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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联邦惩教中心 

   家庭指南    

2013 

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会比家庭成员被监禁而更使家

庭受到创伤了。每一个罪犯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因而

监禁不仅仅对于罪犯来说是很痛苦的，对他的家人和

朋友来书亦是如此。与亲人分离、孤独和担心的感觉

可能会使情感受到巨大的影响。同时一些电话费和探

访费用（特别是在涉及旅途跋涉的情况下）又会造成

沉重的经济负担。 

本指南专为在 BC 省服刑者的家人和朋友而设计。它

提供了简单易懂的信息，以帮助您渡过亲人在监狱中

服刑的这一段艰难时期，同时还为您提供了许多服务

机构（其中包括 The John Howard Society）的联系

方式，您可以联系他们得到进一步的帮助。本指南的

目的不是为你提供法律意见或解决你或你的家庭成

员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我们希望您能通过阅读这

个指南，对整个体制更加熟悉，对于提问题感到更加

坦然，同时知道在你需要得到帮助或进一步信息时您

应该与哪些部门取得联系。 

监狱中有自己固定使用的词汇 - 其中一些是由工作

人员使用的，另外一些是罪犯所使用的，还有一些词

汇是双方都使用的。同时对于使用这些专门语言的人

群，即在惩教中心这个范围内的人们，他们并没有意

识到是在使用一些令一般大众所不能理解的词语。为

了帮助消除任何误解，本文档以括号的形式提供了惩

教中心专门用语，以及常用的缩写和俚语。 

关于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通过有效、人道和社会化

的司法方案，促进社会的安全与和平。该协会自 1929

年以来一直在加拿大服务于罪犯及其家庭。我们的分

支机构遍布加拿大，竭诚为您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Office  

752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V 3C1 

电话：604-872-5471（分机222） 

传真：604-872-1442  

电子邮件：reception@jhslmbc.ca， 

网站：www.jhslmbc.ca 

mailto:reception@jhslm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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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监狱服刑：刑事司法程序

的解说 

刑事司法的系统被分成四个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

有其自己的权力和责任领域 

 执法 - 保护公众，调查犯罪和逮捕犯罪嫌疑

人。 

 法院 - 起诉被告人，决定有罪/无罪，并对刑

期做出决定。 

 惩教 - 执行刑期。The 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 (加拿大惩教局，CSC) 负责管理

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刑期。 BC 省惩教分局负

责管理不到两年的刑期。 

 Parole Board of Canada（加拿大假释委员会，

PBC） - 对于某些罪犯，做出关于假释以及

法定释放的决定。 

与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

您的家人一步步经历刑事司法系统的程序之时，为帮

助您了解将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对整个过程做

了一个扼要的解释，从被逮捕到刑期结束。 

逮捕 

警方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才可以逮捕人。如果他们

有搜查令，或者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相信一个

犯罪嫌疑人已犯了罪，或者即将犯罪的，他们可以进

行逮捕。在被抓捕之后，接下来将会发生以下之一： 

 犯罪嫌疑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将被释放。 

 嫌疑人将被释放，同时接获一个出庭通知，其

中规定需何时在审判中出庭。 

 嫌疑人将被拘留，直到他出庭见法官，进行一

个显示原因的聆讯（这必须在逮捕后的 24 小

时内进行）。i 

找到一名律师/获得法律咨询 

该法是复杂的。该当你受到一个罪行指控，特别

是当它比较严重时，不要指望在没有帮助的情况

下，能够独自应对法律制度。只要你知道你已被

起诉时，应立即找律师交谈 

加拿大人权及自由宪章保证了一名被告人有获得

公正审判的权利，无论他们财富多少。为了确保

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制度面前平等，对于那些正面

临着严重的指控，但又付不起律师费用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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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会得到法律援助（Legal Aid）。 

 The Legal Services Society（法律服务协会，

或称法律援助） 

大温哥华地区：604-408-2172， 

BC省其他地区：1-866-577-2525（致电无需

付费） 

 Brydges线是法律咨询热线，为那些人已被拘

留、逮捕或正在接受调查的人服务。它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提供服务。 

在全BC省境内的电话是：1-866-458-5500（无

需付费） 

 对于被拘留且等待聆讯的人，BC省法律服务

协会（Legal Services Society of BC）在晚间

、周末和节假日通过电话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电

话。 

欲获得咨询辅导服务可致电:1-888-595-5677

（BC省免费电话） 

显示原因的聆讯（保释聆讯） 

在显示原因的聆讯（又称为保释聆讯）中，法官将决

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将受到指控，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

会在审判之前被释放。将会发生下列的事情之一： 

 犯罪嫌疑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将被释放。在

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审判。 

 嫌疑人将被释放，同时接获一个出庭通知，其

中规定需何时在审讯中出庭。如果犯罪嫌疑人

未能在审讯时出庭，将会发出逮捕证。 

 犯罪嫌疑人将提交保证金（一定的金额），然

后被释放，同时接获一个出庭通知，其中规定

需何时在审讯中出庭。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讯

时出庭，所提交的保证金将会被退还。重要说

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时没有出庭，将会

发出逮捕令，同时已支付保证金将被法院没收

不予退还，无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犯罪嫌疑人要找一名担保人（该人士将承诺确

保犯罪嫌疑人会在审讯时出庭），然后即被释

放，同时会得到一个出庭通知，其中规定需何

时在审判中出庭。重要说明：如果犯罪嫌疑人

没有在审讯时出庭，将会发出逮捕证，同时担

保人也可能面临指控。 

 嫌疑人将会被拘留，关押在审前羁押中心（即

Remand Center 监狱），直到该案件进入审判

阶段。法庭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才可以将逮

捕人羁押，例如有理由相信该人会对公众的安

全造成威胁，或者将会逃跑而不会出庭。在卑

诗省，Remand Centres 是由卑诗省惩教局

（而非加拿大惩教局，简称 CSC）管理。ii 

律师需要遵守专业操守守则，按照要求对他们客

户的信息保密。出于这个原因，律师不能将客户

的有关信息透露给家庭成员，除非客户事先给他

许可。 

审讯 

被告将受到审讯，由法官和陪审团进行或由法官单独

进行。将会发生下列事情之一： 

 被告将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被告将被裁定有罪，并将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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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常会被允许出庭观看审判，除非你已被传唤

在审讯时到庭作证。出庭是通过审讯程序来支持

被告的很好方式。 

获刑 

如果被告被裁定有罪，法官将会决定其刑期，所使用

的依据是《刑法》中的一般原则，例如要适合该犯罪

类型，并且参照同类罪犯在类似情况下所获刑期。 

刑期的选择 

有许多刑期的选择： 

 不涉及监禁的刑期，如无条件释放，有条件释

放（缓刑），社区服务，暂缓监禁和罚款。这

些刑期是由卑诗省惩教机构来监管的 

 两年少一天的监禁（或称为“a deuce less”）。

如果总刑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应该在省级监

狱中服刑（称为“Do Provincial Time”）。这些

刑期是由卑诗省惩教机构来监管的 

 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监禁。如果总刑期为两年或

以上，应该在联邦级的监狱中服刑（称为“Do 

Federal Time”）。 

刑期计算注意事项 

当法官计算刑期时，他要考虑以下内容： 

 如果一个罪犯在等待他的审判的期间（称为

“dead time”）被羁押在监狱里，法官可以将这

段时间从刑期中扣除（“审前羁押期可扣除项”） 

 当法官为一个以上的定罪量刑时，他/她可以

令全部刑期在同一时间（同时地），或一个接

一个（连续地）执行。 

额外的量刑信息 

 省/联邦级的审前羁押的时间和可扣除项。在

省级还是在联邦级的监狱中服刑，是由扣除

“审前羁押期可扣除项”后的刑期长短来确定

的。 

 

例如，如果法官对于一个罪犯的判决是 42 个

月（三年半），但如果就“dead time”为他扣除

24 个月时间，将会使他的净刑期只剩下 18 个

月（即不到 2 年），他将得在省监狱服刑。 

 附属命令- 有一些额外的命令（称为“附属命

令”），可以由法官添加到刑期中，如武器或驾

驶的禁令，提供一份 DNA 样本的命令，被添

加到的性罪犯登记名单中或没收用犯罪所得

而购买的财产。这些命令的到期日由法官决定，

而不是由刑期决定。（例如，尽管罪犯达到了

合法刑期届满之日，其终身禁枪令仍然有效，

同样如果他被赦免，终身禁枪令也仍然有效。） 

 长期罪犯，即如果罪犯因某些罪行而被定罪，

他可以被宣布为一个长期的罪犯，这意味着，

完成他的判决后，他会被置于社会的监督下，

长达 10 年。iii 

 危险罪犯，如果罪犯因某些罪行而被定罪，他

就可以被宣布为危险罪犯，并给予不定刑期的

判决。如果被假释，他将在社会上被无限期地

监督。 

 无期徒刑 - 有一种误解，认为判处终身监禁，

例如 Life-25（终身监禁-25 年）指的是，25

年后刑期即可完成。在加拿大情况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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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期”是指罪犯终其一生都需被监禁。其

中的数字表示在可以申请假释（而并非他将获

得假释）之前，罪犯在监狱里服刑的最低年限。

他仍需终其一生遵守他的假释条件。如果他不

这样做，他会被送到监狱。如果罪犯被裁定犯

有谋杀罪或叛国罪，他将被自动判处“life-25”

的终身监禁。对于二级谋杀罪，他将被判处

“life-10”和“life-25”之间的终身监禁，这需要由

法官来决定。iv 

究竟为什么要扣除“Dead Time”呢？ 

加拿大刑法规定，类似的罪行应该得到类似的判

决。将“dead time”扣除，可以确保因某罪行而被

判定有罪，但却被审前羁押的罪犯能够得到与那

些已获得保释的罪犯类似的刑期。下面是一个例

子，显示了它是如何工作的。v 

约翰先生和霍华德先生因他们一同犯下的罪行分

别被被判处120个月（10年）的监禁。而霍华德

先生获保释外出。在判决时，法官可以将约翰先

生等待时用去的3年时间扣除。 

 没有扣除。如果不扣除约翰先生被羁押时的

时间，他的服刑时间将会多于霍华德先生，尽

管他们因相同的罪行获得了相同的判决。 

 

约翰先生将会总共服刑156个月（36个月为审

前羁押+ 120个月被羁押在CSC），而他的刑

期是120个月。但是霍华德先生将只服刑120

个月。 

 1对1的扣除。如果约翰先生的刑期被扣除了

36个月，他会得到与霍华德先生相同的刑期

长度，但他最终还是会有更多的服刑时间，即

使他们是应同样的罪行而得到相同的判决。 

 

