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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刊 詞 

 

駐洛杉磯總領館領區各州與我國在經貿、文

化、教育、旅遊等各個領域關係密切，雙方人員往

來頻繁。近年來，發生在我館領區，涉及中國公民

的各類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時有發生。幫助中國公

民有效防範和應對海外安全風險是我們中國駐外外

交機構的應盡職責，維護自身安全也首先是每一個

走出國門的中國公民自己的責任。 

駐洛杉磯總領館秉持“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切

實踐行“外交為民”理念，遵照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全力以赴、辦成辦好

每一起領事保護案件”的要求，積極致力於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

斷提升領事服務水準。 

總領館過去兩年妥善處理了 500 餘起涉及中國公民的案件，為 3000

多位中國公民提供了領事保護與協助。兩年來，總領館及時跟進，系統

研究了領區內安全風險，共發佈了 100 餘篇提示預警資訊，覆蓋了領區

各州的主要安全風險，全面、翔實而權威，起到了較好的警示和預防作

用。 

為幫助中國公民瞭解總領館領區內主要安全風險，以妥善採取應對

措施，在匯總這些資訊的基礎上，總領館再次編寫發佈《旅居美西南—風

險防範與應對》（2019 版）電子書，建議來美中國公民認真閱讀，並轉

發傳閱，使更多中國公民受益。 

张 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洛杉磯總領事 

2019 年 12 月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bglq/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mxz/ljmxn/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mxz/ljm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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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按 

 

一、本手冊旨在幫助中國公民瞭解總領館領區內主要安全風險，以妥

善採取適當應對措施。強烈建議訪問中國領事服務網、駐美國大使館和駐

洛杉磯總領館網站，以獲取最新警示資訊。 

二、駐洛杉磯總領館領區主要位於美國西南部，包括南加州 10 郡、亞

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和太平洋島嶼。本手冊資訊可能適用於

美國其他地區，但主要針對本館領區。 

三、本手冊信息僅供參考。對安全形勢的判斷，以及具體採取何種防

範和應對措施，應由當事人根據當地法規和現場情況自行決定，並承擔全

部風險和責任。 

四、本手冊的資訊主要來源美有關政府部門網站、駐洛杉磯總領館網

站。領區內友好華人律師、專家、志願者對本書的部分文章亦有貢獻，謹

此致謝。 

對本手冊如有意見或建議，歡迎通過電子郵件方式聯繫我們。感謝您

的支持！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cs.mfa.gov.c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mailto:lingqiao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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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境執法  

 

（一）入境受阻  

 

美國簽證僅表明允許持有人抵達美國口岸並

提出入境申請（Apply for Admission），並不能保

證可以當然進入美國。所有抵達美國口岸人員均

須接受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執法人員檢查，包括入境、

海關和農業檢查。執法人員依照美國移民法等法規，對外國人進行詢問並

加以檢查，以決定是否允許其入境。 

 

1、初次檢查的 CBP 執法人員通常會通過乘客承運人經“預先乘客資訊

系統（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APIS）”傳遞的訪客資訊，依

靠“跨部門邊檢系統（Interagency Border Inspection System，IBIS）”，以及

現場問詢等，決定是否對入境人員進行二次檢查（Secondary Inspection），

也有對一定比例訪客進行隨機檢查的情況。 

2、接受二次檢查人員將被帶到指定區域排隊等候，由另一名執法人員

檢查，包括進一步問詢，檢查行李、電子設備等。二次檢查並不表示當事

人一定會有問題，或必定會被拒絕入境，建議配合並保持理性、尊重。執

法人員還可能要求開啟手機，查閱短信及微信等存儲資訊，查證當事人的

陳述是否屬實，入境資料是否與申請簽證的資料相符，是否有移民傾向等。 

3、遇入境高峰時，二次檢查時等候時間可能長達數小時。當事人未經

許可通常不得使用手機等與外界聯繫，可能出現“失聯”情況。無論是否被

允許入境，當事人在二次檢查後通常即可恢復與外界通信，建議親友耐心

等待，也建議當事人在恢復通信後主動聯繫親友，報告平安。 

https://www.cbp.gov/
https://www.cbp.gov/
https://www.cbp.gov/travel/travel-industry-personnel/apis2
https://www.cbp.gov/travel/travel-industry-personnel/apis2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0526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3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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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次檢查後，執法人員通常會做出允許（Admissible）或拒絕入境

（Inadmissible）的決定。簽字前請注意仔細閱讀並確認接受檔內容。被拒

絕入境後，通常會進入快速（直接）遣送程式（Expedited Removal）。快速

遣送與法庭判決遣返不同，通常不可聘請代理律師，也不可向法庭起訴。

當事人簽證通常會被註銷，一般至少 5 年內不准入境。如在入境時因刑事

原因被扣留，當事人有權要求聘請律師。 

5、執法人員也可能向當事人提供自行撤回入境

申請（Withdrawal of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或

繼續申請入境兩種選擇。自行撤回入境申請通常不

會留下不良記錄，並可在境外重新辦理簽證後再次

申請入境。如繼續申請入境而實際上又不符合條件

的，在執法人員做出拒絕決定後可直接進入快速遣

送程式。 

6、被拒絕入境原因通常有未如實申報物品，或

攜帶違禁品，或留學生入境資料不全，或在美實際目

的與簽證類型不符等。無論是被拒絕入境還是自動

撤回入境申請，CBP 通常會安排當事人搭乘原機或最

近一個航班離境。如沒有合適的航班，則可能被送往

移民拘押中心。 

7、如遇不公正對待，應記下對方工作人員的姓名或工作編號，最好能

夠尋找到證人，以備事後申訴、投訴。 

●申訴。如被拒絕入境或被遣返，可填寫並遞交 I-212 表，申請再次

入境，或填寫 I-601 表申請豁免，也可向做出遣送決定的 CBP 地方辦事機

構提交書面審查請求和支持性檔。如認為無故被拒絕入出或延遲登機，或

反復被進行二次檢查，可按照國土安全部旅客糾正投訴程式（DHS Traveler 

Redress Inquiry Program, DHS TRIP）申訴糾正。 

案例： 

● 2019 年 8 月，数

名中国留学生因涉

嫌违反学生签证相

关规定而被拒绝入

境。 

● 2019 年 11 月，

某中国游客到达洛

杉矶机场后与家人

“失联”，数小时

后家人得知其经过

二次检查后已顺利

入境。 

https://www.usa.gov/deportation
https://www.usa.gov/deportation
https://www.usa.gov/deportation
https://studyinthestates.dhs.gov/what-is-secondary-inspection
https://www.uscis.gov/i-212
https://www.uscis.gov/i-601
https://www.dhs.gov/dhs-trip
https://www.dhs.gov/dh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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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訴。如認為自身民事權利及自由受到侵

犯，可向國土安全部民事權利和自由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投訴。如認為執法

人員存在執法不當或有歧視，可線上向美國國土安

全部投訴。 

● 應訴。如在入境時被扣留進行刑事犯罪調

查，可當即要求聘請律師。 

在執法人員同意的情況下，當事人可聯繫駐美

使領館。駐美使領館將根據情況和要求，進一步瞭解情況或提出交涉，但

無法保證一定能入境。 

  

案例： 

● 2017 年 6 月，某

中国公民携带减

肥药入境美属萨

摩亚，因查出需医

生处方成分被控

携带违禁物品。 

https://www.dhs.gov/office-civil-rights-and-civil-liberties
https://www.dhs.gov/office-civil-rights-and-civil-liberties
https://help.cbp.gov/s/complaints?language=en_US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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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人員  

 

中美兩國國情和司法制度不同，執法理念差異

較大。美國執法人員在執行公務時防範和自我保護

意識強烈。總領館提醒中國公民：注意瞭解並遵守

當地法律法規，學會與有關執法人員打交道，在保

持冷靜，對執法人員保持尊重和禮貌，配合執法的

同時，記住無論你是否有過錯，也無論你是證人還是嫌疑人，都有保持沉

默和聘請律師的權利，要有理、有據、依法、合法地維護自身權益。 

 

1、美國執法人員類別 

美國執法人員的主要職責是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公共安全。美國執法

人員種類多，分工不同，主要有 3 類： 

第一類是聯邦執法機構，主要負責跨州執法或跨國執法合作，包括：

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運輸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聯邦緝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等。這些聯邦執法人員通常自稱為 Agent（探員）。 

第二類執法人員是各州的員警，主要負責州政府部門的安全以及州內

高速公路的安全。在加州，州警被稱為加州高速公路巡警（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CHP）。州警通常自稱為 Officer（警員）。 

第三類執法人員是在日常生活中時常遇到的地方員警。人口較多的大

城市一般設有警察局（City Police Department)，如洛杉磯市、蒙特利公園市

等，警員頭銜稱為 Officer 或 Corporal。不少小城市沒有專設警察局，由所

屬郡的警察局(County Sheriff) 負責治安，警員頭銜稱為 Deputy。以洛杉磯

郡為例，全郡有 88 個城市，47 個有市警察局，而其餘的城市的治安均由

https://www.fbi.gov/
https://www.uscis.gov/
https://www.uscis.gov/
https://www.cbp.gov/
https://www.cbp.gov/
https://www.tsa.gov/
https://www.tsa.gov/
https://www.dea.gov/
https://www.dea.gov/
https://www.chp.ca.gov/home
https://www.chp.ca.gov/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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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警察局維護。除維護治安外，郡警察局還負責兇殺案調查、緊急救助、

監獄、法庭安全等。 

經第二類或第三類員警初步調查，如認為涉及刑事，案件通常會轉交

另一組執法人員（Detective）進一步調查。此類人員一般從巡邏員警中提

升，但不著警服。 

2、行車被攔 

交通違規被攔截是最常見的與執法人員打交道情況。當看到跟隨警車

閃爍紅燈或聽到警車鳴笛時，須儘快靠向道路右側，並

在安全地帶停車待查，並注意： 

● 不要自行下車，應搖下玻璃窗，雙手放在方向

盤上，等候員警上前問詢。在未征得員警的同意情況下，

雙手不要離開方向盤，以免被誤以為伸手取槍。 

● 按照員警指令，出示駕照、車輛註冊證、保險單等文件。 

● 如實回答員警提問。 

● 如果員警當場開具出庭通知（Notice to Appear），建議簽字。簽字

是表示同意出庭處理罰款，而非當場認罰。拒絕簽字可能以妨礙司法罪而

被拘捕。 

● 不管此後是否收到法院的通知，對出庭通知都不要置之不理，應由

本人或委託人提前到法院查詢並及時出庭，否則可能會因藐視法庭罪而被

通緝。建議自行聘請律師處理。如無力聘請律師，也可向法院申請指派律

師。請注意，不少法院並不會再次發信通知開庭，也可能出現員警未按時

將資料送到法院的情況，須主動到法院網站或打電話查詢。 

● 如對員警開具的罰單內容持異議，應保留相關證據，以便日後出庭

時向法官申辯，要避免與員警當場爭辯、吵鬧，甚至與員警發生肢體衝突，

否則可能被控襲警罪。 

● 不要試圖與員警套近乎，更不要為求得通融而向員警行賄。 

3、警方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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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民眾有不提供於己不利證詞的權利。面對執法人員問話，你

都有保持沉默和聘請律師的權利，但是不能向執法人員說慌，提供不實的

證據或證詞。欺騙執法人員是可被判刑的重罪。 

● 首先要弄清警方問話的目的，以確認自己是調查物件還是在協助

辦案。如果本人是被懷疑的調查物件，最好選擇不回答。如果是證人，可

選擇回答，也可選擇不回答。 

● 在接受警方問話時，你有權利要求自己的律師在場。在律師不在場

的情況下，可以行使法律賦予的保持沉默權利。 

● 請記住，你的言談可能被用作呈堂證供。警方在盤問後通常不會向

你提供記錄，也不會讓你在記錄上簽字確認。在接受員警問話前，建議先

諮詢律師，或由律師出面與員警溝通。 

4、警方搜查  

法律保障民眾住宅免受非法搜查。警方搜查

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徵求當事人同意後進入

搜查，但當事人也可拒絕警方要求；二是警方在

向法官申請到搜查令後進行搜查，此時當事人無

權拒絕，須予配合。此外，如有充分線索或證據懷疑你涉及重罪且證據可

能會被銷毀，如攜帶違禁品、危險品或車輛正被用於違法活動等，警方可

依據法律直接進行搜查而無需事先申請搜查令，亦應予配合。 

● 員警入戶搜查時，通常會向當事人提供法庭搜查令。搜查令列有搜

查的物件、時間、地點、範圍等資訊。有的搜查證只允許搜查當事人個人

房間。 

● 在搜查過程中，當事人既不能阻礙搜查，也不要隨意走動，而應在

安全位置等候。 

● 搜查結束後，如帶走物品證物，警方通常會向當事人提供物品的清

單，請妥善保存。如未提供，當事人有權主動索要。 



 

7 

 

● 警方持證搜查即表示所涉刑事案件已經立案，有可能在整理所搜

到的新證詞或證據後向法院申請逮捕令。當事人應儘快聘請律師瞭解、跟

進案情，同時跟蹤取證物品下落。 

5、警方拘捕 

美法律對執法人員的安全保護格外嚴格，允許警方在執法時合理使用

武力，並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使用致命武器。 

● 保持冷靜，不要有任何過激言語與舉動。將

手放在員警能夠看得見的地方。 

即使你無意傷害員警，也不要與員警有任何肢體

上的接觸或衝突，或有任何可能讓員警誤判你有攻擊

性或危險性的舉動。 

● 你有權利詢問被拘捕理由。 

● 記住員警胸前標牌上的姓名及編號。 

● 如果在被拘捕過程中受傷，應主動尋求或要求警方提供治療，並請

醫生對自己的傷勢作詳細記錄。 

● 被拘押期間，你有權要求會見律師以尋求法

律支持。 

●《中美領事條約》規定，遇有派遣國國民被逮

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拘禁，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立即通

知，最遲于該國民被逮捕或受拘禁之日起的 4 天內通

知派遣國領事館。如果由於通訊設備方面的困難在四

天內無法通知派遣國領事館，也應設法儘快通知。應

領事官員要求，應告知該國民被逮捕或受到何種形式拘禁的理由。 

6、出席庭審 

加州刑法規定以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屬蔑視法

庭：不聽勸阻、肆意喧嘩；強行錄影錄音；衝擊法庭、

破壞法庭設施、故意不遵循法庭命令；不符合法定例外

案例： 

● 2017 年 1 月，某

华裔男子在警方

入户搜查时，手握

剪刀主动走向警

方而不听警告，被

警方枪击身亡。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gywm/lxlqz/t1503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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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而拒絕宣誓作證或拒絕回答實質性問題；對法庭訴訟發表錯誤或不準

確的陳述等。 

● 進入法庭應該著裝整齊，不能戴帽子，也不能使用手機。未經法官

同意不能在法庭內拍照。 

● 出席庭審者應主動遵守法庭秩序並聽從法官及法警指令。 

● 刑事案件當事人如無能力聘請律師，法院會指派公辯律師。 

● 法庭會應刑事案件當事人請求而指派中文翻譯，但沒有義務為民

事案件當事人提供翻譯，當事人應自行解決。 

7、報警求助 

● 在遇火災、嚴重意外、急病等危及生命、財產

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或在遇槍擊、搶劫等危險犯罪行

為時，應立即撥打 911 或當地警局電話求助。 

● 如英語不佳，可重複“Chinese”一詞，提示接線

員尋找懂中文的人員接聽電話。 

● 求助時應盡可能準確地提供事發地點、現場情況、危急程度等，以

便警方儘快、準確做出判斷。 

● 非緊急情況，如遇財物遺失、車輛被盜等時，不要撥打 911，而應

根據情況搜索聯繫所在地附近警方報警。 

8、投訴起訴 

如果你認為警方執法不公、濫用權力、不當使用武力、涉嫌歧視等，

可向執法部門投訴，或通過法律程式起訴警方，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 注意向投訴部門提供有關執法人員的姓名、警號等身份資訊以及

事件詳情。 

● 如有目擊證人，應向其獲取證詞或請其前往作證。 

● 可直接赴有關執法機構當面投訴，也可通過該機構公佈的熱線電

話、郵箱等進行投訴。 

  



 

9 

 

二、社會治安  

 

（一）涉槍犯罪  

 

美國近年來屢屢發生涉槍犯

罪，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據統計，

美國每年約有 3.3萬人死於槍支暴

力犯罪，8.5 萬人因槍擊受傷。總

領館提醒本館領區內中國公民：提高對槍擊事件的防範意識和自救能力，

注意工作、學習場所安全，儘量避免在高風險時段（如節假日、慶典、夜

晚）前往高風險地區（如人多密集地區、治安條件不佳地區），確保人身

安全。 

 

1、現場應對 

當你所在地附近發生槍擊事件時，應快速決定最有利於你保護生命的

辦法，並採取以下措施應對： 

1.1 撤離 

如附近有逃生通道，設法盡速撤離。但要注意： 

● 對逃生路線和方案心中有數。 

● 不要管別人是否願意跟隨撤離。 

● 不要攜帶物品。 

● 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説明他人。 

● 阻止其他不知情者進入槍擊現場。 

● 保持雙手可見。 

● 遵從現場員警指揮。 

● 不要試圖移動傷者。 

● 確認自身安全後，撥打 911 報警。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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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躲藏 

● 如無法及時撤離，找隱蔽之處躲藏起來。躲藏地點應當：在槍手看

不見的地方；在槍手朝你的方向開槍時可提供掩護（如鎖好門的辦公室）；

不會妨礙或限制你移動。 

● 鎖好門並用粗重傢俱堵住，以防槍手闖入。如果槍手就在附近，應：

鎖好門；將手機、收音機、電視機等所有可能發聲的設備調為靜音；躲藏

在大件物品（如櫥櫃、桌子）後面；切勿出聲。 

● 如果無法撤離也無法躲藏，應保持鎮靜；如可能，撥打 911，告知

槍手的位置；如不能講話，保持手機開機接通狀態，以便接線員聽到現場

情況。 

1.3 對抗 

在你的生命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時，作為最後手段，可嘗試採取措施

干擾、制伏槍手： 

● 對槍手盡可能表現出攻擊性。 

● 將手邊的物品作為武器砸向槍手。 

● 大聲喊叫。 

● 放手一搏。 

2、配合執法 

2.1 執法人員的目的是儘快阻止槍手，將直接抵達最後槍聲所在地： 

● 警方通常 4 人為一組。 

● 警員可能穿普通巡邏制服、防彈背心、頭盔，及其他戰術裝備。 

● 警員可能配備來福槍、散彈槍或手槍。 

● 警員為控制局勢，可能會使用辣椒水、催淚瓦斯。 

● 警員可能大聲命令，將人推倒在地以保護他們的安全。 

2.2 執法人員抵達後，應： 

● 保持鎮靜，聽從指揮。 

● 放下手中任何物品（如包、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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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舉起雙手，張開五指。 

● 任何時候保持雙手能被看見。 

● 避免朝警員快速移動，包括圍著他們以求安全。 

● 避免用手指點警員、朝他們大喊大叫。 

● 撤離時，不要停下來向警員尋求幫助或指示，只需從他們進入建築

物的方向撤離。 

2.3 向執法人員或 911 接線員提供資訊時，請注意提供： 

● 槍手的位置。 

● 槍手的人數。 

● 對槍手體征的描述。 

● 槍手攜帶武器的種類和數量。 

● 現場可能的傷亡人數。 

2.4最先抵達現場的執法人員不會停下來幫助受

傷者。隨後趕到的其他執法、醫療急救人員會參與救

治、搬運傷者，也可能招呼周邊身體條件允許的人員

予以協助。 

抵達安全地點或集合地後，你可能會被要求留在

那裡，直至警方完全控制局勢，並對所有證人進行了

甄別與問話。在警方允許前，不要擅自離開。 

3、企業應對 

3.1 應急方案 

制定應急行動方案並進行演練，以幫助員工妥善

應對槍擊事件，最大程度減少生命損失。制訂應急方案應得到各相關方的

參與協助，包括人力資源部門、培訓部門、物業業主、物業管理方、當地

執法部門及應急回應部門等。 

有效的應急方案應包括：最佳報警方案；撤離規定和程式；緊急逃生

程式和路線安排（如樓層平面圖、安全區等）；連絡人名單、聯繫方式及

案例： 

● 2016 年 1 月，某

中国留学生在坦

佩市路口等红灯

时被后车追尾，肇

事司机下车后向

该学生连开数枪，

致其身亡。 

● 2018 年 11 月 8

日晚，千橡树市某

酒吧发生大规模

枪击案，造成 13人

死亡 18 人受伤。 

● 2019 年 11 月，

加州圣克拉里塔

郡某高中校园发

生枪击，造成该校

学生 2 死 3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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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當地醫院聯繫方式（名稱、電話、與工作場所的距離等）；緊

急通知系統（包括通知工作場所位置偏遠的員工、地方執法部門、地方醫

院）等。 

3.2 應急培訓 

提高員工應對槍擊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是進行模擬訓練。地方執法部門

是可資利用的培訓資源。培訓包括：辨認槍聲；聽到槍聲或目擊槍擊後快

速反應（撤離、躲藏、對抗）；撥打 911；執法人員抵達後配合行動；危急

情況下求生心理訓練等。 

3.3 其他措施 

● 確保工作場所有至少 2 條撤離通道。 

● 在明顯位置張貼撤離路線圖。 

● 將地方執法人員和應急響應人員納入培訓演練。 

● 鼓勵執法部門、緊急回應部門及其他防爆防恐力量在工作場所進

行槍擊模擬演習。 

● 營造互相尊重的工作環境。 

● 留意工作場所暴力跡象並採取相應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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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偷盜搶劫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報告， 2018 年全

