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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三藩市居⺠：

很榮幸能與你分享三藩市地檢署2021年的司法狀況年度報告。在2021年，地檢署的⼯作取
得了莫⼤的進步，包括擴⼤為受害者提供的服務、提⾼數據的透明度、提出檢控防⽌槍⽀暴

⼒肆虐。 除此以外，地檢署在疫情期間時，法院容量持續受到重⼤限制之下起訴了4,500 多
宗新的刑事案件，並加快 50 多宗案件的審訊和 300 多宗案件的聆訊。

過去這⼀年對所有⼈來說也別具挑戰。 我們的城市⾒證著針對亞太裔社區的暴⼒和仇恨增
加、法庭積壓案件延誤了許多受害者、其家⼈和被告⼈獲得公義、 槍⽀暴⼒充斥社區，影響
公共安全 − 儘管幸運的是，與遠近的其他城市相⽐，這種影響要⼩得多。

本報告分享了地檢署和員⼯們的成就，包括訴訟概述、起訴和檢控率數據、各種特殊項⽬計

劃、預防罪案發⽣的⼯作、 ⼀些社區參與的⼯作，以及其它我們在 2021 年所涉⾜的⼯作範
疇。雖然未能將所有員⼯們的⼯作盡錄，但希望能讓⼤家了解我們過去⼀年⾸要的⼯作事

項。

在2022年，我們決⼼繼續推進社區安全，以罪案受害者和倖存者為中⼼，並確保為所有三
藩市市⺠伸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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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問責制和透明度
在2021 年，三藩市地檢署致⼒於以受害者和幸存者為中⼼、致⼒復原和確保公平的⽅式促
進問責制。 隨著更多法庭開放，地檢署能夠在2021年推進更多刑事案件進⾏審理，也在⺠
事法庭提出了開創性的訴訟。 我們還在提⾼數據的透明度⽅⾯取得了⻑⾜的進步。

起訴案件

縱然有以千計的案件仍然等候上庭審判，在2021年，地檢署額外起訴了 4,500 多宗刑事案
件。 去年，地檢署在警⽅作出的逮捕中對 57% 的案件提出指控，這是地檢署在過去⼗年來
最⾼的起訴率。 下⾯的圖表說明了過去⼗年的起訴率。

新起訴案件 提出撤銷動議或轉介⾄其他刑事司法機構 要求進⼀步調查
其他地檢署的⾏動 沒有進⼀步⾏動即釋放

⼀⽉ ⼆⽉ 三⽉ 四⽉ 五⽉ 六⽉ 七⽉ ⼋⽉ 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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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訴訟摘要
在2021 年，法院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需要關閉，持續影響三藩市的刑事案件審判。 由於只
有幾個審判法庭開放供使⽤，令到案件不斷在堆積如⼭。 儘管法庭使⽤率有限，但在 2021
年，三藩市地檢署推進了 50 多宗刑事案件的審判，其中包括 6 宗兇殺案、 4 宗性侵犯案，
和 8 宗家庭暴⼒案。

2021年值得關注的刑事案件審判

陌⽣⼈性侵案: 

3 ⽉，地檢署成功起訴⼀宗涉
及酒醉⼥⼦在公寓外被陌⽣⼈

性侵的案件。

兒童性侵案: 

6 ⽉，地檢署成功起訴⼀名性
侵 10 歲受害者的犯⼈。 受害
者現年 13 歲，在審訊過程中
表現出巨⼤的勇氣和⼒量。

兇殺案:

7 ⽉，地檢署成功起訴使⽤
⻤槍射殺⼀名移⺠受害者的

被告，他被判⼀級謀殺罪和

其他重罪罪名成⽴。

家庭暴⼒案:

9 ⽉，地檢署成功起訴⼀名
在獨⽴證⼈⾯前砸擊⼥友頭

部的被告，他被判家庭暴⼒

罪及違反限制令罪名成⽴。

強姦和性侵案:

9 ⽉，地檢署成功為發⽣在
2014 年的⼀宗陌⽣⼈襲擊案
取得七項重罪 (包括強姦和⾮
法監禁) 的有罪判決。

家庭暴⼒凶殺案:

12 ⽉，地檢署在起訴⼀宗
家庭暴⼒凶殺案中獲得了

有罪判決。

⺠事訴訟
地檢署在2021 年裡的起訴⼯作還包括多項⺠事訴訟案件，向⼤企業追討在社區造成的傷害
負上責任。

Handy 公司訴訟案: 3⽉，地檢署的勞⼯保護部⾨對 Handy 公司提出⺠事訴訟，指控其將
⼯⼈錯誤歸類為獨⽴承包商⽽不是正式僱員，剝奪了重要的職場保護和⼯⼈安全網福利。