Howard先生将在40个月（120个月的1/3）之

后就有资格获得假释，并在80个月（120个月

的2/3）时被法定释放。但约翰先生在收到判决

时已被羁押了36个月。他只有在接下来的28

个月之后才有资格获得假释 (84个月的1/3，

其中 120-36=84) , 也就是他被首次监禁后的

64个月, 而且在56个月之内没有资格获得法

定释放（即84个月的2/3)，亦即自他被监禁起

的92个月。 

为了让两名犯罪者就相同的罪行获得相同的有效

判决，约翰先生在审前羁押时被监禁的每一天，

需相应扣除多于一天时间，这也是法官一直在做

的。但是但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已被监禁的天数

，法官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扣除一天。 

服刑 = 监狱的时间+有条件释放 

在获得一个联邦判决之后，罪犯将会被转移到 CSC

的羁押中心直至该刑期结束（而非直至他从监狱中被

释放）。 

只有 3 个合法的方式走出监狱： 

 法院推翻定罪及判决 

 在刑期结束被释放（“达到最长的刑期”，“最长”） 

 取得某种形式的有条件释放，如法定释放或假

释 

通常来说（但并不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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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刑期 = 被监禁的时间 + 有条件释放时间 

大多数的联邦罪犯在监狱中服刑的时间仅是他们刑

期的一部分，其刑期的剩余部分是在社区服务，及有

条件释放。正如他在监狱时一样，被有条件释放的罪

犯也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并受到 CSC（加拿大惩

教局）的监督。一旦因有条件释放而出狱，会发生以

下事情之一： 

 罪犯将在有条件释放时完成他的刑期。 

 罪犯违反了他的（有条件释放应遵守的）条件，

将被送回监狱 

欲了解更多关于有条件释放的信息，请参阅本文档的

“有条件释放”一节。 

刑期结束 

在加拿大，监禁一个人的法定权力是由“交付监狱的

手令”所授予的，其中指定了刑期的长度。该交付手

令在刑期的最后一天到期截止，被称为是“交付手令

届满日”（WED）。 

当罪犯达到了其交付手令届满日，他将从加拿大惩教

局（CSC）的羁押下被释放。对于大多数罪犯来说，

会发生三件事情： 

 如果他是生活在监狱或社区住宿机构（CRF，

中途之家），他将从那里被释放。 

 他将不再需要向假释官报告 

 他将不再需要遵守在其刑期期间由加拿大惩

教局（CSC）施加给他的条件。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考虑。 

 如果他已被认定为是“长期罪犯”，在其达到“交

付手令届满日”之后，他将被置于社会的监督

下。 

 如果他获得了一个终身监禁的刑期，就没有所

谓的“交付手令届满日”，并将在其有生之年处

于加拿大惩教局（CSC）羁押下，无论是在

监狱里还是在社会上。 

 

 如果附属命令被添加到刑期上，这些命令在

“交付手令届满日”不会到期。（例如，尽管罪

犯达到了合法刑期届满之日，其终身禁枪令仍

然有效，同样如果他被赦免，终身禁枪令也仍

然有效。） 

 

监狱中：惩教过程解说 

为了帮助你了解在你的家庭成员经历整个惩教系统

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是对惩教过程的简要说

明。vi 

收监过程 

一旦获得了符合在联邦监狱中服刑的刑期，罪犯将被

送到一个卑诗省的审前羁押中心，在那里他将被羁押

直到被转移到联邦惩教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罪

犯仍处于审前羁押时就可以进行初步评估面谈以开

始评估程序。 

 女性罪犯在审前羁押期间需要被分配一个指

定的安全分类。然后她们将被转移到一个接纳

中心（Reception Centre）以完成收监过程。

在卑诗省：菲沙河谷机构（F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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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罪犯将被转移到一个接纳中心完成收监

过程。在卑诗省：区域接纳及评估中心（RRAC） 

一旦进入了联邦惩教系统中，每一个罪犯都要经历了

一个收监过程，旨在向他提供信息，以及评估他的风

险和需要。它有 4 个组成部分： 

1. 需求评估。这个过程评估他的医疗、惩教计

划和安全的需要。 

2. 发展一个惩计划。惩教计划记录了罪犯的刑

期至始至终是如何管理的。它包括了罪犯需

完成的计划和活动，以及他的安全分类。 

3. 被安置到适合他们安全等级的监狱（Pen 

Placement）。Pen Placement 决定了他将

被送往哪个监狱。 

4. 监禁机构的指导。该指导提供了关于他将被

转至的监狱的信息。它涵盖了如下事宜，他

的权利和责任、规则、政策和程序、所提供

的教育、就业、精神关怀服务、在监狱里的

惩教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与加拿大惩教局

（CSC）之间的纠纷。 

惩教计划 

去加拿大的监狱服刑远不仅仅是看电视、打牌和在监

狱洗衣房里工作。除了工作和良好的行为，罪犯还需

参与惩教过程，其目标是协助罪犯改变他的行为，成

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要做到这一点，加拿大惩教局（CSC）在收监过程中

开发了一个惩教计划，它是用来在罪犯刑期中进行管

理。它确定了惩教方案和其他在刑期中要求的活动，

同时还包括他的安全分类。这将对于罪犯在刑期中的

表现有一个大的影响 。包括他预计将完成哪些计划

和活动；以及根据他他的安全分类，他将在何处被监

禁。下面是它的运作过程。 

惩教计划和活动 

在收监过程中，加拿大惩教局（CSC）将制作一个关

于所需的惩教方案和活动的列表，以帮助罪犯解决导

致他被监禁的那些问题。其目标是完成惩教计划的所

要求的全部计划，例如药物滥用或家庭暴力预防方案。 

 遵循惩教计划取得的进步是在其申请转监、私

人家庭访问或有条件释放时的一个主要考虑

因素。在他服刑期间，加拿大惩教局（CSC）

将继续监控他的进步。vii 

安全分类 

在收监过程中，加拿大惩教局（CSC）将评估罪犯对

公众的风险，对其受监禁的机构、工作人员、其他犯

人和他自己安全的威胁。基于这一点，他们确定犯人

的安全分类。 

在他服刑过程中，加拿大惩教局（CSC）将定期检审

其安全分类。我们的目标是降低他的安全分类，这样

当他有资格获得假释时，他的安全分类会足够低，使

他可以在社区中被安全地管理。当他的安全被检审时，

他的分类可能会改变。 

 如果他的安全分类被降低的程度足够大，他可

以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等级较低的机构（“向下

降级”）。 

 如果他的安全分类增加的程度足够大，他将被

转移到一个安全等级更高的机构。 

安全分类确定了犯人将被送往哪种类型的监狱 - 安

全等级最小、中等或最大。最初按适合他们安全等级

安置监狱（Pen Placement）以及接下来的转换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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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基于安全分类的。 

要遵照惩教计划取得进步- 何必这样做呢？ 

在其惩教方面取得进步，包括两件事情 - 成功地完

成所需的计划和活动，以及减少他的安全分类。按照

其惩教计划取得进步会有利于罪犯。另外还有一些事

情要考虑。 

 生活条件。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一个最高

安全级别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较一个中等或

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要更为严格。这些规定限

制了一切 - 活动的自由，被锁定在一个监室

中的时间，可做的工作，活动项目和娱乐。降

低其安全分类是罪犯被转到一个限制性更小

的监狱所需取得的过程。 

 好处。按照其惩教计划取得进步是罪犯申请监

狱转换或私人家庭访问时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因素。 

 计划的可用性。不是所有的计划都可以在所有

的监狱中可用的，所以罪犯可能需要被转移到

其他机构来完成他的惩教计划的某些部分。在

他可以被其他机构接受之前，他必须有一个接

收机构所要求的安全分类。 

 有条件释放的可用性。虽然在所有监狱中都有

假释和法定释放，但是“无陪同的暂时离监

（UTA）”和“因工作离开（WR）”则只适用于

中、低安全等级的监狱。 

 获得假释。对于所有罪犯来说，离开监狱的最

快的方法是假释。所有的罪犯在其刑期的某个

时刻均有资格申请假释。假释委员会在决定是

否批准假释时，始终要考虑罪犯遵循其惩教计

划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被中途之家所接受。通常情况下，罪犯必须住

在中途之家，作为他有条件释放的一个条件。

许多中途之家在决定是否接受他时，要考虑罪

犯遵循其惩教计划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被安置至适当他们安全等级的监狱（

Pen Placement） 

一旦收监过程完成后，罪犯将被发送到一个符合他的

安全分类的监禁机构。该罪犯被最初安置的监禁机构

被称为其“母机构”或“父母机构”。 

当他到达那里时，他将获得该监狱的囚犯指南手册。 

加拿大惩教局（CSC）试图将罪犯安置到一个邻近他

的家和家人的机构，但由于许多其他原因罪犯不能被

安置在住家附近。 

 安全和安全性。安全方面的考虑优先于所有其

他的考虑。如果有一个对于罪犯安全的担忧，

对于另一个罪犯的安全担忧，或对于机构安全

的总体担忧，这将对他可以被安置在哪里产生

限制。 

 安全分类。在一个罪犯可以被转移到某个监狱

之前，他的安全分类必须满足那个监狱的要求。 

 地理位置。卑诗省比许多欧洲国家都要大，所

有在卑诗省的联邦级监狱都位于该省的西南

角。这可能不是非常接近罪犯的家的所在地。 

 床位的局限。如果在监狱没有可用床位，在被

转移之前罪犯可能需要等待。 

 惩教计划和服务的可用性。罪犯所需要的惩教

计划或服务可能无法在其住家附近获得。 

 文化和语言环境。尽管所有的加拿大联邦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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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供两种官方语言的服务，在卑诗省的联邦

监狱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如果某个罪犯宁愿在

以法语为主要的监狱中生活，他可以转移到一

个以法语为主要的监狱。此外，加拿大惩教局

（CSC）在某些监狱中提供面向原住民和原

住民群体的监狱。因而原住民罪犯可能会想要

转移到一个这样的监狱。 

转移至其他监狱 

在其整个刑期中，罪犯可以要求被转移，或被转移到

其他的监狱中。一共有 3 种转移类型： 

 自愿转监。由犯人所提出的要求被转移到另一

个监狱的请求。他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分类。 

 非自愿转监。由加拿大惩教局（CSC）所做

出的一个转监，将一名犯人转移至另一所监狱。 

 紧急非自愿转监。因紧急的医疗、心理健康或

安全原因，由加拿大惩教局（CSC）所做出

的将犯人立即移入到另一所监狱的行动。 

 