美共發生搶劫案件近 28 萬起，盜竊案件 522 萬余

起，受害者平均損失分別超過 2,100 美元和 1,100

美元。另據統計，美國 30%以上的民宅曾遭不同

程度的入室盜竊。盜搶案件給受害者造成錢財損

失，或致證件被盜，影響行程，有的還威脅到人身安全。盜搶案件在美國

破案率較低，絕大多數損失難以挽回。盜搶案件在全年任何時間、任何地

點均可能發生，在以下時間地點盜搶案尤易發生：節假日特別是聖誕和新

年等長假出行高峰期，旅遊景點、機場、商場等人員密集流動區域，或停

車場等人少僻靜地區。中國公民在住地、外出時均應保持警惕，防範盜搶，

確保人身和財產安全。 

 

1、盜竊 

根據 FBI 的定義，盜竊（Larceny 或 Theft）是指非法盜走或試圖盜走他

人財物的行為，如偷盜交通工具、扒竊等。 

● 登錄 Crime Map 瞭解住所及周邊環境的治安情況，儘量避開治安

不靖等高風險地區和夜晚等高風險時段。 

● 妥善保管護照等旅行證件，複印重要證件或用手機拍照留存，以備

不時之需。 

● 在公共場所，勿將背包等個人物品置於無人看管狀態，以免被人“順

手牽羊”。 

● 為住所或商鋪購買合適的保險；安裝警報裝置及視頻監控系統，同

時在顯著位置張貼警示標識；對貴重物品以及可以證明其價值的檔（如發

票）等拍照留存。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8/crime-in-the-u.s.-2018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7/crime-in-the-u.s.-2017/topic-pages/larceny-theft
https://www.google.com/search?newwindow=1&hl=en&sxsrf=ACYBGNT2z7jE699EaVTNXiRov2Gjj_uKKQ%3A1574105842142&source=hp&ei=8fLSXce_OeTr9AOX152ADw&q=crimemap.com&oq=crimemap.com&gs_l=psy-ab.3..0j0i30j0i10i30.1123.1123..1358...0.0..0.195.195.0j1......0....2j1..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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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住所安裝堅固門窗及護欄等防護裝置，低樓層住戶尤應如此；離

開時務必關好所有門窗，尤其是易被忽視的廚房、衛

生間窗戶以及院落側門等。 

● 不法分子知道亞裔有把現金和貴重物品存

放在家裡的習慣，應避免在住地或單位存放大額現

金或貴重物品，較為穩妥的做法是存放在銀行保險

箱內。 

● 確保住所周邊有燈光照明；夜晚離開住所時，

關上所有窗簾並打開至少一盞燈。室內有人的跡象

可有效防範入室盜竊。 

● 遭遇盜竊後，應及時報警，查看監控錄影並

向警方提供；對現場拍照取證或盡可能保持現場原貌，等待員警到來；主

動尋找現場證人，並記錄他們的名字和電話；向員警提供損失財物的證據。 

2、搶劫 

根據 FBI 的定義，搶劫（Robbery）是指通過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

從而使他人感到畏懼，搶走或試圖搶走他人有價物品的行為。搶劫者可能

是一個人或數人，可能攜帶武器或仿造武器。 

● 隨身攜帶大額現金無疑會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並增加安全風

險。除為防身攜帶適量零鈔現金（如 200 美元）外，避免隨身攜帶或在交

通工具中存放大量現金，使用信用卡等非現金方式交易。 

● 如需存取款，應注意結伴前往並選擇周邊安全的自動取款機（ATM）；

留意觀察、確認安全；避免佩戴貴重飾品或攜帶貴重物品；發現異常應立

即結束交易並儘快離開。 

● 名表、名包和名車等貴重財物易招致不法分子跟蹤下手。妥善保管

錢款、證件和貴重物品；勿在公眾場合或向他人顯財露富。 

● 儘量避開治安情況不靖等高風險地區；儘量結伴外出，避免在深夜

外出，尤其是單獨外出，或前往僻靜地區；行走或駕車時如察覺到被他人

案例： 

● 2019 年 3 月，阿

凯迪亚市华人社

区发生多起入室

盗窃案。 

● 2019 年 6 月，某

中国游客在酒店

用餐时，挂在椅背

上的背包遭窃，护

照、银行卡、现金

等全部被盗。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7/crime-in-the-u.s.-2017/topic-pages/rob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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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應儘快前往人多、光線充足的區域，或前往警察局、商場等任何安

全地點。 

● 確保住所門窗結實、安全並確認關閉；安裝監控警報系統，並在顯

著位置張貼警示標識。 

● 謹慎向他人特別是陌生人提供個人財產、行蹤、住址等資訊，確保

個人隱私安全。 

● 如遇搶劫，應保持冷靜，不要試圖抵抗，牢

記生命安全永遠比錢財更為重要；聽從搶劫者的要

求，但不要主動提供更多錢財等資訊；避免直視搶

劫者，或做出突然、猛烈的動作，以免誤解而致人

身傷害；只在確保不會被發覺的情況下使用靜音報

警系統；留意並記住搶劫者外貌特徵（如種族、年

齡、身高、頭髮及眼睛顏色等）、持有的武器特徵、

逃離路線、汽車型號、車牌號等。 

● 不要試圖追蹤搶劫者，在安全的情況下儘快

撥打 911 報警並等待員警到來；如停留在現場，注

意保護現場證據；寫下搶劫者的外貌特徵、武器特徵、逃離路線、車牌號

碼等所有與案件有關的資訊；如有目擊者，請其一同等待員警到來，或留

下其姓名、電話等以便警方等聯繫作證。 

請登陸洛杉磯市警察局網站瞭解防範搶劫等犯罪活動知識。 

3、砸車偷盜 

總領館領區砸車偷盜案件高發，主要原因是，砸車偷盜犯罪成本低，

犯罪分子選擇作案目標主要是掌握了華裔有攜帶現金外出或大量購物習

慣。從發生的案件看，砸車偷盜大多有以下特點：被砸車記憶體有電子產

品、購物袋、行李、箱包等貴重或大件物品；大多發生在大型購物中心、

餐館、旅遊景點、機場等交通樞紐周邊地區，或社會治安狀況較差地區；

天黑以後容易發生，但也有在白天公然砸車偷盜的情況。 

案例： 

● 2019 年 3 月，洛

杉矶某学生（非中

国籍）深夜外出遭

遇抢劫时反抗，被

枪击身亡。 

● 2019 年 8 月，某

中国游客在惠提

尔市深夜外出遭

遇抢劫，损失上千

美元。 

http://www.lapdonline.org/crime_prevention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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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選擇車輛。選擇向有資質、信譽好的車行

租車。瞭解並掌握車輛落鎖、防盜報警等裝置和功能。

建議購買車輛全險，為重大財物購買專門險。搭乘大、

中巴車，應選擇有資質、信譽好的運輸公司。 

● 謹慎選擇停車場。儘量將車輛停放在專人值

守停車場，或將車輛停在視野開闊、人流量大的地段，

避免將車停在路邊、黑暗僻靜或被物體遮擋處。上下

車時留意周邊安全情況，遇可疑人員勿急於打開車門。

養成上車落鎖習慣。切勿將車鑰匙留在車內或藏在車

身某處。 

● 避免存放貴重財物。犯罪分子的作案大多不

是車輛而是車內物品，因此在車內不留任何財物，尤

其是現金、銀行卡以及貴重物品是最有效的防範辦法。

要儘量將貴重財物存放在酒店保險箱等安全之處。 

● 謹慎放置貴重財物。確需攜帶貴重財物外出，

應儘量隨身攜帶，且勿顯財露富。如確需留在車內，

應注意看管，或做好遮擋，避免將電子產品、購物袋、箱包等留在外人可

以直接看見的地方。提前而不是在停車場將財物挪進後備箱。停車後應檢

查確認門窗關閉，車輛落鎖。 

● 注意購物消費安全。在攜帶貴重財物外出時，或在購物消費後，或

在往返機場途中，應儘量避免中途停車觀光或用餐，而將行李箱包等留在

車內無人看管。砸窗偷盜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便是短暫停留，也可能成

為作案目標。 

● 外出注意證件安全。切勿將護照等重要證件留在車內。遺失護照申

請補發需要較長時間，且難以確定準確發放日期，務請妥善保管。建議留

存護照、簽證影本，攜帶紙質照片並將電子版照片發送一份到自己的電子

信箱，以備不時之需。 

案例： 

● 2019 年 1 月，某

中国留学生从机

场接父母后在中

途用餐期间，其车

辆被砸，行李、必

需药品等被盗。 

● 2019 年 5 月，某

中国游客车辆在

环球影城某酒店

停车场被砸，数万

元人民币的财物

被盗。 

● 2019 年 12 月，

某中国留学生在

罗兰岗市遭砸车

盗窃，车内护照及

近万美元财物被

盗。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zj/hzlxz/hzlxzx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tzgg/t15678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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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砸車偷盜： 

報警。立即撥打 911 報警（可要求中文服務），向警方索要報案號（Case 

Number）；對車輛受損情況以及事發地點拍照留存；如實向員警報告丟失

財物，保存好員警開具的單據。如果員警不到場，可直接就近前往警察局

報案。 

善後。儘快聯繫租車公司、保險公司，詢問後續處理辦法。如護照丟

失，可儘快就近前往駐美使領館申請補辦證件。如銀行卡丟失，儘快聯繫

相關銀行掛失。 

求助。如需經濟幫助等，請聯繫家人、朋友協助，或尋求駐美使領館

協助。請點擊瞭解如何避免砸車偷盜（視頻）。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zlglj/t84176.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jL6DjM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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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詐騙陷阱  

 

據美聯邦貿易委員會報告， 2018 年，全美共有

140 萬人報告被騙，涉及金額超過 14 億美元。美國

常見的詐騙類型主要有電話騙局、銀行業騙局、冒充

國稅局、統計局等政府部門騙局、慈善類騙局、票務

類騙局、中獎類騙局、金字塔傳銷騙局和投資騙局

等。總領館提醒在美中國公民：重視保護個人及銀行帳戶資訊；在就業、

移民、投資、消費時遵守當地法規，切勿“相信天上會掉餡餅”；瞭解各類

騙局特點並妥善應對。 

 

1、電話騙局 

電話騙局的特點是犯罪分子通過人工或語音撥打電話或短信等方式，

試圖騙取受害人的錢財或獲得其個人資訊。對方通常會編造故事，如提供

產品試用、投資機會，甚至送錢或彩票給受害人，有的可能以不付款會引

發訴訟、入獄等相要脅。2018 年以來，國際詐騙集團經常冒用我駐外使領

館、國內公檢法機關或敦豪（DHL）等快遞公司，或美國多家銀行工作人員，

高頻率、廣撒網式撥打公眾電話，謊稱當事人涉嫌捲入跨國洗錢、詐騙等

“犯罪”案件，將被起訴或被拒絕入境，或稱當事人有包裹待取，或信用卡

被扣，或盜用留學生微信號謊稱其被綁架等，威脅、誘騙當事人向中國香

港、大陸等地的一個或多個指定銀行帳戶電匯大筆錢款。駐美使領館反復

提醒在美中國公民當心電信詐騙，但被電話詐騙的案件仍持續發生，受騙

人包括中國留學生和華僑華人，損失巨大。總領館特別提示中國公民，務

必要當心電信詐騙，避免陷入“套路”，特別要做到 “七不一要”：  

● 不接電。對不明來歷的電話，尤其是播放錄音的電話（Robot Call），

要立即掛斷，終止其實施詐騙“套路”。 

https://www.consumer.ftc.gov/blog/2019/02/top-frauds-2018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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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撥。要按照對方提供的所謂“官方”號碼回撥“核實”，或按照對

方要求做任何別的操作。 

● 不透露。不要輕易在電話中向他人透露本人或親友的身份、證件、

銀行帳戶、家庭住址等個人資訊。 

● 不恐慌。無論對方以何種理由，向你施加何

種壓力，也不要因恐慌而輕信對方所謂個人、機構“官

方”背景和編造的謊言。 

● 不沉默。即便自己認為有必要匯款，也務必

要和親友商量，尋求他們的意見，以確認無任何詐騙

等嫌疑。 

● 不匯款。請牢記，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僅憑一

個電話向他人指定的銀行帳號匯款，尤其是不要在壓

力下匆忙決定並匯款。 

● 不糊塗。如向他人匯款，注意準確記下收款

人的姓名、銀行、帳號、匯款金額及時間等詳情備用。 

● 要報案。如察覺可能被騙，應在可能的第一時間向收款行所在地警

方和匯、收款銀行報案，力爭凍結止付，並同時向使領館和美相關機構報

告，尋求協助。 

●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並報告電話詐騙：在 Donotcall 網站線上註

冊對方電話號碼；不要相信獲獎或獲得免費旅遊機會等來電；掛斷可疑來

電；通過協力廠商管道驗證來電資訊；當心騙子可能隨意更換來電號碼。 

2、銀行騙局 

銀行騙局通常是犯罪分子試圖進入受害人銀行帳戶，盜取錢款，通常

有：用虛假支票誘導匯款騙局、用虛假支票引誘匯兌騙局、自動還款騙局、

電郵誘騙銀行帳戶或銀行卡資訊等。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銀行騙局：當心收到支票後將其中部分錢款打

給別人的要求；當心在買彩票等時要求提供銀行帳戶資訊；在兌換支票前

案例： 

● 2019 年 5 月，某

中国公民遭遇电

信诈骗，损失约

600 万元人民币。 

● 2019 年 5 月，某

中国留学生遭遇

电信诈骗，损失

10.4 万美元。 

● 2019 年 6 月，某

中国留学生遭遇

电信诈骗，损失 56

万元人民币。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lszj/zytz/t1645851.htm
https://www.donotcal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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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銀行檢查支票真偽；通過銀行網站瞭解支票和簽發者資訊；不要只

憑支票外觀判斷真假；不要匯兌沒有往來者開出的支票，也不要向不認識

者匯出錢款；不要將銀行帳戶資訊提供給來電者，即便對方聲稱目的是進

行核實；不要點擊要核實你銀行帳戶的電郵連結；不要接受超出實際金額

的支票。 

如遇銀行詐騙，應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等

報告虛假支票；儘快報告銀行並通知止付。 

3、外匯騙局 

外匯市場易變且存在高風險，不宜將超出承受能力的資金（如退休金）

放入外匯市場。犯罪分子通常會通過親友或社交圈傳播資訊，設法使你相

信可以“零風險”獲利，並索要你的個人資訊。 

換匯網站和微信群等社交媒體人員構成複雜，

或無實名認證等而缺乏有效監管機制，常常成為不法

分子詐騙錢財的平臺，存在極高的安全風險，私下換

匯還無法保證資金來源的合法性，易使換匯淪為洗錢

鏈條的一環，面臨極大的法律風險。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外匯流通騙局：聯繫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核實其是否註冊及其商業背景；瞭解具

體詳情並明確自己的權責；代表其他客戶詢問公司和

個人的業績記錄；瞭解他人不願意參加的原因；採用

書面方式諮詢，不要相信口頭承諾；認真閱讀對方提

供的資訊，確信公司言而有信；索要書面風險說明；

徵求你信任的獨立和有執照的財務顧問的意見；切勿

因逃避外匯監管、省錢省時、貪圖小利而通過非正規管道換匯。 

4、投資騙局 

案例： 

● 2019 年 6 月，某

中国公民经人介

绍在与他人换汇

时被骗，损失 22万

美元。 

● 2019 年，个别留

学生或家人通过

微信换汇，在转出

人民币后却在美

国无法收到承诺

的美元，或者收到

的美元现金与毒

品相关而被控违

法。 

https://www.consumer.ftc.gov/
https://nwcua.org/2013/07/16/what-are-red-flags-for-currency-exchanges-and-other-currency-transactions/
https://nwcua.org/2013/07/16/what-are-red-flags-for-currency-exchanges-and-other-currency-transactions/
https://www.cftc.gov/Contact/index.htm
https://www.cftc.gov/Contact/index.htm
https://www.cftc.gov/Contac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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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騙局主要是用“高收益、低風險”等誘騙受害人投資。投資騙局有

預付款騙局、高收益投資騙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騙局等多種形式。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投資騙局：認真研究投資機會，尋找有資質的

投資顧問（可訪問聯邦證券監管機構—State Securities Regulator，或金融業

監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網站查詢資質）；瞭解投資

地以及投資顧問是否在當地註冊；獲得關於投資的

書面介紹並自行獨立研究投資方案詳細情況；詳細

瞭解投資金額、時限、風險等問題；不要因“別人都

已投資”等某種壓力影響而匆忙決定投資；不要被

“保證盈利”、“零風險”等超乎尋常的利好承諾所迷惑；不要因感覺投資顧

問個人 “親切”、“可信”等等而投資；不要因接受了投資顧問送禮、吃請，

或降低代理費承諾等而影響投資決定。 

如遇投資騙局，應報告安全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相關機構。 

5、投資移民騙局 

EB-5 簽證是美政府為吸引外資、創造就業機會、

刺激經濟增長而制定的投資移民簽證專案，大多以建

設區域中心（Regional Center）為投資形式。近年來，

美移民部門發現某些區域中心的投資專案是騙局或

淪為騙取移民身份的工具，因而對專案資質審查更為

謹慎嚴格。由於區域中心投資專案建設週期長，移民

身份的審查排期長達十年以上，當投資人最終發現投

資專案失敗時，常常“錢（綠）卡兩空”。芝加哥會議

中心和三藩市區域中心專案就曾因涉嫌移民欺詐而

遭到起訴。美國移民局一再表示， 批准區域中心並不表示美國政府為區域中

心的合法經營以及獲取到合法身份作了保證，但不法仲介常常以快速獲得

案例： 

● 2019 年 6 月，某

中国公民在美遭

投资诈骗，损失 5

万美元。 

● 2019 年 10 月，

某中国公民遭到

投资移民诈骗，损

失近 90 万美元。 

https://www.investor.gov/protect-your-investments/fraud/types-fraud#.VA32ZsVSHPR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
https://www.nasaa.org/contact-your-regulator/
https://brokercheck.finra.org/
https://brokercheck.finra.org/
https://www.sec.gov/oiea/Complaint.html
https://www.sec.gov/oiea/Complaint.html
https://www.usa.gov/common-scams-frauds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about-eb-5-visa-classification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immigrant-investor-regional-centers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3/lr22615.htm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3/lr22615.htm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litreleases/2017/lr23721.htm
https://www.uscis.gov/working-united-states/permanent-workers/employment-based-immigration-fifth-preference-eb-5/immigrant-investor-regional-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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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綠卡”為噱頭，利用投資人資訊缺乏、溝通不暢、盲目輕信等弱點，

誤導投資，非法牟利。 

點擊這裡，流覽 EB-5 簽證的中文介紹（PDF）；點擊這裡，流覽移民

局發佈的投資移民警告（PDF，中文）。報告移民詐騙，請點擊這裡。 

6、婚姻移民騙局 

為取得居留身份而與美國公民假結婚屬違法犯罪行為。美國公民收受

錢款後應要求與外國人結婚，以及外國人騙婚等都是美國移民主管部門明

令禁止的婚姻移民詐騙行為。一旦被判定假結婚，即會註銷外國人居留身

份，同時可能以婚姻欺詐罪而對婚姻雙方進行刑事起訴。如被判有罪，則

最高可被判 5 年監禁，25 萬美元罰款，還可能被以簽證造假等名義追加刑

期或罰款處罰。 

瞭解更多婚姻移民騙局的資訊，請點擊這裡。報告移民詐騙，請點擊

這裡。 

7、互聯網騙局 

每年有數百萬起騙子利用互聯網誘騙受害者向

其匯款或提供個人資訊的案件。常見的互聯網騙局有：

個人資訊資料洩露、惡意軟體入侵、網路釣魚盜取資

訊、網路拍賣騙局、網路盜刷信用卡等。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互聯網騙局：學會識破互

聯網騙局；設法搜索瞭解對方資訊；及時更新防毒軟

體；當心互聯網廣告傳播病毒，慎重安裝不明軟體；

不向不信任的人提供個人資訊，對通過電子郵件、彈

出廣告等方式要求提供個人資訊的，不予置理；不要

一直開著電腦，否則容易被人安裝惡意軟體。 

如遇互聯網騙局，請向互聯網犯罪舉報中心

（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IC3）報告，或線上報告 FBI。有關報告

資訊將被分發給聯邦、州等相關部門處理；儘快聯繫報告信用卡公司。 

案例： 

● 2019 年 8 月，某

中国公民遭婚姻

中介诈骗，损失 2.7

万美元。 

●2019 年，个别留

学生通过微信群

购买低价 UBER 票

或租车票，但使用

时被警方逮捕，因

为这些廉价票是

他人非法盗用信

用卡购得。 

https://www.uscis.gov/sites/default/files/USCIS/Working%20in%20the%20US/abouteb5chinese.pdf
https://www.sec.gov/investor/alerts/ia_immigrantch.pdf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ice.gov/identity-benefit-fraud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uscis.gov/avoid-scams/report-scams
https://www.usa.gov/online-safety
https://www.fbi.gov/scams-and-safety/common-fraud-schemes/internet-fraud
https://www.fbi.gov/scams-and-safety/common-fraud-schemes/internet-fraud
https://www.ic3.gov/complaint/default.aspx
https://www.ic3.gov/complaint/default.aspx
https://tips.fbi.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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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盜用身份詐騙 

犯罪分子盜取受害人的個人身份資訊（如姓名、社會安全號碼等），

以用於騙辦信用卡、申請退稅、獲取醫療服務等詐騙活動。身份盜用可能

影響你的信用記錄。通常，在收到不明帳單、被拒絕貸款等之前受害人毫

不知情。常見身份盜用包括盜用兒童和老人身份、報稅號、醫療保健身份、

社安卡身份盜用等。有犯罪分子利用遊客或留學生對法律知之甚少等弱點，

以回報為誘餌，利用其身份資訊騙領信用卡購物消費，或將一些假支票存

入銀行後馬上提取現金，在自己獲取到這些貨品或現金後消失無蹤，而留

給受害者的則是不良信用記錄，甚至成為警方調查的疑犯。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防範身份被盜用：妥善保管社會安全號碼，只在確