⻤槍訴訟案 : 8 ⽉，地檢署聯合Keker、 Van Nest &
Peters律師樓 和 Giffords 法律中⼼⼀同向三間⻤槍製造
商提出了破天荒的⺠事訴訟起訴，指控這些製造商通過互

聯網兜售無法追踪和不受管制的槍⽀。 這些槍可以在不到
⼀個⼩時的時間內使⽤常⾒的家⽤⼯具完成組裝。 同年
10 ⽉，加州司法部⻑ Rob Bonta 加盟我們的訴訟，共同
阻⽌這些危險的武器湧⼊社區。

法庭之友簡介: 地檢署還遞交了多份法庭之友簡介，包括
向美國最⾼法院提交簡介打擊集團式保釋企業、⽀持維護

⽣育權利、⽀持墨西哥政府向製造商提出訴訟，正視槍⽀

販運等問題。

https://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Chesa-Boudin-is-suing-a-N-Y-company-for-16033202.php
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S-F-DA-Boudin-anti-gun-violence-advocates-to-16395840.php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attorney-general-bonta-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joint-effort-against-ghost-gun-kit-retailers-and-manufacturers/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and-prosecutors-alliance-of-california-file-amicus-brief-in-class-action-against-bad-boys-bail-bonding-corporation/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signs-amicus-brief-for-lawsuit-against-gun-manufacturers-filed-by-mexican-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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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據儀表板促進透明度

在2021 年，三藩市地檢署發布了兩個新的數據儀表板，兌現我們增加透明度的承諾。  

第⼀個儀表板：案件、逮捕和起訴，展⽰來⾃三藩市警察局的數據，並與來⾃地檢署的數據

進⾏⽐較，全⾯提供警⽅破案率和地檢署起訴率的分析。

第⼆個儀表板：警⽅逮捕解送和地檢署的⾏動，展⽰從 2011 年起，地檢署對警⽅作出逮捕
後解送案件後所作出的反應和⾏動數據，以及逮捕中最嚴重指控的詳細信息。地檢署將在

2022 年發布更多儀表板。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olicy/data-dashboards/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olicy/data-dash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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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害者為中⼼
三藩市地檢署的受害者服務部 (Victim Services Division) 協助罪案受害者減輕創傷、指導他
們渡過刑事司法系統，及取得服務和⽀援。 在受害者服務主管李蕙儀律師的監督和領導下，
受害者服務部的⼯作致⼒以罪案受害者和倖存者為中⼼。

在2021年，受害者服務部擴⼤服務範圍，以更好地⽀援受害者和倖存者。 我們聘請了 10 名
新的受害者倡導專員，其中⼤多數為雙語⼈⼠，並且在歷史上第⼀次開始為暴⼒罪案以外的

財產罪案受害者提供服務。

個量刑規劃的計劃被採⽤

 
⼯作⼩時⽤於有關受害

者和證⼈服務的進修

2021 年受害者服務概述

8673 
 宗案件已被處理 從州政府計畫撥款補償受害者

 
名受害者獲得服務

9297 $970,589  

分配給社區機構的贈款資⾦

44
 

529
 

$1,291,424

以倖存者為中⼼
受害者服務部致⼒於幫助受害者和確保他們的需

求得到滿⾜。 為了進⼀步滿⾜受到罪案和暴⼒影
響最嚴重的社區中成員的需求，在2021 年，受
害者服務部和地檢官博徹思在社區舉⾏了聆聽會

議，直接聽取倖存者關於他們康復和砥礪前⾏所

需的協助。

⾮拉丁裔⽩⼈

27%

拉丁裔/西班⽛裔

25%

⿊/⾮裔

19%

亞裔

16%

其他/未知

13%

2021年獲得受害者服務部⽀援的種族/族裔

美洲印第安⼈/阿拉斯加原住⺠     0.03%

夏威夷原住⺠/太平洋島居⺠              0.08%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s-expansion-of-victim-services-and-increased-language-access-for-victims/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s-expansion-of-victim-services-to-include-property-crime-advocates/
https://abc7news.com/san-franciso-francisco-crime-da-chesa-boudin/1111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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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受害者的語⾔所需

2021 年，我們的受害者服務部⼤幅增加了⾮英語為⺟語的受害者獲得合適的語⾔服務。
我們聘請了 10 名新的受害者倡導專員，他們精通西班⽛語、粵語、菲律賓語和克⾥奧爾
語，⽽受害者服務部的其他倡導專員則精通粵語、普通話、克⽊語、西班⽛語、烏爾都語

