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权知道……

[Agency Name]
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

Name]
联系人姓名：__[Contac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在任何检查或面谈期间，由一位24小时保密性侵害
咨询师 (受害者倡护员) 或其他支持人员陪同。
• 请求法院命令保护您。
»» 为立即寻求免于攻击者侵害的保护，向执法官员
请求紧急保护令。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umber]

[Report/Case No.]
警方报告／案例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__[No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在此了解民事保护令：

性侵害幸存者的人权法案
您有一些权利。您有权得到解答，获得
信息，并有权知道。这张卡片解释重要的
权利、选择和实用的资源。
由您作主
您自己决定：
• 接受体检，

www.courts.ca.gov/1260.htm
• 询问测试结果和侵害证据。

• 参加刑事案件，还是

• 向官员了解案件编号以及如何查明后续事宜。

• 报告侵犯。
不论您做何选择，您都保有自己的权利。

• 如果您需要帮助支付侵害的相关费用，在此了解详情
并提出申请：

有问题吗？

www.victims.ca.gov/victims/howtoapply.aspx
• 注意：要取得CalVCB资格，您可能需要参加刑事
案件。

Funded by the U.S. Dept. of Justice, Victims of Crime Act,
2017-VA-GX-0084
VSU Rev 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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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医疗提供者、执法官员，或是联系本地的
强暴危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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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侵犯。
不论您做何选择，您都保有自己的权利。

• 如果您需要帮助支付侵害的相关费用，在此了解详情
并提出申请：

有问题吗？

www.victims.ca.gov/victims/howtoapply.aspx
• 注意：要取得CalVCB资格，您可能需要参加刑事
案件。

Funded by the U.S. Dept. of Justice, Victims of Crime Act,
2017-VA-GX-0084
VSU Rev 1/2018

Simplified Chinese

询问医疗提供者、执法官员，或是联系本地的
强暴危机中心。

您有权得到解答  
性侵害法医学追踪 (SAFE-T)

• 您的证据是否在18个月内得到分析？
• 这些证据是否被用来制作您的攻击者DNA图谱？

联系加州司法部长的受害者服务部，根据输入SAFE-T

• DNA图谱是否被输入执法数据库？他们是否找到图谱匹

数据库的数据了解强暴套组的大致所在地和状态。

配者？
您有权获得信息，包括：
• 免费的犯罪报告副本。 (以书面方面向您本地的执法
机构索要。)
• 如果被判有罪，性侵害者的性犯罪者登记信息。
• 来自强暴套组的证据。强暴套组必须：
»» 在24小时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而且
»» 保持20年，如果侵害发生时您未满18岁，
保持到您40岁。
事实：
• 身体上的DNA证据可以持续12小时，最多7天。
• 如果接触热、水或其他材料，DNA和其他类型的证据可能

或是联系办理您案件的本地执法机构。
资源*
本地强暴危机中心
联系本地的强暴危机中心，获取支持、倡护及他们的
服务信息。

[Phone • Website]
加州受害人补偿董事会 (CalVCB) – 帮助受害人支付精神
健康咨询、收入损失、犯罪现场清理、搬迁、医疗和牙
科账单，以及与侵害相关的其他费用。

800-777-9229 • www.victims.ca.gov

性侵害法医学追踪 (SAFE-T)

• 您的证据是否在18个月内得到分析？
• 这些证据是否被用来制作您的攻击者DNA图谱？

联系加州司法部长的受害者服务部，根据输入SAFE-T

• DNA图谱是否被输入执法数据库？他们是否找到图谱匹

数据库的数据了解强暴套组的大致所在地和状态。

• 免费的犯罪报告副本。 (以书面方面向您本地的执法
机构索要。)
• 如果被判有罪，性侵害者的性犯罪者登记信息。
• 来自强暴套组的证据。强暴套组必须：
»» 在24小时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而且
»» 保持20年，如果侵害发生时您未满18岁，
保持到您40岁。
事实：
• 身体上的DNA证据可以持续12小时，最多7天。
• 如果接触热、水或其他材料，DNA和其他类型的证据可能
会分解。

916-446-2520 • www.calcasa.org
强暴、虐待及乱伦全国网络 (RAINN) – 全国最大的反性暴
力组织。 800-656-HOPE • www.centers.rainn.org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 –

800-799-7233 • www.thehotline.org
全国人口贩卖资源中心热线 – 24小时热线：

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 – 受害者服务部 – 帮助受害者联系
本地受害者支持及信息资源。提供上诉程序信息及最新消息。

877-433-9069 • 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洽询详情，请联系：

www.oag.ca.gov/sexual-violence
* 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不控制、支持以上组织或承担相关责任。

您有权得到解答  

您有权获得信息，包括：

教育、研究、倡护和公共政策，终止性暴力。

888-373-7888 • www.humantraffickinghotline.org

[Agency Name]

会分解。

配者？

加州反性侵害联盟 (CalCASA) – 力求通过预防、干预、

或是联系办理您案件的本地执法机构。
资源*
本地强暴危机中心
联系本地的强暴危机中心，获取支持、倡护及他们的
服务信息。

[Agency Name]

[Phone • Website]
加州受害人补偿董事会 (CalVCB) – 帮助受害人支付精神
健康咨询、收入损失、犯罪现场清理、搬迁、医疗和牙
科账单，以及与侵害相关的其他费用。

800-777-9229 • www.victims.ca.gov

加州反性侵害联盟 (CalCASA) – 力求通过预防、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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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组织。 800-656-HOPE • www.centers.rainn.org
全国家庭暴力热线 –

800-799-7233 • www.thehotline.org
全国人口贩卖资源中心热线 – 24小时热线：

888-373-7888 • www.humantraffickinghotline.org
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 – 受害者服务部 – 帮助受害者联系
本地受害者支持及信息资源。提供上诉程序信息及最新消息。

877-433-9069 • www.oag.ca.gov/victimservices
洽询详情，请联系：

www.oag.ca.gov/sexual-violence
* 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不控制、支持以上组织或承担相关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