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小時危機熱線  

(800) 947-8301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455 7t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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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家庭暴力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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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小組 (警員) 
(510) 238-3256  

 
家庭暴力小組 (權益倡導員) 

(800) 947-8301 
 
 

特殊受害者小組 (SVS) 

24 小時熱線 
(510) 238-3641 

 
911 報案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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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 

本手冊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版本。 

TF - 3533 (2021 年 12 月) 

灣區 24 小時家暴熱線  
如需有關如何處理緊急問題的建議，或需要協助尋找住處，
請聯絡以下機構： 
 

A Safe Place (屋崙 (奧克蘭) 市) (510) 536‑7233 

A Second Chance (聖利安住) (510) 481-8645 

A Second Chance (紐華克)  (510) 792‑4357 

Abused Women's Svcs (馬林縣) (415) 924‑6611 

西班牙語專線    (415) 924‑3456 

男性熱線    (415) 924‑1070 

緊急收容所 (海沃)  (510) 786‑1246 

Tri‑Valley Haven for Women (利佛摩) (800) 884‑8119 
Building Futur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婦孺協助   866‑AWAYOUT 
 
 

阿拉米達縣以外的收容所 

你可以聯絡遠離你家附近的收容所。當你越難被找到時，
可能便越安全： 
 

La Casa de Las Madres (三藩市)  (877) 503-1850 

Asian Women's Shelter (三藩市)  (877) 751‑0880 

Next Door (聖荷西)  (408) 279‑2962 

克服關係虐待互助會 (C.O.R.A.) 

(聖馬刁) (週一至週五)   (800) 300‑1080 

W.E.A.V E. (沙加緬度)  (916) 920‑2952 
 
 

受害者諮詢和支援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510) 267-8800 

阿拉米達縣精神健康計劃  (800) 491‑9099 

非虐待關係中心    (510) 452‑6243 

心理服務中心    (800) 309-2131 

家庭暴力研究院    (510) 628‑9065 
La Clinica de la Raza  (510) 535‑4000 
Safe Passages   (510) 267-8807 
SAVE    (510) 794-6055 
Woman’s Inc.   (877) 384-3578 
Mujeres Unidas   (415) 431-2562 

屋崙 (奧克蘭) 同志中心   (510) 781-2919 
 

施暴者治療 

Axis 社區健康    (925) 462-5544 

Davis Street 社區中心   (510) 635-8200 

心理服務中心    (800) 309-2131 
Men Against Violence  (415) 613-4499 
ManAlive    (415) 861-8614 

男性家暴熱線    (888) 743-5754 
Men Creating Peace  (510) 730-0184 
 

緊急危機、糧食和收容所 

美國紅十字會    (510) 595-4400 

阿拉米達縣食物銀行協助專線  (800) 870-3663 



何謂家庭/親密伴侶暴力 

你永遠有權獲得安全保障。你不該被毆打

或受威脅，也永遠不該在一段關係中必須

擔心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親密伴侶暴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是指在

一段親密關係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表現出想要維持權

力和控制的行為模式。這類行為可能包括：施加肢體和

性暴力、威脅和恐嚇、情感虐待和財務控制  

https://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domestic_violence 

 

 

 

你可以得到幫助 
 

你可能覺得親友不了解你的處境，導致你孤立無援。 

那些親友可能不知道你被虐待、不確定如何幫助你， 

或選擇不幫助或支持你。甚至，他們可能不認為虐待行

為是錯的。無論是在受虐關係期間或其後，受害者都需

要支持。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被伴侶虐待，請考慮向受

害者權益倡導員尋求支持；他們會理解你正在經歷的種

種困境。本手冊列有一些能幫助你的本地支持組織。 

另外，如果任何人需要相關資訊或單純需要談話， 

亦可撥打 24 小時服務的全國家暴熱線。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致力於保護家暴受害者。 

家庭暴力小組   (510) 238-3256 

24 小時危機熱線   (800) 947-8301 
 

家庭暴力介入小組 (Domestic Violence Intervention Unit) 