和印地語。 我們還制定了擴⼤語⾔服務的新政策，例如確保英語能⼒有限的罪案受害者獲
得法庭⼝譯員的政策，以及允許員⼯在正常⼯作時間參加語⾔課程的新政策。

2021年英語能⼒有限的受害者的主要語⾔

62.93%

26.67%

2.45%

1.51%

1.27%

0.90%

0.79%

0.75%

0.73%

1.27%

0.30%

0.25%

0.16%

0.25%

0.15%

0.14%

0.05%

受害者服務部協助倖存者的⽰例

在2021年，受害者服務部為⼀名講粵語的暴⼒罪案倖存者提供服務。 倖存者已退
休並是殘疾，除了被告外在美國沒有其他的家⼈。 受害者服務部協助她連絡庇護
所、⼼理健康服務、⼼理諮詢、家庭暴⼒庇護所的臨時住所，以及提供粵語服務

的⻑期庇護所。 倡導專員還協助倖存者申請⻑者住屋。 倖存者⾮常感激有⼀位會
說粵語的倡導專員陪伴她完成整刑事訴訟程序、協助她獲得服務，並確保在整個

法庭訴訟過程中都能聽到她的聲⾳。

https://abc7news.com/san-franciso-francisco-crime-da-chesa-boudin/11118774/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s-expansion-of-victim-services-and-increased-language-access-for-victims/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san-francisco-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announces-new-policy-to-promote-staff-language-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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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罪案和促進⻑期安全
地檢署的⼯作除了追究犯罪者責任外，我們還引領以創新、積極的⽅法，在罪案發⽣之前作

出預防以促進⻑期的社區公共安全。

防⽌槍⽀暴⼒

向實施暴⼒罪案的⼈提出起訴並追究責任是地檢署的⾸要任務，但我們也知道，在槍⽀暴⼒

發⽣後才⾏動便為時已晚。 所以，地檢署實施了許多創新的⽅法來協助槍⽀從社區中消失，
也把這些危險的武器從構成⾃⼰和他⼈危險的⼈⼿中奪⾛。

⻤槍訴訟案

2021年8 ⽉，地檢署聯合Keker、Van Nest & Peters律師樓和 Giffords 法律中⼼⼀同向三
間⻤槍製造商提出了破天荒的⺠事訴訟，指控這些製造商通過互聯網兜售無法追踪和不受管

制的槍⽀。 這些槍枝套件可以在不到⼀個⼩時的時間內使⽤常⾒的家⽤⼯具完成組裝。 童
年10 ⽉，加州司法部⻑ Rob Bonta 加盟我們的訴訟，共同阻⽌這些危險的武器湧⼊社區。
這對三藩市來說意義深重，尤其我們近年來看到槍擊事件中使⽤的⻤槍數量急劇增加。 在訴
訟提出後，其中⼀間涉案公司已經停⽌在加州銷售⻤槍套件。

槍⽀暴⼒禁制令計劃

2021年6 ⽉，我們提出⼀項新措施以協助市⺠獲取槍⽀暴⼒禁制令  (Gun Violence
Restraining Orders, "GVRO")。 加州的紅旗法允許⼈們根據法律向那些對⾃⼰或他⼈構成
威脅的⼈的在法庭申請槍⽀暴⼒禁制令。我們還製作了⼀份精簡的信息⼩冊⼦，向市⺠⼤眾

推廣有關槍⽀暴⼒限制令的更多信息。 ⼩冊⼦的英⽂、中⽂和西班⽛⽂的版本可在地檢署網
站獲得。

制⽌槍⽀販運

2021 年 12 ⽉，我們與酒精、煙草、⽕器和爆
炸物管理局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和三藩市警局參與了
⼀項針對槍⽀販運的聯合⾏動，結果逮捕了多名

涉嫌銷售⾮法槍⽀的疑犯，並繳獲 21⽀槍和擴
展彈匣。

⽀援槍⽀暴⼒受害者

地 檢 署 與 三 藩 市 加 州 ⼤ 學 的  Project
Wraparound 計劃簽訂了諒解備忘錄，以幫助
槍⽀暴⼒受害者。

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S-F-DA-Boudin-anti-gun-violence-advocates-to-16395840.php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attorney-general-bonta-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joint-effort-against-ghost-gun-kit-retailers-and-manufacturers/
https://www.sfexaminer.com/news/ghost-guns-linked-to-rise-in-sf-shootings-as-numbers-jump/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resources/californias-red-flag-law/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announces-arrest-and-charges-against-prolific-retail-thief-in-district-attorney-office-organized-retail-theft-operation-copy/


起訴仇恨犯罪案件: 
在2021 年，地檢署共起訴 20 多宗涉及仇恨犯罪指控的案件，其中⼤部分涉及亞太裔受害
者。 僅舉幾例，我們對⼀名多次針對破壞華⼈商家店舖的被告提出仇恨犯罪指控，另外向⼀
名針對亞裔⼥性下⼿搶劫的被告加控仇恨犯罪指控。