生活在监狱中 

监狱和酒店 - 相同，但又非常不同 

对于想要对犯人提供支持的家庭来说，与惩教系统打

交道既可以是很令人畏惧的，也会非常令人沮丧。说

它是令人畏惧的是因为你必须遵循太多的政策、程序、

规则和规定，同时它又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这些规则

看起来是很没有必要的。如果您能够了解"Club Med” 

and “Club Fed”这两种类型监狱之间的区别，你就会

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规则是必要的了。viii 

在豪华酒店的工作人员们主要关注的是提供舒适。他

们为客人提供舒适的客房和丰富的餐饮选择，如餐厅

和客房服务等。他们还提供了一些其它设施，如健身

中心和便利店，这些设施的设置均旨在增进客人希望

重返该酒店的可能性。在酒店业，安全是很重要的，

但不是主要的关注点。因此，如果客人在晚上从他的

房间失踪，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深夜外出未归，而并

不会因此将酒店封闭起来。如果客人想要提前退房，

他们会让他离开的。如果来访者到酒店，要求会见一

个客人，前台在通知客人有人来访之前，不必确定访

客的身分或对他进行搜身。在客人在酒店留宿结束时，

当客人完成了所有的书面文件之后，一个愉快的员工

会这样说，“Howard 先生，我们希望您在我酒店有了

一个愉快的住店体验。我们希望不久后能够再次迎接

您前来住店。” 

监狱却并不是这样的。监狱的工作人员主要关注安全

性- 住在那里的每个人的安全、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

的安全，以及公众全。他们为犯人提供食物、住所、

衣物和医疗，以及旨在减少他重返监狱的可能性的惩

教方案。如果他在晚上从监室中失踪，这是一个非常

严重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是受伤了，或者他可能已经

逃脱了。为防止探访者伤害的罪犯或其他人，每位探

访者均需经过仔细检查。在犯人刑期届满时，当他完

成所有的文件之后，监狱的官员可能会说一些诸如此

类的话，“快走吧。滚出去。我们再也不想在这里再

看到你了！” 

关注焦点的差异 - 监狱关注安全，而酒店关注客人

的舒适度，这是酒店和监狱运行方面的关键区别。安

全是在监狱中做一切事情需要考虑的因素，安全方面

的考虑优先于一切，包括惩教方案和探访。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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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安全的考虑，有时导致工作人员会把罪犯和

他的亲人之间的每一个互动看作为是一个潜在的安

全威胁。然而，对于罪犯的监狱工作人员和罪犯的家

庭，有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 他们都

希望罪犯是安全的。 

居住条件 

某所监狱里的房屋的类型取决于该监狱的安全级别。

加拿大的大多数监狱按下列三个安全级别运营 - 最

小、中等或最大的安全性。然而，区域治疗中心等专

门机构的各个部分是以不同的安全级别运作的（多级

安全类别）。 

 安全级别最小的监狱（“Min”）的限制最少。

最 低 安 全 级 别 的 监 狱 有 时 也 被 称 为 “Club 

Fed”，其中犯人一般不是在监室中受监禁，而

是在房间或宿舍中。 

 安全级别中等的监狱比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

具有更多的限制。犯人们被安置在监室中。 

 安全级别最大的监狱（“Max”）是最严格的。

罪犯被安置在监室中。 

加拿大的监室设计是容纳一个罪犯。由于过度拥挤，

监 室 内 通 常 要 住 两 个 罪 犯 。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double-bunking”。 

在任何监狱中都会有一些专门的单元（包括某列监室、

一组监室）具有不同的监禁条件。下面是其中的一些。 

 “原住民之路单元” - 是一个满足原住民、梅蒂

斯人和因纽特人罪犯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的监

室。 

 隔离管理单位（“单独拘禁”，也称为“Seg”或

“洞”）- 是一个旨在将罪犯与其他监狱囚犯孤

立开来的监室（或称“Gen Pop”，“GP”）。 

 无毒品单元 - 是一个对药物的使用有零容忍

政策的监室。为了住在无毒品单元，罪犯应需

提交定期测试，以确保他不吸食毒品。 

 医院用的单元 - 是一个仅容纳接受健康、心

理健康或姑息治疗的犯人的监室。 

食物 

在大多数监狱里，由厨房工作人员准备的餐点，每天

会提供 3 次，通常是在餐厅中就餐的自助餐形式。在

一些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中，其运作是以独立的居住

单位为形式的，犯人们学习烹饪和食品安全，然后准

备自己的餐点。餐点的托盘服务提供给被安置在隔离

监室或在医用单元的犯人们。特别安排的饮食，如宗

教的饮食和食疗饮食（对于经诊断的医疗状况）也可

以提供。 

衣物 

基本衣物会发给所有罪犯。同时，在刑期开始时，犯

人们可以带来自己的衣服或让家人将衣物送来。 

家务和洗衣 

罪犯需保持自己的监室/房间清洁，以及自己洗衣服。

整个监禁单元的其余部分是由单元清洁工来打扫的。

在一些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犯人们也会自己准备食

物。洗衣服务提供给被安置在隔离单元或在医用单位

的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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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基本医疗、牙科、眼科和心理卫生保健提供给所有罪

犯。在监狱里通常提供有卫生保健人员或紧急救护人

员。一旦出现某种事件，需要监狱中所不能提供的护

理，罪犯将被移动到一个可以提供所需护理的机构。

这可以是监狱系统内部的医院中的一个部门，必要时

也可以是一个外部医疗机构。 

在所有的联邦监狱中，都有计划实施，以帮助防止传

染病的传播。这些计划包括传染病，及传染病筛查和

检测的教育，并在监狱内提供减少危害的用品防止传

染病的蔓延。避孕套，水基润滑剂和漂白剂也为所有

罪犯提供而无需询问工作人员。还提供美沙酮维持治

疗程序。 

日常工作 - 惩教计划和教育 

白天，罪犯是在工作或在学校学习，就像其他人一样。

除非他们是在进行由其惩教或教育方案所要求的计

划，所有可工作的犯人们均需在监狱期间有一份工作。 

对于大多数罪犯，这将会是在监狱内的一份工作，如

在厨房，、洗衣或为 CSC'sCorcan工作。在一些监狱，

有条件释放的罪犯在监狱外有工作，晚上回到监狱。 

在 大 多 数 联 邦 惩 教 机 构 中 均 提 供 成 人 基 础 教 育

（ABE），GED 和卑诗省成人结业课程。未从高中毕

业的犯人都必须参加学校学习。 

也可以预订学院和大学级别的函授课程。 

此外，罪犯还学习其惩教计划所需的课程。惩教课程

的设计主要是解决犯人们最初犯罪的根由，如药物滥

用和暴力行为。 

娱乐和社交 

娱乐活动的机会每个监狱都有所不同，但可能会包括

锻炼身体的健身房、举重区、户外田径场、跑道、各

种爱好室和一个图书馆。 

此外，还有一些信仰团体定期访问加拿大监狱提供精

神关怀服务，以及由加拿大惩教局（CSC）所提供的

院牧服务。 

还有一些社交团体定期聚会，如文化团体，特殊兴趣

小组和支援性的团体，如嗜酒者互诫组织。 

由于住在隔离监室中的罪犯每天只限一个小时的外

出时间，并且与监狱中的其他犯人们分离，其娱乐和

社交的机会是有限的。 

金钱的管理 

在其刑期伊始，信托帐户即会为每个罪犯设立。下面

是它的工作原理。 

 犯人最初被收入监狱时带入的钱，或者他在被

羁押期间从家人或朋友那里收到的钱，被存入

他的帐户。 

 罪犯在被羁押期间工作时会有收入。此外，一

些老年的罪犯会从养老基金（他们在被监禁之

前曾向养老金基金支付他们的份额）领取养老

金收入。每名罪犯被收取住宿费和伙食费，这

将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余额存入他的帐户。 

 在其刑期结束时，犯人信托账户中的余额将会

被转交给他。 

关于退休金 

私人退休金福利（罪犯在工作时曾向养老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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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其份额）会在他们有资格领取时支付给罪犯。

公共养老津贴（CPP，OAS和GIS）则略有不同

。 

 CPP -  CPP是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所有工

作的加拿大人如果其收入足够多则需支付

CPP保费。只有支付CPP份额的人才可在有

资格时收到CPP的福利。即水平上使在最大

的薪级，犯人的收入都太少，因而在被监禁期

间不符合支付CPP的资格。但是，如果他之

前曾经支付过CPP保费，犯人在年龄足够大

符合接收CPP福利时收到CPP。 

 OAS和GIS- OAS和GIS是公共养老津贴，提

供给所有的老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罪犯在监禁

期间没有资格接受OAS或GIS。如果已经接受

这些福利的人突然关押，福利将会暂停，直到

他被释放。ix 

食堂 

每个监狱都有一个小卖部，通常是由服刑人员所拥有

和经营的，犯人可以使用在他的信托账户上的钱在这

里买到东西，如卫生用品、休闲食品、饮料和邮票。 

 

到监狱探访和保持联系 

在服刑期间（特别是当在监狱里的时候）有朋友和家

人支持的罪犯，比那些没有得到支持的犯人们在完成

刑期后更易于取得成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一个充满压力的时期的

时候，我们都需要支持。在监狱里压力是非常

大的。那些有家人的支持的罪犯，往往比那些

没有得到支持的罪犯遭受较少的压力和抑郁。

这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学习新的

技能上，而不是花大部分时间来处理压力。 

 我们大家都希望的归属感，那种属于家人和朋

友的感觉。那些在被关押期间没有得到家人和

朋友支持的罪犯，往往想在监狱的内部发展一

种这样的支持。在监狱里，有犯罪集团寻找这

样的罪犯以便雇佣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

个圈子里的朋友会支持犯罪行为，而不是让罪

犯不再回到监狱中来的无犯罪的生活方式。 

 我们都需要动力，尤其是在做很困难的事情的

时候。有时，唯一能让罪犯持续不断地遵照他

的惩教计划行事的，是他的家人让他感觉到责

任。 

作为一个罪犯的家庭成员或朋友，你的角色是具挑战

性的。 

 费用。探访一名罪犯的花费会很高，特别是在

涉及旅途跋涉或者需要支付电话费的情况下。

由于罪犯本身并不支付这些费用，他可能没有

意识到您负担了多少探访和电话费用。要面对

现实，支付你所能负担得起的费用，并设置限

制。 （例如，“我可负担不起每天使用手机和

你说话，我只能每星期接听你的一个电话”。）

您已经有足够的压力了，再加上需要支付账单

的压力。写信给他是一个保持联系的很好方式，

而且这还不贵。 

 法律问题。如果你被法院禁止接触罪犯（因为

你是一个共同被告或存在一个已施行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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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法令），请不要试图去探访他。 

