nexusinstitute.org
北爱尔兰囚犯释放受害者信息计划
网址：www.niprvis.gov.uk

本人同意让某人代表我

请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并尽快寄回。

电话：028 9032 6803

电话：0844 0300 1233269

反馈

请详细说明

NEXUS（性虐待幸存者）

NSPCC
电话：080 8810 5000
网址：www.nspcc.org.uk

我们将寻求您的反馈，以便帮助我们改善我们所
提供的服务。如果您对您所得到的服务不满意，
那么请告知处理您事务的人士，或者那位人士的
经理，或者写信至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投诉
官 (PBNI Complaints Officer)，其地址如下：

北爱尔兰警察署

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
80-90 North Street
贝尔法斯特
BT11LD
电子邮件：info@pbni.gsi.gov.uk

电话：028 9024 3133

当您提出投诉时，请提供您的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
号码，并请明确地说明您的投诉，且给予尽可能多的
详情。您的投诉将得到及时和公正处理，将在 5 个工
作日内联系您。我们将随时向您通报进展情况，并会
通知您结果和任何即将采取的行动。

受害者小组提供有一份更为详细的清单。

如果在我们考量过您的投诉后您仍不满意，那么您可
以向外部独立机构投诉。如需进一步的建议，请征询
我们的工作人员。

电话：028 9065 0222 请求接通当地警察局网
站：www.psni.police.uk
社会服务/紧急联络热线（下班时间）
电话：028 9056 5444
网站：www.dhsspsni.gov.uk
北爱尔兰受害者支援

本宣传单解释了受害者信息计划（Victim In
formation Scheme）的含义，以及假如您是
刑事犯罪的受害者，那么该计划将如何能够
对您有所帮助。

本宣传单在网站
www.pbni.org.uk 提供有不
0300 123 3269.
同语言的版本，您也可以拨打下列电话索
取：0300 123 3269。

网站：www.victimsupportni.co.uk
妇女援助

0300 123 3269.

电话：028 9024 4039
网站：www.womensaidni.org

0300 123 3269.

24 小时家庭暴力热线 - 0800 917 1414

PBNI
改造人生，让社区更安全

北爱尔兰感化事务委员会

0300 123 3269.

请保留这份宣传单，以供信息和参考之用
受害者信息组
Unit 4, Wallace Studios
LISBURN
BT27 4AE
电话：0300 123 3269
传真：0300 123 3271

电子邮件：victiminfo@pb
ni.gsi.gov.uk

PBNI 总部
80/90 North Street
BELFAST BT1 1LD
电话：028 9026 2400
传真：030 0123 3290
电子邮件：info@pbni.gsi.gov.uk
1972年。

网址：www.pbni.org.
uk

改变生命，让社区更安全
请保留这份宣传页，以供信息和参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