仇恨犯罪培訓: 
地檢署委派⼀名助理檢察官專責起訴仇恨犯罪案件，並向本地⾮牟利組織、政府機構和三藩

市警察局就仇恨犯罪所需的證據採集過程進⾏了⼗多次培訓。

新的仇恨犯罪現場指南: 
地檢署為三藩市警察創建了仇恨犯罪現場指南，協助警⽅在調查涉及仇恨罪案時向受害者和

證⼈詢問正確的問題，以便收集起訴所需的證據。

新的受害者服務部主管: 
在2021 年，助理檢察官李蕙儀被委任為受害者服務主管，上任後⽴即在亞裔社區建⽴夥伴
關係及倡導⾮英語語⾔服務。 她是第⼀位領導該部⾨的美籍華⼈，並精通粵語。她率先制定
了新政策，促進和滿⾜亞裔社區語⾔和⽂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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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亞太裔社區

在2021 年，在三藩市甚⾄全美國，針對亞太裔社區成員的仇恨和暴⼒⾏為均有所增加。 三
藩市地檢署通過各種⽅法，致⼒為亞裔族群社區的成員改善服質素、外展⼯作和成果效益。

反對仇恨集會: 
在2021年3⽉，地檢署與加州州眾議員丁
右⽴共同舉⾏集會。市參事議會主席華頌

善、市參事陳詩敏、前市參事李麗嫦、社

區⻘年中⼼⾏政主任溫靜婷和亞裔社區的

其他領袖均有出席參加，公開反對最近針

對社區的暴⼒⾏為，望遭受暴⼒和仇恨影

響的⼈能獲得正義。

維護亞太裔社區安全峰會: 
在2021年5 ⽉，地檢署舉辦了⼀個網上峰
會，討論針對亞裔社區的仇恨犯罪問題，

並邀請到加州最⾼法院法官劉宏威為峰會

的主要演講嘉賓。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holds-rally-with-political-and-community-leaders-to-condemn-violence-against-the-aapi-community/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concludes-virtual-summit-with-experts-and-community-leaders-on-preventing-aapi-hate-and-violence-and-protecting-the-aapi-community/


社區合作夥伴: 地檢署與社區安全與正義聯盟 (Community Coalition on Social Justice) 合
作，為不諳英語的受害者推廣具有⽂化能⼒的服務，並與亞裔社區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努

⼒尋找暴⼒的根源。

關注亞太裔受虐⻑者指導委員會: 地檢署成⽴了關注亞太裔受虐⻑者指導委員會，⽬標為受
虐待的⻑者凝聚社區現有的資源，制定標準合作模式來拉近服務⽅⾯的差距。該委員會由受

害者服務部主管李蕙儀律師領導，受害者服務部受虐⻑者計劃的雙語倡導專員⿈啟發和朱瑞

良、安⽼⾃助處⾏政總監鍾⽉娟、⽼齡研究所項⽬經理Alice Chiu及社區安全與正義聯盟的
計劃總監Henry Ha等聯合組成。

華埠殘障法官司調查: 地檢署根據舉報，向針對華埠商鋪提出的⾮法訴訟展開調查，懷疑這
些根據《美國殘疾⼈法案》(American Disability Act) 提出的訴訟涉及欺詐成分，旨在從弱
勢的⼩商業⼿中勒索⾦錢。這項調查⽬的是維護《美國殘疾⼈法案》的價值和正確的⽤途，

確保殘疾⼈⼠在⽣活的各個⽅⾯得到他們應得的尊重和機會，也同時保護移⺠家庭所擁有的

⼩商業。

公益廣告: 地檢署發起了⼀項公益廣告，教育社區如何識別和舉報虐待⽼⼈的罪⾏。

9預防罪案和促進⻑期安全

保護亞太裔社區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san-francisco-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announces-formation-of-aapi-elder-abuse-steering-committee/
https://www.singtaousa.com/3588673


10預防罪案和促進⻑期安全

在2021 年，有組織的零售盜竊在加州的⼤部分地區和全國均引起了關注。我們的辦公室致
⼒於追究這些罪犯的責任，僅在上⼀年，我們對 74% 有組織零售盜竊犯罪⽽被逮捕的⼈⼠
提出起訴。 此外，我們專注於打擊、⽡解和阻⽌讓有組織的零售盜竊獲利的網絡。 我們致
⼒於積極應對零售盜竊犯罪，並正在與州和聯邦機構合作進⾏近六項的機密調查。

應對零售盜竊

焦點鏡頭⾏動：這個由地檢署策畫的焦點鏡頭⾏動，調查時間⻑達2年半，調查⼈員成功
發現⼀個重⼤的跨國式有組織的零售盜竊集團，並撿獲約 200 萬美元的被盜財物，最終
成功向多⼈作出多項刑事起訴，涉及有組織的零售盜竊罪、盜竊重罪、擁有被盜財產和

