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家庭暴力？ 
https://www.alcoda.org/victim_witness/domestic_viol
ence 

家庭暴力是指一個人對現任或前任親密伴侶施虐的這種
行為模式。所有罪案受害者、其家庭成員和目擊證人都
可以向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OPD) 尋求相關資訊和協
助。 
 

OPD 家庭暴力小組 (Domestic Violence Unit) 

家庭暴力小組    (510) 238-3256 

24 小時危機專線    (800) 947-8301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致力於保護家暴受害者。  

家庭暴力介入小組 (Domestic Violence Intervention Unit) 
的成立宗旨是幫助家暴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終結暴力循
環。該小組可提供諮詢、法庭代訟、有關警方應對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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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Violence Law 
Center, FVLC) 
24 小時危機專線    (800) 947-8301 
機動應變小組 (Mobil Response Team)  

週末和假日 24 小時值勤 

TTY 聽語障礙專線和 TTY 電話轉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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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LC 幫助阿拉米達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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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遷協助。專門提供緊急收容所和搬遷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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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協助 

家庭法律中心   (510) 451-9261  
自我幫助服務   (510) 272-1393 
民法諮詢及法律協助 
1-800-VICTIMS   (800) 842-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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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Lakeside Drive, Suite 802 Oak, CA 9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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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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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米達縣家庭司法中心可為所有文化背景和社區中的
家庭提供有關家庭暴力、性侵害、兒童虐待和老人虐待
等多種援助服務，無須預約。 
 

受害者每日資訊通知 (Victim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 Everyday, VINE) 
電話：    (800) 511-1687 

當犯案者被逮捕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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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法令 

戴維森法院家事法小組 (Rene C. Davidson Courthouse 
Family Law Unit) 
1225 Fallon Street, Room 250, Oak, CA 94612 
辦公室    (510) 891-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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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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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裔家暴專線   (510) 547-2360 

La Clinica de la Raza  (510) 535-4000 
(西班牙語/精神健康) 

Narika    (800) 215-7308 
(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旁遮普語) 

全球傳播教育與藝術協會  (Glob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Art, GCEA)  
(阿姆哈拉語、提格利尼亞語、阿拉伯語、索馬利亞語) 
    (510) 560-5520 

殘障人士服務 
聽障希望 (Deaf Hope TTY)  (866) 332-3467 

24 小時家暴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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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家暴專線   (800) 799-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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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ark) (510) 792-4357 
受虐婦女服務 (Marin)  (415) 924-6611 

西班牙語專線   (415) 924-3456 
男性專線   (415) 924-1070 

緊急收容所 (Hayward)  (510) 786-1246 

Tri-Valley 女性收容所  

(Livermore)   (800) 884-8119 
創造婦孺未來 (Building Futur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866-AWAYOUT 
 
阿拉米達縣以外的收容所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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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裔婦女收容所 (三藩市)   (877) 751-0880 

Next Door (聖荷西)  (408) 279-2962 

克服關係虐待互助會  (Community Overcoming 

Relationship Abuse, C.O.R.A.) (聖馬刁) (週一至週五)
    (800) 300-1080 
女性逃離暴力環境  (Women Escaping A Viol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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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ical Svc Center) 

    (800) 309-2131 
家庭暴力研究院 (Family Violence Institute) 
    (510) 628-9065 
La Clinica de la Raza  (510) 535-4000 
Safe Passages   (510) 267-8807 
暴力環境的安全替代方案 (Safe Alternatives to Violent 

Environments, SAVE)  (510) 794-6055 
婦女團結消除虐待公司 (Women Organized to Make 
Abuse Nonexistent, Inc.,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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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Health  (925) 462-5544 
Davis Street 社區中心   (510) 635-8200 

心理服務中心 (Psychological Svc Center) 
    (800) 309-2131 
男性反暴力組織 (Men Against Violence) 

    (415) 613-4499 
ManAlive   (415) 861-8614 

男性家暴專線   (888) 743-5754 

男性創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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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受害者 
務必首先確保你的即時安全。試著前往安全的地方，並
聯絡當地警方。你不應洗澡、更衣、沖洗或灌洗身體或
是移動周遭的任何物品，直到警方進行調查為止。如果
你換下衣物，請將所有衣物 (包括內衣褲) 放進一個紙袋
中交給警方。打電話給你信任的人，如朋友、親屬或支
援人員。 
 

