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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亞裔律師協會（A A B A N Y ）是甚麼機構？
紐約亞裔律師協會
是甚麼機構？
本協會”）是一個由律師、法律專業人士和法
紐約亞裔律師協會（“本協會
官組成的律師協會，使命是通過確保亞裔美國人能有意義地從事法
律工作，來促進法律研究和實踐，推動全民司法公正。
免責聲明：
本手冊中提供的信息並非法律意見，僅供一般資訊性參考。請查閱
政府的官方資料，瞭解最新信息以及規章制度的任何變更。引用第
三方資料來源是為了方便讀者，不代表本協會或其成員支持該等資
料來源。
本手冊內容簡介
當您遭遇偏見事件或可能出現的仇恨犯罪時，本手冊旨在向您介紹
在遭遇此類情況時所享有的法律權利。本手冊分為三個部份：
I. 刑法部份
II.民法部份，以及
III.不涉及法律的部份
美國法律制度基礎
甚麼是仇恨犯罪？甚麼是偏見事件？
在紐約，仇恨犯罪法規規定，出現違法犯罪行為並且存在以下任一
情況即為仇恨犯罪：(1)出於對他人種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性
別的看法或想法而有意作出違法犯罪行為，或(2)出於對受害者的種
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性別的看法或想法而選擇受害者。紐約
還有一條法規規定，如某犯罪行為涉及“對他人種族、膚色、原國
籍、血統、性別、宗教、宗教活動、年齡、殘疾或性取向的看法或
想法 ”，則亦允許對該違法犯罪行為進行處罰，但嚴格地從法律上
來說並不是 “仇恨犯罪”。如果無法證明這種看法或想法，則可以將
該等行為作為一般犯罪來起訴。
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和刑事司法系統負責處理“違法犯罪行為”。違法
犯罪行為包括犯罪和情節較輕的問題，例如“交通違章”和“違規”。

違法犯罪行為指任何可被處以監禁或罰款的行為。偏見事件是一個
概括性術語，用來指那些以種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受害者性
別為動機而導致的行為，但根據法律規定，這些行為並沒有上昇
到“犯罪 ”的程度，因此警察或地區檢察官不會以此進行起訴。
刑法和民法上有甚麼區別？
刑法涉及地區檢察官 (DA), 其代表政府對可能有犯罪行為的人提出
指控。該人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監禁或失去一些自由。民事
訴訟可由您或由律師代表您提起，為您可能遭受的傷害提供金錢上
的賠償，或阻止他人做某些事情。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有甚麼區別？
根據美國憲法，聯邦政府（例如國會和聯邦機構）處理特定的國家
事務，如涉及國防、外交事務和跨州商業事務等。州政府或市政府
處理其他大部份問題以及犯罪問題，包括仇恨犯罪。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是甚麼？
為了贏得訴訟，您需要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證明構成犯罪的要
素。相對民事案件使用的 “優勢證據”標準而言，“排除合理懷疑”是
一個更高的標準。即使襲擊的動機是種族仇恨，如果檢察官不能在
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證明襲擊者的行為是出於這種動機，刑事起
訴也不會勝訴。檢察官還必須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證明構成該
犯罪的其他要素。如果不能證明，將導致敗訴；也就是說，被告（
襲擊者）將被宣告無罪（被判無罪）。
為甚麼這一切都很重要?
請問問自己：“我是否有證據證明，襲擊的動機是出於對他人種
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性別的看法或想法？”收集有關該事件
的事實，並讓地區檢察官集中精力運用相關法律。
我的移民身份有甚麼影響嗎?
當您致電或去警察局尋求幫助或報告犯罪時，紐約市警察局
(NYPD) 不會問及移民身份。要瞭解更多關於移民所享有的權利，
請訪問: https://comptroller.nyc.gov/services/for-the-public/immigrant-rights-and-services/.

如果您遇到偏見事件

報告

快去安全的地方

首先向紐約市警察局報告偏見事件
首先，將偏見事件報告給紐約市警察局仇恨犯罪工作小組 (NYPD
Hate Crime Task Force), 可致電1-888-440-HATE 或發送電郵至 hctf@
nypd.org。可要求與會說相關外語的警察進行溝通，必要情況下，
可要求警察將違法犯罪行為報告為仇恨犯罪。記下與您溝通的警員
的姓名、警員編號以及您的案件編號。您有權免費獲取警方報告的
一份副本
其次，向當地的紐約市警察局轄區提交報告。請在以下網址查找所
屬轄區：https://www1.nyc.gov/site/nypd/bureaus/patrol/find-yourprecinct.page。

必要時尋求緊急幫助，並撥打9-1-1
如果您不會說英語，請在通話開始時就明確說出您需要警察說甚麼
語言。例如，說粵語的，可以在通話開始時就重複“Cantonese, Cantonese, Cantonese”，紐約市警察局會找到說相應語言的人。不要一
開始就說中文。
致電9-1-1的通話會被全程錄音。如果您能在事件發生時在安全的情
況下撥打電話，襲擊者在事件過程中說的話都會被記錄下來，這在
以後的起訴中可能會作為證據使用。
記錄和記載信息 為了證明出於種族偏見動機的犯罪，請務必盡可
能記錄在案。
我需要做甚麼？
儘快記錄有關犯罪的任何信息，包括詳細記下襲擊者的外表和衣
著。
錄製任何音頻或視頻都有幫助。即使攝像頭朝下，您也可以錄製文
字和聲音。使用智能手機的聲控功能，例如“好，谷歌拍個視頻”。
取得旁觀者證人的聯繫方式。
哪類信息是最重要的？
收集任何表明襲擊者對他人種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性別有看
法或想法的信息、文件、照片和視頻。
清楚記錄(1) 人身傷害和(2) 財產損失。
收集任何表明該襲擊是故意作出的信息。
經歷偏見事件之後
I.刑事司法體系
地區檢察官負責對違法犯罪行為提起公訴。紐約市警察局和檢察官
負責開展調查，並決定提出何種指控。
保存所有資料和記錄 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儘量多收集證據，這些證
據無需與偏見事件直接相關，例如：襲擊者是否曾在言談舉止中體
現出種族歧視或仇恨情緒？