洗錢的指控。

破壞球⾏動：地檢署還策劃了破壞球⾏動，對在七街和孖結街附近地區銷售賊贓的⾏為

進⾏調查。 通過這次⾏動，地檢署從灣區各處零售商追討回近 75 萬美元的被盜商品。

與 ALTO 合作: 2021 年 6 ⽉，地檢署與國際組織 ALTO 合作，該組織與零售商、警察和檢
察官協調零售盜竊⽅⾯的⼯作，以解決三藩市的零售盜竊問題。 當零售罪案發⽣時，ALTO
會協助零售商提交警⽅報告、收集證據並在起訴的過程中更進案件。這種夥伴關係有助於加

強我們與零售商之間的合作，向那些犯下零售盜竊罪案⾏為的⼈追究責任。

灣區檢察官聯盟: 我們與其他灣區檢察官組建了⼀個打擊零售盜竊罪案的聯盟。這種縣和地
⽅機構之間的夥伴關係確保分享數據收集、犯罪分析以及聯合調查⼯具，以成功起訴參與有

組織零售盜竊計劃的⼈。

地檢署主導的⾏動: 我們的辦公室在 2021 年領導了幾項⼤規模的零售盜竊⾏動。

在2021 年，地檢署與加州警察、三藩市警察局以及三藩市公共衛⽣局合作，共同預防和應
對校園性侵和仇恨犯罪案件，加強對這些暴⼒罪案的報告和調查程序，及改善對受害者和倖

存者的⽀援。 聯合協議訂⽴了這些機構在應對性暴⼒和仇恨犯罪的報告時，其所擔當的⻆
⾊、⼯作程序和做法，以確保滿⾜受害者和倖存者的需求。

保護弱勢倖存者

https://sfist.com/2021/12/21/tenderloin-camera-shop-was-front-for-retail-theft-resale-operation-according-to/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s-arrests-related-to-da-office-led-organized-retail-theft-operation/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s-office-files-charges-in-shoplifting-case-and-announces-partnership-to-combat-retail-theft-in-san-francisco/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bay-area-prosecutors-join-forces-to-combat-organized-retail-theft/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s-office-announces-partnership-to-prevent-campus-sexual-violence-and-hate-crimes-and-support-survivors/


在2021 年，加州政策
實驗室的⼀項獨⽴評估

報告發現，被轉介到改

正計劃的年輕⼈，再次

被捕的可能性⽐沒有被

轉介的年輕⼈低 44%。

經過改正計劃輔導後的再次逮捕率：

44%
在6個⽉後

33%
在⼀年後

30%
在4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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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合作
地檢署認為，杜絕罪案的根源有助於防⽌纍犯的⾏為並促進司法和社區安全。在適當的時

候，地檢署會推薦⼈們⾄各種分流計劃 (Diversion Program) 和服務，以促進問責制並減少
未來纍犯的可能性。分流計劃讓符合條件的被告接受治療、提供就業機會、參與針對性的計

劃和法庭監督，解決潛在驅使犯罪⾏為的因素。成功完成分流計劃後，被告可以避免刑事定

罪，讓他們更容易改過⾃新、回歸社會。

地檢官發起的備案前的分流計劃

以下項⽬由地檢署與社區司法系統利益相關者合作創建營運：

改正計劃  Make it Right 
Make-it-Right (MIR) 改正計劃是屬於恢復性司法的群體計劃，⽬的指導 13 ⾄ 17 歲、⾯臨
相對嚴重重罪指控 (例如：⼊室盜竊、襲擊、⾮法佔⽤⾞輛) 的⻘少年。經過充分的準備，參
與的⻘年會與他們曾傷害的⼈或其代理⼈會⾯，為他們的⾏為造成的影響承擔責任，並就⻘

年能如何最⼤程度地修復他們所造成的傷害達成協議。 如果⻘少年按照協議中概述的完成任
務，則不會對他們提出指控。 但若未能完成的話，他們將⾯臨正式的少年重罪起訴。

Photo credit: Community Works

你知道嗎？



⼀名參與無⼈看顧兒童援助計劃的未成年⻘年，其⽗⺟均居住在洪都拉斯。他因為藏有及

意圖銷售受管制藥物⽽被發出告票，但因為他被確定是販賣勞⼯的受害者，所以有機會參

加援助計劃。通過無⼈看顧兒童援助計劃，他與奧克蘭⼀所獨⽴的基層社區組織Homies
Empowerment 建⽴了聯繫。由於他在加⼊該計劃後⽴即無家可歸，因此被安置在緊急避
難所中，此後⼜搬到了寄養家庭。他以全⽇制學⽣的⾝份在奧克蘭聯合⾼中上課，並被分

