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痛與療傷支援 
 
Casa Del Sol – La Clinica 
Casa del Sol 為阿拉米達縣的西班牙語社區提供諮詢、危
機介入和行為健康服務。 
https://laclinica.org/location/casa-del-sol 
1501 Fruitvale Avenue, Oak, CA 94601 
電話：          (510) 535-6200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亞健社 (Asian Health Services) 
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可
為使用廣東話、日語、高棉語、韓語、普通話、勉語、
越南語、他加祿語、緬甸語和英語的民眾提供個人和家
庭治療、團體諮詢和精神醫療服務。 
https://asianhealthservices.org/specialty-mental-health-
clinic/ 
101 8th Street, Suite 100, Oak CA 94607 
服務熱線        (510) 735-3939 
預約專線        (510) 735-3900 
 
全球傳播教育與藝術協會 (Glob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Art, GCEA) 
GCEA 為非洲移民提供諮詢、緊急收容、法律援助和轉
介方面的協助。  
https://www.globalcommunicationservices.org/ 
電話：          (510) 560-5520 
電郵：             info.gcsinc@gmail.com 
 
大衛王尊重生命協會 (King David Respect for Life) 
King David Respect for Life 為經歷兇殺事件的家庭提供危
機應對和支援服務，包括家庭拜訪、療癒圈、社區槍械
暴力宣導活動，以及其他治療服務轉介。 
www.kingdavidrespectforlife.org 
PO Box 27294 
Oakland, CA.94602 
510-415-6408 
 
屋崙同志社區中心 (Oakland LGBTQ Community 
Center) 
每月舉辦一次歡迎同志參加的悲傷喪親互助小組 
(LGBTQ-Friendly Grief & Loss Support Group)，並提供治療
師和諮詢師轉介。 
https://www.oaklandlgbtqcenter.org/ 
3207 Lakeshore Ave, Oak CA 94610 
支援專線：          (510) 781-2919 
服務台：          (510) 882-2286 
 

 
 
 
 

悲痛與療傷支援 
 
猶太家庭和社區服務 (Jewish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對於失去親人的家屬和朋友，我們每週一次的喪親互助
小組 (Bereavement Support Group) 能引導你走出喪親、
孤獨和憤怒的情緒，並且幫助小組成員學習如何與悲傷
共處。 
https://jfcs-eastbay.org/counseling-therapy/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電話：           (510) 704-7480 分機 235 
電郵：                 info@jfcs-eastbay.org 
 
阿拉米達縣關懷之友社 (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 of Alameda County) 
關懷之友社 (Compassionate Friends) 的成立宗旨是為正
在經歷傷痛的人提供友誼、理解和希望。 
https://www.compassionatefriends.org/ 
4101 Park Boulevard, Oak CA 94602-1206 
電話：          (510) 835-3579 
電郵：                 deannapankow@hotmail.com 
聚會資訊： 每月第 2 個星期二，晚上 7 時至 9 時 
 
子女遭害家長互助會 (Parents of Murdered 
Children) 
為家長和其他倖存者提供持續的情緒支持，協助他們重
建「新人生」，並幫助倖存者應對突如其來的悲傷，同
時也提供刑事司法系統方面的協助。 
https://pomc.org/ 
 
喬西喪親兒少與家庭之家 (Josie’s Place for 
Bereaved Youth and Families) 
Josie’s Place 為三藩市灣區經歷父母、兄弟姐妹、近親或
朋友離世之痛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有專人協助的同伴
互助小組。  
https://josiesplace.org/ 
電話：         (415) 513-6343 
 
積極前進組織 (Actively Moving Forward®，簡稱 
AMF)* 療傷計劃 (HealGrief) 
AMF 應用程式透過私訊、團體聊天、貼文和互動式留言
等功能，為年輕人提供有專人協助的線上互助小組、療
傷工具和資源。 
https://healgrief.org/amf-app 
電話：          (888) 489-9654 

 
全國罪案受害者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https://victimsofcrime.org 
電話：         (202) 467-8700 
電郵：         info@victimsofcrime.org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OPD) 

緊急：    911 
非緊急：   (510) 777-3333 
OPD 受害者服務   (510) 238-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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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對自己的案件有疑問，請於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之間聯絡調查員。 
 
