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犯罪的基础知识
伊利诺伊州
基础知识

以下是仇恨犯罪中的几个例子。
当一位亚裔女士正在清晨通勤时间等地铁时，一个男人靠近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
拖到地上。一边攻击一边大声骂道 “去你*的，亚洲人。”
一个非裔家庭买了新房子，是第一个入住这个社区的非裔家庭。入住后不久他们的
车在自己家门前因为种族歧视被人肆意破坏、用油漆刷上了“不许有黑*”、“黑
*，去死”之类的话。
一个犹太教堂有几扇窗户玻璃被人打破，有人用油漆喷了一行大字“犹太人该
死！”这些大字横穿过好几道门，同时，纳粹标志被刷满了整个建筑。

免责声明: 本文包含的信息不构成法律建议。文中所有内容仅供参考。此处的内容亦
或可能不是最新的法律或其他信息。各州之间的仇恨犯罪法律也不尽相同。文中内
容也许并不能反映或者适用于您所在的特定司法管辖区或特定的事实和环境。文中
包含第三方网站的链接，仅仅是为了方便读者和提供信息。

>>>> 什么是仇恨犯罪？>>>>>>>>>>>>>>>>>>>>>>>>>>
仇恨 + 犯罪 = 仇恨犯罪
伊利诺伊州仇视犯罪条例为此类犯罪设定了刑事与民事责任，这类犯罪的特征
为：（1）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这种犯罪行为（2）是由于对某人被认为
或实际的种族、肤色、信仰、宗教、血统、性别、性取向、身体或者精神残
疾、民族血统的偏见或偏爱而实施的。此类犯罪包括但不限于：






攻击
殴打
刑事财产损害
刑事非法入侵
网络骚扰







恐吓
轻微盗窃犯罪
扰乱公共秩序
以身体伤害或者囚禁进行恐吓
跟踪骚扰

有关完整的法规，请参阅《伊利诺伊州仇恨犯罪法》（720 ILCS 5 / 12-7.1）。

仇恨犯罪与其他犯罪有何不同?
仇恨犯罪不仅影响直接受害者，而且还会恐吓与受害人类似的人群。仇恨犯罪
影响家庭，社区和国家。因此，仇恨犯罪法规定了加重处罚。 《伊利诺伊州仇
恨犯罪法》将某些原本应当是轻罪的犯罪行为定义为重罪，对此进行严厉的处
罚。
如果仇恨犯罪的犯罪行为发生在礼拜场所，学校，墓地或公园，实施犯罪的人
也将受到加重处罚。

仇恨犯罪和仇视事件有什么区别?
“仇视事件”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出于仇恨动机的行为或行动。仇视事件不一
定是犯罪。与“仇恨犯罪”一词不同，“仇视事件”没有正式的法律定义。仇
视事件包括：骂人，侮辱，在公共场所散布仇视材料以及在其私有财产上展示
仇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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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仇视, 我该怎么办？>>>>>>>>>>>>>>>>>>>>>>
尽管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通用步骤，但如果您是仇视犯罪的受害者，这些措施可
能会有所帮助。

#1 确保安全并寻求帮助
首先要确保您的人身安全。
 紧急情况下，拨打 911。您可以
要求为您提供母语翻译。
 如有必要，请就医。
 如果见证人在场，请他们支持或
干预。

#3 寻求支持并报案

#2 记录有关事件的细节
尽可能多地记录细节，如果您选择采取法律行
动，一份记录可能是很重要的。


请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时间，日期，
地点和对肇事者的描述。



如果有人目击事件发生过程，请记录他们
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拍摄任何身体伤害，冒犯性涂鸦，财产损
失或其他证据的照片。

rights, connecting you to an attorney, and
identifying a support network for victims and
families.

Report to Law Enforcement for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Hate crimes are against the law.
Perpetrators may be subject to criminal and civil
向社区组织报告以寻求支持服务：社区组织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和资源，例如，帮助您
liability. Victims and witnesses have the right to
与执法部门进行沟通，寻求医疗服务或心理咨询服务，帮助您了解自己的权利，寻找
report to law enforcement.
律师，受害者及其家庭建立支持网络。