配了⼀名校內的案件經理。他還開始參加⾜球無國界活動，⾃去年秋天以來每週都參加。

計劃的其中⼀名法律系學⽣⼀直跟進少年的案件，他會定期會⾒少年的案件經理、他的教

練以及新養⽗⺟。少年正在等待三藩市⼤學的移⺠和驅逐出境防禦中⼼的移⺠救濟評估。

他還參加了由地檢署和斯坦福⼤學為販賣勞⼯的年輕受害者舉辦的藝術治療試點計劃。他

有望順利從無⼈看顧兒童援助計劃畢業，此後他的案件有望被解除和保密，將不會對他未

來的移⺠申請產⽣任何不利的影響。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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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官發起的備案前分流計劃

鄰⾥法院 Neighborhood Courts
案件被分流⾄全市 10 個鄰⾥法院之⼀，由訓練有素的志願者擔任「裁判員」，使⽤恢復性
原則解決問題並作出判決。參加者必須為他們所作所為負上責任，只有在完成指令後⽅可避

免案件被起訴。

釋放和重返社會⽀援計劃 Supportive Release and Reentry Program
三藩市⼼理健康協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 為剛釋放、精神病患和
藥物上癮問題的釋囚提供⼼理健康輔導和案件跟進等服務，⽬的讓參與者重返社區後有⻑期

的案件跟進和⽀援。

無⼈看顧兒童援助計劃 Unaccompanied Children Assistance Program
此計畫為需要逃離暴⼒、貧困、和無⼈看顧的未成年⼈⼠，從少年司法系統中分流到⼀個專為滿⾜

他們需求的計劃。 無⼈看顧兒童援助計劃側重於與創傷知情、根植於⽂化的康復實踐、以及雙⽂化
和雙語⼲預，以滿⾜⻘少年的基本、教育、職業和⼼理健康需要。計劃還為兒童在移⺠法庭提供法

律代理。

理想的司法：藝術作分流  Imagining Justice: Arts as Diversion
「理想的司法」是⼀個創新項⽬，開創了刑事司法領域的具體變⾰。項⽬由斯坦福⼤學的族

裔與⺠族研究中⼼牽頭，並由斯坦福藝術學院和斯坦福刑事司法中⼼合作⽀持。



此外，地檢署與三藩市⾼等法院及本地刑事司法利益團體合作，⽀持以下協作法院分流計劃:

⾏為健康法院，為患有嚴重和持續性精神疾病的⼈提供服務，以幫助他們實現更⼤程度的⾃

給⾃⾜

社區司法中⼼，解決導致主要來⾃⽥德隆區、市中⼼、聯合廣場和南孖結社區的被告牽涉刑

事司法的潛在問題

毒品法院，該項⽬專注於濫⽤藥物的被告，將協助他們獲得⾨診或住院治療

強化監督法庭，為⾼⾵險、⾼需求的緩刑⼈⼠提供密集式的法庭和社區監督，代替進⼊州府

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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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和合作法院分流計劃

除了地檢署建⽴的分流計劃外，我們的辦公室還⽀持各種其他的分流計劃，包括由加州⽴法

機構制定的計劃，以及三藩市⾼等法院和其他本地刑事司法利益相關者合作在市內建⽴的計

劃。

⽴法機關⽬前製定了四個法定的分流計劃：
 

⼼理健康分流，允許被診斷患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礙，或創傷後遺症等精神

健康障礙的被告參加⻑達兩年的⼼理健康計劃，以代替刑事起訴；

軍⼈分流，針對現任或前任美國軍⼈因服兵役⽽遭受創傷、創傷性腦損傷、創傷後遺症、藥

物濫⽤或患上精神疾病

審訊前分流，於 2021 年 1 ⽉⽣效，賦予法官⾃由裁量權，將被控犯有輕罪的被告在審訊前
分流，除⾮他們被指控犯有需登記成性罪犯、遺棄和疏忽照顧兒童罪、家庭暴⼒、或跟踪騷

擾罪等的罪⾏

主要照顧者分流，試圖通過將主要照顧者分流出傳統的刑事司法程序來減少⽗⺟監禁對家庭

和兒童造成的負⾯影響。

⻘少年重返法院，為離開⻑期寄養家庭和⾮居於家中的⾼需求
⻘少年提供全⾯的案件規劃和善後服務

退伍軍⼈法庭，該計劃協助退伍軍⼈與連接諮詢、住房、教育
和就業⽀持，讓他們過上富有成效和獨⽴的⽣活，滿⾜他們的
特殊需求。

⻘年法庭，此開創性的模式重新思考年輕⼈的發展特質，引導
刑事司法系統應對此年齡層。⻘年法庭與正直⻘春期的⻘年
（18-25 歲）合作，重點關注教育、就業、諮詢和同伴指導，開
創積極正⾯⽣活的新途徑。

2021 年，109 名家⻑完
成了主要照顧者分流。

其中，97 ⼈（89%）成
功完成了該項計劃。

2021年，1000餘件案件
成功完成分流計劃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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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下的司法平等
三藩市地檢署其中⼀項受⾸要承諾，是確保法律在公平公正下被運⽤。所以，無論是⺠選官

