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孩子正由儿童保护协会照顾

有些时候，青少年儿童不能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
在父母同意或者有法院的命令情况下，这个儿童
或青少年就会由儿童保护协会来照顾。
儿童保护协会会尽一切努力根据孩子的种族，民
族，文化和宗教背景来给他安排适合居住的家庭。
我们通常都会尽可能将儿童和青少年安排在旁系
家庭成员家里。当不可能做出这种安排时，比较
理想的选择就是找寄养父母。儿童保护协会会优
先考虑将兄弟姐妹安排在一起。
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和你一起制定出一个照顾孩
子的计划。
除非家庭法庭的法官表明不可探视，我们会安排
父母和孩子之间定期的会面。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孩子和家庭重新团聚。我们
会和你制定出一个服务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但
是如果我们认为情况很严重，孩子在家里不安全，
我们会制定一个永久照顾计划递交给家庭法庭的
法官。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If your child or youth is in the care of the Society - Chinese (simplified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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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5。9:".;<=>
?@AB。
“
C"D” ？
C"E'2DFGHIJKL
2/D5"。
NOPD
C，F#
？
#QRS FTU"VW£XOPD
DYKL
，Z[\，
 V]^_`a*ba"c。
£XC5"“TU"VW” ？
¥
'¤d " ，¤
OPDe
DKL
。“T
U"VW”fOPghRiEj"kl
mnopqr
"_`。
"H¦Tst"?@？
H¦Tu#Qtuvwxyu16 "?
@。z¦Tu{|}"~§"16 17
"。
KeV¡Rx？
K。¤ ¢d
KV¡*R¤x。



。¤

(613)747-7800

When to report abuse? - Chinese (simplified font)





？

è
$2%& 。

!é"#êè

'* 
+, ./2ë èì59*: íè。;
3î<è=%>è，ï，è?，ðñ，òè，Aè
4ó=%BèC。 EFôGHõI，JEFKöL
÷ øù。
M 
./,NOúPQRS TUûVMW
2ë。
TUü2MXY；[\ý]+,M^X；[\
ý]_`Mañb þcde 2ë。M 
Lf3gh。ijHklým，nÿop，Gqr
MXY，stuvwxVnC;3y2
2ë。
z{ 
z{  |H3z{: è5}+
~Q 2ë。ij，M" 
TUt+FtV ，ûV W 。Ji
j+, M ， ， ，， ，
M，5，。TU
z{:"VV KìJ z{ 。

  "V¡，ij¢£，¤¥，
¦§，¨，©ª«6¬ 。=%
®¯ !éTU ,&+
F
°±² 。Jij³TU´B，µ}
¶·。
 ¸¹
Wºde:»TUü2“  ¸¹“。  ”
 ¸¹“，¼½¾* ¿ÀÁÂ，ÃÄ Å³
TUÆÇ * "» 。
./*=%'*: è，Èè，É<，>èÊ
ËC £ü2Ì 2ëb"
 ¸¹。}O
Í，Î Å*TU =%!Ï è。
Ð7 ¸¹ij："Ò#ÓQ；Ô$；#ÓÕ
Ö；%×Ø2ë；%ÂÙÚt &Û；ÜÓE2
W'ÂÝ(89)；Þ*ßÞ* àá；+øâ
ã,:；°±°ä-.å/æç01 F ìC。



(613)747-7800

What i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 Chinese (simplified font)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志愿者？

我们的志愿者是社区里那些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精力和
特长的人们。他们来自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信仰背景的
年满18岁的男性和女性，有学生，上班和退休人士。他们
的共同特征是都热切地关怀青少年儿童。
志愿者表演什么样的角色？
志愿者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为儿童保护协会尽力，例
如：
Ÿ 指导由儿童保护协会照顾的孩子的学习
Ÿ成为由儿童保护协会照顾的孩子的良师宜友
Ÿ参加儿童活动组
Ÿ参加能使孩子和父母都受益的项目
Ÿ开车接送青少年儿童，保证他们能及时安全到达会面地
点
Ÿ协助儿童保护协会里的行政管理事务
Ÿ成为儿童保护协会的委员会成员
做志愿着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特长，需要投入多少时间？
你不需要特别的技术特长，但是我们会尽量根据你的兴趣，
时间和所具有的特长来安排最适合你的工作。有些志愿者
工作的机会是固定长期的，有些是偶尔才会有。儿童保护
协会根据你的时间制定一个灵活的时间表，并尽可能地兼
顾你生活中的其它重要事情。
我如何成为一个志愿者？
如果你有兴趣并想参加下一个有关志愿者的介绍会，请联
系儿童保护协会：
渥太华儿童保护协会
志愿者服务部门
1602 Telesat Court
Gloucester,ON. K1B 1B1
电话： 613-747-7800 分机：2805
渥太华儿童保护会 (613)747-7800
Become a volunteer - Chinese (simplified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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