 时间。去监狱里探访他，甚至在电话中与他交

谈可能会耗费很长的时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你有多忙，在他被关押的期间，您得一边维持

单亲家庭，一边还要保住工作。要面对现实，

清楚知道您有多少时间可以花费（例如，“我

不能在每个周末都去探访你。我的母亲的身体

不好，是我的姐姐在照顾母亲、她自己的孩子

和我们的女儿们，这样我才可以来这里看你的。

可是我不能要求她每一个周末都这么做。”）

请记住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 

 压力。到监狱探访犯人会给人很大压力，尤其

是当你对此很陌生并且对其他义务不堪重负

之时。记住两件事情。首先，请记住，在一开

始时，总是会有压力的，但是，一旦您习惯了

以后，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其次，与

被羁押的亲人保持联系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方

式”的。他可能想要你每天都来探访，但是这

可能不会是一个现实的期望。尊重您自己的感

觉，不要指望自己做那些力所不及更多的事情。

如果您感觉探访的压力过大，用其他的方法来

保持联系 - 打电话或写信。如果打电话的费

用过高，就用写信来代替。 

您在与被羁押的亲人保持联系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会令他非常感激的，即使他未能告诉你。 

写信 

您可以给被关押的犯人寄卡片和信件，而他们也可以

寄信给你。只要谨记以下几点。 

 当你在信封写地址时，请确保包括罪犯的姓名

和监狱的邮政地址。如果他被转到其他地方，

监狱会尝试将你的信转给他。请确保把你的名

字和你回邮地址写在信封上。 

 除了卡片和信件以外，你不能把任何其他东西

放在信封里。所有收到的邮件（除了律师和政

府的邮件外）均要接受检查，以确保它不含有

任何违禁品。 

 除了卡片和信件外，罪犯也不能放任何其他东

西在信封里。所有向外发出的邮件也会被检查。 

 如果罪犯已不在监狱里，工作人员将会尝试转

发这些信件。如果他已被转监，他们会将该信

转发至他被转至的监狱。如果他被有条件释放，

他们会将信件转发给他的假释官，他可以到那

里去取信。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他的“交付手令

届满日”，他们会将信件退还给您。 

邮寄包裹 

您可以将个人物品寄送给罪犯，但仅限于刑期刚开始

的时候。男性罪犯可以接收个人物品，但仅限在他们

到达“父母机构”的前 30 天之内。欲了解邮寄个人物品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亲人服刑所在的机构。 

汇款 

罪犯可以从家人和朋友那里接受汇款，存在他的信托

帐户上。欲了解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亲人服

刑所在的机构。 

打电话 

所有的罪犯，无论是住在普通监室的犯人们，或是住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联邦惩教中心家庭指南 

14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of the Lower Mainland - 社区服务，604-872-5471 分机 222  

在行政隔离监室的犯人，都可以从监狱拨打电话。但

是，他们不能接听电话。 

 在罪犯拨打电话号码之前，他必须先填写申请

表格，将该电话号码添加到他的经认可的电话

号码列表上（限 40 个电话号码）。监狱工作

人员在批准该电话号码之前将确认列于申请

表上的人想要与罪犯进行联系。请注意，该电

话系统不接受手机号码或 1-800/1-888 号码。 

 电话费用的账单既可以由罪犯支付，也可以由

罪犯所拨打的电话号码的主人支付。 

 监狱工作人员可以监控所有与家人和朋友的

通话。 

探访 

访问在监狱关押的亲人可以是很令人畏惧的，因为你

和他都必须了解和遵循太多的规定，如果您或您正在

探访的罪犯未遵守某些规则，将产生一些什么后果，

如： 

 你的探访可能会提前结束。 

 您只允许进行隔玻璃窗的探访，而不是开放式

访问。 

 您可能被拒绝进入监狱。 

 您的探访权限可能会被暂停。 

 如果你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不仅仅是监狱的探

访规则，你可能会被控犯有刑事罪。 

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会制订规则，您就更容易理解规则。 

 探访区是一个繁忙的所在，挤满了犯人的妻子、

女友、祖父母和小童们。每个人都希望访问会

非常愉快。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制定了有关可

接受的行为和着装的规则。 

 监狱工作人员希望每个人都安全。有人曾通过

探访者将走私违禁品送给在探访区的罪犯。此

外，一些想要与罪犯谈话的人会想伤害他。由

于这些原因，CSC 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如： 

 每个人探监的人都会被彻底搜查。 

 关于探访者可以带入和带出监狱的东西，

有严格的规定。 

 探访者的行为和动作均被监控。 

 在您能够探访在监狱里的罪犯之前，他必

须同意将您添加到他的经认可的探访者名

单上。你不能探访在监狱里的其他人，即

使是坐在罪犯的邻桌的人，除非你是在他

的经批准探访者名单上。 

 你进行探访之前，加拿大惩教局（CSC）

的工作人员会检查你的身份证件，以确保

你的身份确凿。 

所有的罪犯，无论是住在普通监室的犯人们，或是住

在行政隔离监室的犯人，都可以在狱中接待探访者。

当犯人在收监和评估中心时，是有探访限制的。欲了

解更多关于您亲人在收监中的探访信息，请与评估中

心直接联系。 

所有联邦监狱均提供定期探访和单独进行的家人探

访。 

定期探访 

定期探访是于定期探视时间在访问区进行的。该探视

既可以是开放式的也可以是关闭式的。 

 开放式探访（“有身体接触的探访”）。围着一

张桌子在访问区进行，探访者与罪犯之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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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玻璃分开。身体接触是允许的。 

 关闭式的探访（也称为“隔玻璃窗的探访”，“限

制访问”，及“没有身体接触的访问”）。在访问

区进行，探访者与罪犯由玻璃分开。身体接触

是不允许的，你们必须使用一个电话进行相互

间的交谈。 

此外，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探访通常可以为外地的

探访者或特殊情况安排，如家中成员的死亡。 

探访罪犯是一个具有 3 个步骤的过程。 

1. 被列在罪犯的经批准的探访者名单上 

2. 在罪犯所服刑的监狱预订一个探访的时间。 

3. 出席探访。 

这是到一所联邦监狱进行探访的一般程序。然而，规

则可能会有随各个监狱而有所不同。因此致电您将探

访的监狱的探访及通信（简称 V＆C，或“探访”）部

门，索要一份探访指南。 

第 1 步：获得探访的批准 

这是关于如何被列到罪犯的经批准的探访者名单上。 

 填写申请表，该表被称为“探访申请和信息表

（犯人）”（CSC/SCC 653E）。如果罪犯希望

您被列在他的经批准的探访者名单上，罪犯应

负责将该表格邮寄给你。然而该表格也可以在

加拿大惩教局（CSC）的网站上找到，包括

在“表格”部分。如果您的孩子（18 岁以下）也

将随同您一起进行探访，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

表格上并填写责任豁免表（被称为“探访申请

和信息表（犯人）儿童责任豁免书”）（CSC/ 

SCC0653-01C ）。 

任何年满 18 岁的人必须填写自己的申请表。

请访问 www.csc scc.gc.ca 网站，然后单击“表

格”。 

 将表格邮寄至罪犯正在服刑的监狱（请参阅本

小册子结尾处的地址），附带您的两张近期照

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申请表格）。 

 CSC 的工作人员将审查您的申请，对您的犯

罪记录履行一个检查，并告知罪犯您是否已被

获准进行探访。犯人有责任将结果通知你。 

 请务必确保表格上所填写的信息是真实的，如

果任何信息发生变化，及时向监狱进行更新。 

（例如，您搬家了，或被添加到了另一个罪犯

的经批准探访者的名单上）。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可能会被暂停您的探访权限。 

 如果罪犯离开，他的经批准的探访者名单会随

他一同离开。你不需要重新申请。 

 如果您想要被保留在罪犯的探访者名单上，必

须每两年重新申请一次。 

第 2 步：预约探访时间 

虽然有些监狱允许不提前预约的探访，大多数监狱需

要您提前至少 24 小时预订探访的时间。欲了解特定

的规则、探访规定时间以及预订您的探访时间，请联

系你的亲人正在服刑的监狱。请与探视和通信（简称

V＆C，或“探访”）部门交谈。欲了解监狱联系信息，

请参阅本文件的“资源”部分。 

第 3 步：出席探访 

在你离开家去探访之前，您应该要了解一些事情。 

 封闭。如果在监狱出现了安全事件，监狱可能

会被封闭（“In Lockdown”），这意味着所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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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会被关在他们的监室里。在封闭期间，任何

人不得允许进出监狱，罪犯不可以拨打电话，

并且所有的探访将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工

作人员将与您进行联系。但如果去那里将是一

个漫长的旅程的话，你应该在你离开家的前一

天致电监狱，以确保访问还没有被取消。 

 身份证明。请确保你随身携带你的 ID。您在

每次探访时，每位成人必须向访问区的工作人

员出示的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如当前的驾

驶执照，BCID，或护照。 

 所携带的金钱。您可被允许带入大约$8.00 的

硬币（不允许带纸币），用于从访问区的自动

售货机购买食品和饮料。如果你不知道您将前

往探访的监狱允许携带的确切金额，可打电话

询问探视和通信（简称 V＆C，或“探访”）部

门的工作人员。 

 其他物品。在大多数监狱，未经访问区工作人

员的准许，除了一些婴儿或儿童用品之外，你

不能携带任何其他东西，或从访问区带走任何

东西。例如，大多数监狱允许你携带婴儿食品

和尿布，以及合理数量的孩子所做的功课。如

果你不知道您将前往探访的监狱允许携带的

物品，可打电话询问探视和通信（简称 V＆C，

或“探访”）部门的工作人员。 

 着装。被允许进入访问区之前，您和您正在探

访的罪犯，必须适当地着装。这意味着你必须

穿着符合社会标准，适合在有儿童出现的场合

穿着的服装。以下是一些指导原则： 

 不要穿着任何太性感的服装。不允许太紧

的衣服。可显示胃部区域的低胸、透明薄

织物或可透视的上衣，或以其他方式袒露

的衣着是不允许的。海滩装和无吊带紧身

胸衣是不允许的。短裤和短于大腿中部的

裙子，是不允许的。此外，你必须在任何

时候都穿着一件衬衫及鞋子。 

 不要穿任何可能被视为冒犯的服装。带有

种族主义口号，骂人的词语，或者以其他

方式具攻击性的服装是不允许的。 

 不要穿任何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或犯罪团伙

相关的服装。 

在你进入访问区之前，以下是你所应该知道的。 

 身份证件。每一次探访时，你必须签到并向访

问区的工作人员出示政府所颁发的有效带照

片的证件，如当前有效的驾驶执照、BCID 或

护照。 

 储物柜。在大多数监狱，都设有储物柜。用它

来锁定所有的物品，如钱包，手机，外套和你

的口袋里的内容。 

 安全检查。你必须步行通过金属探测器，就像

在机场一样。您也可能会遇到缉毒犬的搜索、

离子扫描或搜身（摸身检查）。如果你拒绝检

查，你会在当天被拒绝进入监狱。 

 清洁和清醒。你必须保持清醒。如果您是在药

物或酒精影响下，你会被拒绝进入监狱。 

在您的探访期间，以下是你应该知道的。 

 行为。请记住，访问区内有许多家庭在同一时

间进行探视，您和您正在探访的罪犯的行为必

须符合社会的标准，适合在有儿童出现的场合

的举止。以下是一些指导原则： 

 控制你的感情。握手，搂抱，拥抱和亲

吻都是允许的。长时间搂颈接吻、爱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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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接吻或任何不适合于在孩子面前进行

