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準確的資料，將能協助警方。警
方會想知道當時說了什麼話；做了什麼
事情；擲出了什麼東西；事件發生在何
時何地；襲擊者(們)的相貌如何。
•
•

•

確切地寫下襲擊者的說話，嘲諷和種
族或性別的侮辱都能顯示動機。
保存所有證據 – 包括電話、塗鴉 – 這
些都可能有助控告負責者。拍攝照
片，也不要取消手機內的信息。
留意行凶者車輛的細節：品牌、型
號、顏色和車牌號碼等等。

警方會如何處理呢？
我們認真對待仇恨犯罪。我們將採取
與罪行嚴重性一致的方式，調查涉嫌
的仇恨犯罪。
•
•

•
•

我們會派警務人員前往現場。
如果警員得出結論，認為發生了仇恨
罪行，警員將保護犯罪現場，並要求
主管到現場回應。
如果主管同意有關警員的評估，便會
通知負責指揮官。
現場主管將指示初步調查，如情況合
適的話，並會要求立即跟進調查。

社區轉介名單
機構
Anti-Defamation League
(415) 981-3500
Asian Law Caucus
(415) 896-1701
Centro Legal de la Raza
(510) 437-1554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415) 274-6750
Community United Against
Violence
(415) 333-4357
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 (CAIR)
(408) 986-9874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800) 884-1684
(510) 622-2941
FBI Civil Rights Unit
(415) 553-7400
GLBT National Help Center
888-843-4564
Islamic Network Group
(408) 296-7312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415) 921-5225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415) 543-9444
Muslim National Hate Crimes
Hotline
(800) 898-3558
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
(800) 898-3558
NAACP, Oakland Branch
(510) 652-8493
SF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415) 252-2500
South Asian Bar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888) 996-6428

負責範疇

仇恨犯罪

反猶太主義
www.adl.org
反亞裔的暴力行為
www.asianlawcaucus.org
拉丁裔社區
www.larazacrc.org
美國華裔社區;
確定及質疑是同性戀、女
同性戀、雙性戀及變性者
www.caasf.org
同性戀、女同性戀、雙性
戀及變性者
www.cuav.org
美國最大的伊斯蘭公民自
由組織
www.cair-california.org
所有社區
www.dfeh.ca.gov
所有社區
www.fbi.gov
確定及質疑是同性戀、女
同性戀、雙性戀及變性者
www.glnh.org
伊斯蘭社區
www.ing.org
美國日裔社區
www.jacl.org
所有社區

屋崙(奧克蘭)市
警察局

www.lccr.com
伊斯蘭社區
所有社區
www.mpac.org
美國非洲裔社區
www.naacpoakland.org
所有社區
www.sf-hrc.org
南亞裔社區及其他
www.southasianbar.org

455 - 7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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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是針對根據受害人的真實或
被認作的種族、國籍、宗教、性取
向、殘疾或性別的人的任何犯罪行為
或未遂的犯罪行為。
仇恨犯罪也可以針對公共機構或私營
機構。
仇恨犯罪是在傳統的罪行上加上偏見
元素所造成的混合物，毒害著我們的
社區。
仇恨罪行涉及不同的方式，從口頭恐
嚇和騷擾，到損害財產，以至身體暴
力和謀殺不等。
仇恨罪行的犯罪者，的目的不僅是恐
嚇或傷害一個人，而且是威脅和恐嚇
受害人所屬的整個群體。

屋崙(奧克蘭)市警察局
認真對待仇恨犯罪，
視為嚴重罪行，並會優先關注

已在加州犯下的仇恨犯罪包括：
•
•
•

於 Brentwood 市一個黑人家庭的住
處燃燒十字架
於洛杉磯市一個猶太教教堂發生槍
擊事件
發送死亡恐嚇和種族辱罵郵件到屋
崙(奧克蘭)市和阿拉米達市的政客

•
•
•
•

和公民權利活動分子的住宅和辦公
室
於三藩市阿拉伯裔美國人的熟食店
砸碎了窗口和塗鴉
於三藩市發生針對同性戀男子發生
的暴力襲擊事件
於屋崙(奧克蘭)市一個拉丁裔家庭
居所畫上種族侮辱的圖案
於 Fremont 市發生的變性女子謀殺
案

雖然許多犯罪中含有惡意針對的元
素，但並非所有罪行都是仇恨犯罪。
動機是仇恨犯罪有別於其他類似性質
犯罪的關鍵因素。仇恨犯罪的特點是
犯罪者的偏見(無論準確與否)驅使他或
她的犯罪行為。
例如，用磚擲向一個窗口，可以是一
個簡單的故意破壞。但用磚擲向一個
窗口亦可能是故意破壞和 仇恨犯罪，
如果行為的動機是因為種族仇恨所驅
使。

•
•
•
•
•

書面上的種族辱罵和塗鴉
燃燒的十字架
納粹黨的徽章
在一個禮拜場所褻瀆崇拜的對象
對墓碑進行破壞或塗污

仇恨的表達
根據法律的規範，言辭本身可以構成
罪行。因此，受害人和目擊者對犯罪
者所說的話的描述，可能會跟證據一
樣重要。

沒有任何其他明顯動機
如果受害者和冒犯者，或犯罪者之間
以前一直沒有接觸，爭執，或衝突，
那犯罪者可能是隨機選擇受害人。這
顯示出該次襲擊是純粹根據種族、性
別、或性傾向的基礎上進行。

如果我成為仇恨犯罪的
受害者，我應該怎麼辦？

以下元素強烈表明事件是仇恨犯罪：

致電警方

•
•
•

•

可見的仇恨象徵圖案
仇恨的表達
沒有任何其他明顯動機

•

可見的仇恨象徵圖案
有關表示仇恨的”可見象徵圖案”範例
有時能構成表面 證據，可以包括：

如果你遇到襲擊或緊急事故，致電
911 ( 使 用 手 提 電 話 ， 致 電 7773211)。
要報告已經發生的仇恨犯罪，可致
電非緊急熱線 777-3333。如果報告
時需要等待，請保持耐心。當致電
這熱線時，你已經保證了你的報告
會被專業處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