作為性侵害受害者，當你接受任何醫療或採證性質的初
步體檢，或任何執法人員、地方檢察官或辯護律師的訪
談時，你有權要求有受害者權益倡導員和支援人員在場；
此權益倡導員和支援人員均由你自行選擇。 

 

你在事發後可以考慮尋求專業諮詢。即使性侵害是你認
識的人所為 (包括你的配偶)，此行為也屬於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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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受害者可能有資格透過加州受害者賠償委員會 
(California Victim Compensation Board, CalVCB) 獲得財
務援助和諮詢服務。如欲申請，請聯絡地方檢察署的受
害者/證人協助計劃 (Victim Witness Assistance Program)。 
 

受害者身份保密 

根據《加州政府法典》第 6254 節，性罪案和家庭暴力的
受害者可以要求不在公開紀錄留下自己的姓名。若受害
者要求保密，則除了執法或訴訟目的以外，所有人將禁
止向任何人披露受害者的姓名。除了檢察官以外，受害
者的地址將不得向其他人披露。 
 

性侵害受害者諮詢中心 
 

Highland 醫院 (屋崙 (奧克蘭) 市) (510) 437-4688 

灣區婦女反強暴組織 (Bay Area Women Against Rape)

    (510) 845-7273 
 

Benioff 兒童醫院兒童保護中心 (510) 428-3742 
 

全國性侵害專線   (800) 656-HOPE 
 

康特拉科斯塔強暴危機中心 (Rape Crisis) 

    (800) 670-7273 
 

性侵害專線 (午後開放)  (510) 534-9290 
 

Tri-Valley 女性收容所  (800) 884-8119 
 

三藩市婦女反強暴組織  (415) 64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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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口 
 

失蹤人口是指任何未成年或成年人自願或非自願地失蹤，
而此情況有違其平常習慣或行為，且可能需要協助。屋
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OPD) 明白每宗失蹤或綁架案件都
對家屬和社區造成壓力和創傷。OPD 受理任何失蹤人口
通報，絕不拖延，包括逃家個案在內。 

 
全國失蹤與被剝削兒童援助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  
www.missingkids.org 
24 小時專線       866-305-HOPE (4673) 
希望小組 (Team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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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當小組 (Team Adam) 可在關鍵失蹤兒童案件中迅速為執法單
位和家庭提供現場協助。 
 
全國失蹤及身份不明人士系統 (National Missing 

and Unidentified Persons System, NamUs)  
www.findthemissing.org 
www.namus.nij.ojp.gov 
免費專線：    (855) 626-7600 

電郵：          NamUs@unthsc.edu 
NamUs 是一個全國資訊交換所及資源中心，其中匯集了全美
各地的失蹤人口、身份不明人士和無人認領遺體案件。
NamUs 提供多項工具，讓失蹤人口的家屬可以輸入和搜尋個
案資料。 
 
加州政府  
https://oag.ca.gov/missing/mups 
加州司法部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的失蹤及身份
不明人士科  (Missing and Unidentified Persons Section, 
MUPS) 負責協助全加州的執法單位尋找失蹤人口。MUPS 保
有全加州的檔案，其中包含失蹤和身份不明人士的牙齒紀錄、
相片和身體特徵。 
 
波莉克拉斯基金會 (Polly Klaas Foundation) 

www.pollyklaas.org 
800-587-4357 
Polly Klaas Foundation 致力保障所有孩童的安全並協尋
失蹤兒童。  

 
阿達米卡村 (Adamika Village) 

https://adamikavillage.org/about-us 
電郵：         adamikaadamika@gmail.com 
紫蝴蝶 (Purple Butterfly) 計劃努力尋找失蹤人士，使他們與
家人團圓，並且解救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黑人失蹤人口基金會 (Black and Missing) 

https://blackandmissinginc.com/ 
舉報專線   (877) 972-2634 

 
 
 
 
 
 

人口販賣 
美國是性販賣的首要目的地，而這種罪案也發生在屋崙 
(奧克蘭) 市。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想幫助遭到販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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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遭到人口販賣，或認為你認識的人是人口販賣的

受害者，下列組織能提供協助。 
 
灣區婦女反強暴組織 (Bay Area Women Against 
Rape, BAWAR) 
https://bawar.org 
專線    (510) 345-1056 