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控制自己的情绪。每个人都有权在访问

区享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提高你的

声音，大叫，大喊，尖叫声，撞击或打闹

都是不允许的。 

 管住你的孩子。每个人都有权在访问区享有一

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你必须始终要监管你的

孩子。 

 违禁品。携带违禁品（毒品，酒精，武器，手

机）是违反规定的。 

单独进行的家人探访 

单独进行的家人探访（PFV）在监狱内的一个特殊的

家庭访问单元进行，可以持续长达 72 小时。配偶，

同居伴侣，子女，父母，养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

和其他可被视为家人的人员可以参加一个单独进行

的家人探访。单独进行的家人探访可允许每两个月进

行一次，这取决于是否有可用的空间。 

可通过探访和通信（简称 V＆C，或“探访”）部门取

得单独进行的家人访问计划的小册子。欲了解监狱的

联系方式，请参阅本文件的“资源”一节。 

探访时有随行的孩子 

与孩子们保持联系是很重要的，对于犯罪者来说是如

此，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可以带孩子们

来探访，这里是一些通用的信息。欲了解你将要前往

探视的监狱的具体信息，请向探访与通信（简称 V＆

C，或称“探访”）部门查询。欲了解监狱的联系方式，

请参阅本文件的“资源”一节。 

 监狱中为儿童准备的设施。许多监狱里都有玩

具，并且允许年龄较大的儿童带功课来做。 

 所有未成年的儿童均需由一名成人陪同。儿童

可以由非父母或监护人的其他成年人陪同，只

要全部所需的文件均已完成。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络探访与通信（简称 V＆C，或称“探访”）

部门。 

 你必须要在探访期间，始终能够监管你的孩子。

要准备好这样做，否则您的探访时间可能会被

迫缩短。 

 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在最初的几次探访时携带

孩子。在你已经有几次的探访之后，你就会了

解大量关于探视的规则以及访问区的状况。然

后你就可以在孩子们的第一次探访之前，为他

们做好准备。 

要考虑违禁品 - 请事先阅读这个内容。 

携带违禁品不仅是违反规则的，它往往也是违法的。

在您考虑介入违禁品之前，要让自己了解这些后果。 

 携带违禁品，将会使你和他陷入麻烦。如果试

图携带违禁品而被发现，你和你要探视的罪犯

将会陷入麻烦。 

 您的访问可能会被迫暂停，或者你可以被

限于仅可进行封闭式的访问。 

 你可能会被面临刑事犯罪的指控。 

 您正在访问的罪犯可能会被指控，被移至

一个具有更高安全性的监狱，或可能会失

去特权。此外，试图带入违禁品会让他更

难获得假释。 

 携带违禁品不会让你或他免于麻烦的。“仅有

一次”携带违禁品是不会令您或您在探访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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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摆脱麻烦的。操纵，威胁，暴力，勒索是胁

迫探访者带入违禁品所使用的一些方式，通常

这伴随着承诺，即如果你这样做“仅此一次“的

话，他们就不会再烦扰您了。这种情况就好像

从电话推销员那里购买了一些东西并且想，

“嗯，这下他会让我安静一会儿而去叨扰别人

了。”请记住，在监狱里贩卖毒品、手机和武

器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所以这样做的

人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携带违禁品进入监狱

的人（“骡子”），特别是那些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会被抓到的人。 

 一旦你与他们合作第一次，他们马上就知

道了关于你的两件事情，这将使他们试图

让你再去做一遍。其中的第一件事是你可

以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事情而不会被抓到。

第二件事是你会屈服于他们，做他们想你

做的，而不会去寻求帮助。 

 一旦他们知道了关于你的这两件事情，他

们就更可能迫使你在探访的罪犯让你再这

样做，这不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与他

们合作，你实际上让他得到了更多的麻烦

，而不是更少。 

 和别人谈一谈是会结束这个麻烦的。已经有很

多人曾经处于这种情况，如果你受胁迫携带违

禁品，有很多人可以帮助你 

 与监狱工作人员交谈。他们有处理这种情

况的经验，可以帮助你。他们可以帮助您

与警方打交道。必要时，他们可以增加对

你在探访的罪犯的保护。 

 与警方交谈。他们可以帮助安排以保证您

在社会上的安全。 

 致电举报电话 1-866-955-9550 进行关于

监狱中违禁品，或监狱中任何威胁人身安

全的活动的匿名举报。 

 

监狱疑难解答 

取得联系 - 与监狱里的人交谈 

你可以跟你亲人的惩教机构假释官（IPO）或部经理

谈谈有关您的家庭成员。在他们给您任何有关您亲人

的信息之前，他们必须首先征得他的同意以便与您进

一步交谈。 

如果他们没有从您亲人那里得到与您交谈的许可，他

们只能就已向公众公开的信息，跟你谈论一般性的话

题。 

取得联系 - 出现家庭紧急情况时怎么

做 

当家庭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事故或死亡时，有人得联

系家人，让他们知道。如果你有一名亲人被拘留，并

需要与其联系以告知家中的紧急情况，请致电他正在

服刑的监狱，向他们说明情况。 

取得联系 - 如果你已经失去了联系该

怎么做 

在社会上，家庭成员有时相互失去了联系。当一个家

庭成员被关押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有一名

亲人被羁押，你想要与他们联系，但你不知道他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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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您可以联系加拿大惩教局（CSC）的区域总部寻

求帮助。 

加拿大惩教局（CBC）区域总部 - 太平洋分部 

 ........................................................... 604-870-2501 

PO Box 4500 

100- 33991，Gladys Avenue 

Abbotsford, BC  V2S 2E8 

纠纷 

在电视或电影中，在监狱里解决冲突几乎总是涉及暴

力。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是那样的。为什么呢？在

电视上，在使用争斗解决纠纷之后无人需要继续面对

其后果，因为最后，每个人都回家了。但在现实中，

监狱中的许多人要在这里度过很多年才可以被允许

离开，所以如果有人像电视里所描绘的那样充满暴力，

在这里生活多年则是无法令人忍受的。相反，工作人

员和犯人们都逐渐摸索出了用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

的方法。 

犯人们之间的纠纷 

两名犯人之间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出现麻烦 - 可

以是一个误会、受侮辱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

未付债务）。这里有一些纠纷解决的选项。 

 囚犯委员会/朋辈辅导员。无论什么麻烦，囚

犯委员会或朋辈辅导员办公室通常可以提供

帮助。这些监狱中的职位是由囚犯来担任的，

他们会通过作为囚犯和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

桥梁来帮助狱友，提供关于惩教计划和服务的

信息、减少伤害的措施并进行纠纷调解。 

 保护性拘留（“收监”） 

 转移到另一所监狱 

与加拿大惩教局（CSC）之间的纠纷 

如果一名罪犯对于由加拿大惩教局（CSC）人员所作

出的决定有意见，他可以有几种方法来处理它。 

 让可以以犯人的名义进行呼吁的第三方参与。

这可能是囚犯委员会，朋辈辅导办公室，律师，

或一些机构，如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申诉程序。罪犯可以向加拿大惩教局（CSC）

提出投诉或申诉。如何做到这一点已在每所监

狱的犯人手册中列出。其他更多信息也可以在

每所监狱图书馆的 CD81 及《囚犯投诉和申诉

程序手册》中找到。 

 加拿大惩教调查署。该机构是独立于加拿大惩

教服务局的，并作为联邦罪犯的申诉专员。 

 

加拿大惩教调查署 

P. O. Box 3421, Station "D"  

Ottawa, ON, K1P 6L4 

免费电话 1-877-885-8848 （致电无需付费） 

电子邮件 org@oci-bec.gc.ca 

网站 www.oci-bec.gc.ca 

 如果投诉是有关歧视或骚扰，罪犯可以向加拿

大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 

 

加拿大人权委员会 

344 Slater Street, 8th Floor 

Ottawa, ON, K1A 1E1 

免费电话：1-888-214-1090 (免费致电)  

网址：www.chrc-ccdp.ca 

mailto:电子邮件org@oci-bec.gc.ca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联邦惩教中心家庭指南 

20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of the Lower Mainland - 社区服务，604-872-5471 分机 222  

减少危害 

安全性用品和更安全的常规药物耗材在所有的联邦

监狱均有提供。避孕套、水基润滑剂和漂白剂也为所

有罪犯提供而无需询问工作人员。还提供美沙酮维持

治疗程序。 

危机感与自杀倾向 

在监狱中服刑是压力很大的，特别是在刑期之初，刑

期接近尾声，以及在被释放后的头两个星期。不幸的

是，这有时会导致自杀。 

 所有监狱工作人员都对自杀非常重视。他们受

过训练，观察自杀的迹象，他们每天数次检查

每名罪犯的状况；他们受过训练懂得在有自杀

企图（甚至只是怀疑有自杀企图）时如何进行

干预。同时他们都是受过训练在有人试图自杀

时施行复苏术。 

 犯人对自杀非常重视。就像在外面的世界里一

样，监狱文化也不容忽视处于危机中的任何囚

犯。其他囚犯将会试着帮助这样的犯人，包括

告诉工作人员。 

 你可以提供帮助。如果你认为你的亲人有自杀

的想法，请告诉监狱工作人员。请与与他的惩

教机构的假释官（IPO）交谈。如果你不能立

即联系到 IPO，请致电监狱的总机，让他们知

道。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自杀和自杀的迹象的

信息，请与危机热线的专家交谈。 

危机热线： 

大温地区 ............................................. 604-872-3311 

卑诗省（致电免费): ............................ 1-800-784-2433 

 ........................................................... 1-800-SUICIDE 

 