的任務是幫助家暴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終結暴力循環。

該小組可提供諮詢、法庭辯訟、有關警方回應和法庭程

序的資訊、有關申請禁制令的資訊和協助、有關跟蹤問

題的建議、社區資源轉介，以及有關提起訴訟的協助。 

下列組織也能幫助你和家人確保安全。 

家庭暴力法律中心 24 小時危機熱線 

(800) 947-8301 

TTY 聽語障服務： 

711 或 (800) 735-2929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http://fvlc.org 

  

家庭暴力法律中心 (FVLC) 旨在幫助阿拉米達縣多元族群從家庭

暴力和性侵害中復原。我們的權益倡導員訓練有素且充滿關懷，

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值勤為你提供下列服務： 

 危機介入 

 安全規劃 

 實用的諮詢和其他支援服務轉介。 

 

FVLC 的機動應變小組 (Mobile Response Team) 能在醫療院所和

警方辦案現場採取現場因應措施，並可為面臨立即危險的倖存者

提供緊急收容和搬遷協助。所有服務皆可透過口譯員以任何語言

提供，且所有對話都會保密。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http://www.acfjc.org 

(510) 267-8800    
470 27th Street, Oak, CA 94612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 (ACFJC) 是接受非預約的綜合服

務中心，可幫助所有文化背景和族群的受害者和家人。

ACFJC 為遭受人身虐待、性虐待和/或心理虐待的所有年齡

受害者提供安全、保密的環境。請考慮透過 ACFJC 獲取超

過 100 種資源和 30 個合作夥伴的現場服務，包括諮詢

師、兒童權益倡導員、互助小組、執法人員、檢察官和律

師– 全都匯集在一處。 

阿拉米達縣地方檢察署受害者/ 

證人保護 
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 

總機   (510) 272-6180 

索賠            (510) 272-5044 

賠償小組  (510) 272-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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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可以申請因犯罪受害而需要的各項資源。 
 
 

取得法院命令 

http://www.alameda.courts.ca.gov/pages.aspx/Family-
Law-How-to-fill-out-and-file-the-restraining-order-forms 

受害者每日資訊通知 (VINE)  
 

VINE 專線  (800) 511‑1687 

允許倖存者、犯罪受害者和其他關切民眾取得美國拘留

所和監獄系統中的及時可靠資料，以便了解犯案者行蹤

或犯罪案件進度。犯案者最多可能只羈押 48 小時， 

而且在多數情況下，他/她可能隨時獲保釋出獄。若要查

詢犯案者被羈押在哪一所監獄或拘留所，並且申請在犯

案者獲釋時接到通知，請致電以上 VINE 專線。 
 

 

多語言服務協助 

亞裔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510) 451‑6729 
柬埔寨語、中文、日語、韓語、寮語、 

勉語、他加祿語、泰語及越南語  
 
韓語家暴熱線    (510) 547‑2360 
 
La Clinica de la Raza  (510) 535‑4000 
西班牙語  
 
Narika    (800) 215‑7308 
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及旁遮普語 
 
全球傳播教育與藝術協會  
阿姆哈拉語、提格利尼亞語、 

阿拉伯語及馬利亞語  (510) 560-5520 
 

 

全國家暴熱線  
1-800-799-7233 TDD: 1-800-787-3224 
https://www.thehotline.org/ 
 

全國家暴熱線一年 365 天、每週七天 24 小時

為家暴倖存者提供必要的協助工具和支持，讓他們能脫離虐

待，重獲新生。這條熱線可以用 200 多種語言提供免費、

保密且關懷的支持、危機預防資訊、教育和轉介服務。 
 
 

 
加州受害者權利法案 / 瑪西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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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https://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domestic_violence
http://fvlc.org
http://www.acfjc.org
http://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
http://www.alameda.courts.ca.gov/pages.aspx/Family-Law-How-to-fill-out-and-file-the-restraining-order-forms
http://www.alameda.courts.ca.gov/pages.aspx/Family-Law-How-to-fill-out-and-file-the-restraining-order-forms
http://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