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販賣 

舉報人口販賣  

匿名舉報專線  

(510) 238-2373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455 7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www.oaklandca.gov/resources/missing-person 

 

舉報人口販賣   
911 

 

特殊受害者小組 (Special Victims Section, SVS)  

24 小時熱線 

(510) 238-3641 
 

OPD 刑案/兒童剝削小組 (Vice/Child Exploitation)  

(510) 238-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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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資源卡 

 
Covenant House/Dreamcatchers 

https://covenanthousecalifornia.org/
dreamcatcher-youth-services/ 

所有服務             (800) 319-1114 
 

DreamCatcher 青少年服務是加州 Covenant House 的一

項計劃，其宗旨是為無家可歸、沒有穩定住處和/或遭遇

人口販賣的 13-18 歲青少年提供一個容身之所。

DreamCatcher 是阿拉米達縣唯一專為 13-18 歲青少年而

設的收容所。  

 

聯邦資源  
 

國土安全部  
藍色行動 (Blue Campaign) 

舉報可疑的人口販賣  

 
 
 

加州政府   
https://oag.ca.gov/human-trafficking 

全國打擊人口販賣資源中心   
 

熱線     (888) 373-7888 
 

短訊：     233-733 (Be Free)  
 

這是全國性的免費熱線，全天候接聽來自全美任何地方的電

話，並支援超過 200 種語言。此熱線的使命是協助人口販賣

的受害者和倖存者能夠獲得關鍵的支援和服務，使他們能得

到幫助並確保安全。  
 

加州受害者權利法案  

瑪西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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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

所謂的《受害者權利法案》(Victims’ Bill of Rights)，又稱

《瑪西法案》(Marsy’s Law)。如欲了解該法案的完整條文和

有關加州受害者服務 (California Victim Services) 的更多資

訊，請瀏覽：   
 

 
 
 

加州受害者賠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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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Victim Compensation Board, CalVCB) 獲得財務

援助。   

阿拉米達縣 DAVW 總辦事處  
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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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犯罪受害者」(California Victim of Crime, CalVCB)  

申請表，以申請獲取因這起犯罪而需要的各項資源。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1401 Lakeside Drive, Suite 802 Oak, CA 94612 

電郵            askvw-da@acgov.org 

總機     (510) 272-6180 

索賠     (510) 272-5044 

賠償小組    (510) 272-6299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Alameda County Family Justice Center)  

http://www.acfjc.org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對外開放，可隨時為家庭暴力、跟

蹤、性侵犯和剝削、兒童虐待、兒童綁架、老人和受撫養成人

虐待，以及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提供危機需求服務。  

辦公室     (510) 267-8800  

本手冊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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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遏止人口販賣  

美國是性販賣的首要目的地，而這類犯罪也發生

在屋崙 (奧克蘭) 市。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致力

幫助遭到販賣的人。我們援救受害者，逮捕人口

販子、與維權團體結盟幫助受害者，並與阿拉米

達縣地方檢察署合作起訴人口販子。  
灣區婦女反強暴組織  

(Bay Area Women Against Rape)  
 

https://bawar.org 
 

24 小時熱線                 (510) 845-7273 

電郵：                  bawar@bawar.org 
BAWAR 的「達致平衡以克服暴力環境」(Achieving Balance to 

Overcome Violent Environments, ABOVE) 計劃為所有遭到商

業性剝削和性販賣的倖存者提供 24 小時危機穩定服務。透過

社區教育，我們致力以人性化和去污名化的方式處理倖存者的

心聲和經歷。    

24 小時危機應變   一對一同伴諮詢  

權益倡導    陪同出庭  

拘留所拜訪   轉介/資訊提供  

24 小時危機熱線   個人護理包 (盥洗用品等)  

 

如果你遭遇以下情形，就可能是受害者...  
 

司法部將人口販賣定義為：透過強迫勞動、勞役償債 (強迫受

害者工作以償還債務)、奴隸或非自願奴役的形式剝削他人；

以及用強迫、詐騙或高壓手段從事兒童或他人的性販賣。  
 

如果有人對你做出下列行為，你就可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 強迫你違背自己的意願工作。  

• 使用威脅手段向你討債，或強迫你工作以償還債務。 

• 威脅傷害你和/或你的家人，以強迫你工作。 

• 強迫或壓迫你賣淫或從事其他性行為。 

• 拿走你的護照、出生證明或身份證，以脅迫和控制你的 

行動。 
 

 

你可以得到幫助  

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可能需要多種不同的服務。有一些資源，如穩

定住所或醫療服務，能幫助你應對創傷。請與 [Agency] 受害者服

務部門談談，了解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可為你提供哪些資源。    
 

 

諮詢的好處  

在安全情況下，你可以考慮與諮詢師傾談。尋求諮詢的部分好處

包括：  
 

• 了解各種應對技巧和策略，幫助你繼續進行日常活動和維繫

人際關係。  

• 建立一個互助網，減輕創傷經歷對你的身體、心理和情緒所

造成的負面影響。  

• 在一個保密環境下，你可以討論下列話題：  
  關於未來的安全規劃和選擇。   
         事件經過和你對此事件的感受。  
 法律和司法裁決。  

灣區支援組織  

人口剝削與販賣觀察小組  
(Human Exploitation & Trafficking Watch)  

Info@heatwatch.org  

舉報專線    (510) 208-4959 

阿拉米達縣的人口剝削與販賣觀察小組 (簡稱 HEAT Watch) 運用五點

策略來支援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和高風險人士、吸引社區成員參與、提

高民眾警覺，致力防範和打擊一切形式的人口販賣活動。  

激勵、啟發、支持與服務遭受性剝削之青少

年團體 (Motivating, Inspiring, Support-
ing & Serving Sexually Exploited 

Youth, MISSEY)  
 

https://misssey.org 
 
辦公室：                  (510) 251-2070 

全國熱線：                               (888) 373-7888 

電郵：                 info@misssey.org 
遭受商業性剝削的兒童 (CSEC) 是多重人權侵害的受害者和倖

存者。他們需要且應該得到專業化的治療，以及不帶批判、

熟知創傷，且以療癒為核心的服務。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具

備謙卑的文化素養、同情心以及相關的人生經歷。  
 

Progressive Transitions 
https://www.progressivetransitions.org 

 

電話：             (510) 917-0666  
我們的使命是致力根絕一切形式的親密關係暴力和性別暴力。 

我們相信，人人有權在身體、情感和經濟上受到安全保障。 

Love Never Fails 

https://www.loveneverfailsus.com/ 
 

總辦事處：                  (844) 249-2698 

我們致力促進所有青少年的福祉，並且治癒、教育和保護受

到性販賣剝削的青少年。我們的方法是在倖存者追求安全和

圓滿的路途上，全面滿足他們的需求。  

全國失蹤與被剝削兒童援助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  
www.missingkids.org 

 

24 小時熱線     866-305-HOPE (4673) 

全國失蹤與被剝削兒童援助中心的 HOPE 小組可協助失蹤與被

剝削兒童的家庭，以及某幾類性虐待、綁架或其他失蹤個案的

成人倖存者。    

http://www.missingkid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