有条件释放：假释及其他 

I.M. Grenada 在 The Incarcerated Inkwell 中曾说道，

“在监狱里，你的目标很简单：出去 - 尽可能快地离

开”。x 

许多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想要尽快地出去。那些在监

狱外等待他们的人们，可能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目标。

你并非那么希望你的亲人走出监狱，因为你希望他永

远也不会再踏入监狱了。加拿大惩教局（CSC）也希

望同样的事情。 

走出监狱的传统方式有两种： 

 在刑期结束被释放（“完成你的刑期”，“Max 

out”） 

 取得某种形式的有条件释放，如法定释放或假

释 

虽然它可能是一些普通市民的愿望，即让所有罪犯被

关押在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中服完他们的所有刑期，

并且只能在他们达到其刑期的终点时才可以从监狱

中释放，但是加拿大惩教局（CSC）则希望能够使用

有条件释放，让大多数罪犯逐渐返回社会。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奏效的。 

研究表明，当他们被逐渐释放回到社会时，罪犯更有

可能成为守法的公民，即在以可控制的方式进行的较

少监督下完成惩教过程，而不是直接返从监狱回归社

会。因此，加拿大惩教局（CSC）在罪犯的整个刑期

中，为他们提供机会以证明他们在较少监管之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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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的能力，为释放做好准备。首先，这是通过转

到较低的安全性。在其刑期的末期，将包括有条件释

放回到社会，这使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刑期完成之前，

在监管之下逐渐重新融入社会。xi 

当他被给予有条件释放时，罪犯同意遵守一定的条件，

包括限制诸如他可以住在何处，可以去那里以及他能

做些什么之类的事情。如果他违反了这些条件，加拿

大假释委员会将暂停有条件释放，将其他逮捕，并返

回到临时拘留所 30 天。在那结束之后，他的有条件

释放可以重新生效或者被撤销，视具体情况而定。 

有条件释放的类型 

有 6 种类型的有条件释放- 有陪同的暂时离监，无陪

同的暂时离监，因工作离监，白天假释，完全假释及

法定释放。以下是有关各项的详细信息。 

有陪同的临时离监（ETA） 

罪犯由 CSC 人员陪同暂时离开监狱。 

 

谁有资格：所有罪犯 

具资格之日期：在刑期内的任何时间 

例如：罪犯的脚折断，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 

无陪同的暂时离监（UTA） 

罪犯在没有人护送情况下的临时离监。可以由于几个

不同的原因而被允许，如医疗、管理、同情心和人道

主义原因。 

 

谁有资格：只有在最小和中等安全等级的监狱才会提

供无陪同的暂时离监（UTAs）。 

符合资格的日期：取决于刑期，会有所不同。2-3 年

的刑期：服刑 6 个月后符合资格； 

3 年及以上的刑期：刑期过 1/6 的时间之后符合资格； 

判处终身监禁/无期徒刑：在假释合格日期（PED）

的 3 年之前符合资格。 

例如：罪犯在贸易学校参加培训计划 

因工作离监（WR） 

这是一种犯罪者被允许离开惩教机构在社区工作（有

薪或无薪的工作）的暂时离监，需要在 CSC 的监督

之下进行。一般情况下，罪犯在晚间会回到惩教机构。 

 

谁有资格：只有在最小和中等安全等级的监狱才会提

供因工作离监（WR）。 

符合资格的日期：一旦符合无陪同的暂时离监（UTA）

资格之后即可。 

例如：在汛情紧急的情况下，罪犯在社区帮助装沙袋。 

白天假释（DP） 

这是一种罪犯被允许在白天离开惩教机构参加以社

区为基础的活动的暂时离监，夜间需返回一个惩教机

构或中途之家。它可以帮助罪犯为完全假释或法定释

放做好准备。 

 

谁有资格：所有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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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格的日期：取决于刑期，会有所不同。2-3 年

的刑期：刑期过 1/6 的时间之后符合资格； 

3 年及以上的刑期：在假释合格日期（PED）的 6 个

月之前符合资格； 

判处终身监禁/无期徒刑：在假释合格日期（PED）

的 3 年之前符合资格。 

例子：罪犯在白天去上班，作为一个水管工学徒，在

晚上返回到惩教机构。 

完全假释（FP，假释） 

一个永久的离监，其中罪犯在刑期余下的时间里在社

会上生活，并处于 CSC 的监督之下。 

谁有资格：所有罪犯 

符合资格的日期：取决于刑期，会有所不同。对于大

多数刑期：服刑已超过刑期的 1/3 或 7 年时，以先到

者为准。然而，法官在判刑时，可以将符合资格的日

期设定在刑期过半或或 10 年时，以先到者为准。 

因叛国罪或一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情况：在服刑

25 年之后符合资格。 

因二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情况：在服刑 10- 25

年之间时符合资格，由法官在判刑时决定。无期徒刑：

在服刑 7 年之后符合资格。 

法定释放（简称 SR，Stat，Stat Release） 

一个永久的离监，其中罪犯在刑期余下的时间里在社

会上生活。根据法律规定，大多数的罪犯在其刑期的

最后 1/3 时间会被释放，生活在社会上，并处在 CSC

的监督之下。 

 

谁符合资格：除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以外的所

有罪犯。 

符合资格的日期：取决于刑期，会有所不同。对于大

多数刑期：服刑已超过刑期的 2/3 时可符合资格。 

终身监禁：不符合资格。 

无期徒刑：不符合资格。 

 

2-3 year Sentence

ETA (throughout sentence)

UTA and WR (After 6 months)

DP (1/6 of sentence)

FP (1/3 of sentence)

SR (2/3 of sentence)

WED

3+ year Sentence

ETA (throughout sentence)

UTA and WR (1/6 of sentence)

DP (6 months prior to FP)

FP (1/3 of sentence or 7 years)

SR (2/3 of sentence)

WED

Life Sentence

ETA (throughout sentence)

UTA / WR / DP

(3 years prior to FP)

FP

(10-25 years)

no WED

ETA - Escorted Temporary Absence

UTA - Unescorted Temporary Absence

WR - Work Release

DP -Day Parole

FP - Full Parole

SR - Statutory Release

WED - Warrant Expiry Date

Conditional Release Eligibility Tim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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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释放日期的计算 

罪犯有资格获得假释或法定释放的日期，是由管辖他

的刑期的法律来决定的。以下是一些指导方针： 

 有条件释放日期的是根据“审前羁押期可扣除

项”（dead time）被扣除后的净刑期来计算的。 

 计算有条件释放日期时有一些额外的考虑，如

是否有任何并发的刑期，在犯罪发生时，罪犯

是否处在前一个刑期的有条件期内。 

 有一些罪行，法官可以将假释资格设置在刑期

已过 1/2 时，而不是 1/3。xii 

确定这些日期的最简单且最准确的方法，是从您亲人

那里或您亲人的案例管理团队来获取这些信息。 

 

生活在中途之家 

当罪犯被给予有条件释放时，释放他的条件之一是要

住在一个中途之家（社区住宿设施，CRF），这是不

是一个监狱，但也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已。因

为中途之家旨在起到一个在监狱和出狱到社会之间

的一个中途点，它往往兼有两者的一些特点。 

除了其有条件释放的所有条件之外，居住在中途之家

的人还必须遵守中途之家的规则和宵禁规定。中途之

家的工作人员将密切监察其居民，以确保他们始终遵

守所有规则和条件。 

居住条件 

大多数中途之家是位于居民区内的小公寓或一所大

房子。居住在这里的人被安置在房间里，一般一间卧

室有两张床，但也有一些单人入住的客房。 

食物 

在一些中途之家的宿舍，膳食是由厨房工作人员准备

的，并集体供应。在一些中途之家，罪犯学习烹饪和

食品安全，然后准备自己的餐点。 

衣物 

罪犯在被转移到中途之家时，会带来监狱里所发放的

服装。如果需要额外的服装，工作人员通常会让犯人

去旧货店购买。 

家务和洗衣 

犯人应保持自己的房间清洁，以及自己洗衣服。在大

多数的中途之家宿舍，其余的家务活都由居住在这里

的人分担。 

医疗保健 

一旦被释放到中途之家，每个居民都必须加入卑诗省

医疗服务计划，以获得医疗保健。 

日常工作，惩教计划，教育 

所有中途之家是不同的。有些是非常重视惩教计划的。

例如，一些中途之家提供强化的药物滥用恢复方案。

在这样中途之家，所有的居民的大部分时间要参与惩

教计划项目（“group”），就好似在其他康复机构那样。 

在中途之家，其重点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方案，而是

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在返回和融入社会。所以，就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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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年轻的居民可能是

在工作，在学校学习或在找工作。 

有些居住于此的人会在职业学校或学院获得专上教

育。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课程，以便将来

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还会帮助他们申请学生贷款以

支付课程费用。 

娱乐和社交 

大多数中途宿舍提供一些娱乐和社交活动。在中途之

家所提供的娱乐可包括一个举重房、电视和储书柜。

许多中途之家，也有一定的社交的项目，如聚餐，尤

其是在假日。他们还帮助居民寻找他们可以参加的当

地计划，如参加崇拜小组，加入一个支持小组或在当

地的健身房锻炼身体。 

金钱的管理 

在其刑期伊始，我们会为每名罪犯建立一个信托账户。

当他被转移到中途之家时，会将这个帐户余额给他。

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他成立一个银行账户。 

 在监禁期间，罪犯会得到每日津贴，并支付食

宿费用。住在中途之家时，居民没有每日津贴

收入，也不必支付食宿费用。 

 居民生活在中途之家期间没有资格领取救济

金。 

 就像在社会中那样，大多数居住在此的年轻的

居民有一份工作，可以得到薪金收入，而许多

在这里的老年居民在被关押之前有向退休金

计划供款，因此现在从中领取收入， 

保持联系 

中途之家允许写信、打电话及对居住在此的人的探访。

请提前打电话以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的亲人刚刚被释放或将很快被释放，并且

需要进一步的信息重新开始生活，请参阅我们的

《为成功进行规划》（Planning for Success），

一本为释放后的生活做规划的小册子。该手册可

在我们的办公室或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得。这本小

册子中的信息包括更换您的身份证件信息，获得

工作，以及在温哥华低陆平原（Lower Mainland

）区，哪里可以找到免费廉价的食物、衣服和住

所。 

 