電郵：             bawar@bawar.org 
BAWAR 的「達到平衡並克服暴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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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急安撫穩定服務。 
 
激勵、啟發、支持與服務遭受性剝削之青少年組織 

(Motivating, Inspiring, Supporting & 
Serving Sexually Exploited Youth, MISSSEY) 
https://misssey.org 
辦公室：   (510) 251-2070 

全國專線：   (888) 373-7888 
電郵：             info@misssey.org 
為遭到商業性剝削所影響的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務。 
 
阿拉米達縣人口剝削與販賣監察計劃 (Human 

Exploitation and Trafficking Watch, HEAT Watch) 
http://www.heatwatch.org/ 
HEAT Watch 舉報專線：   (510) 208-4959 
HEAT Watch 致力防範和打擊一切形式的人口販賣，其中
運用五點策略來支援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和高風險者、吸
引社區成員參與並提高民眾警覺。 

 
Love Never Fails 
https://www.loveneverfailsus.com/ 
總辦事處：(844) 249-2698 
復原、教育和保護人口販賣的倖存者和社區。 
 
Covenant House/Dreamcatchers 
www.covenanthousecalifornia.org/dreamcatcher-
youth-services 
全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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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無定所和/或遭遇人口
販賣的 13-18 歲青少年提供一個安身之處。  
DreamCatcher 是阿拉米達縣唯一專為 13-18 歲青少年而
設的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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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經濟上得到
安全保障。 

 

長者服務 (60 歲以上)  
阿拉米達縣老人服務部門  (800) 510-2020 
成人保護服務    (510) 577-3500 
老人虐待受害者/證人小組  (510) 272-6180 
女性逃離暴力環境 (Women Escaping A Violent 
Environment, W.E.A.V.E.) - 沙加緬度 (916) 920-2952 

兒童資源 
在家暴的家庭中成長，會影響孩童每個階段的發展。下
列組織能為接觸到暴力的兒童提供諮詢和資源： 
 

關懷圈和同伴計劃 (Circle of Care & Pals Program)
    (510) 531-7551 
家庭暴力教育和篩查 (Domestic Violence Education and 
Screening, DOVEs) (屋崙 (奧克蘭) 兒童醫院) (Children’s 
Hospital Oakland, CHO)  (510) 428-3135 
家庭暴力法律中心 (Family Violence Law Center)
    (510) 208-0255 
La Clinica de la Raza  (510) 535-4000 

 
聯邦資源 - 司法部 (Dept of Justice)  
失蹤及身份不明人士科  (916) 227-3290 
失蹤兒童專線      (800) 222-FIND (3463)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緊急服務 

警察、消防或醫療  911 
手機請撥   (510) 777-3211 

非緊急專線    (510) 777-3333 

TDD 聽障專線   (510) 238-3227 

911 報案短訊   911 
 

警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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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暴力小組 (權益倡導員)    (800) 947-8301 
兇殺科    (510) 238-3821  
特殊受害者小組   (510) 238-3641 
重罪攻擊科   (510) 238-3426  
搶劫科    (510) 238-3326  
竊盜及財產犯罪   (510) 238-3951 
TDD 聽障專線   (510) 238-7612 
 

舉報專線 
24 小時性侵害舉報專線  (510) 637-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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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殺     (510) 238-7950 
Oaklandhomicide@oaklandca.gov 

 
 
 
 
 

 

 

特殊受害者  
資源卡  

 

家庭暴力 

性侵害 

人口販賣 

 失蹤人口 

 
屋崙 (奧克蘭) 市警察局 

455 7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原告姓名 

 

事件日期  時間 

 

事件編號 

被告姓名 

 
 

已遭逮捕：         是  否  

已向受害者提供家暴諮詢師：       是  否  

已告知禁制令規定：         是  否  

已提供受害者權利卡        是  否 
 

如果是，請列出你告知的規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警員 序號 

 

 

註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手冊設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版本。 

TF-869 (2021 年 9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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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ackandmissinginc.com/
https://bawar.org/
https://misssey.org/
http://www.heatwatch.org/
https://www.loveneverfailsus.com/
http://www.covenanthousecalifornia.org/dreamcatcher-youth-services
http://www.covenanthousecalifornia.org/dreamcatcher-youth-services
https://www.progressivetransitions.org/
mailto:Oaklandhomicide@oaklandc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