考慮向其他組織機構報告偏見事件
如您尚未向紐約市警察局報告，請先完成上述步驟。紐約市警察局
及其下屬仇恨犯罪工作小組將在刑事司法體系內處理您的案件。與
紐約市警察局溝通之後，您可能還想聯繫其他組織，請他們幫忙收
集信息，甚至開展調查。請訪問本協會反亞洲騷擾與暴力
COVID-19資源頁面，查詢相關組織機構列表：https://www.aabany.
org/page/933。如需口譯和筆譯服務，請聯繫本協會：可發送電郵
至main@aabany.org，或致電 (718) 228-7206 語音留言。
聯繫地區檢察官或本協會
如因種族、膚色、原國籍、血統或性別遭到襲擊或成為受害者，相
關行為可能已違反《仇恨犯罪法》(Hate Crime Statute，紐約州刑
法第485.05條），或已構成二級犯罪嚴重騷擾罪 (Aggravated Harassment in the Second Degree，紐約州刑法第240.30-3條）。請考慮“您
是否掌握任何證據，表明襲擊者對他人種族、膚色、原國籍、血統
或性別有某種看法或想法”。如有，請聯繫警方，地區檢察官將處
理法律細節。本協會可在上述過程中為您提供幫助與引導。
恢復原狀令要求襲擊者通過賠償使受害者得到補償。請將遭受的傷
害及產生的費用告知檢察官，諮詢是否可尋求恢復原狀救濟。
如您認為地區檢察官或紐約市警察局不認真對待您的案件，請聯繫
本協會：可發送電郵至main@aabany.org, 或致電 (516) 788-8820 (英
文) 、(516) 788-8821 (普通話/國語) 、(516) 788-8822 (粵語) 、(516)
788-8825 (韓語)。

受害者援助
請於違法犯罪行為發生後一週內向警方或其他刑事司法機構進行報
告。接下來，請遵循以下3個步驟：
查詢您附近的受害者援助項目：https://ovs.ny.gov/locate-program。
檢查您是否符合資格：https://ovs.ny.gov/victim-compensation。
在線提交申請: https://vsp.ovs.ny.gov/, 或致電 (800) 247-8035。您還可
以在警察局或醫院急診室申請受害者援助。
持續保障安全
如您在遭遇襲擊後對安全感到擔憂，請向地區檢察官諮詢保護令事
宜。違法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有權知曉刑事訴訟程序、囚犯的拘禁狀
態以及罪犯的監禁狀態。可致電888-846-3469或訪問以下網址:
https://vinelink.vineapps.com/search/NY。
II.民事訴訟
您或您的律師可針對襲擊者提起私人訴訟，例如訴其犯有企圖傷害
罪 (assault) 或毆擊罪(battery)。
民事訴訟涉及提交文件、與法庭溝通等一系列法律上的必要流程，
比較耗時。如您無資格獲得免費法律服務，可能還需付費聘請律
師。
如需諮詢或推薦律師，請聯繫本協會：致電 (516) 788-8820 (英文)
、((516) 788-8821 (普通話/國語) 、(516) 788-8822（粵語) 、(516)
788-8825 (韓語) 。
III.非法律資源
報告偏見事件 如您不想提起刑事或民事訴訟，可向以下組織在線
報告偏見事件，為亞裔群體出一份力。
亞美聯盟 (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 亞美聯盟對人們報告的反亞裔
襲擊事件進行跟蹤，以便更有效地倡導亞裔群體的安全保障。請訪
問以下網址瞭解相關信息：https://www.aafederation.org/aaf-safety-resources/。
停止反亞裔仇恨組織 (Stop AAPI Hate) 停止反亞裔仇恨組織提供多
語言服務，向該組織報告偏見事件，以便幫助更多人瞭解正在發生
哪些事件、該支持哪些政策。請訪問以下網址瞭解相關信
息：https://stopaapihate.org/。

心理健康
如需心理健康幫助，以應對偏見事件後的創傷、焦
慮或抑鬱情緒，請考慮聯繫紐約亞裔美國人心理健康資源聯盟
(New York Coalition for 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NYCAAMH), 網址 http://www.asianmentalhealth.org/resources/) 或全國
亞美太平洋島民心理健康協會 (National AAPI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NAAPIMHA), 網址 https://www.naapimha.org/resources) 。
如不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
請聯繫本協會
請考慮向本協會報告反亞裔暴力事件。訓練有素的本協會志願者可
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為您提供幫助與引導，並協助您探索如何尋求其
他形式的援助。上述信息和指引不構成律師-客戶關係，志願者不
會作為您的律師代表您處理任何事項。
電子郵箱：M A I N @ A A B A N Y. O R G
聯繫電話：( 7 1 8 ) 2 2 8 - 7 2 0 6 （語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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