释放和重新融入社会 

当罪犯被释放后，他必须重新融入到他的家庭（他们

已经适应了没有他的生活），还要融入到他的社区（在

他被关押期间，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要知道这将

意味着什么，只需想象一下某个罪犯在服刑 35 年之

后获得了假释。他希望开立一个银行账户，而他在中

途之家的室友告诉他，“没问题。你可以在网上申请。

我会将网站链接发短信给你。”当然，他有问题不明

白。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电脑或者手机、短信之类。在

他上次自由地行走在街道上的时候，网上申请银行账

户甚至是网络都还不存在呢。 

当你的亲人被释放时，他可能不会面临这种类型的挑

战，但他将会有他自己的挑战。你也是一样的。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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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和每个罪犯都是不同的，但是当罪犯要重新

融入到家庭和社会时，有 7 个需要关注的领域是很多

人可能会面临的。xiii 

1. 他的社会网络和他的同伙 

2. 就业和教育 

3. 任何药物滥用问题 

4. 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 

5. 态度和思维模式 

6. 他在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 

7. 他在家庭发挥作用的能力 

有些资源可以帮助你应对重返社会的挑战。 

 由 Lloyd Withers, Marg Holland 和 Elizabeth 

Martin 合著的书籍《时候到了：家庭用重返社

会的工具包》。加拿大家庭及惩教网络，2005

出版。ISBN 号码 0-9688923-5-3，网站：

www.cfcn-rcafd.org/text/timesup.pdf 

 《成功的规划- 释放后的计划》，The John 

Howard Society，卑诗省低陆平原，2012 年

出 版 ， 可 通 过 社 区 服 务 或 网 上 获 得 ：

www.jhslmbc.ca/guides。 

 

对他、对您自己和对孩子的

支持 

对他的支持 

有很多来自其他省份的机构服务于卑诗省的监狱，同

时也为已被释放的人提供各种方案和服务。您的亲人

可以在他的囚犯手册中找到这些机构的完整列表，其

中有些机构在他的监狱中提供服务。 

 匿名戒酒互助社 

 John Howard Society 

 LINC（现在在社区的长期囚犯） 

 M2/W2（在囚人士访问计划） 

 本地监狱联络工 

 救世军 

 POP（为了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人） 

 各种信仰团体的宗教活动 

同时，还有为已释放的罪犯和他们的家庭服务的支援

小组 

 L.I.N.C.互助小组是可供在社区内的罪犯参加

的每周支持小组。这些聚会活动对男性和女性

罪犯以及家庭成员、受害人、刑事司法人员和

一般公众开放。这些团体已经运行了 20 年，

成员包括那些刚刚获得有条件释放和那些已

经出狱多年的人。 

在 Abbotsford 和 New Westminster 的聚会活

动 

L.I.N.C. Society 

大温地区:  604-820-1015 

卑诗省：1-877-424-4242（免费电话） 

网址：

www.lincsociety.bc.ca/weekly-linc-peer-sup

port-group-meetings 

http://www.lincsociety.bc.ca/weekly-linc-peer-support-group-meetings
http://www.lincsociety.bc.ca/weekly-linc-peer-support-group-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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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支持 

信息 

 加拿大家庭和惩教网络为罪犯的家庭提供信

息和转介服务。 

免费电话（英语）：1-888-371-2326（免费电

话） 

免费电话（法语）：1-877-875-1285（免费电

话） 

在线：www.cfcn rcafd.org 

访问 

 Sylvia 的 家 庭 旅 馆 坐 落 在 卑 诗 省 的

Abbotsford ， 是 由 菲 沙 河 谷 的 the John 

Howard Society 运营的。Sylvia 的家庭旅馆

是一种短期廉价的住宿地点，可供探访在菲沙

河谷地区的罪犯的家人和朋友使用。这里有设

施齐全的厨房和一个儿童游乐场。敬请预约。 

John Howard Society, 菲沙河谷 

电话：604-852-1226 

网址 www.jhsfv.com/ sh_about.asp 

支援小组 

 L.I.N.C.互助小组是可供在社区内的罪犯参加

的每周支持小组。这些聚会活动对男性和女性

罪犯以及家庭成员、受害人、刑事司法人员和

一般公众开放。这些团体已经运行了 20 年，

成员包括那些获得有条件释放和那些已经出

狱多年的人。 

大温哥华地区 L.I.N.C. Society 在 Abbotsford

和 New Westminster 的聚会活动请致电：

604-820-1015 

卑诗省：1-877-424-4242（免费电话）。 

网址：

www.lincsociety.bc.ca/weekly-linc-peer-sup

port-group-meetings 

 LOOP 支援小组（囚犯的亲人们）是一个支援

小组，每月为在监狱系统中有亲人的家人和朋

友进行聚会。这些聚会对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广

大市民开放。聚会于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下午

6:30 在 Abbotsford 举行。 

社区院牧事工 

电话:（604）666-8817。 

聚 会 的 地 点 是 在 卑 诗 省 Abbotsford 的

Abbotsford Pentecostal Assembly, 3145 

Gladwin Road（Maclure 路的拐角处)。 

网址： www.communitychaplaincy.ca 

 MOMS 支持组（提供互助的母亲们）是为在

监狱系统有孩子的父母提供支援的每月聚会

小组。这些聚会对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广大市民

开放。聚会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下午 7:00

在温哥华举行。 

John Howard Society 

大温地区: 604-872-5471 

763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V 3C2  

网址：www.jhslmbc.ca 

Email: moms@jhslmbc.ca 

对孩子们的支持 

父母在监狱中服刑对于儿童来说有很大压力。毕竟，

当你只有 10 岁的时候，2 年或更长的时间感觉就好

像是永远。通常情况下，当父母进监狱时，孩子们会

http://www.lincsociety.bc.ca/
http://www.jhslm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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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被冷落。不幸的是，他们常常是会感到被冷落。

正如所有压力很大的情况一样，成人在试图应付这种

情况并有效地与孩子相处时，会感觉到太不堪重负。

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有没有人会跟孩子们谈谈他们

的感受。可以理解，在家庭里，谈论被监禁的父母是

一个禁区，而在家庭之外，则是被禁止的。在一些家

庭中，甚至都没有告诉孩子们被监禁的父母去哪里了。

当孩子们没有方法来表达自己时，他们就不能以一个

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就用行为

来发泄情绪。成绩不好，打架，做恶梦，退出社会活

动和身体不适（如头痛）都是孩子们尝试处理感情的

常见方式，但这却是以一个不健康的方式。那么，你

能做些什么呢？ 

 把真相告诉孩子/孩子们。儿童是具有灵活性

的，只要他们知道是什么情况，他们是能够应

对这些情况的。 

 找一个您的孩子/孩子们愿意与之谈论自己感

受的成年人。然后，他们可以用一个健康的方

式，克服感情上的困扰而不是以行动来发泄感

情。如果你不能成为上面所说的那个成人，就

找别人。有很多人可以充当这个支持的角色，

如阿姨或叔叔，一个家庭的朋友，社会工作者，

您的崇拜小组的成员，或是来自监狱事工组的

人，或是来自社区团体（如 Big Brother 和 Big 

Sister 组织）的人。 

 确保你的孩子/孩子们可以与被监禁的父母保

持联系。这可以通过电话，信件或探访来达到。

监狱的访问区有专为儿童所设置的设施。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这本小册子中“保持联系”

一节。 

 帮助你的孩子/孩子们，让他们感觉正常。有

些项目专门面向有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其中孩

子们可以和与其情况相同的其他孩子在一起。

还有一些书籍，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不是

唯一有父母被监禁的小孩。 

儿童活动项目 

 John Howard Society 坐 落 在 卑 诗 省

Abbotsford 的菲沙河谷，他们提供了儿童活动

项目，服务于有父母被监禁的孩子，为他们提

供在一起进行社交活动的机会。 

菲沙河谷的 John Howard Society 

电话：604-852-1226 

网址: www.jhsfv.com 

 大温地区的 Elizabeth Fry Society，坐落在卑

诗省的 New Westminster。eFry 通过他们的

“为了孩子”（"Just Kids"）的倡议，为孩子们

提供了一些儿童项目，让有父母被监禁的孩子

们有一起进行社交活动的机会。 

Just Kids 

电话：604-520-1166 

网址：www.just-kids.ca 

Email: info@just-kids.ca 

照顾孩子者的资源 

 被监禁者的孩子和家庭的全国资源中心-  囚

犯的孩子的图书馆。这是一个基于美国的网站，

包括了与有父母被监禁的孩子们有关的资料

库。 

网址: www.fcnetwork.org/resources/library 

http://www.just-kid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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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儿童阅读的书籍 

 《Jeffrey goes to Jail》，加拿大家庭和惩教网

络，欲索取免费的打印副本请联系 CFCN 

免费电话（英语）：1-888-371-2326（免费电

话） 

免费电话（法国）：1 - 877-875-1285（免费

电话） 

在线链接：www.cfcn rcafd.org 

Email：national@cfcn-rcafd.org= 

 《当父母被关押在监狱时，让我们来交谈吧》，

Maureen Wittbold 著，Power Kids Press 出

版，1997 年。 

ISBN 号码 0823950433, 9780823950430 

 《探访日》，由 Jacqueline Woodson 著，

Scholastic Incorporated 出版，2002 年。 

ISBN 0590400053，9780590400053 

 《与星星一样的东西》Katherine Paterson 著。

2002 年。 

 《给孩子们的帮助！有父母被监禁时了解你的

感受：供 6 岁及以下孩子阅读》Carole Gesme

和 Michele Kopfmann 合著。Pine Press 出版。

1993 年。 

ISBN096337611X, 9780963376114 

 学者和女性主义在线 - 为有父母被监禁的儿

童推荐阅读清单。这是一个设在美国的网页，

列出了为有父母被监禁的儿童所写的作品。 

在线网址：

www.sfonline.barnard.edu/children/reading.

htm 

 

资源 

社区资源 

现在就提供帮助 

BC211（所有服务的信息，24/7） .......... 211 

“生命线”热线电话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72-3311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SUICIDE  

 ........................................................... 1-800-784-24 

警察，消防，救护车 ................................ 911 

土著人的资源 

加拿大原住民门户网站 –  

大温哥华地区： .................................. 604-591-5299， 

免费电话： ......................................... 1-888-399-0111， 

在线：www.aboriginalcanada.gc.ca 

第一国家就业中心 ................................... 604-605-8901 

在线：www.fnes.ca ............................  