兇殺       (510) 238-3821 
攻擊輕罪      (510) 238-3728 
攻擊重罪      (510) 238-3426 
搶劫       (510) 238-3326 
竊盜及財產犯罪      (510) 238-3951 
特殊受害者小組      (510) 238-7910 
家庭暴力小組       (510) 238-3256 
家庭暴力 (權益倡導員)     (800) 947-8301 
TDD 聽障專線      (510) 238-7612 

 
記錄部 (Records Division)     (510) 238-3021 
你可以透過親自到場、打電話或上網等方式，向記錄部
索取報告和車輛取回文件副本。部分報告可能因案件敏
感而無法立即提供。如果你的要求被拒絕，請聯絡你的
調查員。  

 
財物/拖吊車輛      (510) 238-3874 
聯絡財物小組 (Property Unit) 之前，請先向調查員確認
被扣押作為證物的財物是否已可取回。 

 
 
舉報專線 
 

兇殺        (510) 238-7950 
屋崙 (奧克蘭) 犯罪終結者  
(Oakland Crime Stoppers)     (510) 777-8572 
毒品       (510) 238-3784 
槍械       (510) 535-4867 
24 小時性侵害舉報專線     (510) 637-0298 
電郵：  Oaklandhomicide@oaklandca.gov 

 
 

 

 

 

 

受害者資源卡 
兇殺、搶劫、攻擊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455 7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www.oaklandpolice.com 

 

原告姓名 
 
 

事件日期                                時間 

 

事件編號 
 

 
已向受害者提供受害者權利  
(瑪西法案 Marsy’s Law) 資訊卡？ 
是   否  

 
已告知有關加州受害者賠償 
委員會計劃的資訊？ 
是   否  

 
承辦警員 
 
 
警員序號 
 
 

 
註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手冊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版本。TF - 3532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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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OPD)  
OPD 致力確保罪案受害者在經歷人生中最艱難的
時刻時，能順利獲得所有必要的援助。OPD 受害
者服務小組 (Victim Services Unit) 可提供有關直接
服務、後續關懷、權益倡導和刑事司法援助等轉
介。 

 

加州受害者權利法案 
(California Victim Bill of Rights) 
瑪西法案 (Marsy’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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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
《瑪西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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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加州受害者賠償計劃 
(California Victim 
Compensation Program) 

如果你或某位家庭成員因為某宗罪案而直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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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受害者/
證人保護部 (Victim/Witness Division) 的權益倡導員
能幫助你填寫 CalVCB 申請表，以及申請因這宗罪
案而需要的各項資源。 
 
阿拉米達縣地方檢察署受害者/證人保護 (District 
Attorney Victim/Witness, DAVW) 總辦事處 
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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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金歸還小組      (510) 272-6299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Alameda County Family 
Justice Center)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辦公室       (510) 267-8800 
 

 
 
 
 

申請法令 – 阿拉米達縣 
http://www.alameda.courts.ca.gov/pages.aspx/Family-Law-
How-to-fill-out-and-file-the-restraining-order-forms 

辦公室       (510) 891-6028 

加州罪案受害者計劃 (California Victim 
Compensation Program) 可提供下列服務 (此為一部
分清單)： 
 

• 危機介入 
• 緊急協助 
• 資源和轉介 
• 財物歸還 
• 賠償金歸還協助 
• 案件進度和裁決 
• 案件支援和陪同 
• 受害者影響陳述 
• 僱主介入 

 

CalVCB 可能補償下列損失： 
 

• 醫療/牙科 
• 精神健康諮詢 
• 工資/收入損失 
• 喪葬 
• 職業再訓練 
• 緊急搬遷 
• 罪案現場清理 
• 居家安全 
• 住宅或車輛改裝  
• 醫療上必需的設備 

 

下列損失無法由 CalVCB 補償，但或許可在被告判
決或民事訴訟期間透過法院下達的賠償金歸還令
加以補償。 
 

• 個人財產損失，包括現金 
• 痛苦與創傷 

 
阿拉米達縣法醫部 (Alameda County 
Medical Examiner) 
阿拉米達縣法醫及驗屍官部  (Alameda 

County Medical Examiner and Coroner) 隸屬於阿拉
米達縣治安官辦公室  (Alameda County Sheriff’s 
Office)，其職務是負責判定死亡時間和死因，並且
撰寫和保存死亡記錄。這些記錄可能用於刑事調
查和保險索賠事宜。 
 
驗屍官處 (Coroner’s Bureau) 
2901 Peralta Oaks Court, Oak CA 94605 
辦公室    (510) 382-3000 