認必需後提供社安卡號，不要隨身攜帶社安卡或在支票後寫上卡號；不要

向任何不請自來者提供你的個人身份資訊，包括姓名、生日、社安卡號、

銀行帳戶資訊等；發現身份被盜後立即聯繫信用報告單位，採取凍結措施；

及時檢查郵件帳單；留意帳單週期，帳單遲到應及時聯繫對方；線上使用

銀行資訊，特別是保存個人資訊時應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慎用公共無線

熱點；及時比對信用卡和銀行消費記錄；注意消費收據、消費記錄、過期

信用卡；妥善保管個人資訊；在電腦上安裝防火牆和病毒檢測軟體，使用

複雜密碼並注意變更；檢查信用卡帳單確保其不含不明帳戶。 

如發現身份被盜，應線上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1-877-438-4338）等相關機構報告。請點擊這裡，瞭解如何恢復個人

失竊身份。 

9、務工就業騙局 

務工就業騙局通常以國外工作好找、工資收入高等為誘餌，欺騙當事

人到國外後，或無工可務或工作環境惡劣而收入極低，或因無合法有效簽

證而處於非法居留、工作狀態。勞務騙局騙取當事人仲介費、保證金，或

為獲得低報酬勞務人員，或誘騙務工人員參股投資等。還有仲介公司在暑

假期間，高收費招攬國內高中生或大學生申請 J-1 簽證來美實習，聲稱保

https://www.identitytheft.gov/
https://www.identitytheft.gov/
https://www.usa.gov/identity-theft
https://www.usa.gov/replace-vital-documents
https://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243-job-scams


 

24 

 

證學生做工可以賺回成本，而事實上到美國後只能從事底層工作，無法賺

回成本，也學不到任何專業知識。 

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對外國人就業通常有十分嚴格的限制，如限制簽

證種類、限制就業崗位、限制從業者資格等等。建議出國務工者核實勞務

公司《對外經濟合作經營資格證書》或《境外就業仲介證書》資質，認真

研究並簽署合同，切勿輕信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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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員失聯  

 

研究表明，年輕人、精神疾病患者、老年人（特

別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等 3 類人員容易發生失聯。

失聯並不等於失蹤，但也會給當事人家庭帶來打擊，

尋找人員還會消耗大量公共資源。總領館每年均會

處理數十起中國公民失聯求助案件，尤以留學生、遊客為主，主要原因有

前往無通訊信號的邊遠地區；未在約定時間與家人聯繫；老年人外出走失；

因心理健康等原因拒絕與親友或他人交流；突發精神疾病而被強制送醫治

療等。 

 

1、如何預防失聯 

1.1 在美中國公民 

● 請注意，安全首先是你自己的責任，與家人持

續保持聯繫是你應盡的義務。 

● 建議與家人約定幾種聯繫方式，並保持至少

一種方式暢通。抵達目的地後，儘快將當地電話、位

址、行程等資訊，以及身邊友人、同學、同事等的聯

繫方式告知家人，以備急需時使用。 

● 如前往無通訊信號的偏遠地區，或因故減少

與外界聯繫，應事先告知家人或身邊友人，並注意在

恢復通訊信號的第一時間主動聯繫，告知健康、安全

狀況。 

● 遵守約定，按時、持續與家人保持聯繫，注

意檢查與家人的通訊資訊記錄並及時回復詢問與關切。 

案例： 

● 2019 年 4 月，某

中国留学生与家

人失联数日，后得

知系因前往大峡

谷国家公园而无

手机信号。 

● 2019 年 11 月，

某中国留学生因

精神疾病拒绝与

家人联系导致“失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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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與家人發生分歧與矛盾，溝通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切勿意氣用事，

以“失聯”懲罰家人無助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深誤會。 

● 注意身心健康。如遇心理問題，應及時聯繫心理醫生諮詢、就診，

或撥打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干預熱線 1-800-273-8255，或濫用藥物及心理健

康熱線 1-877-726-4727 等，尋求當地資源幫助。 

1.2 在美中國公民親屬 

● 與在美親友經常保持聯繫，關心他們的行蹤、生活和身心健康，如

發現需要幫助，應及時提供而不是置之不理。 

● 留學生父母，除學生聯繫方式外，還應知曉

所在學校國際生服務機構、院系指導老師、宿舍同

學、校外公寓房東、鄰居等相關人員的聯繫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 老人外出應攜帶寫有姓名、家庭住址、連絡人資訊的卡片，以備急

需。 

2、尋找失聯人員 

當事人未與家人聯繫並不意味著已經失蹤，也不當然表示已面臨險境。

根據警方資料，約 80%的報告失蹤人口在 48 至 72 小時內都能被找到或自

行恢復聯繫，最後證明都是安全的，與綁架、謀殺等刑事犯罪無關，因此

如遇在美親友失聯，請儘量保持冷靜，切勿恐慌。 

2.1 自行尋找 

通過以下方式自行嘗試尋找： 

● 通過電話、短信、電郵等方式聯繫當事人或同行人員。 

● 通過聯繫當事人的朋友、雇主、同事、同學等瞭解其行蹤。 

● 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尋找可能的資訊。 

● 如可能，通過當事人銀行信用卡、借記卡等消費資訊，瞭解其最新

消費記錄。 

● 如可能，聯繫有關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瞭解當事人的行程安排。 

● 如可能，聯繫當事人手機服務商，瞭解其最近通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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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訪問全美失蹤人口資料庫（NamUs），登記失蹤人員情況並查詢

相關資料，或可當地警察局網站查詢失蹤人員資訊。 

● 你也可以自行通過以下管道尋人：當地醫院、無家可歸者避難所、

當地或聯邦犯人資料庫查詢網站、驗屍官（Coroner）、停屍房（Morgue），

或致信社會安全局聯繫當事人，或通過當地 Salvation Army 等機構尋人。 

2.2 報警求助 

● 如已嘗試多種途徑未果，且確實擔心當事人安危，可選擇報警。 

● 每個人都有獨處的權利，人員失聯不是犯罪案件，警方只會投入十

分有限的資源進行調查。但對確有涉嫌犯罪的案件，如威脅到當事人生命

安全健康的，警方也可像其他犯罪案件一樣進行調查。 

● 你可以親自到當事人居住地的警察局或撥打當地警察局非緊急電

話報案。報案前，準備好失蹤人員的以下資訊：姓名、生日或年齡、體征

描述、健康狀況等。警方需要知道當事人最後出現現場的有關情況等。提

供的資訊越詳細越有助於尋人。 

請點擊訪問洛杉磯警察局網站，瞭解如何界定人員失蹤；如何報告人

員失蹤；未成年人失蹤的資訊及資源。  

● 如當事人已成年，出於對隱私權的保護，警方在成功尋人後僅會通

知報案人查找結果，但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透露其所在地等具體資訊。 

● 一旦失蹤報告被受理，當事人資訊將進入全美失蹤人員資料庫，以

便其他地區執法部門協助尋找，因此與失蹤人員取得聯繫後應及時報告警

方。 

2.3 尋求總領館幫助 

通過以上方式尋人未果，可聯繫有關使領館提供協助。 

● 外國人管理是各國當局事務。駐外使領館不具備走

門串戶尋人的條件，將根據個案利用現有網站、社交媒體，

或通過部分地區華人社團、留學生團體等機構、當地警方等

幫助尋人。 

https://www.namus.gov/
http://www.homelesssheltersusa.org/
https://www.bop.gov/inmateloc/
http://www.salvationarmyusa.org/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1882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1883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1883
http://www.lapdonline.org/lapd_adult_missing_persons_unit/content_basic_view/45279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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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領館原則上只受理當事人為中國國籍，且由其直系親屬提出的

尋人請求。若尋找非直系親屬，請通過被尋找人的直系親屬聯繫總領館。 

● 請登陸總領館網站下載《尋人申請表》，逐項準確填寫後提交。請

確保內容真實無誤。 

● 總領館如找到當事人，將告知其相關情況，由其決定是否直接或通

過總領館聯繫尋人者。如當事人不同意，總領館將向尋人者告知平安，回

饋當事人意見。 

● 根據《中美領事條約》，中國公民在總領館領區被逮捕或受到任何

形式的羈押時，美方有責任及時通知總領館。接到此類通報後，總領館將

根據當事人意願通知其家屬，並提供必要領事協助。 

● 尋人者在求助過程中，如與被尋找人取得聯繫，應及時告知總領館。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gywm/zlfg/P020171024093457303026.pdf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gywm/lxlqz/t150321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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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暴力  

 

中美兩國都有反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以

下簡稱“家暴”）的立法，但兩國文化習俗、法律法規等

都存在較大差異。在美中國公民因不瞭解兩國差異而發

生的家暴案件和家暴訴訟時有發生。總領館提醒在美中

國公民，留意兩國差異，遠離家庭暴力。 

 

1、家暴不僅指對女性親屬的人身傷害 

● 除聯邦立法外，美國各州都對家暴有相關的州立法。美各州對於家

暴定義的範圍和處置的方式有共性也有差異。 

● 通常，家暴雙方不僅限於在法律上屬於親屬關係者，如已婚或離異

雙方、男女朋友、異性或同性伴侶，還包括在同一空間生活的二者之間，

如室友等。 

● 家暴包括但不僅限於身體傷害、強迫性關係、精神傷害（如孤立、

恐嚇、跟蹤、辱駡、騷擾、妨礙自由等）、經濟上的（如控制金錢、阻止

工作）或者和與移民有關的恐嚇（如要脅不幫助辦“綠卡”等）、虐待兒童

等。 

● 雖然大多數有記錄的家暴案件是男性虐待女性或兒童，但男性也

可能是家暴的受害者。據統計，全美有 29%的女性和 10%的男性承認曾遭

受家暴。 

2、法律對家庭暴力的判定和處罰嚴厲 

● 執法機構十分重視家暴案件處置，警方通常會按照刑事案件程式

處理家暴案件。例如，依照加州刑法，檢察官會視情決定以輕罪

（Misdemeanor）或重罪（Felony）起訴家暴案件中的施暴者。如果受害人

沒有受傷，施暴者可被起訴輕罪，最高面臨 1 年有期徒刑。如果施暴者有

家暴前科、使用武器、威脅阻撓報警，或出現受害人流血受傷等情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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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重罪起訴，最高可被判處 5 年有期徒刑。如果受害者受傷嚴重，或

被卡頸致難以呼吸等，施暴者還可能被指控謀殺。 

● 需要注意的是，警方介入後，即便受害者後悔而要求撤案，警方也

無權撤銷，而會依法繼續將案件移交檢方。在受害人不願起訴或者不願出

庭作證的情況下，法官也可依據警方報告進行審判。 

3、法律保護受害者不繼續受到傷害 

● 法律保證家暴受害者（無論其移民身份是否合法）的以下權利：獲

得保護本人和子女的保護令；無需配偶同意而正式

分居或離婚；分享某些婚姻財產；得到子女的撫養

權和經濟資助。 

● 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庭申請保護令，禁止施暴者聯繫、接近或傷害

本人及子女、家人。如施暴者違反保護令，可報警對其實施逮捕，或禁止

其獲得保釋。此外，為確保受害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受壓力，警方在逮

捕施暴者時可向受害者提供 5 至 10 天的緊急保護令（Emergency Protective 

Order）。刑事法官也可能頒發禁制令。 

● 如果家暴者反控受害者犯罪，受害者有以下權利：與律師交談；律

師不在場不回答問題；自我辯護。更多資訊，請點擊這裡。 

● 家暴對象如是兒童，或若有兒童在針對成人的家暴現場，警方可通

知兒童福利部門介入調查。如證實家暴對象是兒童，或家長經常在兒童面

前爭吵，或在家暴中無意傷及兒童，兒童福利部門可將兒童送至寄養家庭

或機構，直到家長接受完親子教育及心理輔導課程。 

4、如何避免家暴並在家暴中自我保護 

● 家人、朋友之間要加強溝通，避免可能被視為家暴的言行。 

● 受害者在瞭解清楚各方權益責任後，應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應視情

告知信任的人，如親友、同事、醫生等，或尋求家暴熱線、庇護所、律師

等的幫助。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dam/visas/IMBRA/IMBRA_Chinese.pdf
http://www.thehotline.org/is-this-abuse/abuse-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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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允許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受害配偶和子女自行或單獨申請永

久居民身份，因而不必擔心施暴者以申請身份為由進行要脅。 

● 家暴受害者可向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尋求到以下幫助：諮詢、翻譯、

緊急住房、醫療保健、法律建議等免費服務，甚至資

金説明。以下 24 小時家暴熱線的接線員接受過專業訓

練，有翻譯服務： 

全美反家暴熱線：1-800-799-7233（SAFE）；1-800-

787-3224 (聾啞人電話)或各州反家暴救助熱線。 

強姦、虐待和亂倫全國網路（RAINN）：全國性侵害熱線 1-800-656-4673

（HOPE）。 

全國失蹤和被迫害兒童中心：1-800--843-5678（THE-LOST）。 

全國犯罪受害人中心：1-800-394-2255（FYI-CALL）。 

● 如家人面臨家暴緊急情況，可撥打 911 報警。如果員警確信其行為

涉嫌犯罪，可以進行逮捕。受害者應如實報告所發生

的虐待，包括過去發生的虐待情況，或展示傷痕。 

5、忽視兩國文化法律差異易因家暴被控罪 

● 中美兩國法律和法律體系不同。我公民在美

因忽視兩國法律差異被控家暴而被捕、起訴的案件近

年來時有發生。 

● 除受害者主動舉報外，任何人都可以舉報家

暴案件。根據法律，所有學校教職人員和醫院醫護人

員等一旦發現家暴或虐童行為，都必須主動報警。一

些家暴案件系鄰居報警，一些是當事人本想請員警勸

導卻最終被指控家暴犯罪，還有一些是傷後送醫急救

而驚動警方。 

● 請注意，家人之間爭吵、扭打而未造成惡果，在國內被視為普通家

庭糾紛的事情，在美國則可能被告發、拘捕，甚至構成刑事犯罪而被判刑。  

案例： 

● 2018 年 10 月，

某中国游客夫妇

在路边争吵，路人

报警后警方以涉

嫌家暴为由起诉

男方，虽经女方请

求，但仍无法撤销

案件。 

● 2019 年 11 月，

先后有 2名中国留

学生因涉嫌对男

友家暴，被旁人报

警，被拘捕起诉。 

http://www.ndvh.org/
http://www.thehotline.org/resources/victims-and-survivors/
http://www.rainn.org/
http://www.missingkids.org/search?gclid=CjwKCAiAob3vBRAUEiwAIbs5Ts0LpBVxyN8H5fLcEeVkv8IFHY4BMmpFjrwWXQXoNSVYT9GgtSRH9hoCHZ8QAvD_BwE
http://www.ncv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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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侵犯罪  

 

美國聯邦傷害防控中心報告顯示，全美三

分之一的女性和六分之一的男性在一生中有遭

受性暴力的經歷。性侵害會給受害者帶來極大

身心創傷。總領館提醒在美中國公民避免捲入

性侵害，當心並妥善應對性侵害。 

 

1、性侵害定義 

● 根據美司法部定義，性侵害（Sexual Assault）是指聯邦或州法律禁

止的任何未經同意的與性相關行為，受害者喪失許可或拒絕能力的也包括

在內。性侵害包括性騷擾、性侵犯強姦等。 

● 侵害者多為受害者認識的人，可能是熟人、朋友、同事、親人或伴

侶等，有時也可能是陌生人。 

● 性侵害可能以暴力或脅迫方式，也可能為口頭、肢體暗示等非接觸

方式。 

● 雖然大多數有記錄的性侵案是男性侵害女性或兒童，但男性也可

能是性侵害受害者。 

2、性侵害行為 

下列言行涉嫌性侵害： 

● 與未成年人（加州為 18 周歲）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觸。即使有對方

同意，同樣涉嫌性侵害 （Statutory Rape）。 

● 與沒有判斷能力者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觸，包括因飲酒、服藥等而失

去智力能力者、因入睡等而無法反應者。 

● 未經同意與他人的任何形式的性接觸。 

● 企圖強姦或實施強姦。 

● 性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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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兒童性接觸。 

● 不必要的身體接觸等。 

性侵害還包括任何強迫他人非自願參與性活動的行為或意願，包括言

語或視覺上的侵害，也可能是非接觸式的侵害，如：性偷窺、性裸露癖、

性騷擾或性威脅、強迫公開裸照或給他人發騷擾性短信、圖片等。 

3、如何防範 

● 保持警惕。瞭解並關注周圍安全狀況，避免前往黑暗偏僻的地方。 

● 外出前應與親友提前溝通並告知出行安排，及

時報告平安。 

● 相信直覺。設法儘快離開有性侵害傾向的人。 

● 儘量不在夜晚外出，特別是單獨外出。如需也

宜與朋友結伴而行。 

● 謹慎交友，儘量避免和陌生人單獨約會。如需也宜選擇在公共場合

見面。 

●  不要喝陌生人給予的飲料，當心飲用

Rohypnol, GHB 等無味無色的麻醉藥。 

● 不要吸毒，儘量不要飲酒，或量力而行少喝

酒。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容易遭受性侵害。  

● 上車前注意觀察周圍及車內是否有人，確認

安全，夜晚尤需注意。把汽車設定為單開駕駛門（其

它門手動打開）。 

● 在室內時，儘量關閉窗戶並注意視線遮擋，避免他人看到室內情況。 

● 到訪應事先預約，員警登門也需要有搜捕令。在有人敲門時，要先

確認對方身份。獨處時尤要當心。 

4、如何應對 

4.1 性侵害受害者有以下權利 

● 受到有尊嚴的對待。 

案例： 

● 2019 年 5 月，某

校校医被指控近

30 年曾性侵近百

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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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權得以保護，包括有權拒絕回答性侵害相關的問題。 

● 尋求説明時的對話得到保密。 

● 有權決定是否報警。 

● 不因種族、年齡、階層、性別或性取向而受到歧視。 

● 請求性侵害諮詢人員陪伴前往醫療、執法機構等。 

● 要求信任的人陪伴檢查就醫。 

● 詢問瞭解化驗、檢查、治療、警方報告等情況並得到答覆。 

● 無論對方和你是什麼關係，均應被視為性侵害受害者。 

4.2 應對辦法 

● 堅定拒絕性暗示或騷擾舉動，拒絕時不要羞澀、含蓄，而要明確、

堅定。 

● 如處境危險或受到性侵害，應儘量設法離開並前往感到安全的地

方。 

● 設法尋求幫助，給信任的朋友、家人打電話，或向學校、工作單位

等相關部門報告。 

● 儘快前往醫院或診所尋求救治，避免疾病傳播或懷孕，並搜集證據。 

● 有權選擇是否報警。如選擇報警，可撥打 911，或向當地警察局報

案。 

● 請記住，受到侵害不是受害者本人的過錯。受害人可尋求當地政府

或社會資源的幫助。 

以下 24 小時性侵害熱線的接線員接受過專業訓練，有翻譯服務： 

強姦、虐待和亂倫全國網路（RAINN）：全國性侵

害熱線 1-800-656-4673（HOPE）。 

全國犯罪受害人中心：1-800-394-2255（FYI-CALL）。 

婦女健康辦公室：1-800-994-9662。 

● 如有需要，請諮詢心理醫生，或聘請律師維護自身權益。 

5、法律處罰 

http://www.rainn.org/
http://www.ncvc.org/
https://www.womenshealt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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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犯罪是十分嚴重的犯罪，處罰嚴厲。美國美聯邦法律對性侵害

犯罪的有專門的立法。聯邦法律規定最多可判處犯罪分子 20 年監禁的處

罰、罰款、賠償受害人醫療等費用等處罰。各州對性侵害犯罪也有自己的

立法，且各有差異。 

根據聯邦性犯罪者登記和通知法案及州梅根法案，性犯罪分子釋放後

須嚴格按要求在其居住、就業、上學等各司法管轄區進行登記並更新個人

資訊及犯罪歷史，供公眾上網查詢。未登記或更新其資訊的性犯罪者可被

判處最高 10 年監禁及罰款。請查詢登陸聯邦或各州犯罪分子登記網站，查

詢犯罪分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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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麻毒品  

 

自 2018年 1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關於大麻合

法化議案正式生效以來，非法種植大麻、留學生因

吸食大麻被拒入境、機場大麻走私案暴增等消息屢

見報端。總領館提醒領區內中國公民:瞭解遵守大

麻相關法規，遠離“大麻煩”。 

 

1、大麻銷售消費限制嚴 

加州有關法律對消費或種植大麻有嚴格規定。任何涉及大麻的商業行

為，包括以販賣為目的進行種植、生產、運輸、攜帶、銷售等均必須向加

州大麻管制局（Bureau of Cannabis Control）及有關郡（市）管理機構申請

執照。加州大麻合法化後，21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可攜帶不超過 28.5 克植

物大麻和 8 克濃縮大麻，可在家種植不超過 6 株大麻供個人使用，或經醫

生建議、持有醫用大麻身份證（Medical Marijuana Identification Card）可購

買大麻藥品。 

出租房屋供大麻種植、受聘從事種植大麻、參

與“麻屋”改造，均可能因涉嫌違法而被起訴，導致

“綠卡”等居住許可或簽證被吊銷，甚至房屋被沒收。

向未成年人出售大麻，吸食大麻後駕車，在公園、

街邊、商業或居住區等公共場所，以及在學校、酒吧、餐館、工作場所等

法律規定的禁煙處，打開或吸食大麻及其製品均屬違法。即便在私人住處，

房東也可能禁止在房內吸食大麻。此外，公眾對大麻的接受度不一，隨意

吸食大麻還可能招致投訴等麻煩。 

2、聯邦與州法規不一致 

美國聯邦和州對大麻的管制存在政策衝突及執法差異。美各州涉大麻

法規各不相同。加州等 13 個州和地區實行大麻合法化，其餘各州或全面禁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DO/letstalkcannabis/Pages/legal.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DO/letstalkcannabis/Pages/legal.aspx
http://dailynews.sina.com/gb/usa/uspolitics/chinesedaily/2019-05-14/doc-ifzicznf6260814.shtml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cannabis.ca.gov/laws-regulations/
https://bcc.ca.gov/
https://bcc.ca.gov/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SI/Pages/MMICP.aspx
http://www.ncsl.org/research/health/state-medical-marijuana-law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SI/Pages/MMIC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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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大麻，或僅允許醫用大麻。我館領區亞利桑那州、夏威夷州、新墨西哥