如果你受到仇恨犯罪和仇视事件影响，请了解您并不孤单。



Local Police Department. You can report to

为了调查和公诉向执法部门报告：仇恨犯罪是违法的。犯罪者可能要承担刑事和民事
your local police department. The police
责任。受害者和证人有权向执法部门举报。当您向执法部门报告时，重要的是指明您
department will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which
是仇恨犯罪的受害人，因为某些机构需要遵循特定程序以确保对仇恨犯罪报告进行全
may result in state criminal prosecution.
面调查。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You can report




to the FBI. The FBI may investigate hate crimes

当地警察局：你可以向当地警察局报告。警察局将展开调查，这可能会导致州
for federal criminal prosecution.
刑事诉讼。
 Illinoi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You can
联邦调查局：您可以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联邦调查局可以为提起联邦刑事公诉
report to the Illinoi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而对仇恨犯罪进行调查。
The office may bring a civil or non-criminal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您可以向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举报犯罪。
action for the commission of a hate crime.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可以向实施仇恨犯罪的人提起民事或者非刑事诉讼诉讼。

Make an Anonymous Report for Data Collection. If
为收集数据而匿名报告：如果您想匿名报告仇恨犯罪或仇视事件，有些社区组织接受
you want to report a hate crime or incident
anonymously, there are organizations accepting
匿名报告用来进行数据收集。
anonymous reports for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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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举报仇视？>>>>>>>>>>>>>>>>>>>>>>>>>
报告和分享您的遭遇均为您的个人选择。人们举报仇恨犯罪也有诸多
原因。以下是您可能会想要举报仇恨犯罪或仇视事件的一些原因：

举报仇视犯罪将导致犯罪人被
起诉和问责。

如果您不想与执法部门交
谈，您可以去社区组织寻求
支持和帮助。

举报犯罪，将有助于防止其
他人发生类似事件。

举报可以为执法部门提供更准
确的信息，改善他们对仇视犯
罪的反应。

当犯罪被归类为仇恨犯罪时，
犯罪者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
罚。

州立和联邦政府在制定资源分
配决策时会考虑相关数据。

举报可以导致有益的联系，使
您感到并不孤单。记住，有些
人想要帮助您。

每次举报都很重要，即便您认为
侵害不严重。因为一些仇视犯罪
始于较小的事件，但可能会升级
为更严重，更频繁的攻击。

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向亚裔美国人
促进正义协会进行匿名的仇恨犯罪
或仇视事件报告。仅供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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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克县资源 <<<<<<<<<<<<<<<<
如果您遭受仇恨犯罪或仇视事件的影响，您并不孤单。以下是一份不完全的当地
资源和支持服务的列表:
紧急服务和执法部门资源
受害者和证人均有权向执法部门举报。受害者向执法机关举报时，一定要指明您是仇视犯罪
的受害者，因为某些机构要求遵循特定的程序以确保对仇恨犯罪报告进行全面调查。记住接
警人员的姓名，徽章编号和联系信息。您不需要用英语跟执法部门联系，您可以用您更精通
的语言要求（执法部门）提供翻译服务。
芝加哥市警察局 (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 紧急情况下，请您拨打 911。非紧急情况下，请
您拨打 311 或者（312）744-5000，您还可以在线向警察局提交报告。
联邦调查局 (FBI): 联邦调查局收集仇恨犯罪的数据，并且可以为提起联邦刑事公诉而对仇恨犯
罪进行调查。要进行举报，请与您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联系，并要求他们协助您。向民
权部门提交仇恨犯罪投诉。您可以致电（312）421-6700 与联邦调查局芝加哥总部联系。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Illinoi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向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投诉仇恨犯罪，可以拨打 （877）581-3692，或者通过信箱和电子
邮件发送投诉材料。

社区组织
法律援助

健康与福利

教育与授权

华人咨询服务处-法律服务 (CASL
– Legal Services)
您可以通过热线, (888) 764-6125,
或者在线预约服务.

亚洲人类服务局 (Asian Human
Services)

亚裔美国人推进正义组织 –芝
加哥分部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Chicago)

特殊爱心法律援助团 (Lawyers
Helping Our Community)
援助团目前为远程工作，您可以
在线与他们预约。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Attorneys
Giving Legal Advice)
AGiLA 致力于为菲律宾裔美国社
区提供服务，您可以在线预约服
务.

2838 W. Peterson Ave
Chicago, IL 60659
信息服务: (773) 293-8430
危机处理电话:
(773) 907-6411
美中亚裔健康协会
(Midwest Asian Health Assoc.)
230 W. Cermak Rd, 2nd Floor
Chicago, IL 60616
(312) 225-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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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6 N. Broadway
Chicago, IL 60640
(773) 271-0899
华埠更好团结联盟
(Coalition for a Better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2301 S. Archer Ave, Suite 1
Chicago, IL 60616
(312) 761-9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