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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亚裔律师协会（
纽约亚裔律师协会
（A A B A N Y ）是什么机构？
纽约亚裔律师协会（“本协会
本协会”）是一个由律师、法律专业人士和法
官组成的律师协会，使命是通过确保亚裔美国人能有意义地从事法
律工作，来促进法律研究和实践，推动全民司法公正
免责声明:
本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并非法律意见，仅供一般资讯性参考。请查阅
政府的官方资料，了解最新信息以及规章制度的任何变更。引用第
三方资料来源是为了方便读者，不代表本协会或其成员支持该等资
料来源。
本手册内容简介
当您遭遇偏见事件或可能出现的仇恨犯罪时，本手册旨在向您介绍
在遭遇此类情况时所享有的法律权利。本手册分为三个部分：
I. 刑法部分
II.民法部分，以及
III.不涉及法律的部分
美国法律制度基础
什么是仇恨犯罪？什偏见事件么是？
在纽约，仇恨犯罪法规规定，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存在以下任一
情况即为仇恨犯罪：(1)出于对他人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性
别的看法或想法而有意作出违法犯罪行为，或(2)出于对受害者的种
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性别的看法或想法而选择受害者。纽约
还有一条法规规定，如某犯罪行为涉及“对他人种族、肤色、原国
籍、血统、性别、宗教、宗教活动、年龄、残疾或性取向的看法或
想法 ”，则亦允许对该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但严格地从法律上
来说并不是 “仇恨犯罪”。如果无法证明这种看法或想法，则可以将
该等行为作为一般犯罪来起诉。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刑事司法系统负责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违法
犯罪行为包括犯罪和情节较轻的问题，例如“交通违章”和“违规”。

违法犯罪行为指任何可被处以监禁或罚款的行为。偏见事件是一个
概括性术语，用来指那些以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受害者性
别为动机而导致的行为，但根据法律规定，这些行为并没有上升
到“犯罪 ”的程度，因此警察或地区检察官不会以此进行起诉。
刑法和民法上有什么区别？
刑法涉及地区检察官 (DA), 其代表政府对可能有犯罪行为的人提出
指控。该人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监禁或失去一些自由。民事
诉讼可由您或由律师代表您提起，为您可能遭受的伤害提供金钱上
的赔偿，或阻止他人做某些事情。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有什么区别？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例如国会和联邦机构）处理特定的国家
事务，如涉及国防、外交事务和跨州商业事务等。州政府或市政府
处理其他大部分问题以及犯罪问题，包括仇恨犯罪。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什么？
为了赢得诉讼，您需要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构成犯罪的要
素。相对民事案件使用的 “优势证据”标准而言，“排除合理怀疑”是
一个更高的标准。即使袭击的动机是种族仇恨，如果检察官不能在
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袭击者的行为是出于这种动机，刑事起
诉也不会胜诉。检察官还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构成该
犯罪的其他要素。如果不能证明，将导致败诉；也就是说，被告（
袭击者）将被宣告无罪（被判无罪）。
为什么这一切都很重要?
请问问自己：“我是否有证据证明，袭击的动机是出于对他人种
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性别的看法或想法？”收集有关该事件
的事实，并让地区检察官集中精力运用相关法律。
我的移民身份有什么影响吗?
当您致电或去警察局寻求帮助或报告犯罪时，纽约市警察局
（NYPD）不会问及移民身份。要了解更多关于移民所享有的权
利，请访问: https://comptroller.nyc.gov/services/for-the-public/immigrant-rights-and-services/.

如果您遇到偏见事件

现出种族歧视或仇恨情绪？

快去安全的地方

报告

必要时寻求紧急帮助，并拨打9-1-1
如果您不会说英语，请在通话开始时就明确说出您需要警察说什么
语言。例如，说粤语的，可以在通话开始时就重复“Cantonese, Cantonese, Cantonese”, 纽约市警察局会找到说相应语言的人。不要一开
始就说中文。
致电9-1-1的通话会被全程录音。如果您能在事件发生时在安全的情
况下拨打电话，袭击者在事件过程中说的话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在
以后的起诉中可能会作为证据使用。

首先向纽约市警察局报告偏见事件
首先，将偏见事件报告给纽约市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小组 (NYPD
Hate Crime Task Force)，可致电1-888-440-HATE或发送电邮至hctf@
nypd.org。可要求与会说相关外语的警察进行沟通，必要情况下, 可
要求警察将违法犯罪行为报告为仇恨犯罪。记下与您沟通的警员的
姓名、警员编号以及您的案件编号。您有权免费获取警方报告的一
份副本。
其次，向当地的纽约市警察局辖区提交报告。请在以下网址查找所
属辖区：
https://www1.nyc.gov/site/nypd/bureaus/patrol/find-your-precinct.
page。