州和美屬薩摩亞仍將消遣用大麻（Recreational Cannabis）列為非法。 

雖然大麻在部分州被合法化，但聯邦《管

制藥品法》不承認醫用大麻和消遣用大麻的區

分，認為大麻沒有醫用價值，並將其與可卡因、

海洛因一同列為一類管制毒品（Schedule I 

drug）進行管理。因此，即便在加州等已實現

大麻合法化的州，購買、擁有、分發、吸食大麻也違反聯邦法律，可能遭

到美國移民管理機構等聯邦執法機構的打擊。在屬於聯邦的加州國家公園

裡吸食大麻也屬違法。美聯邦及各州法律均禁止跨州

攜帶大麻，從公路、航班跨境攜帶大麻進入大麻合法

的州也屬違法，可能受到嚴格檢查。 

3、遠離毒品危害 

美疾病控制預防中心指出，消遣用大麻雖在加州

等地合法，但並不表明它是安全的。研究表明，大麻

具有成癮性，短期可影響思考判斷能力、學習記憶能

力、動作協調能力，致食欲大增、頭昏眼花或困倦；

長期可損害神經、心肺和大腦功能，導致呼吸系統、

免疫系統問題，或焦慮、注意力分散、抑鬱、精神疾

病等，影響生育及嬰幼兒健康。 

總領館提醒中國公民，特別是年輕人，當心被誘

騙吸食大麻，更勿以“新奇時尚”、“舒緩壓力”、“融入

圈子”、“尋找靈感”等為藉口主動吸食大麻。違反加州

或聯邦涉大麻法律，可能留下不良記錄，導致學籍、簽證被註銷，被拒絕

入境、被遣返，並影響今後的工作就業。 

4、各國管制有差異 

案例： 

● 2016 年 5 月，某

中国公民因非法

持有枪支、吸毒并

毒驾在美属萨摩

亚被逮捕。 

● 2019 年 11 月，7

名华人因非法种

植 5000 株大麻而

被捕。 

● 2019 年 4 月，某

中国留学生因非

法携带大麻被美

国警方记录，再次

返美时被拒绝入

境。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www.dea.gov/controlled-substances-act
https://www.dea.gov/controlled-substances-act
https://www.cdc.gov/marijuana/faqs/is-marijuana-safe-because-its-legal.html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DO/letstalkcannabis/CDPH%20Document%20Library/October%202017%20Update/CDPH-YouthAndCannab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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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國際機場發佈提示稱，負責安檢的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SA）

執行聯邦法律，同時警告旅客要留意目的地有關法規。 

大麻系中國海關禁止入境物品。我國《治安處罰法》

規定，吸食大麻等毒品涉嫌違法，將被處罰或強制戒毒。

我國《刑法》明確大麻為毒品，走私、販賣、運輸、製

造屬刑事犯罪，可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並處沒收財產。 

大麻製品不僅限於大麻煙捲、濃縮物，也包括含有大麻成分的電子煙

油、糖果、巧克力、餅乾、蛋糕、冰淇淋、飲料、藥品等，極具欺騙性。

總領館提醒中國公民，切勿從境外攜帶大麻及其製品入境中國或前往第三

國，也勿隨意為他人攜帶不知情的行李物品，以免因涉毒而觸犯法律。 

點擊瞭解大麻的危害或大麻合法化的信息。  

https://www.flylax.com/en/lax-marijuana-policy
http://2018.igem.org/wiki/images/f/f7/T--Jilin_China--Safety-04_.pdf
http://www.gov.cn/flfg/2005-08/29/content_27130.htm
http://www.gov.cn/flfg/2005-08/29/content_27130.htm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7/content_5004680.htm
https://www.safeaccessnow.org/cannabis_safety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DO/letstalkcannabis/Pages/LetsTalkCannab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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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災害  

 

（一）叢林火災  

 

洛杉磯及周邊地區位於地中海型氣候帶，亞利桑

那州屬熱帶沙漠氣候，終年乾燥少雨。夏季高溫炎熱、

連續乾旱、大風等天氣狀況易造成叢林失火。叢林火

災可致人畜傷亡、毀損基礎設施，導致社區交通、燃

氣、電源、通信中斷。林木燃燒產生的大量煙霧也會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

過火地區此後數年都易發生洪水、泥石流等災害。總領館提醒領區內中國

公民當心叢林火災。 

 

1、關注火災預警 

美國聯邦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負

責發佈火災氣象預警資訊。聯邦火災危險評估系統

根據資料等資訊發佈火災險情等級，並決定是否關

閉公共區域，是否採取滅火措施等。火災危險等級分

為低（綠色）、中（藍色）、高（黃色）、很高（橙

色）和極高（紅色）5 級。危險為極高級別時，禁止

任何戶外用火。 

如本人所在地附近出現火情，建議訪問聯邦跨

部門火災中心（National Interagency Fire Center）、

當地消防部門網站，關注媒體報導，查詢跟進最新火

災情況。例如：有關加州各地的火險火情，可登陸加

州消防局（Cal Fire）網站查詢。 

2、積極預防火災 

案例： 

● 2019 年 10 月，

圣费尔南多谷地

发生山火，过火面

积超 7500英亩，摧

毁近 30栋房屋，约

10 万人被迫撤离，

多条高速公路关

闭。 

● 2018 年 4 月，亚

利桑那州中北部

发生丛林火灾并

蔓延，丛林过火面

积超过 1 万英亩，

科科尼诺郡进入

紧急状态，部分高

速路段关闭。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www.weather.gov/
http://www.weather.gov/fire/
http://www.wfas.net/
http://www.wfas.net/
http://www.wfas.net/index.php/fire-danger-rating-fire-potential--danger-32/class-rating-fire-potential-danger-51
https://www.nifc.gov/fireInfo/nfn.htm
https://www.nifc.gov/fireInfo/nfn.htm
http://calfire.ca.gov/
http://calfir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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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選擇無火災隱患的區域。外牆及房頂避免採用易燃材料。與林區

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檢查房屋的防火措施。辦理房屋火災保險，降低災

害損失。做好發生叢林火災時的逃生計畫。 

嚴格遵守當地野外用火法律法規，請遵循戶外用火指導，確保用火安

全。前往國家公園旅行，建議訪問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Service）網站發

佈的火災風險提示，做好出行路線規劃。因個人過失引發山火可能面臨刑

事追責。 

3、妥善應對火災 

遇到叢林火災應及時報警。注意根據當地政府消防部門指引，及時撤

離。請點擊這裡，遇火災時，切勿貪戀財物，要首先確保生命安全。更多

關於叢林火災的有關資源，請點擊這裡。 

  

https://www.fema.gov/pdf/hazard/wildfire/wdfrdam.pdf
https://www.nps.gov/fire/wildland-fire/
http://www.readyforwildfire.org/Go-Evacuation-Guide
http://www.firewise.org/wildfire-preparedness/firewise-toolki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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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山災害  

 

美國的活火山主要分佈在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太

平洋西北部。火山周圍危險區域覆蓋半徑一般約 20英

里，但有時可能順風影響數百英里。總領館提醒中國

公民：注意及時跟進目的地火山情況，避免進入高危

險區域；遵從當地政府部門撤離等指引；主動聯繫親

友，報告行程及平安。 

 

1、火山及危害性 

火山是通往地表下熔岩庫的山體。與大部分地表隆起的高山不同，火

山是熔岩噴出地表的出口。當熔岩壓力過大時，火山就會噴發。 

火山噴發既可能較為溫和，也可能十分猛烈。火

山噴發可能產生熔岩流、火山灰，砂石飛濺。熔岩溫

度極高，可導致火災，將所到之處夷為平地，而大部

分熔岩流動較為緩慢，人們一般有足夠時間逃生。火

山灰由岩石粉末構成，可能質地粗糙，具有酸性，或

堅硬或呈氣態狀，帶刺激性氣味。火山灰對絕大多數

成年人來說不會即刻造成傷害，但會給嬰幼兒、老年

人和嚴重呼吸類疾病患者造成肺部損害。火山灰還可

能造成屋頂坍塌，損壞發動機和電器等機械設備。火

山爆發產生的石塊可能飛到數英里之外，撞擊、掩埋

或燙傷而致人死亡。火山還可能引發地震、泥石流、

洪水、岩崩、山體滑坡、酸雨、火災，甚至海嘯等其他自然災害。 

2、噴發前準備 

做好以下兩點，以備在火山噴發時最大程度地保護你自己、家人和財

產。 

案例： 

● 2018 年 5 月，夏

威夷岛州大岛的

基拉韦厄火山突

然喷发并引发多

次地震，烟尘高达

2000 米，熔岩流入

居民社区，数千居

民被迫撤离，一艘

观光船上 23 人受

伤。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5687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56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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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應急包。應急包裡面存放不易變質的食品、水、電池或手搖

式供電收音機、手電筒和備用電池。最好在車上再準備一個可擕式應急包

以備不時之需。應急包內還應包括供全體家庭成員使用的護目鏡和呼吸面

罩。 

● 制定應急方案。在災難來襲時，你和家人可能不在一起，因此需事

先做好應急計畫，約定彼此如何聯繫、如何重聚，以及在發生緊急情況時

怎麼做。 

3、噴發時應對 

● 遵從當地政府發佈的疏散命令並立即撤離受影

響區域。注意躲避飛沙走石、高溫氣體、側向爆炸及熔

岩流。 

● 當心泥石流。河道地區或持續大雨將增加泥石

流風險。泥石流的流速可能快於步行或跑步速度。過橋前應先觀察河的上

游，如泥石流逼近切忌過橋。 

● 避開河谷和低窪地勢。 

● 説明嬰兒、老年人和殘疾人等可能需要特殊關照的人。 

4、火山灰防護 

● 如無法撤離，應待在門窗及通風口緊閉的室內，直到塵埃落定，以

免受火山落灰傷害。 

● 如患有呼吸道疾病，應待在室內避免接觸火山灰塵，直至衛生部門

通知可以安全外出。 

● 通過電池供電的收音機、電視等瞭解最新應急資訊。 

● 穿長衣長褲。 

● 戴護目鏡和帶框眼鏡（而不是隱形眼鏡）。 

● 使用防塵面具或把濕布蓋在臉上呼吸。 

● 離開火山下風口地區以避開火山灰。 

● 除非屋頂有坍塌危險，否則應待在室內至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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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房屋門窗和所有的通風口，如煙囪、壁爐、空調、風扇等。 

● 清理屋頂以及雨水槽簷上積下的厚重火山灰。 

● 避免發動車輛，以免攪起火山灰，堵塞發動機，損壞零部件，或導

致車輛熄火。 

● 除非確有必要，應避免在火山灰上駕車。如不得不開車，速度應保

持在 35 英里/小時以下。 

5、噴發後處置 

● 如果被通知需要撤離，或你認為待在家裡不安全，請前往指定安置

點。查詢最近的安置點，可發送短信“SHELTER+郵遞區號”到 43362，例如：

SHELTER12345。 

● 當地政府可能無法在災害發生後立即通報災情資訊和自救措施，

但你應主動、隨時關注電視、廣播或網路上的官方指示資訊。 

更多關於應對和防備火山噴發的資訊，請訪問以下網站：美國地質

調查局火山危害專案；美國紅十字會（準備應對火山災害）。 

 

  

http://volcanoes.usgs.gov/
http://volcanoes.usgs.gov/
http://www.redcross.org/get-help/how-to-prepare-for-emergencies/types-of-emergencies/volc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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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曬高溫  

 

南加州地區、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常年日

照充足，氣候乾燥，夏季氣溫時常高達 38 攝氏度，

部分地區測量氣溫甚至超過 50 攝氏度。總領館提醒

領區內中國公民在夏季當心日曬和高溫。 

 

1、過度暴曬 

過度暴曬，吸收過多紫外線易致皮膚灼傷、皮膚癌、白內障等疾病，

或降低免疫力。建議外出時採取必要措施防範紫外線傷害： 

● 避免有意暴曬。過度暴曬易傷害皮膚或致皮膚癌。 

● 躲在陰涼處。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之間紫外線最強烈。 

● 注意防護，穿長袖衣服和長褲，戴寬邊帽和防紫外線太陽鏡。 

● 塗抹防紫外線係數（SPF）30 以上的防曬霜。 

● 水面或沙地會反射有害光線，應特別小心。 

● 留意每天的紫外線係數，數值越高，危害性越大。 

● 靠食物、營養品比靠紫外線補充維他命 D 更為安全。 

● 家長或監護人應採取措施保護兒童，特別是需要特殊照護的兒童、

6 個月以下嬰兒。 

更多關於防止紫外線的資訊，請點擊訪問環境保護局網站，或聯邦氣

象局網站。 

2、極端高溫 

在與氣候相關的危險因素中，高溫位居前列。高溫易致中暑，全美每

年有數百人因熱浪高溫而死亡。當熱浪來襲時，建議採取必要措施： 

2.1 保持涼爽—Stay Cool 

● 恰當著裝。著輕便、寬鬆、淺色夏裝。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www.cdc.gov/cancer/skin/basic_info/index.htm
https://www.epa.gov/sunsafety/uv-index-scale-1
https://www.cdc.gov/cancer/skin/basic_info/children.htm
https://www.epa.gov/sunsafety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heat-uv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hea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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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量減少日光直接照曬。留在涼快的室內；使用空調，或儘量呆在

有空調的公共場所，如商店、圖書館；沖澡淋浴。請注意，氣溫過高時使

用電扇可能致人脫水。 

● 避免繁重活動，放慢速度。 

● 仔細安排戶外活動。減少戶外鍛煉，或將戶外活動安排在清晨或晚

間等氣溫較低時段。 

● 戴寬邊帽子、太陽鏡，抹防曬霜（標明“Broad 

Spectrum” 或“UVA/UVB Protection”的防曬霜最好）。 

● 留意老人、患病體弱者及寵物。在停車後要

反復檢查確認，永遠不要在停車時將兒童、殘障人

士和動物反鎖車內。即便車窗留縫，車內氣溫可能

急速升高並致命。有資料顯示，全美每年因此而致

死亡的兒童多達近 50 人。 

● 吃清淡、有助於消化的食物，如水果、沙拉，

並注意食品保鮮。 

2.2 保持水分充足—Stay Hydrated 

● 即便不感覺口渴也要注意多飲水。避免含糖、酒精飲料或過冷的飲

料。 

● 可飲用運動型飲料，以補充出汗流失的鹽分和礦物質。 

● 注意給寵物補水。 

2.3 保持資訊暢通—Stay Informed 

● 關注當地氣象廣播、互聯網和社交媒體

發佈的即時氣象資訊。 

● 瞭解高溫致病症狀及應對辦法。請點擊

訪問聯邦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網站。 

● 如在高溫場所工作，應與他人結伴，並

留意身邊工作的同事。 

案例： 

● 2016 年，亚利桑

那州马里科帕郡

共有 154人间接或

直接死于高温天

气。同年 6 月，凤

凰城达到 48℃高

温，共有 4 人受高

温干旱天气影响

而中暑身亡。 

http://www.noheatstroke.org/
https://www.cdc.gov/disasters/extremeheat/war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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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以下高危群體：嬰幼兒、65 歲以上老人、超重者、過於勞累

或鍛煉過度者、疾病患者（特別是心臟病、高血壓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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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颶風災害  

 

颶風在美國多發生於 6 月初至 11 月底，而 9 月

份最為活躍。颶風在美國大西洋、太平洋沿岸或島嶼

上都可能發生，其對內陸的影響範圍超過上百英里。

總領館提醒在颶風易發地區的中國公民，在颶風季節

期間即時關注當地氣象情況，採取必要的防範和應對措施。 

 

1、颶風危害 

颶風是指形成於大西洋及北太平洋東部的熱帶或亞熱帶水域、地面最

大持續風速超過每小時 74 英里（約 119 公里）的熱帶氣旋風暴。颶風期間

可能引發強風（龍捲風）、強降雨、風暴潮、洪水、離岸流，以及山體滑

坡和泥石流等，易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 

2、前期準備 

● 瞭解所在地區的颶風風險情況。在社區警報系統（Community's 

Warning System）上註冊，通過聯邦海洋大氣管理局、電視、廣播瞭解最新

氣象和防災警報資訊。 

● 配置應急工具箱並與親友制定緊急聯絡方案。注意網路、電話在災

害期間可能發生擁擠或中斷。 

● 根據所在地點和社區安全計畫，做好自己的防災計畫，熟悉你撤離

區域的情況，特別是撤離線路和安全地點位置。 

● 演練在強風下如何躲避到安全處。 

● 準備至少夠 3 天使用的物資，包括藥品等個人特殊需求，確保車輛

狀況良好並加滿油。 

● 保護好財產和貴重物品，將重要文件存放在安全地點或做好電子

備份。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hurricane.html
https://www.ready.gov/zh-hans/tornadoes
https://oceantoday.noaa.gov/hurricanestormsurge/
https://www.ready.gov/zh-hans/floods
https://www.weather.gov/mhx/RipCurrentsInfo
https://www.ready.gov/zh-hans/landslides-debris-flow
https://www.ready.gov/zh-hans/landslides-debris-flow
http://www.ready.gov/alerts
http://www.ready.gov/alerts
https://www.ready.gov/kit
https://www.ready.gov/make-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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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室內安全隱患，特別是鬆動的、在強風中易掉落的物品，以及

其他易傷人物品，疏通排水管道，加固門窗屋頂。 

● 檢查保險有效期和保單條款，考慮是否購買洪水險等颶風災害保

險。 

3、災時應對 

● 密切關注颶風情況、緊急狀態資訊及通知。 

● 如在非撤離區域，建議留在室內，並將地點

告知親友。注意遠離門窗，特別是玻璃門窗。 

● 如在撤離區域，應遵照政府部門指引及時撤

離至 FEMA 安全室或風暴庇護所，或堅固建築物中的

低層、狹小、無窗戶、無洪水隱患的房間。 

● 如被洪水困在建築物內，應前往最高處。 

● 使用發電機或其他燃油機器，應在室外且遠

離窗戶。 

● 避免在水中徒步、游泳或駕車，遠離洪水暴

漲的橋樑。 

4、災後處置 

● 密切關注颶風情況、緊急狀態資訊及通知。 

● 清理物品時要注意防護，最好與他人一道清

理。 

● 不要接觸水中電器，也不要接觸打濕的電器，

除非事先切斷電源。 

● 避免蹚水，以免受傷或觸電。 

● 如電話打不通，可嘗試通過短信或社交媒體等其他方式聯繫親友。 

● 對財產損失情況拍照取證，聯繫保險公司尋求幫助。 

更多關於應對和防備颶風的資訊，請訪問以下資源：聯邦海洋與大

氣管理局（NOAA）颶風中心；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FEMA—

案例： 

● 2018 年，夏威夷

共遭受 4次风暴侵

袭，其中飓风莱恩

于 8 月 23 日至 25

日侵袭夏威夷，狂

风暴雨造成洪水

和泥石流，大量房

屋被毁，航班取

消，损失达数亿美

元。 

● 2018 年 10 月，

超级台风“玉兔”

袭击塞班岛，台风

时速超过 180英里

/小时，致 1 人死

亡，电源、饮用水

中断，上百房屋建

筑被毁坏，树木和

电线被刮倒，口岸

关闭，全部航班取

消，导致约 1600名

中国游客滞留。 

 

https://www.floodsmart.gov/
https://www.ready.gov/zh-hans/evacuating-yourself-and-your-family
https://www.fema.gov/safe-rooms
http://media.iccsafe.org/Annual/2016/The-Latest-in-ICC500-Storm-Shelter-and-FEMA-Safe-Room-Requirements.pdf
https://www.nhc.noaa.gov/
https://www.nhc.noaa.gov/
https://www.fema.gov/disaster/4068/updates/hurricane-safety-tips-learn-what-do-during-and-after-hurri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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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備颶風》手冊（中文 PDF）；Ready—為災難提前做準備（中文

網頁）；美國紅十字會。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1400096492147-d760be032091ca3fe28c2ef622d13404/Americas_PrepareAthon_How_To_Prepare_Guides_Hurricane_v15_CHINESE_508.pdf
https://www.ready.gov/zh-hans/hurricanes
https://www.redcross.org/get-help/how-to-prepare-for-emergencies/types-of-emergencies/hurrica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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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震災害  

 

加州已知地質斷層達數百條，超過 70%的人

口居住在可能發生強震的斷層周邊 30 英里內。南

加州地區分佈著 200 多條大大小小的斷層，可引

發 5.0 至 7.8 級不等的地震。地震可能造成交通、

電力、供水、供氣等服務系統中斷，影響公眾日常

生活，還可能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地震致傷亡的原因主要有：在建

築物內奔跑時跌倒；被滑動的傢俱或墜落物體擊中；被倒塌建築物砸傷或

掩埋；火災、海嘯、地面液化等次生災害。雖不能準確預測地震，但瞭解

防災應對知識有助於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 

 

1、震前準備 

● 常備安全頭盔、應急包等災害應急用品，並存放在方便拿取之處。

應急包內應包括飲水、食品、手電筒、口哨、急救藥品、收音機、螺絲刀、

小型扳手等。建議在家中存儲至少 3 天的基本生活用品，以備急用。 

● 對冰箱、電視、書架、熱水器、鏡子、燈具等大件傢俱及易墜落物

品採取固定措施，把較大、較重及易碎物品放置低處，以防止在地震中傾

翻、墜落。瞭解房屋的水管、煤氣和電閘總開關位置，在房屋遭地震損壞

而出現漏水、漏氣和漏電時緊急關掉總開關。 

● 請專業機構對房屋抗震性能進行檢查，及時維修加固。請點擊查看

《抗震設計與施工指南》。 

● 參加當地舉辦的地震防災救災演練。可參考地震時自我保護相關

視頻。點擊這裡，瞭解社區應急演練資訊。  

● 妥善保管自用藥品、證件等重要物品。 

● 臨時訪客應向入住的酒店瞭解防震措施、應急物品配置等情況。 

2、震時應對 

https://www.ready.gov/kit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assets/documents/6015
https://www.shakeout.org/dropcoverholdon/
https://www.shakeout.org/dropcoverholdon/
https://community.f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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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在室內 