員、 財雄勢⼤的公司、甚⾄是⾝穿制服的警察，都不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也正因如此，
地檢署致⼒於促進種族平等，並確保所有涉及刑事法律制度的⼈能維護尊嚴。

起訴公共腐敗

指控⾸席法醫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Examiner) 的⼀名前法醫實驗室分析
師盜竊和佔有辦公室的財產

重罪指控三藩市公務局前經理未能在要求的財務披露報表中披露超過 100 萬美元的外部
收⼊

重罪指控前三藩市⼈⼒資源部經理涉嫌偽造和解協議⽂件並在⽂件上偽造簽名，並將其

提供給⼀名對市府提出平等就業機會投訴的政府僱員

重罪指控⼀名三藩市律師在被吊銷律師資格後在⾮法執業期間欺詐客戶、兩家法院和兩

家保險公司

三藩市地檢署致⼒於保護公眾誠信。 在2021 年，地檢署起訴了多宗公共腐敗案件，包括：

Handy 公司訴訟案：在2021 年，調查針對勞⼯經濟罪案的部⾨向Handy公司提出了保
護⼯⼈的訴訟，該公司提供和銷售家庭服務。訴訟指出，Handy 公司⾮法將其⼯作⼈員
歸納為獨⽴承包商，但事實上，這些⼯⼈都是 Handy 公司的正式員⼯。地檢署此舉確保
⼯⼈能獲得最低⼯資的權利、獲得帶薪病假、傷殘保險和失業服務。

與 Angie's List 公司達成和解協議：地檢署就針對 Angie's List公司的⺠事虛假廣告案達
成和解協議。Angie's List公司的網站提供本地家庭服務商業和承包商的⽬錄。該公司涉
嫌誤導消費者關於公司對員⼯進⾏背景調查的程度。和解協議包括對客戶的賠償以及保

護公眾免受未來虛假陳述的永久禁令。

通過由地檢官博徹思於 2020 年建⽴的⼯⼈保護部⾨和⽩領犯罪部⾨，地檢署向違反法律的
公司進⾏問責。

起訴⼤企業

https://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san-francisco-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and-los-angeles-district-attorney-george-gascon-announce-the-filing-of-a-preliminary-injunction-in-case-against-handy-for-misclassification-of-workers/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san-francisco-district-attorney-boudin-announces-settlement-with-angies-list-inc-over-false-advertising-claim-regarding-background-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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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問責制

三藩市地檢署深知追究違規警察責任的重要性。使⽤武⼒過度、作偽證或其他⾮法⾏為的違

法警員抹殺了其他警員⾟勤⼯作建⽴的形象，並破壞我們社區對執法⼈員的信任。為了重建

這種信任，我們必須⼀視同仁，要求違法的警員為他們造成的傷害負責。與此同時，當警員

合法使⽤武⼒時，地檢署的獨⽴調查部⾨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Bureau) 會迅速宣
布無須提出指控。

在2021年，地檢署就2017年⼀名對Sean Moore開槍，導致他在 3 年後死亡的涉案警員提出
了謀殺指控。這是三藩市歷史上第⼆宗針對值班警員殺案的起訴案件（第⼀宗是地檢官博徹

思於2020年向Christopher Samayoa提出的起訴，指控他於 2017 年槍殺Keita O'Neil，案
件⽬前仍在審理中）。

在 6 ⽉的同志驕傲⽉期間，三藩市地檢署宣布了⼀項新的政策指令，要求檢察官和⼯作⼈員
向所有受害者、證⼈和被告溝通時詢問並使⽤正確的性別代詞。 該政策致⼒促進接納和尊重
⼥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雙性別以及無性戀的LGBTQIA 社區 (包括跨
性別、⾮⼆次元和未定性別的⼈) 所有成員和維護他們的尊嚴。

促進性別平等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s-office-announces-bold-new-policy-directive-to-respect-the-gender-identity-of-all-who-encounter-the-criminal-leg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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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和倡導
 社區參與是地檢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通過社區探訪、社區會議、⽂化活動、節⽇等，

地檢官博徹思和地檢署的職員與社區成員會⾒、合作並與社區成員互動，以便我們更好地為

三藩市服務。我們的辦公室還致⼒於創建、贊助、 倡導為所有社區成員伸張正義的法案。

社區聯絡員計劃

在2021 年，地檢官博徹思啟動了社區聯絡員計劃，將助理檢察官、調查員和其他的⼯作⼈
員與市內的市參事地區配對。

社區聯絡員地任務是直接與每個地區的居⺠、⼩商業和社區聯會合作，建⽴雙⽅直接的溝通

渠道。 我們的社區聯絡員會定期參加區內的聽證會和其他活動，以便回答社區成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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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 年，地檢署開始舉辦公開會議，讓社區領袖、刑事司法專家和受執法系統影響的⼈
⼠就影響市⺠最迫切的問題進⾏深⼊的對話。

