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联系谁？

免费流程陪同
流程陪同是一个经过验证的概念，让受
害者，法律上所谓的暴力受害者，危险
的威胁和/或那些在性行为中受到侵犯
的人 -免费 - 心理上和法律上 - 在法律诉
讼中的得到支援。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信息，请随时
联系您选择的可信赖组织-- 例如 ZARA
- 民间勇气和反种族主义工作，或反犹
太主义论坛，或ROMANO CENTRO,或

如果您因为外表或（疑似）宗教信仰而
经历过暴力或受到危险的威胁，或者如
果您在性行为中受到伤害，您有权获得
免费的--心理上和法律上--流程陪同。

Dokustelle - 仇视伊斯兰教与反穆斯林
的种族主义，Afro Rainbow Austria 主
动的无歧视性教育，或者施帝利亚州，
维也纳，萨尔茨堡州和克恩顿州的反歧
视机构。

所有国家批准的受害者保护设施 - 例如
WEISSE RING - 犯罪受害者援助，奥地
利所有暴力保护中心，男性和女性咨询
组织--，都可以为您提供免费的流程陪
同。

在那里您也许会被转移到其他部门，会
得到质询，得到起诉支援，或者有人陪
您去警察局和/或着您可以分享您的经
验，平静的谈话，倾听和报道--如果您
想要也可以匿名。

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
in der Stadt Salzburg

Kirchenstraße 34
5020 Salzburg
office@antidiskriminierung-salzburg.at

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
Steiermark

Andritzer Reichsstraße 38 | 1. Stock
8045 Graz
T: +43 316 / 714 137
buero@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steiermark.at
www.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steiermark.at

AÖF – Verein Autonome
Frauenhäuser
自主妇女的庇护所协会
Bacherplatz 10/4
1050 Wien
T: +43 (0) 1 544 08 20
www.aoef.at

Co-finanziert durch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Soziales und Konsumentenschutz

migrare – Zentrum für
MigrantInnen OÖ
上奥地利州移民者中心
Humboldtstraße 49
A – 4020 Linz
T: 0732 667363
www.migrare.at

Romano Centro

Hofmannsthalgasse 2, Lokal 2
A-1030 Wien
+ 43 1 749 63 36
office@romano-centro.org
www.romano-centro.org

WEISSER RING –
Verbrechensopferhilfe

Frauenhelpline gegen Gewalt (24h/Tag)

Dokustelle – Islamfeindlichkeit &
Anti-Muslimischer Rassismus

ZARA – Zivilcourage & AntiRassismus-Arbeit

仇视伊斯兰教与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
E-Mail: office@dokustelle.at
Tel: +43 676 40 40 005
FB/Dokustelle Österreich
www.dokustelle.at

Co-finanziert durch das Justizprogramm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奥地利暴力保护中心
www.gewaltschutzzentrum.at

office@weisser-ring.at
www.weisser-ring.at

0800 222 555

这本小册子是V-START --Victim Support Through Awareness-Raising and neTworking --项目的一部分 - 。
本出版物内容的全部责任在于作者;欧洲委员会和社会事务部不对继续使用其中所含信息负责。

Gewaltschutzzentren &
Interventionsstellen Österreich

FGA – Forum gegen Antisemitismus
反犹太主义论坛
info@fga-wien.at
+43 1 398 72 72
www.fga-wien.at

V-ST RT

种族主义

怎么办?
如果你成为种族主义罪行
的受害者 - 仇恨犯罪。
你并不孤单！

Opfer-Notruf (24h/Tag): 0800 112 112

民间勇气和反种族主义工作
Schönbrunner Straße 119/13
Eingang: Am Hundsturm 7
A-1050 Wien
T: +43 (1) 929 13 99
office@zara.or.at
www.zara.or.at

你被侮辱，虐待，袭击，受伤或你的财产遭到破坏 然后你确定凶手是因为偏
见，并且基于种族主义思想的偏见而生活在仇恨之下的行为?
这可能是一种激烈的体验，是需要与“正常”
的进攻区别开来的 - 您需要得到支持
你想做点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你甚至受了重伤，并且想要采取法律行动
并意识到这是一种种族主义行为？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相关信息的和行动选项!