● 蹲下（DROP）。突發地震時，應主動蹲下，雙手

和雙膝著地。 

● 護住（COVER）。用手護住頭部和頸部，以免被掉

落物品擊傷。 

如果身處危險位置，應盡可能爬到桌下或房屋的角落

處、內牆邊等更為安全的地方。如在床上，則留在床上並

用枕頭護住頭部。 

注意與窗戶、外門、玻璃和任何可能掉落的物品保持

距離。如有可能，帶上安全頭盔。 

，● 抓住（HOLD ON）。抓住身邊牢固的物體，直到

震動停止。 

大部分地震傷害發生在跑動中，不要在腳下還晃動時

試圖從建築物往外跑。切勿使用電梯。 

2.2. 如在室外 

原地蹲下，並在安全情況下移到空曠地帶。護住頭頸，抓牢物體。 

室外最大的危險是建築物，特別是出入口或外牆。遠離建築物、立交

橋、看板、大樹、街燈和電線。 

2.3 如在駕車 

儘快把車停在路邊安全處，打開應急提示燈，留在車內，直至地震停

止。 

避免停在建築物、樹木、立交橋和電線附近。地震停止後應謹慎前行。 

2.4. 如若被困 

用手機呼救，敲擊管道、牆壁，或用口哨吸引救援人員注意，幫助定

位。 

用手帕或衣物捂住口鼻。除非不得已，不要大聲呼救，以免易吸入粉

塵。切勿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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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震後處置 

●撤離。地震停止後，對周邊環境進行判斷，在確認安全後再離開建

築物，注意避開危險。 

● 餘震。餘震的震波通常比主震威力小，也可能造成傷害，且持續時

間可能較長。 

● 火災。火災是地震後最常見的次生災害。如可能，要注意排查燃氣

是否洩漏並撲滅零星火源。 

● 海嘯。如居住在瀕海地區，要留意海嘯預警，

遵從指引，往高處轉移，並對可能的回潮保持警惕。 

● 救助。在安全的情況下説明受傷和被困人員。

除在可能面臨更大傷害等緊急情況外，不要挪動重傷

人員。 

● 安置。如住地受破壞而不再安全，可到公共

安置點。 可發短信 SHELTER+ 你的郵編（如

SHELTER12345）至 43362，查詢就近的安置點。 

● 信息。注意通過廣播、電視、網路等方式主動獲取地震資訊。美聯

邦海洋和大氣管理署（NOAA）、聯邦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均發佈災情播報和提醒。公眾可下載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局（FEMA）手機用戶端，以及時接收緊急通知。 

● 回家。只在當局宣佈安全後才返家。災後恢復重建亦需採取相應的

安全防護措施，特別要當心燃氣、水、電可能因地震破壞而出現的安全隱

患。 

欲瞭解更多防震減災知識，請點擊這裡訪問中文網頁，或訪問南加州

地震中心(SCEC)網頁，或點擊下載《如何為應對地震做好準備》（PDF 中文

版）。點擊這裡，觀看地震安全系列視頻。點擊這裡，瞭解各地緊急服務

機構聯繫方式。線上查詢最新地震資訊，請點擊這裡。 

  

案例： 

● 2019 年 7 月，南

加州科恩郡里奇

克莱斯特附近发

生连续发生里氏

6.4、7.1 级地震，

洛杉矶地区有明

显震感， 

http://www.noaa.gov/
http://www.noaa.gov/
https://www.weather.gov/
https://www.usgs.gov/science/mission-areas/natural-hazards/earthquake-hazards?qt-programs_l2_landing_page=0#qt-programs_l2_landing_page
https://www.fema.gov/mobile-app
https://www.fema.gov/mobile-app
https://www.ready.gov/zh-hans/earthquakes
https://www.scec.org/learn
https://www.scec.org/learn
https://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1412783718117-726809eff913d1957bcfb3de33d7649b/AP_Earthquake_HTG_ch_508.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DmqLQmMN0&list=PLs1gMujRSBY2t7JB4VS-AymFwN-6Lvg20
https://www.fema.gov/emergency-management-agencies
https://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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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行戶外  

 

 

（一） 長假安全  

 

在元旦、春節、暑期、耶誕節等長假期間，我館

領區中國遊客增長，人員流動更加頻繁，也是各類安

全事故易發、高發時期。總領館提醒領區內中國公民，

特別是短期來美人員和在美留學生，在各類長假期間

要特別注意安全，提高防範意識，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1、注意文明守法 

建議行前訪問中國領事服務網美國國別資訊，遵守《中國公民出境旅

遊文明行為指南》，留意中美文化、習俗差異，瞭解並尊重當地民俗風情。

摒棄不良生活習慣，杜絕不文明行為，做到舉止文明，禮貌待人，維護良

好的公民和國家形象。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留意中美法律差異，在與執法

人員打交道時，保持冷靜、尊重和禮貌，注意有理、有據、依法、合法地

維護自身權益。 

2、避開高危地點。瞭解並密切跟進目的地（包括國家公園）治安、天

氣、自然災害等情況，預作充分準備。儘量避開治安不靖、氣象條件多變

或自然條件惡劣、人員密集雜亂等高風險地區。如確需前往，則應留意周

邊環境並注意安全。 

3、避免高危活動。辦妥合適的醫療、旅行保險。年邁體弱者，特別是

心腦血管等疾病患者及家人，應密切關注健康狀況，合理安排出行。避免

或謹慎從事潛水、跳傘、攀岩、高山滑雪等高風險活動。避免在惡劣天氣

外出，或在夜間單獨外出。勿涉黃、賭、毒活動，慎與無家可歸者、陌生

人等打交道，勿涉黃、賭、毒活動。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lxs/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bmz_655327/mg_656793/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zwbh_660520/t841035.shtml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zwbh_660520/t841035.shtml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gjgy/
https://www.weather.gov/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96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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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駕車安全。瞭解並遵守當地交通法規，隨身攜帶有效駕照，事

先檢查車況，謹慎駕車，注意避讓行人、車輛，避免頻繁變道、超車，以

及超速、酒駕或疲勞駕駛等危險駕駛行為。全程系安全帶。遇惡劣天氣、

崎嶇山道應減速駕駛。 

5、防範錢財盜搶。盜搶案件破案率較低，損失大多難以挽回。在旅遊

景點、機場、商場等人員密集流動地區，或停車場等偏

僻地區更要注意防範盜搶。選擇銀行卡支付，切勿炫

富露財。妥存現金等貴重物品，切勿留置在車內醒目

位置。 

6、當心各類詐騙。切勿幻想“一夜暴富”，當心電

信詐騙及各類詐騙陷阱。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要因陌生

人的一個電話而向他人匯出錢款。通過正規管道換匯，

當心微信等換匯詐騙。注意網購安全，儘量在大的網

站購物消費並保護個人隱私。 

7、保持通訊暢通。長時間出行前，注意將出行

資訊、周圍同學、同事或導遊的聯繫方式告知親友，

並持續保持聯繫，報告平安。及時檢查和親友的通訊

資訊並回復問詢關切，切勿鬥氣“失聯”。短時失去聯

繫並不等於當事人身處險境，親友亦無需過度緊張。 

8、當心涉槍犯罪。美國涉槍犯罪頻繁發生，儘

量避免在人口密集地區長時間停留，瞭解並掌握防範

涉槍犯罪基本知識，妥善應對在工作、學習、居住場

所、出行沿途及景點等目的地可能出現的槍擊等事件，

避免圍觀熱鬧，以免捲入不必要事件。 

9、妥善保管護照。護照、簽證是重要的身份證件，應妥善保管並注意

檢查護照和簽證有效期。遺失或損毀證件補發需要較長時間，將給生活和

案例： 

● 2018 年 12 月，

某中国游客在橙

郡突发脑溢血身

亡。 

● 2019 年 2 月，某

中国游客因过量

饮酒死亡。 

● 2019 年 6 月，某

中国公民在洛杉

矶郡突发心脏病

死亡。 

● 2018 年 12 月，

某中国游客在亚

利桑那州旅游时

突发脑溢血身亡。 

● 2019 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20 余

人遭砸车盗窃后

丢失护照钱包等

而求助。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581008.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fwzc/txyj/t1539738.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tdqj/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slsz/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slsz/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ydqj/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ydqj/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hzlxz/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hzlxz/hzlxzxz/t1526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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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帶來極大不便。建議攜帶護照和簽證影本並拍照留存備用。如護照丟

失，請立即報警並儘快申請補辦。 

10、善用救助資源。出國安全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責任。在遇到事故時，

首先確保生命安全。冷靜應對處置事故，主動尋求各種資源的幫助。在尋

求領事保護與協助時應如實、準確地提供資訊。請點擊瞭解《中國公民尋

求領事保護與協助須知》。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hzlxz/hzlxzxz/t1526296.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


 

56 

 

（二）危險駕車  

 

美國有“車輪上的國家”之稱，而交通事故是

中國公民在美最易發生的安全事故之一。雖同為

靠右行駛，但美國道路狀況、交通法規、駕車習慣

與我國差異較大。主動適應當地行車文化，遵守

當地行車規則，避免危險駕駛將有助於最大限度

地減少交通事故。總領館提醒領區內中國公民：遵守交規、謹慎駕車是法

律規定的義務，直接關係到您和他人的安全。建議來美駕車前，事先閱讀

並掌握目的地各州的駕車規定。 

 

中國公民要特別注意避免以下危險行為： 

1、無有效駕照 

在加州駕駛車輛須隨身攜帶有效駕照。年滿 18 周歲的中國公民短期

到訪加州，如持有有效中國駕照，原則上可不必申請加州駕照，但建議將

中國駕照做好英文翻譯公證備查。對持有工作、留學等長期簽證者，則應

於抵達後 10 日內申請當地駕照。將車輛借給無駕照人員駕駛亦屬違法。 

2、無視交通標誌 

行駛中如遇“STOP”標誌（如圖示）須完全停車，在確

認其他各個方向的交通條件允許後再前行。遇倒三角形紅

色“YIELD”標誌則必須減速並隨時做好停車讓行準備。左轉

時應為直行車輛讓行，見黃燈即左轉易發生車禍。 

3、超速駕駛 

高速公路最高限速大多為 65 英里（104 公里）/小時，校園周邊道路

的限速可能低至 25 英里（40 公里）/小時。請勿超速並注意根據限速、路

況、車輛狀況等及時調整車速。加州法律規定，駕駛速度要確保能夠安全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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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例如：在濃霧狀況下，即使在限速 55 英里的路段內以 45 英里的時

速行駛，仍有可能被判定違法。 

4、頻繁變道或跟車太近 

頻繁變道將大大增加事故機率，建議謹慎變道。為避免車輛追尾，加

州要求駕駛員與前車保持合理車距。 

5、不及時打開車燈 

請注意根據能見度、氣象條件變化等，及時打開車燈。在變道、轉彎、

調頭時務必要提前打轉向燈，並在確認周邊行車安全的情況下轉向。在對

向車道有車輛時應關閉遠光燈。在路邊緊急停車時應打開雙閃燈提示。 

6、酒駕、藥駕、毒駕或疲勞駕駛 

飲酒、吸毒或服用某些藥物（如感冒藥、抗過敏藥物等）會影響判斷

處置能力。駕車人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 0.08%（未滿 21 周歲為 0.01%）時

即屬違法。長途駕車應注意停車休息，避免疲勞駕駛。 

7、不系安全帶 

乘坐私家車、校車及配有安全帶的大客車時

均須系上安全帶。不滿 8 歲或身高不到 4 英尺 9

英寸（144 釐米）的兒童乘車須使用兒童安全座

椅。 

8、不為特種車讓行 

法律規定，道路行駛車輛在遇到警車、消防車、救護車鳴笛或校車閃

爍紅燈等情形時，應儘快避讓並停車，等待此類車輛先行。 

9、忽視行人優先 

遇到行人穿越馬路，不論路口是否有交通信號燈，不論道路是否標識

人行橫道線或過街行人是否違章，行進車輛均須提前在安全距離停車讓行。

加州允許自行車上公路，行進車輛須與其至少保持 3 英尺（約 1 米）距離。

儘管法律規定車輛必須為行人讓行，但仍存在違章過街未被駕駛員及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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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被撞擊的風險。行人要隨時留意周圍安全，尤其要避免邊走邊低頭看

手機等分散注意力的行為。 

10、未買保險 

駕車人員必須購買汽車責任險，以在事故發生後賠償對方的損失。加

州最低責任險(單人事故最多賠償 1.5 萬美元，最高保額 3 萬美元）往往不

夠償付損失，建議購買賠付 5 萬或 10 萬美元的責任險。還可購買賠償本

人車損的綜合保險和未投保駕駛人險（Uninsured Motorist，可在對方無保

險或保險不足時賠償本人的損失）。 

11、無視警方出庭通知 

員警開出的單據是出庭通知（Notice to Appear），簽署並不表示認罰。

如果駕車人拒絕簽字或爭辯，可能會以妨礙司法罪名而被逮捕。不管是否

收到法院的通知，本人或委託人應提前到法院查詢並及時出庭，否則可能

會因藐視法庭罪而被通緝。 

12、車禍逃逸 

如果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無論責任在誰，駕車者均須與對方交換駕駛

人員資訊（駕照）、車輛資訊、保險等相關資料，並記下目擊證人姓名及

聯繫方式等，也可用手機等攝錄事發現場。在與路邊停放車輛發生交通事

故又無法找到車主時，須在被撞的汽車上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等資料。如

事故中發生人員傷亡，應立即撥打 911 報警，等候救護人員到場。 

13、使用手機 

禁止在駕車時手持或使用手機等通訊設備。如需使用要通過免提或車

載藍牙等設備，但兩耳不得同時佩戴耳機。 

14、車內存放貴重物品 

在車內，特別是顯眼處擺放行李箱、手提包等物品易招致不法分子破

窗偷盜，且此類財物被盜案件破案率極低，通常難以挽回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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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洛杉磯總領館在此提醒領區內中國公民，遵守交規、謹慎駕車是法

律規定的義務，直接關係到他人和您本人的安全。強烈建議中國公民來美

駕車前，事先閱讀並掌握目的地各州的駕車規定：加州駕駛手冊（中文版）；

亞利桑那州駕駛手冊（英文版）；新墨西哥州駕駛手冊（英文版）；夏威

夷州駕駛手冊（英文版）。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www.dmv.ca.gov/portal/wcm/connect/228841fc-37f3-43e1-8ac5-07af94393138/dl600C.pdf?MOD=AJPERES
https://www.azdot.gov/docs/default-source/mvd-forms-pubs/99-0117.pdf?sfvrsn=37
http://mvd.newmexico.gov/mvd-procedures-manuals.aspx
http://hidot.hawaii.gov/highways/files/2019/03/mvso-11272-Hawaii-Drivers-Manual-r3-LR-10-24-18.pdf
http://hidot.hawaii.gov/highways/files/2019/03/mvso-11272-Hawaii-Drivers-Manual-r3-LR-10-24-18.pdf


 

60 

 

（三）國家公園  

 

美國眾多國家公園、歷史遺址、紀念地等國家級

景區與保護區大多地處偏僻，地貌複雜，天氣多變，

地廣人稀，通訊不暢，救助困難。總領館提醒中國公

民在遊覽國家公園時注意安全，避免樂極生悲。 

 

 

1、做好出行計畫安排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網站發佈各國家公園的基本情況、風險提示、即

時資訊等，建議提前查詢，瞭解目的地公園情況，按照公園提示，合理規

劃行車、遊覽路線，避免進入危險或禁入區域。 

2、提前做好充足準備 

公園內物資等條件受限，建議準備好導航儀、防曬遮陽物品、防寒、

防雨衣帽、照明設備、急救藥箱、火柴或打火機、維修工具、足量食物、

飲用水或淨水設備等必要物資，注意保養車輛並隨時檢查車況。 

3、當心道路交通安全 

山間公路蜿蜒盤旋，部分地段異常陡峭、狹窄或路面

狀況不佳，極易發生交通事故。園內道路可能不定期進

行翻修、維護，也可能因季節、地質災害等原因關閉。

長途旅行應避免疲勞駕車、酒後駕車、違章駕車。在公

園內行車、徒步、宿營應遵照公園提示要求。 

4、當心氣候條件多變 

各景區氣候條件迥異，氣溫或大起大落，乾旱、雨雪、雷電、山火等

氣象條件多變。如死亡穀國家公園地處沙漠地帶，夏季酷熱乾旱，而臨近

的國王谷國家公園因地勢較高，冬季常常大雪封山。建議密切關注目的地

公園天氣變化。 

https://www.nps.gov/index.htm
https://www.nps.gov/deva/index.htm
https://www.nps.gov/seki/planyourvisit/condi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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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心地理環境安全 

部分國家公園地貌奇特，地勢、地質情況複雜。

山體滑坡、山石滾落、突發洪水、迷路失聯等險情易

發。地理環境還可能制約救助能力。未經專業培訓，

不建議從事登山、滑雪、攀岩等高風險活動。 

6、當心動物植物威脅 

國家公園內時有熊、狼、蛇等野生動物出沒，甚至突然穿行道路。注

意與野生動物保持安全距離，勿餵食、追逐動物。野外植物種類複雜，有

毒植物混於其間。對於不熟悉的植物，勿輕易碰觸，亦勿隨意採食，以防

過敏或中毒。 

7、注意持續保持聯繫 

提前將行程留一份或告知親友，在可能的情況下及時與他們保持聯繫，

報告行蹤和安全情況，在需要時尋求他們的説明。 

更多到國家公園旅行的安全資訊，請點擊流覽《旅行規劃指南（NPS 

Trip Planning Guide）》。 

  

https://www.nps.gov/articles/series.htm?id=5FF5A424-1DD8-B71B-0B0D22F98F31EAD3
https://www.nps.gov/articles/series.htm?id=5FF5A424-1DD8-B71B-0B0D22F98F31EA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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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水風險  

 

南加州海岸線長，夏威夷州、關島、塞班和美

屬薩摩亞則四面環海。夏季水上活動盛行，而中國

公民因涉水而傷亡的事件每年都在我館領區發

生。據美國疾病防控中心資料，全美每年約 4,000

人溺水受傷或身亡。總領館特此提醒領區內中國公民，海岸、海水環境複

雜，涉水活動風險高，需注意人身安全，特別要當心以下風險： 

 

1、游泳 

游泳是最普及的水上運動。大多數溺水事故並非當事人不會游泳，而

是對潛在風險及自身健康狀況預估不足。 

建議選擇在對公眾開放且有救生員保護的海灘游泳，留意並遵從安全

提示；結伴出行，相互關照；穿戴必要的救生保護設備，量力而行，切勿

自負冒險；在飲酒、飽餐或服藥後勿急於下水，如感到疲倦或寒冷，應立

即離水上岸；時刻看護好老人和兒童，危險不需要很長時間。請注意，溺

亡事件也可能發生在游泳池。 

2、浮潛 

浮潛雖有呼吸管且漂浮在水面，但風險遠比想像的大，稍有不慎即可

能嗆水溺亡。浮潛是我公民在國外涉水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建議慎重參加浮潛，心臟病或高血壓等慢性

病患者勿從事浮潛；聽從專業人士指導，進行必要培

訓，確保熟練使用呼吸管換氣；嚴格按照安全要求做

好防護；留意海浪、礁石、動植物、船隻、漂浮設備及其他運動者情況；

注意離岸距離，以免因漂浮過遠而無法及時返回或施救；入水和 

出水時要特別當心嗆水；始終與他人結伴而行，相互關照。 

3、衝浪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www.cdc.gov/healthcommunication/toolstemplates/entertainmented/tips/Drowning.html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s://healthfinder.gov/healthtopics/category/parenting/safety/swim-safely-quick-tips
https://www.poolsafely.gov/
https://www.nps.gov/subjects/oceans/div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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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浪是一項對海洋、氣象條件、身體狀況、專業知識和技巧等要求較高

的海上運動，風險也相對較高。 

建議尋求專業培訓和指導，確保掌握必要知識和技能，提高避免風險

能力；在指定區域活動，提前瞭解氣象等條件，觀察水流情況；結伴而行，

相互關照；當心並注意避開水中的礁石、海洋生物等。 

4、離岸流 

離岸流以垂直海岸的方向朝外海流動，長度一

般為幾十米甚至數百米，流速快，寬度窄，水流強勁。

據美國聯邦海洋署統計，80%的海岸救生員施救案例

是因遭遇離岸流。據媒體報導，全美每年因離岸流而

死亡事件超過 150 起。 

建議遇到離岸流時務必保持冷靜，切勿原地掙扎或試圖垂直逆向游向

海岸；應儘快朝與海岸平行方向游離離岸流後，再遊回岸邊（如圖示）；

必要時面向海岸，揮手或大喊求救，尋求救生員或他人幫助。 

5、水上娛樂 

快艇、遊艇、水上摩托、滑翔傘等水上娛樂活動，均有一定的安全風

險。 

建議在從事水上娛樂活動前瞭解海洋及氣象條件；

選擇有資質的公司組織的活動；拒搭超載工具，應並確

認保險涵蓋有關活動；進行必要安全技能培訓，穿戴救

生衣等保護設備，並嚴格遵守安全要求；照護好同行老

人和兒童。 

6、狂風巨浪 

海岸或礁石險峻，或土質鬆軟打滑，而大多無防護

設施。暫態大風、巨浪、潮汐極易對在海中或在岸邊的

人員構成安全威脅。 

案例： 

●2017年 1月，2名

中国游客在加州 1

号公路近距离拍

摄海浪，被大浪卷

走身亡。 

● 2018 年 12 月，

某华裔在考艾岛

海域一处礁石上

游玩时被大浪卷

走失踪。 

https://www.nps.gov/goga/learn/news/surf-warnings-and-beach-safety-tips.htm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ripcurrent-forecasts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ripcurrent.html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news/jul14/beachdanger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11/c_1121300820.htm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ripcurrent-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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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無論在海中還是在岸邊活動，均要關注當