危機應對 
下列機構為面臨危機和具有立即需求的家庭提供以下服
務：悲傷諮詢、個人和團體精神健康諮詢、財務援助服
務轉介、告別式及葬禮規劃、擔任家庭和市府官員之間
的溝通橋樑，以及提供懸案支援。 
 

青年珍惜生命協會 (Youth ALIVE!) 
Youth ALIVE! 透過卡達飛華盛頓計劃 (Khadafy Washington 
Project)，向兇殺案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進行緊急應對輔
導，以防報復和協助療傷。「陷入交火」(Caught in the 
Crossfire, CITC) 是 Youth ALIVE! 在醫院中提供的暴力介入
計劃，旨在為遭遇槍擊、刺傷或身體攻擊等暴力傷害的
受害者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www.youthalive.org     3300 Elm St, Oak CA 94609 
Khadafy Washington Project         (510) 594-2588 分機 329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510) 681-4281 
CITC 電郵                    intervention@youthalive.org 
電郵                   mail@youthalive.org 

 
東灣天主教慈善會 (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East 
Bay, CCEB) 
CCEB 為直接或間接受兇殺案影響的青少年、成人和家
庭提供輔導。  
www.cceb.org 
總辦事處        (510) 768-3100 
危機專線         (510) 282-7264 
電郵         ijean@cceb.org 
 

克里斯多夫拉韋爾瓊斯基金會 (Christopher Lavell 
Jones Foundation) 
本基金會致力為他們所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帶來生命中的
正面影響。 
https://cljfoundation.com/index.html 
PO Box 5804, Oak CA 94606 
電話         (510) 875-0050 
電郵                 bgrisham@cljfoundation.com 
 
卡達飛華盛頓基金會 (Khadafy Washington 
Foundation)  
Khadafy Washington Foundation 提供家庭緊急救助服務，
並且每月舉辦一次倖存者互助小組。 
www.khadafywashington.org    1156 8th St, Oak CA 94607 
電話          (510) 830-8616 
電郵                 Tkwf35@yahoo.com 
 
阿達米卡村 (Adamika Village) 
這是一個由受害者帶領的平民組織，旨在為陷入危機的
家庭提供緊急援助。 
https://adamikavillage.org/ 
電郵：                  adamikaadamika@gmail.com 

 
 

悲痛與療傷支援 
下列組織為家庭提供持續的悲傷輔導和復原服務： 
 
關懷圈 - 東灣兒童保護機構 (Circle of Care - East 
Bay Agency for Children/EBAC) 
EBAC 的轉型式計劃能幫助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從創傷
中復原；該計劃以服務對象現有的韌性為基礎，建立更
強大的恢復能力，以防止過去或未來的逆境造成長遠傷
害。  
https://www.ebac.org/services/circle.asp 
電話：               (510) 531-7551 x3195 
電郵：            CircleofCare@EBAC.org 
 
阿拉米達縣危機支援服務 (Crisis Support Services 
of Alameda County, CSS) 
CSS 計劃為喪親者提供個人和團體諮詢。喪親治療團體 
(Bereavement Therapy Group) 是一個安全且保密的治療
團體，可提供教育、治療和實際策略來幫助在經歷傷痛
的人士，讓他們逐步邁向痊癒之路。 
www.crisissupport.org/resources/bereavement 
P.O.Box 3120, Oak CA 94609 
電話：          (510) 420-2460 
24 小時危機專線：        (800) 273-8255 
 
千位母親防暴力聯盟 (1,000 Mothers to Prevent 
Violence) 
本聯盟的使命是為兇殺案和罪案的受害者及倖存者提供
持續的關懷支持和服務，減輕暴力所造成的創傷。 
https://1000mothers.org 
電話           (510) 583-0100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Alameda County Family 
Justice Center) 
為罪案受害者提供下列治療和復原服務：精神健康治療服
務、醫療和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護理協調，以及兇
殺案受害者家屬和及親人支援服務。 
http://www.acfjc.org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辦公室：         (510) 267-8800 
 
卡爾梅托耶家庭諮詢中心 (Carl B. Metoyer Center 
for Family Counseling) 
為阿拉米達縣家庭提供免費的限時諮詢和個案管理服務，
主要服務東屋崙 (奧克蘭) 社區。 
www.cbmcffc.org 
9925 International Bl.Ste 6   Oak, 94603 
電話：           (510) 562-3731   
電郵：                  admin@cbmcf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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