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恨犯罪  

保護自己和他人的 

需知事項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455 7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警察、消防或醫療緊急服務   911 

  

911 報案短訊     911 

輸入 911，中間不要有任何空格或連字號， 

然後輸入你緊急求助的原因。  
 
 

手機請撥   (510) 777‑3211 

 

非緊急電話   (510) 777‑3333 

 

TDD 聽障專線  (510) 238‑3227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資源卡 

社區支援團體  

 

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www.adl.org 
(415) 981-3500  
 
亞裔法律核心小組之亞裔反暴力行動 (Asian Law Caucus 
Violence against Asians)  
www.asianlawcaucus. Org 
(415) 896-1701  
 
拉美法律中心 (Centro Legal de la Raza)   
www.centrolegal.org/ 
(510) 437-1554  
 
華人平權行動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www.caasf.org 
(415) 274-6750  
 
社區反暴力聯會 (Community United Against Violence)  
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者  

www.cuav.org 
(415) 333-4357  
 
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 CAIR)  
www.cair-california.org  
(408) 986-9874  
 
公平就業及房屋委員會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www.dfeh.ca.gov 
(800) 884-1684    (510) 622-2941  
 
聯邦調查局民權小組 (FBI - Civil Rights Unit)   
www.fbi.gov 
(415) 553-7400  
 
伊斯蘭網絡聯盟 (Islamic Network Group)   
www.ing.org 
(408) 296-7312  
 
日裔美國公民聯盟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www.jacl.org 
(415) 921-5225  
 
民權律師委員會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www.lccr.com 
(415) 543-9444  
 
全國同志援助中心 (LGBT National Help Center)  
www.glnh.org 
(888) 843-4564 
 
全國穆斯林反仇恨犯罪熱線 (Muslim National Hate 
Crimes Hotline)   
(800) 898-3558 
 
穆斯林公共事務委員會 (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   
www.mpac.org 
(800) 898-3558  
 
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屋崙分會 (NAACP - Oakland 

Branch)   
www.naacpoakland.org 
(510) 652-8493  
 
北加州南亞律師協會 (South Asian Bar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www.southasianbar.org 
(888) 996-6428  本手冊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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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犯罪的定義：  
 

加害者由於受害者在實際或認知上屬於一個 

受保護的社會群體，而觸發對個人、群體或財產 

施加的犯罪行為。仇恨犯罪可能以輕罪或重罪起訴，

視乎所犯的罪行而定。  

 

在加州，如果你因為實際或認知上具有以下特徵而被

針對，即可能成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 種族或族裔   

• 國籍   

• 宗教 

• 性別 

• 性取向 

• 身體或精神障礙；或 

• 與「實際」或「認知上」具有上述一或多個特徵

的人士或群體有所關聯。 

 

請注意，上述特徵只是舉例；還有其他受保護社會群

體的實際或認知特徵會引起仇恨犯罪。  

 

 

如何辨別仇恨犯罪：   
 

 

因仇恨而引起的犯罪有以下徵兆：  
 

• 加害者會選擇受害者或財產下手，因為他/它們隸

屬於一個受保護群體，如特定的宗教或性別。   

• 加害者作出帶有偏見的書面或口頭評論。 

• 犯罪在對於受害者或加害者所屬受保護群體的重

要日子發生。 

• 該地區有組織性的仇恨活動。 

 

 

如何區分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   
 

你必須知道「仇恨犯罪」(Hate Crime) 和「仇恨事

件」(Hate Incident) 的差別。仇恨事件是一項因仇恨

而引起的行動或行為，但依法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

言論自由保障。如果某起仇恨事件開始威脅到個人或

財產，就可能構成仇恨犯罪。  

 
 

仇恨事件的例子包括：  

• 用歧視名詞辱罵 。 

• 侮辱。 

• 在自己的物業上展示仇恨素材。 

• 張貼仇恨素材，但並未造成財產損害。 

• 在公共場所分發有仇恨訊息的素材。 

 

如果你是仇恨犯罪的目擊者或受害者   
 

 

• 立刻聯絡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 就醫 (如果需要)。  

• 寫下對方說的確切話語。 

• 記錄其他任何資料。 

• 保存所有證據 (如電話、塗鴉、蛋殼、受害者車

上所寫的字句、短訊等)。如果安全的話，請等

候執法人員抵達現場並拍照。 

• 取得其他 受害者 和目擊 證人的姓 名、地 址、 

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 

• 設法取得任何目擊證人對犯罪者或車輛的描述。 

• 聯絡當地反仇恨犯罪社區組織。 

加州司法部  
(State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oag.ca.gov/hatecrimes 

 

辦公室            (877) 433-9069 

加州司法部具有多項工具和資源，可以輔導和協助

地方、州和聯邦執法單位調查可能的仇恨犯罪案

件，包括鑑識、逮捕、起訴犯案者和定罪。   
 

加州受害者權利法案 / 瑪西法案  
(California Victim Bill of Rights/ 

Marsy’s Law) 
 

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在加州，受害者可透過刑事司法程序行使多項權

利。如欲了解該法案的完整條文和有關加州受害者

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加州檢察總長辦公室。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阿拉米達縣地方檢察署受害者/ 

證人保護計劃  
(Alameda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Victim/Witness Program)  
 

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 
 

電郵    askvw-da@acgov.org 

總機            (510) 272-6180 

如果你或某位家庭成員因為某起犯罪而直接受到 

傷害或面臨受傷威脅，你或許有資格透過加州受害

者賠償委員會 (CalVCB) 獲得財務援助。地方檢察署

受 害 者 /證 人 保 護科 的 權 益倡 導 員 能 幫 助你 填 寫 

CalVCB 申請表，以及申請獲取因這起犯罪而需要的

各項資源。  

加州公平就業及房屋委員會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DFEH)  

www.dfeh.ca.gov 
 

DFEH 是負責執行加州民權法律的州政府機關。此

機 關 的 任 務 是 保 護 加 州 居 民 免 受 非 法 歧 視 ， 

以及因偏見而觸發的暴力和人口販賣。 

http://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