地氣象和海洋情況預報，並隨時關注變化；在漲潮

之前離海上岸；在岸邊要儘量遠離海岸，特別是海

邊懸崖，始終面向大海，避免倒退踏空；切勿在懸

崖邊上，或在海邊礁石上停留、拍照；當心打滑，或被暫態大風、巨浪掀

翻。 

7、海洋生物 

不少海洋生物在受到刺激、被吃掉或被不當處置時具有危險性。某些

水母的觸鬚可釋放致命毒素，部分鯊魚可能攻擊人類。 

建議留意現場安全警告，在設定的安全區域活動；當心鯊魚、水母等

的攻擊；避免接觸有毒、刺、鉗及尖銳牙齒，或不熟悉的動植物。 

在國外從事涉水活動，應購買合適的境外旅遊意外險；注意向親友通

報行程安排、聯繫資訊，並及時報告平安；如自身遇險，遵守救生員的所

有指示和命令；請注意，只有經過專業訓練的救援人員才能進行水上救援，

如發現有人在水上遇險，切勿輕易下水施救，可向求救人拋擲漂浮救生物，

並儘快向救生員呼救，撥打 911（有中文服務）報警。有關涉水急救聯繫

方式如下：  

機構名稱 聯繫電話 

全美報警電話 911 

加州應急服務辦公室 001 916 845 8510 

洛杉磯郡緊急救援部 001 800 854 7771 

夏威夷火奴魯魯應急服務部 001 808 723 7861 

夏威夷茂宜島海洋安全辦公室 001 808 270 7285 

夏威夷考艾島應急管理部 001 808 241 1800 

夏威夷大島民防局 001 808 935 0031 （工作時間） 

001 808 935 3311（非工作時間） 

關島民防局 001 671 475 9600 

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應急管理部 001 670 237 8000 

美屬薩摩亞公共安全部 001 684 633 1111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jellyfish.html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sharkseat.html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sharkseat.html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jellyfish.html
https://www.911.gov/
https://www.911.gov/
https://www.caloes.ca.gov/Cal-OES-Divisions/About-Cal-OES/Cal-OES-Contacts
http://file.lacounty.gov/SDSInter/dmh/186287_EOBBrochureRev082011.pdf
http://www.honolulu.gov/esdosls/meet-the-ocean-safety-team.html
https://www.mauicounty.gov/463/Ocean-Safety
https://www.kauai.gov/KEMA
http://www.hawaiicounty.gov/civil-defense/
https://www.ghs.guam.gov/
http://www.cnmihsem.gov.mp/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department-of-public-safety


 

65 

 

更多涉水安全資訊，請點擊訪問：聯邦海洋署；聯邦氣象局；聯邦環

境保護局；夏威夷海灘安全網站；關島旅遊安全網站；北馬里安納群島聯

邦公共安全部。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news/jul14/beachdangers.html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ripcurrent
https://www.epa.gov/beaches/find-information-about-particular-us-beach
https://www.epa.gov/beaches/find-information-about-particular-us-beach
http://www.hawaiibeachsafety.com/
https://www.visitguam.com/about-guam/safety-tips/water-safety/
http://www.dps.gov.mp/contactus
http://www.dps.gov.mp/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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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留學修學  

 

（一） 平安留學  

 

總領館領區內高校和中國留學生眾多，涉中國留學

生安全事故時有發生。總領館在此提醒領區內中國留學

生尤其是新生：平安是成功留學的基本保障，安全首先

是自己的責任，要瞭解中美在法規、習俗方面的差異，

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加強安全防範，確保平安留學。 

 

1、注意身心健康 

勿自恃健康。要堅持鍛煉，養成良好的學習、生

活習慣；辦妥合適的醫療保險，遇有身體不適及時就

醫；保持樂觀向上的心態，遇心理問題及時尋求專業

醫療服務。 

2、遵守當地法規 

遵守校規校紀，努力完成學業；切勿作弊代考；

尊重他人版權；遵守學生簽證的限制性規定，避免非

法就業。學會與執法人員打交道，避免有意或無意觸

碰法律紅線；依法維護自身權益，避免以暴力言行威

脅他人；遠離黃、賭、毒，避免捲入涉兒童色情、虐

待動物或家庭暴力等案件。 

3、關注治安風險 

遠離治安不靖區域；避免高風險時段（如深夜）、

高風險活動；謹慎交友，慎與陌生人打交道，避免夜晚單獨外出或搭乘陌

生人車輛；妥善保管貴重財物，防範盜搶。 

4、注意交通安全 

案例： 

● 2019 年 4 月，洛

杉矶某中国留学

生因突发糖尿病

并发症死亡。 

● 2019 年 5 月，圣

地亚哥某中国留

学生突发脑溢血

致脑死亡。 

● 2019 年 10 月，

洛杉矶某中国留

学生因患精神疾

病被强制治疗而

不得不中断学业。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zfry/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252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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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學習並嚴格遵守交規，謹慎駕車，避免危險駕車行為；確保系好

安全帶，切勿酒駕、毒駕、超速、無證或疲勞駕駛；步行、騎車亦應嚴格

遵守交規。 

5、謹防電信詐騙 

請參考本手冊關於預防電信詐騙的內容，務必做到“七不一要”，以免

上當受騙。 

6、保持通訊暢通 

與親友建立多種聯繫方式並持續保持聯繫；在外出，特別是前往無手

機信號地區之前主動知會親友、同學並及時報告行蹤；切勿與親友鬥氣而

故意“失聯”。 

請點擊這裡，瞭解涉留學生其他各類安全風險；點擊這裡，瞭解事故

案例等。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81008.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9738.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60397.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60397.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slsz/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lxs/t151802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471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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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學旅行  

 

中小學生來美參加夏令營等短期研學旅行

（俗稱“遊學”）參團學生不少是首次出國，不熟悉

環境，遠離父母且受語言限制，安全防範意識和自

我保護能力欠缺，風險相對較高。總領館提醒來美

研學旅行的中小學生、家長、組織方和接待方做足準備，加強防範，確保

平安。 

 

1、正規參團 

注意參加有資格的單位、機構組織的團組。中小學生出國參加夏（冬）

令營的主辦單位應是中小學校等機構或組織，承接活動的旅行社應具備經

營出境旅遊業務資質。具體請參見教育部等部委聯合發佈的《加強對中小

學生出國參加夏 （冬）令營等有關活動管理的通知》，以及《中小學學生

赴境外研學旅行活動指南（試行）》。 

2、簽署協定 

家長應詳細瞭解研學旅行活動具體安排，與組織機構簽訂相關協定，

明確有關各方的權利責任，細化安全保障條款，厘清醫療、旅行保險等事

宜。組織方和當地接待方應根據學生人數、具體活動安排，配備足夠的隨

行老師、導遊或陪護人員，確保參團學生吃、住、行、游的全程安全。 

3、預防在前 

家長、組織方、隨行老師及當地接待方有責任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

建議學校或主辦方將安全教育作為行前教育的重點內容，引導學生及家長

瞭解境外安全風險及注意事項，樹立安全防範意識，提高自我保護能力。 

4、制定預案 

根據排程，對旅行沿途可能出現的自然災害、交通事故、迷路走失、

意外傷害、犯罪侵害、偷盜遺失等風險要有充分估計，對長時間停留的旅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204/t20120424_135341.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204/t20120424_135341.html
http://www.jsj.edu.cn/n4/12090/457.html
http://www.jsj.edu.cn/n4/12090/4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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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學校、景點等的安全環境要有足夠的研判，制定切實可行的組織方案

和風險應對預案，全力避免風險事故。 

5、全程監護 

家長、組織方、帶隊老師及接待方應加強資訊溝通，全程履行監護責

任，確保學生安全。在國外期間，帶隊老師應加強和學生溝通，全面掌握

學生動態，積極引導，妥善應對安全隱患或事故，及時向家長、組織單位

報告團組動態。 

6、住地安全 

如借住寄宿家庭，應事先多方面瞭解其背景情況，慎重選擇。如住宿

酒店，應選擇治安環境較好區域，應儘量安排學生集中在同一樓層或區域

住宿。參加營地活動，應集中學習生活，切勿擅離營地。注意叮囑學生要

關好房間門窗；不要給陌生人開門；不要單獨外出，尤其不要在天黑後離

開住地。 

7、外出安全 

加強全團管理，採取措施監督學生不得獨自離

團活動。外出期間，要提醒並監督學生避免出現危險

行為，特別是不要吃陌生人給予的食品、飲料；不搭

乘陌生人車輛；不要從事高風險運動；妥善保管貴重

物品及護照等重要財物，不顯財炫富。 

8、妥善處置 

如發生意外事故，要按預案冷靜應對，首先確保

人員生命安全，同時主動尋求各種資源的説明，及時

報告組織單位，通報家長。如遇意外事故，請及時報警：911，或聯繫駐美

使領館。 

  

案例： 

● 2018 年 8 月，南

加州某游学团的 2

名带队老师同时

外出购买药品，使

数十名未成年学

生处于无人看护

状态，美方接待机

构得知后中止了

该团游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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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死亡善後  

 

身在國外，安全第一。雖然我們不願意看到死

亡事故發生，但令人痛心和遺憾的是，中國公民在

國外因疾病、突發事故意外死亡的事件仍時有發

生。我們完全理解親屬在短時間內難以撫平失去

親人的傷痛。事故發生後，當務之急是儘快妥善處

理逝者後事。鑒於在國外處理此類事件情況較為複雜，現特就有關程式摘

要說明如下： 

 

1、屍檢喪葬 

1.1 屍檢。對突發死亡、暴力致死、非正常死亡等死亡案件進行屍檢是

法醫的職責（瞭解加州屍檢詳細規定，請點擊這裡）。因宗教信仰等原因

拒絕解剖的，應儘早提出。如法醫認定無須屍檢而親屬要求的，可自行申

請因私屍檢。瞭解洛杉磯郡醫學檢驗部的詳細資訊，請點擊這裡。 

1.2 喪葬。在接到死亡通報後，親屬應儘快聯繫法醫指定的喪葬公司

或自行聯繫其他喪葬公司接收遺體，並儘早決定遺體處理方式。檢驗完成

後遺體將被運往喪葬公司。 

1.3 處理。可選擇的遺體處理方式包括：土葬、火葬、海葬、樹葬等。

費用因地區、公司、處理方式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通常而言，在當地火

化是最經濟便捷的處理方式。建議徑詢喪葬公司並自行做出決定。。 

2、骨灰運送 

親屬可選擇自行攜帶骨灰或通過航空公司、快遞公司運送骨灰。具體

事宜，請徑與有關公司聯繫洽詢。 

2.1 如自行攜帶回國，安檢人員只能通過 X 光機安檢確認。因此，骨

灰盒材質須使用可穿透 X 光的無鉛材質。根據中國檢驗檢疫相關規定，建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GOV&sectionNum=27491.
http://mec.lacounty.gov/wps/portal/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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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骨灰存放於塑膠、大理石等材質的骨灰盒或特製的袋子中，不要使用

木質或金屬類骨灰盒，以免影響入境檢查。 

2.2 入境。親屬或受託承運人攜帶骨灰入境時，需向海關申報並提供

當地衛生檢疫部門出具的死亡證明書、火化證明書。 

3、遺體運送 

跨國運送遺體費用高昂、手續繁瑣。遺體運送通常由親屬或其委託的

喪葬公司自行聯繫航空公司瞭解相關服務及具體要求並做出決定。 

3.1 出境。跨國運送遺體需符合兩國有關法規，通常需提交死亡證明、

按要求包裝棺木並提前運送到機場，辦理離境清關手續。瞭解美聯航的跨

國遺體運送資訊，請點擊這裡。 

3.2 入境。跨國運送遺體進入中國內地需遵守《關於屍體運輸管理的

規定》。遺體需作防腐處理並放在有鋅皮的密封棺木內。自境外運入遺體

及殯儀事宜，統一由中國殯葬協會國際運屍網路服務中心負責。死者親屬

或承運人需徑與該機構聯繫辦理（點擊瞭解聯繫方式）。 

如欲將遺體運送回香港，請點擊香港特區政府一站通網頁或特區政府

食物環境署網頁，瞭解詳細要求。 

4、死亡證明 

4.1 處理死者在中國境內相關事務，如辦理保險理賠、銀行銷戶、遺

產繼承等，通常需要提交死亡證明書。可根據需要，申請辦理多份死亡證

明書。 

4.2 死亡證明書系美國政府機構出具的檔，送往中國內地使用前，親

屬或受託喪葬公司應在美國務院或相應州務卿辦公室辦理文書認證之後

按领区划分送至相應使領館辦理領事認證。 

4.3 送往中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的文書，無需辦理領事認證。

有關文書經美國當地機構公證，並經美國務院或相應州務卿辦公室辦理附

加證明書（Apostille）後，即可直接使用 

5、其他事項 

https://www.unitedcargo.com/shipping/productsAndShipping.jsp?name=TrustUA&type=product
http://www.chinabz.org/gjyszx/gystysgldgd.html
http://www.chinabz.org/gjyszx/gystysgldgd.html
http://www.chinabz.org/gjyszx/
http://www.chinabz.org/gjyszx/cyr.html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death/serviceforbereaved.htm
http://www.fehd.gov.hk/tc_chi/cc/info_body.html
http://www.fehd.gov.hk/tc_chi/cc/info_body.html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dca/dcadeath.htm
http://www.publichealth.lacounty.gov/dca/dcadeath.htm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ywzn/lsyw/gzrz/aoc/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gzrz/rzxz/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ywzn/lsyw/gzrz/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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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根據規定，死者配偶、子女、父母等直系親屬有權依法定繼承連

續處理善後。應親屬請求，總領館可協助催辦簽證。是否頒發簽證由美國

駐華使領館決定。 

5.2 如親屬不能來美處理後事，可書面委託當地親友或喪葬公司代為

辦理遺體火化、骨灰或遺體運送等事宜。如受託人或喪葬公司需要，授權

委託書可能需經國內公證機關公證並經外交部或其授權的地方外辦以及

美駐華使領館雙重認證。 

5.3 領事官員將按規定為當事人提供必要領事協助。如對死因有疑問，

可當面、書面或在必要時聘請律師向當地司法部門提出，領事官員可協助

轉交書面意見，但不能對死因進行調查。 

5.4 如死亡涉及刑事犯罪並已在當地提起訴訟，應聘請律師，密切跟

進庭審。如對庭審情況或判決結果不滿，可請律師代為上訴。領事官員在

當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可應親屬請求旁聽庭審，轉達親屬意見，但不能

代替親屬出庭。 

5.5 關於死者後事處理的相關決定均應由親屬做出並自行承擔責任。

死者親屬如來美處理後事，應承擔所有相關費用，通常包括但不僅限於以

下：親屬來美簽證、國際旅費、食宿、交通費、翻譯費（如選擇）、律師

費（如選擇）；死者喪葬費、骨灰或遺體運送費、死亡證明等辦證費用等。 

5.6 由於國外法律規定不同，長期不處理遺體無助於解決問題，當地

有關部門還可能根據當地法律規定，在一定期限內自行處理遺體（如埋葬

或火化）。 

瞭解更多關於在美喪葬的資訊，請點擊這裡。 

  

http://cs.mfa.gov.cn/zggmcg/lsrz/
http://www.us-funer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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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州別風險  

 

（一）南加利福尼亞州  

 

南加利福尼亞州（以下簡稱“南加州”，

Southern California，SoCal）通常是指洛杉磯郡等

加州南部 10 郡，面積近 15 萬平方公里，人口

約 2,400 萬（2019 年）。洛杉磯市是全美第二

大城市，是洛杉磯郡以及南加州地區最大城市。據估計，生活在南加州地

區的華僑華人超過 100 萬，每年到訪洛杉磯的中國公民超過 120 萬人次 

（2018 年）。由於人口密集、社會環境複雜、我人員往來頻繁、留學生人

數眾多等因素，從近年來處理的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看，在總領館領區內

南加州地區領事保護案件數量較多主要安全風險有：交通事故、違法犯罪、

詐騙盜搶、戶外風險、自然災害和健康疾病等，留學生和短期訪客是風險

相對較高的群體。總領館提醒前往或居住南加州的中國公民特別留意以下

安全風險： 

 

1、交通事故 

自駕出行是南加州地區中短途最常見的交通方式。美國道路設計、路

面狀況、交通規則、駕車習俗等與國內有較大差異，而南加州地區高速公

路四通八達，車流量大而車速大多較快，交通事故是我公民在南加州地區

最易發生的安全事故。 

建議中國公民：認真閱讀並遵守加州交通法規；

瞭解並適應當地駕車習俗，在駕車時特別要留意給自

己和他人留有餘地；事先研究路線，並在途中留意路況及標識變化；謹慎

駕駛，尤其要避免危險駕駛行為；辦理車輛全險，全程系好安全帶；在規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9738.htm
https://www.dmv.ca.gov/portal/wcm/connect/228841fc-37f3-43e1-8ac5-07af94393138/dl600C.pdf?MOD=AJPERE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9738.htm


 

74 

 

定道路上步行，騎車應著頭盔等防護設備；妥善應對車禍等道路事故和交

通罰款。 

2、社會治安 

南加州地區治安狀況地域差異較大，偷盜、搶劫

等時有發生。從總體上說，人口密集區、外部環境較

差地區，以及交通旅遊熱點地區治安風險相對較高。

天黑以後，特別是深夜，治安風險普遍較白天更高。

個別華人聚居區砸車偷盜、入室盜竊、搶劫等治安犯罪案件近年來也頻繁

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居住、外出要事先瞭解周邊環境安全情況，儘量避開

治安不靖、人員雜亂密集等地區；避免在深夜外出，尤其是獨自外出；慎

與陌生人打交道；各類盜搶的破案率低，需特別加強防範；學會與執法人

員打交道，並在需要時及時報警；依法維護自身權益，避免暴力解決問題；

在任何情況下首先要確保生命安全。 

3、違法犯罪 

我公民違法犯罪風險既有涉嫌違法犯罪而捲入法律

糾紛，也有被違法犯罪行為波及而受害的情況。需留意的是，中美之間存

在法律和文化習俗等差異，我公民在美因家庭暴力、虐待動物、擅闖民宅、

未經同意給兒童拍照等被控犯罪情況不時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遵守法律，通常為中國法律所不允許的事情也為美國

法律所不允許；合法經營，勿圖“一夜暴富”而參與違法犯罪；勿從事黃、

賭、毒等高風險活動，避免與高風險人群交往，避免捲入違法犯罪活動；遠

離家庭暴力、兒童色情、虐待動物等糾紛；主動瞭解並妥善應對涉槍等暴

力犯罪；依法維護自身權益，不要以暴力言行威脅他人。 

4、詐騙陷阱 

詐騙在美國較為常見，其形式多種多樣，但唯一目的是想方設法騙取

被害人錢財。南加地區我公民被騙案件時有發生，常見的騙局有電信詐騙、

https://www.crimemapping.co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tdqj/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65007.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036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t15933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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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換匯）詐騙、投資移民詐騙、務工就業詐騙等。自 2017 年以來，電

信詐騙十分突出，總領館雖反復提醒，但仍有留學生、

僑胞，甚至短期來美遊客上當受騙，不少人損失巨大。 

建議中國公民：瞭解各類騙局特點並妥善應對；

切勿相信“天上會掉餡餅”；在就業、移民、投資、消

費時，切勿輕易相信“有捷徑”；切實做到“七不一要”，謹防電信詐騙；線上

大額消費、網路匯款、轉帳前要謹慎甄別，排除被詐騙可能；重視保護銀

行帳戶等個人隱私資訊；發現上當受騙應及時報告有關銀行和金融監管機

構等。 

5、自然災害 

南加州地區主要為地中海氣候，乾旱少雨，日照強烈；焚風易致叢林

火災；南加州地區分佈著 200 多條大大小小的斷層，可引發高達 7.8 級的

地震；南加州海岸線長，海岸、海水環境複雜。 

建議中國公民：瞭解地震、山火等各類自然災害

特點及防範應對措施；點擊瞭解所處位置可能發生的

自然災害，提前做好食品、藥品等物資準備；關注所

在地區氣象情況和各類災害報導；遵從當地政府部門指引，妥善採取應對

措施。 

6、戶外風險 

南加州及其周邊地區有高山、叢林、戈壁多種地貌，徒步、滑雪、探

險等戶外運動盛行。同時，南加州海岸線較長，適合游泳時間較長，浮潛、

衝浪及水上娛樂等涉水活動較為豐富。戶外活動的風險較高，需特別注意

人身安全。 

建議中國公民：瞭解戶外活動的潛在安全風險，

選擇從事適合自身身體條件的戶外活動；謹慎從事攀

岩、滑雪、潛水、衝浪等高風險戶外活動。前往各類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60397.htm
http://myhazards.caloes.ca.gov/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clh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clh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zz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2834.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clhz/
https://www.ready.gov/
https://www.ready.gov/
http://myhazards.caloes.ca.gov/
https://www.weather.gov/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71431.htm
https://www.nps.gov/yose/planyourvisit/climbing_safety.htm
https://www.nps.gov/yose/planyourvisit/climbing_safety.htm
https://www.nsaa.org/safety-programs/safety-facts-tips/skiing-snowboarding-tips/
https://www.nps.gov/subjects/oceans/diving.htm
https://www.nps.gov/goga/learn/news/surf-warnings-and-beach-safety-tip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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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前做好出行計畫及物資準備，關注並妥善應對天氣、環境等變化，

主動與親友保持聯繫。 

7、疾病疫情 

在美國，麻疹、西尼羅河病毒、甲肝疫情等幾乎

每年會發生。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南加州地區

人口密集，易發疫情。此外，我公民因自身健康原因，

來美後因突發疾病而死亡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及時接種相關疫苗，關注疫情及預防應對措施，避免