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是种族歧视?
有许多种族主义的定义涉及不同的方面
和层次。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通
过这种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根据肤色，
语言，宗教或出身进行分类和判断 。种
族主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想法，已经有
几个世纪的时间在结构上固定 。
种族歧视是指个人和/或团体由于肤
色，语言，宗教或出身而以某种形式处
于不利地位。这是种族主义结果的行
为。因此，歧视就是基于这些标准和不
合理的偏好或不利对待人意思。
种族主义往往表现为歧视，侮辱，侮
辱，羞辱，种族主义虐待和暴力。

什么是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就是对某些人群有偏见动
机的犯罪行为。”1

因此种族主义仇恨犯罪（仇恨犯罪，偏
见犯罪，偏见驱动犯罪）必须满足两个
要素：
• 犯罪者的种族主义动机
• 犯罪者的犯罪行为

1 这是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民主人
权办）制定的以实践为导向的仇恨犯罪定义

→→因此仇恨犯罪是一种具有偏见行为理
由的刑事犯罪。

什么是偏见动机？
偏见动机是一个人行动的明确冲动。犯
罪的发生只是因为犯罪者有偏见并且可
以对其进行惩罚。没有这个动机，整个
行为永远不会发生！
§33刑法典（StGB） - “特殊加重因素”

在奥地利刑法典中写着所谓的§33Abs
1 Z 5 - “特殊加重理由” 。 本段规定
何时存在加重的特定原因（一个犯罪）
。然后，如果犯罪者在:
“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或其他特别
令人反感的动机 ，特别是那些明确反
对§283（1）中提到的人群，或明确
属于该群体的成员的人，而行动的“。
因此，在奥地利的情况下，我们假设
个人或团体由于他/他们是属于第283
（1）Z段中提到的群体或所谓的从属关
系，所以被实于仇恨犯罪/偏见犯罪|仇
恨犯罪|有偏见的暴力而受影响的人 。
所以仇恨犯罪在奥地利是以下犯罪行为:
“反对教会或宗教社会或现有缺失
的肤色，语言，宗教或信仰，国籍，
血统或民族或族裔，性别，身体或精

神残疾的标准，年龄或性取向“。

奥地利可以将哪种种族主义（犯罪）
行为描述为仇恨犯罪或偏见犯罪 - 例
如作为种族主义的“仇恨犯罪” ？
• 出于种族动机的人身伤害
StGB，§84StGB，§85StGB，§86
，§87）
• 种族主义动机的危险威
胁（§107StGB）
• 出于种族动机的财产损失
（§125StGB，§126StGB）
• 出于种族动机的纵火（§169StGB）
• 出于种族动机的侮辱（§115StGB）
• 种族主义动机的煽动（§283StGB）
• 在街上和/或互联网上的许多人面前
• 出于种族动机的骚扰宗教
活动（§189StGB）

• 要么直接在警察局，
• 直接向检察官提出，如果
这是你的想要的，或者
• 在咨询或支援组织的帮助下。
在您起诉之前，例如在警方，您可以寻
求起诉质询的帮助。您可以向不同的组
织 – 列如ZARA - 民间勇气和反种族主义
工作，Dokustelle - 仇视伊斯兰教与反穆
斯林的种族主义，WEISSEN RING,男士和
女士的辅导设施,或者施帝利亚州，萨尔
茨堡州和克恩顿州的反歧视机构--,，
索取免费起诉咨询。
注意：如果您直接向警方起诉，您需知
道您之后将无法撤回也无法更改起诉。
注意：如果您起诉，您将有可能必
须在警察局做一之两次的口供。

如果我受（轻到重）伤怎么办？
如果您受 (轻到重) 伤了，而您怀疑它背
后有种族主义动机，并且去医院接受治
疗，我们建议您将医院所有文件保存下
来。
当然首先重要的是您要好起来。随后如
果您想针对犯罪者采取（合法）诉讼，
您将需要这些证明您受伤得医院文件作
为证据。
当医院治疗了一位说自己是被他人伤害
的人得时候，医院工作人员必须通知警
方。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医院工作人员有报
警，警方会尽快与您联系并邀请您去录
口供。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您有机会作
出补充声明，告诉警方这是一种种族主
义行为。

此列表仅包含示例。如果您不确定您所
获得的经历是否属于刑事犯罪，请随时
咨询咨询机构。

如果没有具体的申请，您在警方那里只
是证人。也就是说您并不自动获得所
谓的“受害者”，如“刑事诉讼法”
（StPO）所述 ，所拥有的所有权利。

在受到种族虐待，侮辱，威胁
和/或攻击后，我能做些什么？

如果您觉得您不想独自去警察局，你有
权带一个信任的人一起前往。这可以是
朋友，家庭成员或训练有素的辅导员。

你可以单独去警察局申请并作出补充陈
述。如果您感到不舒服或不想单独这样
做，请随时联系咨询机构--例如

注意：作为您带到警察局的
信任的人不可以同时作为事
件的目击者。这是不允许的。

ZARA - 民间勇气和反种族主义工作，
或反犹太主义论坛，或 ROMANO CENTRO,或

得种族主义经验，将您识别为上述违法
行为获之一后，您可以起诉和寻得（法
律）步骤的支援 。
你可以起诉:

先照顾好您自己的健康，
但只要您康复了，我们建
议您立即发起这样的声明！

Dokustelle - 仇视伊斯兰教与反穆斯林
的种族主义，或 男士和女士的辅导设
施,或者施帝利亚州，萨尔茨堡州和克
恩顿州的反歧视机构--,让我们为您提供
建议，支援和/或陪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