社區會議

預防與保護 − 確保亞太裔社區安全：
在5 ⽉，地檢署再網上舉辦了⼀場關於保護亞太裔社區
免受仇恨和暴⼒侵害的峰會，⾼等法院法官劉宏威發表

了主題演講。 峰會的重點是防⽌針對亞太裔社區的騷擾
和暴⼒⾏為，也包括旁觀者⼲預培訓和外展⼯作，和⿎

勵舉報仇恨犯罪等議題。

公共健康就是公共安全 − 三藩市的⾏為健康護理： 
在7 ⽉，地檢署在 Manny's 咖啡室舉⾏了公開會議，探
討對於三藩市市內⾏為健康的挑戰和刑事法律制度。 州
參議員 Sydney Kamlager 發表了主題演講，並由地檢
官博徹思主持三個由不同的專家和社區成員組成的⼩組

討論。

以倖存者為中⼼ − 建⽴治愈⽽⾮傷害的⼲預措施：
在家庭暴⼒宣傳⽉的前⼣，地檢署在 Manny's 咖啡室舉⾏了關於⼈際暴⼒的現場會議。 邁
阿密⼤學法學院教授 Donna Coker 發表了主題演講，並由地檢官博徹思主持了兩個⼩組討
論，重點關注以倖存者為中⼼、預防暴⼒和⽀持受家庭暴⼒影響的⼈。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488927818924727&ref=watch_permalink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862786511026265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445799623521694


2021年，地⽅檢察官辦公室還參加了許多其他社區活動：

其他社區活動

每⽉商戶探訪：地檢官博徹思和職員到訪社區，直接與商業店主和社區居⺠討論他們關⼼的

公共安全議題。

全國安全夜 National Night Out： 全國安全夜中，地檢署促進了社區與執法部⾨間的互
動。多位地檢署的社區聯絡員均有出席市內各區的晚會，⽽我們的受害者服務部⾨更有機會

向在場⼈⼠介紹我們負責實驗室治療的⾦⽑尋回⽝ Red。

華埠資源展:  地檢署很榮幸與眾多社區機構合作舉辦華埠資源展。 我們提供了有關保護⽼
者、避免詐騙、住房、 衛⽣保健、應急管理等的資源以增加市⺠的公共安全意識。

設⾝處地，步⾏⼀英⾥: 在宣傳反家庭暴⼒的⽉份，地檢署在辦公室舉⾏了⼀個儀式，⿎勵
家庭暴⼒的倖存者，以及那些致⼒於促進受害者的安全和援助的⼈。 當天參與⼈⼠象徵式
步⾏了⼀英⾥，向倖存者、執法⼈員、社區領袖、服務提供者和地檢署的⼯作⼈員致敬。

National Night
Out 2021

18社區參與和倡導

⽴法成就

⽴法為夠年齡離開寄養家庭的弱勢⻘少年提供基本收⼊

⽴法聲援及⽀持仇恨罪案受害者

⽴法定義配偶間的性侵犯罪⾏的懲治⽅式與其他性侵犯案⼀視同仁

⽴法擴⼤簽署逮捕令的範圍來消除警察問責制的障礙，避免警察拒絕合作指控同僚的問

題，並由州⻑紐森在6⽉簽署正式成為法律
⽴法資助⼀項補償陪審員的試點計劃，並由州⻑紐森在10⽉簽署正式成為法律
⽴法以解決檢察官曾接受警察⼯會的⽀持，然後必須決定是否起訴屬於這些⼯會的警察

時存在的利益衝突

⽴法擴⼤受害者補償⾄包括受到警察暴⼒對待的受害者

在2021 年，地檢署聯署了多項重要的法案：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heralds-senate-passage-of-sb-739/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886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1171
https://www.sfdistrictattorney.org/press-release/san-francisco-district-attorney-chesa-boudin-praises-governor-newsoms-signing-of-ab-127-which-da-boudin-cosponsored-to-eliminate-barriers-to-police-accountability/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1452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SB710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SB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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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21年對法院、地檢署和社區來說，都是成績豐盛的⼀年。感激地檢署每⼀位勤勞⼯作的員
⼯，他們積極表現出為三藩市服務的承諾。 三藩市地檢署將在 2022 年繼續促進公共安全並
確保為所有市⺠伸張正義。

聯絡⽅式

三藩市地檢署
350 Rhode Island Street
North Building, Suite 400N
San Francisco, CA 94103

星期⼀⾄五, 9 AM - 5 PM

(628) 652-4000

DistrictAttorney@sfgov.org

www.sfdistrictattorney.org

VictimServices@sfgo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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