记录和记载信息 为了证明出于种族偏见动机的犯罪，请务必尽可
能记录在案。
我需要做什么？
尽快记录有关犯罪的任何信息，包括详细记下袭击者的外表和衣
著。
录制任何音频或视频都有帮助。即使摄像头朝下，您也可以录制文
字和声音。使用智能手机的声控功能，例如“好，谷歌拍个视频”。
取得旁观者证人的联系方式。
哪类信息是最重要的？
收集任何表明袭击者对他人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性别有看
法或想法的信息、文件、照片和视频。
清楚记录(1) 人身伤害和(2) 财产损失。
收集任何表明该袭击是故意作出的信息。
经历偏见事件之后
I.刑事司法体系
地区检察官负责对违法犯罪行为提起公诉。纽约市警察局和检察官
负责开展调查，并决定提出何种指控。
保存所有资料和记录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量多收集证据，这些证
据无需与偏见事件直接相关，例如：袭击者是否曾在言谈举止中体

考虑向其他组织机构报告偏见事件
如您尚未向纽约市警察局报告，请先完成上述步骤。纽约市警察局
及其下属仇恨犯罪工作小组将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处理您的案件。与
纽约市警察局沟通之后，您可能还想联系其他组织，请他们帮忙收
集信息，甚至开展调查。请访问本协会反亚洲骚扰与暴力
COVID-19资源页面，查询相关组织机构列表：https://
www.aabany.org/page/933。
如需口译和笔译服务，请联系本协会：可发送电邮至main@aabany.
org，或致电 (718) 228-7206 语音留言。
联系地区检察官或本协会
如因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或性别遭到袭击或成为受害者，相
关行为可能已违反《仇恨犯罪法》(Hate Crime Statute，纽约州刑
法第485.05条), 或已构成二级犯罪严重骚扰罪 (Aggravated Harassment in the Second Degree，纽约州刑法第240.30-3条) 。请考虑“您
是否掌握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者对他人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
或性别有某种看法或想法”。如有，请联系警方，地区检察官将处
理法律细节。本协会可在上述过程中为您提供帮助与引导。
恢复原状令要求袭击者通过赔偿使受害者得到补偿。请将遭受的伤
害及产生的费用告知检察官，咨询是否可寻求恢复原状救济。

如您认为地区检察官或纽约市警察局不认真对待您的案件，请联系
本协会：可发送电邮至 main@aabany.org, 或致电 (516) 788-8820 (
英文) 、(516) 788-8821 (普通话/国语) 、(516) 788-8822 (粤语)
、(516) 788-8825 (韩语)。
受害者援助
请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后一周内向警方或其他刑事司法机构进行报
告。接下来，请遵循以下3个步骤：
查询您附近的受害者援助项目：https://ovs.ny.gov/locate-program。
检查您是否符合资格：https://ovs.ny.gov/victim-compensation。
在线提交申请: https://vsp.ovs.ny.gov/, 或致电 (800) 247-8035。您还可
以在警察局或医院急诊室申请受害者援助。
持续保障安全
如您在遭遇袭击后对安全感到担忧, 请向地区检察官咨询保护令事
宜。违法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有权知晓刑事诉讼程序、囚犯的拘禁状
态以及罪犯的监禁状态。可致电888-846-3469或访问以下网址:
https://vinelink.vineapps.com/search/NY。
II.民事诉讼
您或您的律师可针对袭击者提起私人诉讼，例如诉其犯有企图伤害
罪 (assault) 或殴击罪 (battery)。
民事诉讼涉及提交文件、与法庭沟通等一系列法律上的必要流程，
比较耗时。如您无资格获得免费法律服务，可能还需付费聘请律
师。
如需咨询或推荐律师，请联系本协会：致电 (516) 788-8820 (英文)
、(516) 788-8821 (普通话/国语) 、(516) 788-8822（粤语) 、(516)
788-8825 (韩语) 。

问以下网址了解相关信息：https://www.aafederation.org/aaf-safety-resources/。
停止反亚裔仇恨组织 (Stop AAPI Hate) 停止反亚裔仇恨组织提供多
语言服务，向该组织报告偏见事件，以便帮助更多人了解正在发生
哪些事件、该支持哪些政策。请访问以下网址了解相关信
息：https://stopaapihate.org/。
心理健康
如需心理健康帮助，以应对偏见事件后的创伤、焦
虑或抑郁情绪，请考虑联系纽约亚裔美国人心理健康资源联盟
（New York 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Resources（NYCAAMH），网址http://www.asianmentalhealth.org/
resources/）或全国亚美太平洋岛民心理健康协会（National AAPI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NAAPIMHA），网址https://www.
naapimha.org/resources）。
如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请联系本协会
请考虑向本协会报告反亚裔暴力事件。训练有素的本协会志愿者可
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为您提供帮助与引导，并协助您探索如何寻求其
他形式的援助。上述信息和指引不构成律师-客户关系，志愿者不
会作为您的律师代表您处理任何事项。
电子邮箱： M A I N @ A A B A N Y. O R G
联系电话： ( 7 1 8 ) 2 2 8 - 7 2 0 6 (语音留言)

III.非法律资源
报告偏见事件 如您不想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可向以下组织在线
报告偏见事件，为亚裔群体出一份力。
亚美联盟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亚美联盟对人们报告的反亚裔
袭击事件进行跟踪，以便更有效地倡导亚裔群体的安全保障。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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