前往疾病高發區域；辦理醫療保險，留意自身狀況，年長體弱者尤應當心

健康；注意食品、飲水衛生；瞭解自身疾病或傳染病症狀，需要時及時就

醫。 

8、留學風險 

我留學生在南加州地區約有 5 萬名。受年齡、閱歷等的限制，留學生

遠離父母到陌生環境獨立生活，安全事件頻發。涉留學生案件占我館領保

案件總量近一半。南加州地區以上常見安全風險均有

留學生涉入。此外，失聯失蹤、身心疾患、財物證件遺

失等在留學生中也較為突出。 

建議中國留學生：增強風險防範意識，自覺提高自

我保護能力；遵紀守法，妥善處理與學校、同學、房東等的關係；持續與

家人保持聯繫；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關注自身身體和心理健康並注意及時

就醫。請點擊這裡和這裡，瞭解留學生常見安全風險及注意事項。 

請點擊瞭解更多南加州安全風險提示。 

請點擊瞭解當地政府社會資源：加州政府；加州交通部；加州高速公

路巡警；加州各城市警察局；加州緊急服務辦公室；加州公共健康部；加

州旅遊局。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7161.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jkjh/
https://www.cdc.gov/measles/cases-outbreaks.html
https://www.cdc.gov/westnile/index.html
https://www.cdc.gov/hepatitis/hav/index.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lxs/t151802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slsz/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47153.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DQj1VWh0Y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
https://www.ca.gov/
http://www.caltrans.ca.gov/
https://www.chp.ca.gov/home
https://www.chp.ca.gov/home
https://post.ca.gov/le-agencies
https://www.caloes.ca.gov/
https://www.cdph.ca.gov/
https://californiatourism.ca.gov/
https://californiatourism.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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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利桑那州  

 

亞利桑那州（State of Arizona）位於美國西

南部，東部與新墨西哥州相鄰，南部為美墨邊境。

該州北部是大峽谷，中部為寬廣的山脈，西南部

為沙漠盆地。2017 年超過 8 萬名中國遊客到訪。

亞利桑那州總體安全情況較好，但因地理環境、

氣候條件及社會治安等原因，仍存在諸多安全風險。總領館提醒前往亞利

桑那州的中國公民特別要留意以下安全風險： 

 

1、交通事故 

亞利桑那州地廣人稀，城鎮間距離較遠，自駕是主要的交通方式。據

亞利桑那州交通局發佈的報告，2017 年，全州共發生交通事故近 13 萬起，

造成約 1,000 人死亡，約 5.5 萬人受傷。交通事故的主

要原因是違反交通法規、道路交通標識或道路使用規

則，如酒後駕車、超速駕駛、疲勞駕駛、危險變道、未

使用轉向燈、佔用緊急車道等。 

建議重視駕車安全，瞭解並遵守交通法規；事先檢查車況，謹慎駕車；

避讓行人、車輛；避免頻繁變道或超車；杜絕超速、酒駕、毒駕或疲勞駕

駛等危險駕車行為；全程系安全帶；遇惡劣天氣、崎嶇山道減速駕駛。請

點擊這裡，瞭解如何避免危險駕車行為。 

2、高溫炎熱 

亞利桑那州夏季普遍高溫，極端高溫天氣可直接威脅健康，甚至可導

致死亡。絕大多數高溫病是長時間暴露在高溫下或過分勞累所致。老年人、

幼兒、身體虛弱者或患病人員更易受高溫天氣影響。由於大氣環境、空氣

品質等差異，在城市可能比在郊區更易受到高溫熱浪的影響。首府鳳凰城

7 月平均氣溫為 41℃，最高記錄曾達到 50℃。 

https://www.azdps.gov/safety/aggressive-driving
https://www.azdps.gov/safety/aggressive-driving
https://www.azdot.gov/docs/default-source/mvd-forms-pubs/99-0117.pdf?sfvrsn=37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9738.htm
https://ein.az.gov/hazards/extreme-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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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夏季注意留意當地即時氣象資訊，關注

高溫預警；避免繁重活動，合理安排戶外活動，減少

日光直接照曬；多喝水、吃清淡、易消化食物；切勿

將兒童、老人或寵物留在車內。 

3、乾旱少雨 

亞利桑那州總體降水量低，易發乾旱。該州上世紀以來共經歷 3 次嚴

重的持續乾旱。上世紀 90 年代至今，該州長期乾旱。美國聯邦乾旱資訊系

統資料顯示，亞利桑那州 17 萬人處於乾旱狀態下，29

萬人位於極度乾燥地區。請點擊瞭解當前亞利桑那州

各地區乾旱狀況。乾旱影響人畜飲水和農牧業生產，易

導致火災，在極端情況下可能被要求撤離乾旱地區。 

建議留意當地乾旱氣象報告；慎重用火，防範火災；注意多飲水，留

意健康狀況，及時就醫；在外出時注意攜帶足量飲用水，夏季尤應當心；

夏季避免單獨遠足、登山或越野駕駛，特別是避免單獨前往陌生地區，以

免因高溫缺水、車輛故障等而陷於危險。請點擊這裡，瞭解應對乾旱的相

關資訊。 

4、叢林火災 

由於高溫和乾旱，亞利桑那州易發叢林火災，每年 5 月至 10 月該州

不少地區進入限制用火時期，禁止在野外使用明火或限制部分用火類型等。 

建議：關注聯邦及亞利桑那州山火預警信息；

嚴格遵守當地野外用火法律法規，遵循戶外用火指

導，確保用火安全；如遇叢林火災及時報警，根據

當地消防部門指引，及時撤離。 

請點擊這裡，瞭解預防和應對叢林火災知識。 

5、戶外風險 

https://new.azwater.gov/drought/faq
https://www.drought.gov/drought/states/arizona
https://www.drought.gov/drought/states/arizona
https://new.azwater.gov/drought/drought-status
https://www.weather.gov/safety/drought-ww
https://www.ready.gov/drought
https://wildlandfire.az.gov/
https://www.weather.gov/
https://wildlandfire.az.gov/
https://www.nps.gov/articles/campfires.htm
https://www.nps.gov/articles/campfires.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txyj/t14955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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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那州又被稱為“大峽谷之州”，除大峽谷國家公園外，仙人掌國

家公園、紀念碑穀、馬蹄灣、羚羊穀等眾多景區吸引遊客從事徒步探險等

戶外活動。部分活動專案風險較高，而戶外可能地形險峻、環境複雜，山

體滑坡、山石滾落、迷路失聯等險情易發。 

建議謹慎從事登山、攀岩、熱氣球等高風險活動；

注意自然地理環境安全，關注目的地天氣變化；注意

自身健康狀況，合理安排行程，量力而行；備好足量

食物、水和急救物品；遵從景區或導遊的安全提示，避免進入危險或禁入

區域；當心野生動植物威脅；持續與親友保持聯繫。請點擊這裡，瞭解遊

覽國家公園安全資訊。 

6、刑事犯罪 

上世紀 70 年代，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犯罪率曾接近全美榜首，自 90

年代以來，該市暴力犯罪率一直呈下降趨勢。亞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年度

報告顯示，該州暴力犯罪主要有嚴重襲擊、搶劫、強姦、謀殺和人口販賣，

財產犯罪主要有盜竊、入室搶劫、汽車盜竊以及縱火等。 

建議注意瞭解周邊安全環境，儘量避開治安情況不靖、人員密集雜亂

等高風險地區；避免深夜外出，尤其是獨自外出；注意防範盜搶；學會與

執法人員打交道；依法維護自身權益，避免衝突或用暴力解決問題，妥善

應對涉槍犯罪；在任何情況下首先要確保人身安全。如遇緊急情況，儘快

撥打 911 報警。 

7、留學風險 

由於年齡、閱歷、環境變化、遠離父母、文化習

俗和法律制度差異等種種原因，留學生安全事件頻

發，涉留學生案件占我館領保案件總量近一半。目前，

有近萬名中國留學生在亞利桑那州就讀，該州中國留

學生事故發生率亦較高。留學生除同樣面臨以上常見安全風險外，還有涉

及違法犯罪、失聯失蹤、健康疾患、上當受騙及財物證件遺失等風險。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652499.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7161.htm
http://www.azdps.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FINAL_Crime_in_Arizona_2017.pdf
https://www.google.com/search?newwindow=1&hl=en&sxsrf=ACYBGNSaJyru-G8qK0z5hc18XJl8vSFjgg%3A1574120209220&ei=ESvTXYrwDNjB0PEPyZK0qA8&q=crime+map.com&oq=crime+map.com&gs_l=psy-ab.3...0.0..166...0.0..0.0.0.......0......gws-wiz.Xik72ac-fsM&ved=0ahUKEwjKvJ3f9vT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252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036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3575.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x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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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留學生提高風險防範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遵紀守法，妥善處理

與學校、同學、房東等的關係；與家人保持聯繫；關注自身身體和心理健

康並及時就醫；請點擊這裡，瞭解留學生常見安全風險及注意事項。 

請點擊瞭解當地政府社會資源：亞利桑那州政府；亞利桑那州公共安

全部；亞利桑那州交通部；亞利桑那州應急管理和軍事部；亞利桑那州水

資源部；亞利桑那州旅遊觀光局。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88824.htm
https://az.gov/
https://www.azdps.gov/
https://www.azdps.gov/
https://uat.azdot.gov/home
https://dema.az.gov/emergency-management
https://new.azwater.gov/drought
https://new.azwater.gov/drought
https://tourism.az.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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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威夷州  

 

夏威夷州（State of Hawaii）位於太平洋中北

部熱帶地區，由 8 個主要島嶼及 100 多個小島構

成，面積 28,337 平方公里，人口約 130 萬。據夏

威夷旅遊局統計，2017 年到訪夏威夷的中國遊客

超過 15 萬人次。夏威夷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該

州在法律法規、政府架構、公共服務水準等方面與美國本土其他州存在一

定差異。總領館提醒前往夏威夷州的中國公民，要特別留意以下潛在風險： 

 

1、涉水風險 

夏威夷四面環海，游泳、衝浪、潛水、皮划艇、帆船等水上運動盛行，

但夏威夷海域水深浪高，海浪、暗流存在潛在風險，鯊魚、水母、珊瑚、

水草等海洋動植物也可能傷人甚至致命。從 2008 年到

2017 年的 10 年間，夏威夷共發生 682 起海洋溺水事

故，其中 55%為遊客。據統計，夏威夷每年平均發生 3

起鯊魚襲擊事件。 

建議中國公民：根據自身健康狀況和能力，謹慎參加涉水項目；只在

有救生人員的指定水域活動，避免在清晨、夜晚下海；結伴而行，不在受

酒精或藥物影響時從事水上活動；未經培訓，不建議嘗試浮潛、深潛、自

由潛、衝浪、水上飛行器等高風險活動；遵循現場告示牌提示，當心危險

警告，服從導遊或專業人士指引；提前瞭解所在地氣象、水文狀況，切勿

在惡劣氣象條件下冒險出海或從事水上活動。 

瞭解更多夏威夷涉水安全資訊，請點擊這裡。 

2、自然災害 

夏威夷州的主要自然災害有颶風、海嘯、火山、地震、洪水、叢林火

災等。 

https://hioceansafety.com/
http://dod.hawaii.gov/hiema/public-resources/types-of-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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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颶風 

夏威夷地區全年均可能遭受熱帶氣旋影響。每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為颶風季，熱帶氣旋活動

尤為密集。據統計，1949 年以來，夏威夷至少有 29

人因颶風喪生。 

2.2 海嘯 

夏威夷全年均可能發生海嘯，而無特定“海嘯季”。海嘯由海底地震、

山體滑坡、火山爆發等引發，破壞力極強，可輕易摧毀過水地帶上的建築

物，導致洪水、飲用水污染、燃氣管或油罐破裂引發火災等。 

自有記載以來，夏威夷至少已遭受 85 次海嘯襲擊，其中 15 次造成了

重大破壞。1946 年 4 月，阿留申群島附近海底地震引發的海嘯造成夏威夷

173 人死亡。 

2.3 火山 

夏威夷地質活動十分活躍。火山噴發產生的熔岩流極易引發火災，有

毒氣體和火山灰可波及數百英里，危害身體健康、影響正常生產生活。火

山噴發還常伴隨如地震、山洪、泥石流、岩崩、山體滑坡、酸雨等次生災

害，甚至引發海嘯。位於夏威夷大島的基拉韋厄火山（Kilauea）是世界上

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建議中國公民：提前通過酒店經營者等瞭解所在

社區災害撤離方案，熟知應急預案，掌握撤離方式、路

線及官方避難所位置；家中常備裝有水、食物、藥品、

衛生用品、收音機、手電筒及其他重要物品的應急包；

關注災害預警，通過網路、電視、收音機等密切關注災害進展及民防部門

指示，居住在海岸線、河流附近或洪泛區、易受火山影響地帶者更應提早

做好撤離準備；謹慎參加火山觀光或探險等項目。請點擊瞭解更多關於颶

風、海嘯、火山、地震、叢林火災的應對知識。 

3、戶外風險 

http://health.hawaii.gov/prepare/protect-your-family/make-a-plan/
http://health.hawaii.gov/prepare/protect-your-family/prepare-an-emergency-kit/
https://portal.ehawaii.gov/page/alert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ytt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yttf/
https://www.ready.gov/zh-hans/tsunami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hsz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zzh/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c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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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涉水活動外，夏威夷州徒步遠足、叢林探險、激流划船、航空跳傘、

直升機觀光等專案較多。夏威夷各島嶼地形地貌複雜，暴雨山洪頻發，日

照強烈，氣候多變，蚊蟲較多，部分戶外專案地理位置偏遠，設施條件可

能較差，或無手機通訊信號。 

建議中國公民：參加戶外活動應量力而行，慎重參與；建議購買人身

意外傷害險；事先瞭解當地水文、氣象、地質狀況；做足防曬、防脫水、

防蚊蟲等應急準備；參加必要培訓，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識和急救常識；選

擇有合法資質及運營經驗的旅行社或組織機構；遵從導遊、專業人士指引，

注意各類警告標識，勿跨越各類圍欄、屏障或越過警示線；最好結伴出遊，

互相關照。請點擊流覽《遊覽美國國家公園安全提示》。 

4、治安風險 

夏威夷治安狀況總體較好，但仍存在青少年幫派、無家可歸者、涉黃

涉毒等社會治安問題。遊客錢財證件被盜、車窗被砸、物品被搶案件時有

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儘量避開治安不靖地區；住店或外

出均要注意防範盜搶；切勿將貴重物品留在車內，或留

在海灘無人看管；事先備好證件影本並與原件分開存放；

避免攜帶大量現金，如遇盜搶應保持冷靜，避免與劫匪

爭執或發生肢體衝突，首先確保生命安全；遵守當地法律法規，謹慎與無

家可歸者接觸，學會與執法人員打交道。 

5、救助受限 

由於洛杉磯與夏威夷州相距遙遠，兩地直線距

離超過 4,000 公里，時差 3 小時，單程飛行時間超

過 5 小時，總領館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的能力會因

此而受到諸多制約。 

建議中國公民：在遇到事故時冷靜應對，妥善處置，首先要確保生命

安全；注意主動尋求當地各種資源幫助；認真閱讀流覽《中國公民尋求領

https://www.weather.gov/hfo/CWF
https://www.nps.gov/havo/index.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qzt/gjgy/t1507161.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6252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509674.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509674.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t15365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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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保護與協助須知》；在聯繫總領館前，對總領館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條

件受限的情況要有清楚的瞭解。 

更多資訊，請點擊瞭解當地政府社會資源：夏威夷州政府；夏威夷公

共安全局；夏威夷應急管理局；夏威夷衛生署；夏威夷旅遊局；夏威夷氣

象局。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t1536553.htm
https://portal.ehawaii.gov/
http://dps.hawaii.gov/
http://dps.hawaii.gov/
https://dod.hawaii.gov/hiema/
http://health.hawaii.gov/
https://www.hawaiitourismauthority.org/
https://www.weather.gov/hfo/
https://www.weather.gov/h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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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State of New Mexico）位於美國西

南部，為美國第五大州，人口約 209.5 萬（2018 年）。

其中，拉美裔占 48.8%，亞裔僅占 1.7%。州府是聖

達菲市（Santa Fe）。阿爾伯克爾基（Albuquerque）

為該州第一大城市，人口約 56 萬。新墨西哥大學是新墨西哥州規模最大的

公立大學，主校區位於阿爾伯克爾基，中國留學生約 400 人。據估計，新

墨西哥州華僑華人約 1 萬人。由於中國公民和遊客到訪總量不多，涉中國

公民的領事保護案件相對較少，但仍有發生。新墨西哥州南部為美國和墨

西哥邊境，治安問題較為突出，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總領館提醒前往新墨

西哥州的中國公民特別要留意以下安全風險： 

 

1、治安風險 

據有關機構統計，新墨西哥州近年來犯罪率不斷上升，總體安全狀況

在全美各州排名倒數第二名。2018 年，該州每 10 萬人中有 857 起暴力犯

罪和 3,420 起財產犯罪，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369 起暴力犯罪和 2,200 起

財產犯罪）。暴力犯罪主要有謀殺和過失殺人、人身攻擊等，財產犯罪主

要有盜搶，尤其是汽車盜竊等。雖然各機構統計資料顯示該州治安形勢堪

憂，但因州政府不斷加大治理力度，聖達菲和阿爾伯克爾基等主要城市的

治安形勢有所好轉。 

建議中國公民：注意瞭解周邊安全環境，儘量避

開高風險地區；避免深夜外出，尤其是獨自外出；注

意防範盜搶，特別是針對車輛盜竊的犯罪；學會與執

法人員打交道；依法維護自身權益，避免衝突或用暴

力解決問題，妥善應對涉槍犯罪；在任何情況下首先要確保人身安全。如

遇緊急情況，儘快撥打 911 報警。 

http://www.newmexico.gov/
https://www.unm.edu/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7/crime-in-the-u.s.-2017/tables/table-8/table-8-state-cuts/new-mexico.xls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states/rankings/crime-and-corrections
https://www.crimemapping.co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6252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4838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2017/t15003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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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毒品問題 

跨境販毒是美墨邊境的主要安全問題，新墨西

哥州則是販毒集團向美國販毒的重要通道。受此影

響，新墨西哥州長期面臨毒品走私和毒品氾濫問

題，青少年吸毒者比例較高。有關機構統計顯示，

新墨西哥州吸毒者比例在全美各州排名第 10 位，青少年吸毒者比例在全

美各州中排名第 5 位。 

建議中國公民：提高自我保護能力，慎重交友或與陌生人交往；自覺

遠離毒品，切勿心存僥倖；當心被誘騙吸食大麻、海洛因等毒品。 

3、自然風險 

新墨西哥州為典型的沙漠氣候，降水量極少，晝夜溫差大。有大片炎

熱乾旱的沙漠，山區海拔高，冬季多雪多風，偶爾有雪崩等自然災害。新

墨西哥州每年舉辦熱氣球節，但熱氣球安全風險較大。 

建議中國公民：隨時關注天氣，結合自身健康狀況，合理安排行程，

量力而行；外出應備好足量食物、水和急救物品，預作防曬、防高原反應

等準備；儘量避免前往人煙稀少和荒涼地區，謹慎從事登山、攀岩、熱氣

球等高風險活動。 

4、駕車風險 

新墨西哥州地廣人稀，城鎮之間相距較遠，駕車是主要的交通方式。

但該州道路車輛稀少，路況時好時壞，時有動物穿

行，易發交通事故，救助能力受限。城鎮外加油站、

車輛修理廠、超市等補給不便。 

建議中國公民：重視駕車安全，瞭解並遵守交

通法規；事先檢查車況，備足食品、飲用水等物資；謹慎駕車，杜絕超速、

酒駕、毒駕或疲勞駕駛等危險駕車行為；當心動物穿行；遇惡劣天氣、崎

嶇山道減速駕駛。請點擊這裡，瞭解如何避免危險駕車行為。 

請點擊瞭解聖達菲警察局和阿爾伯克爾基警察局。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ndic/dmas/New_Mexico_DMA-2011(U).pdf
https://wallethub.com/edu/drug-use-by-state/35150/
http://mvd.newmexico.gov/mvd-procedures-manuals.aspx
http://mvd.newmexico.gov/mvd-procedures-manuals.aspx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9738.htm
https://www.santafenm.gov/police_online_reporting
https://www.cabq.gov/mayor/crime-strategy#1-community-policing


 

87 

 

（五）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  

 

美屬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位於太平洋西部。塞班

島是其最大島嶼和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 5 萬餘人，

而 2016 年中國遊客則超過了 20 萬。塞班島總體安

全情況較好，但因地理位置等原因，塞班島自然環

境、公共設施、交通條件、社會治安、法律法規、管理水準等均與美國其

他地區，特別是大陸本土有較大差異。總領館提醒前往北馬里安納群島的

中國公民，特別要留意以下安全風險： 

 

1、自然災害 

塞班島的自然災害有颱風、海嘯和火山等，其中颱風是最主要的自然

災害。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 30 年中，有超過 20 次的 4 級（最大持續風

速 130英里/小時）及以上超強熱帶風暴襲擊塞班島。

颱風易造成道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破壞，極大

影響當地民眾生活。 

建議中國公民：對可能發生的颱風等自然災害做足準備；及時跟進當

地的氣象等災害性預報；妥善應對並遵從當地政府避險、撤離指引。 

2、戶外風險 

塞班島旅遊項目除景點觀光外，大多為戶外活動，如叢林探險、戶外

徒步，以及深水浮潛、水上摩托、海上降落傘等水上活動。此類活動安全

風險相對較高。 

建議中國公民：謹慎參加戶外活動；如參加，則需經過必要訓練；做

足充分的準備；留意自身健康狀況；結伴前往；遵從專業人士或導遊的指

引。 

https://gov.mp/
http://www.cnmihsem.gov.mp/natural-disasters/typhoon/typhoonprep
http://www.cnmihsem.gov.mp/natural-disasters/typhoon/typhoonprep
https://tsunami.gov/
https://volcanoes.usgs.gov/nmi/activity/index.php
https://www.coris.noaa.gov/activities/resourceCD/resources/saipan_dive_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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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療風險 

塞班島外地遊客是當地居民人數的十倍，但島上

醫療資源等條件主要基於當地居民人數，十分有限。

全島有少量診所和 1 家綜合醫院，且醫院規模較小，

醫務人員少，科室不全，設備相對落後，藥品等資源相對有限。對急難病

症可能只能實施有限救治，患者可能要面對無法救治，或需轉回國內治療

的困境。我公民在塞班生子遇危急情況時有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充分評估在當地可能出現的醫療