Hey-Way'-Noqu' 药物成瘾治疗中心协会 

 ........................................................... 604-874-1831 

Kekinow 原住民房屋协会大温哥华地区电话： 

 ........................................................... 604-591-5299， 

免费电话： ......................................... 1-877-591-5299 

在线：www.kekinow.ca 

温哥华原住民房屋协会 ............................ 604-320-3312 

成瘾 

酒精和药品成瘾信息热线 

大温哥华地区： .................................. 604-660-9382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663-1441， 

在线链接：redbookonline.bc21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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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戒酒互助社 

大温哥华地区： .................................. 604-434-3933， 

维多利亚： ......................................... 250-383-0415， 

卑诗省其他地区：www.bcyukonaa.org 

匿名禁毒互助社 

大温哥华地区：（免费电话） ............. 1-866-683-6819 

卑诗省其他地区：www.bcrna.ca 

赌博问题援助热线： ................................ 1-888-795-6111 

食物 

食品银行 .................................................. 604-876-3601 

欲寻找免费的餐点，请致电庇护所和沿街援助热线 

 ........................................................... 211 

政府 

查询卑诗省（所有卑诗省政府服务） 

维多利亚： ......................................... 250-387-6121  

大温地区： ......................................... 604-660-2421，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663-7867 

Reference Canada （所有联邦政府服务） 

加拿大境内（免费电话） .................... 1-800-622-6232 

健康 

卑诗省残疾人士联盟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72-1278 

BC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663-1278 

在线链接：www.bccpd.bc.ca/ advocacydb.htm 

HealthLinkBC（与健康有关的信息）……..811 

在线链接：www.healthlinkbc.ca 

房屋 

住宅租赁办公室 

大温哥华地区： .................................. 604-660-1020， 

Victoria： ............................................ 250-387-1602，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665-8779 

在线链接：www.rto.gov.bc.ca 

庇护所和沿街援助热线 ............................ 211 

TRAC（租户资源与宣传中心） 

大温哥华地区： .................................. 604-255-0546，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665-1185 

在线链接：www.tenants.bc.ca 

移民 

移民服务协会 

卑诗省： ............................................. 604-684-2561， 

在线链接：www.issbc.org 

S.U.C.C.E.S.S.  ...................................... 604-684-1628， 

在线链接：www.successbc.ca 

法律服务 

Access ProBono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78-7400，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77-762-6664， 

在线链接：www.accessprobono.ca 

咨询律师（律师 - 晚上，周末，节假日） 

（免费电话） ...................................... 1-866-595-5677 

Brydges Line（对于那些被逮捕者的法律咨询热线） 

（免费电话，24/7） ........................... 1-866-458-5500 

Dial-A-Law 

大温哥华地区（24/7） ....................... 604-687-4680， 

卑诗省其他地区（免费电话，24/7） .. 1-800-565-5297 

在线链接：www.dialalaw.org 

律师转介服务 

大温哥华地区： .................................. 604-687-3221 

卑诗省其他地区： .............................. 1-800-663-1919 

在线链接：www.cba.org 

法律服务协会（法律援助） 

大温哥华地区： .................................. 604-408-2172 

卑诗省其他地区（免费电话） ............ 1-866-577-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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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假释委员会 

热线电话：（免费电话） .................... 1-800-874-2652 

在线链接：pbc-clcc.gc.ca/prdons/servic-eng.shtml 

心理健康 

“生命线”热线电话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72-3311，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SUICIDE 

 ........................................................... 1-800-784-2433 

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 

大温哥华地区： .................................. 604-688-3234，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00-555-8222 

海岸心理健康延伸服务 ............................ 604-562-3221 

交通服务 

Translink 交通运输公司信息热线 ............. 604-953-3333， 

在线链接：www.translink.ca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信息 ........................................... 1-866-866-080 

在线链接：www.gov.bc.ca/hsd/ 

青年 

青少年服务单元（ASU） ........................ 604-660-9376 

青年排毒服务（13〜21 岁）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72-4349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77-872-4349 

在监狱中设立的组织 

John Howard Society 

John Howard - 低陆平原区 ..................... 604-872-5471  

752 Kingsway,Vancouver, BC  V5V 3C1  

在线链接：www.jhslmbc.ca 

John Howard - 菲沙河谷 ........................ 604-852-1226， 

1 - 1653 Salton Road, Abbotsford, BC   V2S 7P2 

在线链接：www.jhsfv.com .................  

John Howard，Victoria  ......................... 250-386-3428， 

2675 Bridge Street,Victoria, BC V8T 4Y4  

在线链接：www.johnhoward.victoria.bc.ca  

其他位于卑诗省的 John Howard 办事处 

Campbell River:  ................................ 250-286-0611  

Kamloops:  ........................................ 250-434-1700 

Kelowna:  ........................................... 250-763-1331 

Nanaimo:  .......................................... 250-754-1266 

Prince George:  ................................. 250-561-7343 

Vernon:  ............................................. 250-542-4041 

在线链接：www.johnhowardbc.ca/regional 

其他机构 

LINC（现在在社区的长期囚犯）协会 

大温哥华地区： ....................................... 604-820-1015， 

卑诗省（免费电话） ........................... 1-877-424-4242 

33270 14th Avenue, Mission, BC, V2V 4Z7 

在线链接：www.lincsociety.bc.ca 

救世军惩教和司法服务：......................... 604-792-8581 

加拿大惩教服务 

卑诗省社区惩教办公室 

社区惩教是负责监督所有有条件释放（假释、法定释

放等）的罪犯 

亚太地区总部： ....................................... 604-870-2500， 

32560 Simon Avenue, PO Box 4500 2nd Floor 

Abbotsford, BC, V2T 5L7 

传真：604-870-2430 

Abbotsford 假释署/菲沙河谷地区办事处： 

 ........................................................... 604-87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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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2544 George Ferguson Way  

Abbotsford BC, V2T4Y1 

传真：604-870-2731 

Chilliwack 假释办公室： .......................... 604-702-2255， 

45914 Rowat Avenue  

Chilliwack BC, V2P 1J3 

传真：604-702-4276 

Courtenay 假释办公室： ......................... 250-338-2902， 

＃207-420 Cumberland Road  

Courtenay BC, V9N 2C4 

传真：250-338-2761 

Kelowna 假释办公室： ............................ 250-470-5166， 

1863 Bredin Road  

Kelowna BC, V1Y 7S9 

传真：250-470-5173 

Kamloops 假释办公室： .......................... 250-851-4800， 

＃200-175 2nd Avenue  

Kamloops BC V2C 5W1 

传真：250-851-4809 

Maple Ridge 假释办公室： ...................... 604-460-4050 

#105 - 20110 Lougheed Highway  

Maple Ridge BC,V2X 2P7 

传真：604-460-4057 

Nanaimo 假释/温哥华岛地区办事处： ..... 250-754-0264 

#200 - 256 Wallace Street, PO Box 4800  

Nanaimo BC, V9R 5B3 

传真: 250-754-0266 

Northern/ 内陆地区办事处 ...................... 250-470-5166 

1635 Abbott Street, Suite 203  

Kelowna, BC, V1Y 1A9 

传真： 250-470-5173 

New Westminster 假释办公室： ............. 604-666-3731， 

600 Columbia Street  

New Westminster BC, V3M 1A5 

传真: 604-666-0161 

Prince George 假释办公室： .................. 250-561-5314， 

#201-280 Victoria Street  

Prince George BC, V2L 4X3 

传真：250-561-5537 

温哥华地区假释办公室：......................... 604-666-8004， 

地址：#401-877 Expo Boulevard  

Vancouver BC, V6B1K9， 

传真：604-666-2000 

Vernon 假释办公室： .............................. 250-260-5000 

#105 4708, 34th Street 

Vernon, BC, V1T 5Y9 

传真：250-260-5002 

Victoria 假释办公室： .............................. 250-363-3267 

#101-1230 Government Street,  

Victoria BC, V8W 3M4， 

传真：250-363-3260 

在卑诗省的联邦机构 

加拿大惩教局（CSC）地区总部 – 太平洋地区  

 ........................................................... 604-870-2501 

PO Box 4500100 – 33991 Gladys Avenue    

Abbotsford, BC   V2S 2E8 

联邦惩教机构（最低安全等级）： .......... 604-820-5720  

33737 Dewdney Trunk Road, PO Box 50  

Mission BC, V2V 4L8 

传真：604-820-5730 

Kent 惩教机构（最高安全等级）： ......... 604-796-2121，  

4732 Cemetery Road, PO Box 1500  

Agassiz BC, V0M 1A0 

传真：604-796-4500 

Kwikwexwelhp Healing Village（最低安全等级）：  

 ........................................................... 604-796-1650  

(Off Morris Valley Road)  

Harrison Mills, BC,  

V0M 1L0 

传真：604-796-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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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qui 惩教机构（中等安全级别）： .... 604-859-4841，  

33344 King Road, PO Box 2500  

Abbotsford BC, V2S 4P3 

传真：604-850-8228 

Mission 惩教机构（中等安全级别）： .... 604-826-1231， 

8751 Stave Lake Road, PO Box 60  

Mission BC, V2V 4L8 

传真：604-820- 

Mountain 惩教机构（中等安全级别）： .. 604-796-2231，  

4732 Cemetery Road, PO Box 1600  

Agassiz BC, V0M 1A0 

传真：604-796-1450 

太平洋惩教机构（多层级的安全分类）： 

 ...........................................................  604-870-7700， 

33344 King Road, PO Box 3000  

Abbotsford BC, V2S 4P4 

传真：604-870-7746 

地区接收及评估中心（多级安全）： ....... 604-870-7700，  

33344 King Road, PO Box 3000  

Abbotsford BC, V2S 4P4 

传真：604-870-7746 

区域处理中心（多级安全）： ................. 604-870-7700， 

33344 King Road, PO Box 3000  

Abbotsford BC, V2S 4P4  

传真：604-870-7746 

William 主管机构（最低安全级别）： ..... 250-391-7000  

William Head Road, PO Box 4000, Station A  

Victoria BC, V8X 3Y8 

传真：250-391-7005 

规管联邦惩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你可以阅读规管监狱工作和有条件释放的法律和加拿大惩

教局（CSC）的政策  

- 《惩教和有条件释放法》（CCRA） 

- 《惩教和有条件释放规例》（CCRR） 

- 《专员的指示》（CD） 

- 《标准操作规范》（SOP）。 

The John Howard Society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

员，志愿者，客户，机构和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对

这本小册子的贡献。 

作者：Donna John Howard 

要订购这本小册子的多份副本或报告任何错误或

遗漏，请联系：社区服务处（604-872-5471分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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