風險和後果，慎重前往生子；在行前務必辦妥涵蓋國際 SOS 救援的醫療保

險。 

4、治安風險 

塞班島遠離美國本土，其社會治理水準有限。涉及我公民兇殺、搶劫、

販毒、交通肇事逃逸等治安或刑事案件屢有發生，且破案率低。 

建議中國公民：注意遵守當地法律、法規；慎與陌生人交往，注意人

身安全；切勿相信“不勞而獲”或“一夜暴富”；依法、合法地維護自身權益。 

5、務工風險 

塞班當地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當局對外國人就業限制十分嚴格，持用

落地簽證在當地務工屬非法就業。近年來，有不法仲介

以到塞班從事“高收入”工作為名收取高昂仲介費或保

證金，而實為利用落地簽政策誘騙勞務人員入境後非法

就業，或工作環境惡劣且收入極低，或因從事與簽證種

類不符的活動而被拘捕，有的甚至無工可務，權益無法得到保障。 

建議中國公民：切勿相信在塞班島可找到高收入就業機會的說法；遵

守簽證（包括落地簽證）的限制性規定，勿從事與簽證要求不相符活動；

依法、合法地維護自身權益。 

http://chcc.gov.mp/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25/c_1122315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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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涉賭涉毒 

塞班島雖允許合法經營賭場，但賭博的危害

不言而喻。據美國司法部評估報告，缺乏監管的賭

博場所大多也關聯毒品和洗錢等犯罪活動。塞班

島毒品問題較為嚴重，近年來美國聯邦和當地政

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涉賭、毒案件仍時有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慎重與他人，特別是陌生人交往；勿心存僥倖，自覺

遠離黃、賭、毒等不良活動。 

7、交通制約 

目前，國內與塞班島間尚無定期航班，我遊客往返塞班通常只能搭乘

航空公司旅遊包機，或從韓國、日本轉機。如從關島轉機則必須提前申辦

美國簽證。在颱風等惡劣天氣情況下，塞班島與外

界交通可能全部中斷，極易造成滯留，嚴重制約島

外救援力量和物資等進入，當地生活條件也將受到

明顯影響。塞班島之外的其他小島交通條件則更為

有限。 

建議中國公民：事先做好行程安排；對可能出現的自然災害、身體健

康疾患等做足準備；在遇到風險時確保人身安全；在島外資源難以抵達時，

應立足借用自身和當地資源應急。 

8、救助受限 

塞班島與洛杉磯直線距離近 1 萬公里，與總領館距離遙遠且無直達航

班。總領館人員前往塞班島，需經夏威夷—關島，或韓國、日本轉機，飛

行時間至少 15 個小時。此外，塞班島與洛杉磯時差 18 小時。 

建議中國公民：對總領館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條件受限的情況要有清

楚瞭解並做充足的準備；在遇到事故時，首先要冷靜應對，妥善處置，確

保生命安全；主動尋求自身和當地各種資源的幫助，並保持必要耐心；在

聯繫總領館時要如實、準確提供相關資訊，並對所提供資訊的真實性負責。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ndic/pubs5/5047/overview.htm#Top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yj/t15365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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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任何不實呈報、誇大或瞞報，均可能誤導領事官員或相關方面，

影響領事保護或協助效率。 

請點擊瞭解當地政府社會資源：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政府；北馬里安

納群島聯邦公共安全部；聯邦醫療衛生中心；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國土安

全和應急管理部；北馬里安納群島聯邦旅遊觀光局。 

  

https://gov.mp/
http://www.dps.gov.mp/
http://www.dps.gov.mp/
http://chcc.gov.mp/
http://www.cnmihsem.gov.mp/
http://www.cnmihsem.gov.mp/
https://www.mymarian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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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屬薩摩亞  

 

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以下簡稱“美

薩”）位於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亞島群中南部，是美

國海外領地，也是美國最南端的領土。美薩由 5 個

火山島和 2 個珊瑚礁組成，總人口約 5.5 萬人，

其中薩摩亞人占 88.9%（2016 年）。首府帕果帕果（Pago Pago），位於圖

圖伊拉島（Tutuila）。在美薩的華僑華人約 700 人。美薩自然環境和治安

形勢總體較好，但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和總體管理水準較美本土

大陸相對滯後。總領館提醒前往美薩的中國公民留意以下安全風險： 

 

1、自然災害 

美薩四面環海，易受到颶風、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影響。每年 11 月

至次年 4 月是颶風多發季節。颶風易破壞道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

導致洪水或山體滑坡。周邊海域時有地震，可能引發海嘯，造成財產損毀

或致人員傷亡。據統計，近 20 年來，美薩至少遭遇了 6 次 4 級（最大持續

風速 130 英里/小時）及以上超強熱帶風暴。 

建議中國公民：提高防災意識，瞭解有關災害的防災和逃生知識，做

足防災準備；隨時關注天氣預報和災害預警，主動通

過電臺、網路等跟進災害動向；聽從當地政府避災指

引，及時撤離避險；不要貪戀財物，確保生命安全。

請點擊瞭解更多關於颶風、海嘯、地震的應對知識。 

2、涉水風險 

美薩大多數海灘未經開發且無人看管。當地氣候多變，日照強烈，礁

石險峻，風大浪高，海況複雜。潮汐變化可能在瀉湖中產生強勁水流。乘

船出海或從事游泳、浮潛、深潛、海釣、衝浪等涉水活動時，須時刻警惕

安全風險。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
https://forecast.weather.gov/MapClick.php?lat=-14.272709999999961&lon=-170.70348999999996
https://www.weather.gov/ppg/TIBPPG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yttf/
https://www.ready.gov/zh-hans/tsunami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qzt/dz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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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國公民：不習水性切勿貿然下海；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謹慎參

加涉水活動，掌握必要的救生常識；儘量結伴而行，避免到僻靜無人的海

灘活動；提前瞭解當地天氣和海況，遵從景點安全警示，切勿以身試險；

浮潛比看上去危險，尤需十分謹慎；警惕潮汐、離岸流，遠離珊瑚、碎石

及不明海洋動植物。 

3、傳染疾病 

美薩地處熱帶，蚊蟲較多，在雨季易發登革熱、

寨卡等熱帶病。這兩種疾病均通過蚊蟲叮咬傳染，無

成熟的疫苗接種和有效的治療方法，一旦感染將嚴重

影響患者及其生產的嬰幼兒健康。美薩僅有 1 家綜合醫院，藥品、治療技

術和條件十分有限，急難重病只能轉往島外，如紐西蘭、夏威夷等地醫治。 

建議中國公民：瞭解登革熱和寨卡防治知識；採取措施預防蚊蟲叮咬；

建議赴美薩前注射甲肝、乙肝、傷寒、黃熱病等常規疫苗；關注自身健康

狀況和當地疫情，出現不適症狀及時就醫。 

4、治安風險 

美薩民風淳樸，總體治安較好，但也存在毒品、槍支走私等社會問題，

搶劫、販毒、交通肇事等治安刑事案件時有發生。部分村落存在吸食大麻

等毒品的現象，涉毒案件時有發生。 

建議中國公民：注意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切勿吸食、販賣、走私毒品，

遠離非法槍支；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注意防範盜搶，確保生命安全，遇緊

急情況及時報警。 

5、入境限制 

美薩雖為美國的海外領地，但保留自主邊境管理權。中國公民前往美

薩，即便持有美國簽證，仍需另行申請入境許可（Entry Permit）。入境許

可分為 24 小時過境許可、30 天一次入境許可以及多次入境許可等。 

美薩嚴格限制毒品、槍支、動植物產品及其他違禁物品入境，海關檢

查嚴格。 

http://tv.cctv.com/2017/08/05/VIDEFzdTQ49PwgmniSilTEFO170805.shtml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ngue-and-severe-dengue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zika-virus/zh/
http://www.lbjpediatrics.org/home
https://www.who.int/features/qa/54/zh/
https://www.sfcdcp.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Zika-Virus-Info-for-General-Public-SFDPH-FINAL-ENG_CH-updated-7.2017-id1139.pdf
http://www.bithc.org.cn/ithcweb/bithc/fwfw/cgyfjz/cgryyfj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skb/t1625282.htm
https://www.legalaffairs.as.gov/copy-of-ok-board-transit-1
https://www.legalaffairs.as.gov/30-day-permit-info
https://www.legalaffairs.as.gov/copy-of-7-day-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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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國公民：提前辦好入境許可，準備好相關入境材料；瞭解美國

相關入境規定和注意事項，自覺、如實申報並接受邊檢和海關檢查；超過

1 萬美金必須申報，切勿違規違法攜帶物品。 

6、救助受限 

美薩屬於駐洛杉磯總領館領區，當地中國公民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應

聯繫駐洛杉磯總領館。洛杉磯距離美薩超過 8,000 公里，時差 4 小時。從

洛杉磯前往美薩，須經夏威夷轉機，單程飛行時間超過 10 個小時，且每週

僅有週一、週四兩天有航班從夏威夷飛美薩（週二、五返回）。總領館提

供領事保護與協助的能力會因此而受到諸多制約。 

建議中國公民：注意預防自然災害、健康疾患；注意立足並借用自身

和當地資源應急，確保人身安全；在聯繫總領館前，認真閱讀流覽《中國

公民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須知》，對總領館提供領事

保護與協助條件受限的情況要有清楚的瞭解；在美薩

中國公民可就近向中國駐薩摩亞使館遞交護照、旅行

證申請，也可在前來洛杉磯時向駐洛杉磯總領館申

請。 

請點擊瞭解當地政府社會資源：美屬薩摩亞政府；美薩移民局；美薩

LBJ 熱帶病醫療中心；美薩國家公園；美薩旅遊局；美薩港口管理局。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ywzn/lsyw/lsbh/lmsc/P020150212702265775131.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t1536553.htm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t1536553.htm
http://ws.chineseembassy.org/chn/lqfw/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zj/hzlxz/cjwd/t1447932.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szj/hzlxz/cjwd/t1447932.htm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
https://www.americansamoa.gov/
http://www.lbjpediatrics.org/home
http://www.lbjpediatrics.org/home
https://www.nps.gov/npsa/index.htm
https://www.nps.gov/npsa/index.htm
https://americansamoaport.a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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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領保資源  

 

（一）領保須知  

 

出國安全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責任，預防是最好的

保護。總領館呼籲每一位到訪我館領區的中國公民注

意人身、財物安全，防範事故的發生，鼓勵中國公民在

遇到事故時，冷靜應對，主動尋求各種資源的幫助，妥

善處置。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是總領館義不容辭

的責任，而求助者在向駐外使領館尋求領事保護與協助時，亦應如實、準

確地提供資訊，並對所提供資訊的真實性負責。特別要注意以下幾點： 

 

1、在遇危急時撥打應急電話 

總領館領事保護與協助應急值班電話僅處理涉及中國公民的危急事

件，如發生重大傷亡事故等。求助者可以是但不僅限於中國公民。遺失護

照等非危急事件，請通過電子郵件等其他方式聯繫我館相關部門。 

2、如實呈報當事人身份資訊 

領事保護與協助物件（下稱“當事人”）或求助者應如實提供當事人姓

名、性別、出生日期、戶籍所在省（區、市），以及護照號碼等盡可能詳

細的身份資訊。 

3、準確告知當事人安危情況 

事件發生後，最重要也是我們最關心的是當事人的安危。請準確提供

當事人當前安危、健康狀況，以及所在具體地點，以便領事官員瞭解並正

確判斷。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lbxz/yjdh/t1488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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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盡可能詳細介紹事件情況 

請準確告知事件發生的時間、具體地點、簡要案情經過；警方（如已

報警）連絡人和聯繫方式；您或他人已經或正在為當事人提供説明的情況；

事件的最新進展等。 

5、告知當事人或您本人訴求 

請注意明確告知當事人或求助者本人的具體請求事項。建議訪問中國

領事服務網，瞭解領事官員可以為您做什麼，以及領事官員不可以為您做

什麼。 

6、告知當事人出國相關情況 

如可能，請告知當事人出國事由，如公派或自費出國，參團或自由行

等；擬回國日期及出境機場；國內工作單位名稱、美國接待方及其聯繫方

式等。 

7、告知當事人近親屬情況 

如可能，請告知當事人法定近親屬或未成年人監護人的姓名、聯繫方

式；其近親屬或監護人是否已知悉事件及當事人情況；在美國親友（如有）

的姓名、聯繫方式等。 

8、注意準確提供聯繫方式 

請準確提供當事人或求助者的手機號等最方便的聯繫方式；求助者還

應告知與當事人的關係。請確保所提供的聯繫方式暢通。如案件有新的進

展，應主動、及時向總領館通報。 

9、當事人和求助者隱私受保護 

領事官員在履行領事職責時，將嚴格依法、依規保護當事人、求助者

的個人隱私。請注意，任何不實呈報、瞞報可能誤導領事官員或相關方面，

影響領事保護或協助效率。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lsbhzn/t873386.shtml#dsanbf
http://cs.mfa.gov.cn/lsbhzn/t873386.shtml#dsibf
http://cs.mfa.gov.cn/lsbhzn/t873386.shtml#dsi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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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當事人或監護人應承擔責任 

駐外使領館根據《中國領事保護和協助指南》為境外中國公民提供必

要的領事保護與協助。當事人或其近親屬（監護人）應自行決定是否採納

總領館的意見或建議，並承擔由此引起的一切責任，包括但不僅限於費用

開支等。 

11、善用當地社會或政府資源 

中國公民在國外受當地法律法規管轄，應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在國外

遇到困難時，亦應主動向親友、接待單位或個人、學校、社區、援助機構

等社會資源和警方等官方資源尋求幫助，依法、合法、理性地維護自身權

益。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P0201808213901290196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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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地資源  

 

1、常用公共服務電話 

火、警、急救，遇險緊急求助：911； 

投訴、糾紛等非緊急求助：311； 

查號臺：411； 

瞭解出行資訊：511。 

 

2、全國求助熱線 

聯邦貿易委員會消費者投訴：877-382-4357； 

全國犯罪受害人中心：800-394-2255； 

800-211-7996 (聾啞人)  

全國反家暴熱線：800-799-7233； 

800-787-3224 (聾啞人) 

全國性侵害熱線：800-656-4673； 

全國失蹤和被迫害兒童中心：800--843-5678。 

  

https://www.911.gov/
https://go511.com/
https://www.ftccomplaintassistant.gov/Information#crnt&panel1-1
http://victimsofcrime.org/
https://www.thehotline.org/contact/
https://www.rainn.org/
http://www.missingkids.org/search?gclid=CjwKCAiAob3vBRAUEiwAIbs5TnWGwxEzENWEMXK9F7IDKLRioJy70TvXsiMqLufLvCfVT6ot6FuvkhoCdow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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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繫我們  

 

1、辦公地址： 

443 Shatto Place, Los Angeles, CA 90020。 

辦公時間：上午 9:00—12:00，下午 2:00—5:00。 

聯繫總領館具體部門，請登陸總領館網站查詢。 

2、我館領區 

州/地區 郡/島 

Southern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南部 10 郡） 

Los Angeles 洛杉磯郡 

Orange 橙郡 

San Diego 聖地牙哥郡 

Riverside 河濱 

San Bernardino 聖伯納蒂諾郡 

Ventura 文圖拉郡 

Santa Barbara 聖巴巴拉郡 

San Luis Obispo 
聖路易斯·奧比斯堡郡 

Kern 克恩郡 

Imperial 因皮里爾郡 

New Mexico（新墨西哥州） 

Arizona（亞利桑那州） 

Hawaii（夏威夷州） 

太平洋島嶼 

Guam（關島） 

CNMI（北馬里亞納聯邦） 

American Samoa（美屬薩摩亞） 

3、應急電話 

在我馆领区內的中國公民在遇緊急情況時，如需聯繫駐洛杉磯總領館，

請撥打領事保護應急電話：+1（213）807-8052。 

https://goo.gl/maps/sbcmMaAVBjqoaPXV7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gywm/lxwm/t27507.htm
http://www.ca.gov/
https://goo.gl/maps/5k8H8Wsa4b82
https://goo.gl/maps/FZ5wYXqRJB42
https://goo.gl/maps/r34uTN3UJFN2
https://goo.gl/maps/JJS65K1Jik42
https://goo.gl/maps/83Tr3tgewgB2
https://goo.gl/maps/yemBpmo9FJp
https://goo.gl/maps/bxR4hFoNizj
https://goo.gl/maps/zLCW74kCme32
https://goo.gl/maps/ZJSbXTqQG3A2
https://goo.gl/maps/mweQCU7NE2n
https://goo.gl/maps/zTLuwHJtivK2
https://goo.gl/maps/fPpZrM2MyCU2
https://goo.gl/maps/P19U7bJDHZ22
https://goo.gl/maps/CShFZ6B4nKm
https://goo.gl/maps/wBu8721RkHJ2
https://goo.gl/maps/4bvezV5ghzs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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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號碼僅限在我館領區內的中國公民在遇緊急情況時使用。非緊

急事務請勿撥打此號碼。 

● 在總領館工作時段（每週一至週五 9:00—17:00，節假日除外）撥

打該電話，將由總領館工作人員直接接聽。 

●  在非工作時間（工作日週一至週五 17：00—次日 09:00 及節假日

全天）撥打該電話，將免費轉接到中國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

呼叫中心。您也可以直接致電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 24 小時

熱線：01186-10-12308 或 01186-10-5991 3991。 

● 在聯繫我們之前，強烈建議認真閱讀《中國公民尋求領事保護與

協助須知》。 

● 在維護自身權益過程中，如有需要，可下載總領館製作的英文版

“中國公民領事協助手冊”《Q & A of Consular Assistance Services for Chinese 

Nationals》冊子（PDF），提供給外方。 

● 涉中國公民非緊急事務聯繫領僑處，請電郵：lingqiaola@gmail.com。 

請點擊這裡，下載便民聯繫卡（PDF)版。 

4、領事證件 

辦公地址：3rd Floor, 500 Shatto Place, Los Angeles, CA 

90020。 

對外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節假日除外），上午 9:00—

下午 2:00。 

諮詢護照、簽證、公證、認證等證件，請點擊聯繫證件

處。 

聯繫總領館館其他相關部門，請點擊這裡。 

5、其他駐美使領館 

非我館領區的中國公民遇緊急情況，請按領區劃分，分別聯繫駐美國

大使館或其他相應的總領館。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http://cs.mfa.gov.cn/gyls/lsgz/ztzl/lsbhyfwyjzx/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bqw/lbxz/lbxz/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eng/tplj/P020191203050971333561.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eng/tplj/P020191203050971333561.pdf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qw/gywm/lbyjdh/
mailto:lingqiaola@gmail.co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lbfw/yjdh/P020190213553510789958.pdf
https://goo.gl/maps/Q6bPHqXGS342
https://goo.gl/maps/Q6bPHqXGS342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gywm/lxfs/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lszj/gywm/lxfs/
http://losangeles.chineseconsulate.org/chn/gywm/lxw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gywm/bglq/t44880.htm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yjdh/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yj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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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區（請按所在州，聯繫對應使領

館） 
館名 領保應急電話 

華盛頓特區、德拉瓦、愛達荷、肯塔基、

馬里蘭、蒙大拿、內布拉斯加、北卡羅

來納、北達科他、南卡羅來納、南達科

他、田納西、猶他、維吉尼亞、西維吉

尼亞、懷俄明 

駐美國使館 +1-202-495 2216 

康乃狄克、緬因、麻塞諸塞、新罕布夏、

新澤西、紐約、俄亥俄、賓夕法尼亞、

羅德島、佛蒙特 

駐紐約總領館 +1-212-695 3125 

阿拉斯加、北加利福尼亞、內華達（拉

斯維加斯）、俄勒岡、華盛頓州 
駐三藩市總領館 

+1-415-852 5924 
 （工作時間） 

+1-415-216 8525 
（非工作時間） 

科羅拉多、伊利諾、印第安那、愛荷華、

堪薩斯、密西根、明尼蘇達、密蘇裡、

威斯康辛 

駐芝加哥總領館 +1-312-780 0170 

阿拉巴馬、阿肯色、佛羅里達、佐治亞、

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俄克拉何馬、

德克薩斯 

駐休士頓總領館 +1-713-521 9215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lszj/lxmw/
http://newyork.china-consulate.org/chn/lgfw/qzrx/
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lgjs/JGSZ/
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lgxx/gywm/t378403.htm
http://houston.china-consulate.org/chn/lxwm/t6503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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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在編寫本書過程中，我們深感領事保護與協助工作責任重大，也希望

公眾在閱讀本書過程中進一步瞭解、理解、支持和配合領事保護與協助工

作，特別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中美在法律體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通常中國法律禁止的行為

通常也為美法律所不允許，但兩國法規又有所不同，且各州之間存在差異，

建議來美前瞭解美國法律法規，在美期間注意遵法守法，尊重並對執法人

員給予必要配合。 

二、安全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安全。在國內或其他國家存在的安全

風險，在美國也可能同樣存在，而且具有美國自身的特點。建議訪問中國

領事服務網和駐美使領館網站，主動獲取相關資訊並做好相應準備。 

三、安全和危險僅一步之遙。安全事故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

不少領事保護案件事實上至少具備高風險人群、時間、地點和事件（Who、

When、Where、What）中的一個或多個因素。建議在美期間注意規避高風

險因素。 

四、涉及中國公民的領事保護與協助案件有大有小，但給當事人本人

造成的損失通常無可挽回。事實表明，盲目、粗心、僥倖和自負是安全事

故的常見原因。建議增強主動防範意識，及時避開風險因素，確保人身、

財產安全。 

五、駐外使領館在職責範圍內開展領事保護與協助工作。不少涉案問

題需要通過當地執法部門或律師協助解決。謹言慎行、確保平安、妥善應

對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責任。 

 

編  者 

2019 年 12 月 

  

http://cs.mfa.gov.cn/
http://cs.mfa.gov.cn/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zglj/t84176.htm
http://cs.mfa.gov.cn/zggmzhw/lsbh/lbsc_66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