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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A. 背景介绍 
 

不做受害者这个项目起先是 1993 年由美国步枪协会（NRA）的女性成员为了响应全国范围内

妇女预防犯罪和个人安全的要求而创办的。本协会的宗旨就是“加强公众安全，维护法律，秩

序和国防”，所以开展这一综合项目和协会的宗旨是不谋而合。 

目前，不做受害者一直是 NRA 的旗舰项目。该项目是协会众多日常运作的项目之一，通过讲

座，NRA 认证教官把保护生命的信息传递给遍布全国的户主。该项目密切吻合在整体水平上提

升公众安全，维护法律和秩序这一目标，同时强化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安全教育。 

起初，该项目只是由 NRA 认证的女性教官来教女性学员。然而，随着项目的发展，NRA 受到

越来越多男性的要求参加或是讲授不做受害者的讲座。在 1997 年，NRA 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

改组该项目，使男女都可以参加。目前，女性的参与者和教官的比例还是很大，但是男性的比

例也在逐步增加。 

参加讲座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对预防犯罪和个人安全感兴趣。不要求有 NRA 会员。不过，很

多人已经拥有会员，或者希望成为 NRA 的会员。欢迎对 NRA 的项目和会员福利提出问题。请

登录协会网址 http://www.nra.org; 或者致电（800）NRA-3888 查询会员相关信息。 

 

B. 相关法律 
 

请注意，联邦法律，50 个州的州法律，华盛顿特区，美国领地还有各个地方法律对本手册中

所提到的不同技术和装置，尤其是枪支的规定差别很大。该学生手册不包含法律建议。书中所

提到的特定的技巧或者个人防护装置，不能说明或者保证在所有地区都是合法的。 

在任何情况下，该手册都不能用来代替专业律师的意见。 

NRA 在此郑重声明，任何与本手册，使用本手册或者本手册中所描述的技术，装置而引起的任

何，所有的保证，责任，损失，花费，声明，要求，修改或者行动都与本协会无关。也不保证

使用本手册和或者手册中所描述的某个技术或者装置在任何地点都是合法和合理的。 

II． 犯罪分子的心理 

以下特征，想法和态度经常和罪行同时发生： 

 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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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好意当做软弱 

 不断寻找犯罪机会 

 过于自信 

 羞辱受害人以获得自我认同感 

 装作是守规矩的人（和其他人混在一起，看起来人畜无害） 

为什么没人能给出一条确切有效的建议来让人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和每一种犯罪的遭遇呢？答案

是对于预防犯罪和个人安全，根本就没有万金油似的办法。 

每一个罪行都不相同，是独特的。受害者的个人特点，犯罪动机和案发现场的环境，这些情况

每一个案例都是不同的。因此，大家需要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避免或者减缓所遭遇的状

况。 

在所有的可变条件中，最容易控制的就是身边的环境。我们将探讨大家可以怎样做，改变哪些

习惯以使犯罪分子更加不容易加害于你。 

要注意的是，本讲座不提供任何改变罪犯思维和行为的方法。讲座是为了让大家能对犯罪分子

以及他们的手段有所警觉，从而采取行动来提高避免罪案发生的机会。大家可以把这个讲座当

做是一套可以为你避险，为今后增加保障的盔甲。 

 

III．心理准备 
 

A. 警觉的程度 
 

所谓警觉程度就是你在观察四周环境的时候有多仔细。周围的人都在做啥？环境看起来如何？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以及闻到什么？你下意识觉得有什么不对？ 

很多人的通过日常活动会接触到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物。有一些场景和人是平时就熟悉的，

可以归为比较安全。而另外的则可能是新的，会让人觉得紧张。因此，警觉的程度也应该根据

这些而改变。 

 在保安状况很好的家中看电影，这时较低的警觉程度比较合适 

 而在自己熟悉的公共场所，但又都是不认识的人，这个时候中度警觉就比较合适 

 当身处陌生环境，而且到底犯罪水平又比较高的时候，就应该是高度警觉了。 

B． 心理上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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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设想自己一下可能会遭遇到的那些犯罪活动。然后，再设想一下自己遇到这些情况后所能采

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 

 被动地顺从罪犯的要求 

 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找人相救 

 逃走 

 和坏人搏斗 

对于不同的情况，没有哪一种回答或者反应是通用的。每个情况都不同，人也不同，一次大家

必须自己决定如何应对。 

最好在事先就做好决定一旦遇到事情该如何应对。一旦遇到情况，你很有可能会很激动，害怕，

肾上腺素极度分泌。这时，再来思考该如何应对，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间。 

如果你随身携带了个人防护器材，比如辣椒喷雾器或者枪支（前提是这些在你当地都是合法

的），你愿意使用它们来对付坏人吗？你知道器材如何使用吗？以前练习过吗？ 

C．如何善后 
 

在罪案发生是所采取的措施都有一系列伦理，法律，道德和身体上的后果。所采取的行动是正

当的吗？合理吗？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在普通人眼中是对的，在法庭上也是会被判合法？有些

行为可能会引起民事诉讼或者被控犯罪。 

如果你选择合作，遵照坏人的指令，事后你会后悔吗？你所采取的行动会不会让自己处于比遭

受攻击更加危险的境地？如果你选择和攻击者对抗并且让对方受伤，你可能会被告上法庭。 

 

IV． 身体的安全 
 

A. 警觉，本能的反应，心态和边界 
 

警觉是保证身体安全的关键。要时刻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和靠近你的人。要特别留意在街上，你

住家和办公室入口处闲逛的人。尽量避免接触，或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进出任何地方，包括

车子，房子，办公室，电梯或者任何建筑物的时候都要先观察一下四周。 

一个人的警觉程度往往随地点和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一般对周围环境根

本就不在意。而在早上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公园里散步却可能保持较高的警觉程度仅仅是因为在



美东华人射击协会翻译编辑--------------------------------- 
 

Page 4 of 46 
 

公众场合。在夜里行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则会让人保持高度的警觉。设想一下把这些不同的

警觉程度和你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 

很多人说本能反应就是第六感觉。本能反应的定义是“不加逻辑思考就对事物做出判断；一下

子就能看到本质；对未知事物的感受”。有些人总是依赖于他们的本能反应；而其他人认为这

个完全不靠谱。想想看以前你是依赖你的本能反应还是无视它呢，结果是怎样的呢？ 

要保持一个自信，警觉的心态。别让人看起来像一个软弱的目标；挺起腰杆走路，看人要直视

对方的眼睛。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三章里提到的“心理准备”，那就应该清楚一旦被攻击自己

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事先的准备会让你变得自信，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一旦被攻击该怎么办。

这个心理准备是很有用的；一个自信，主动的心态是无价的。 

保持你的私人空间。设定好自己的边界，并且做好准备，一旦有人侵犯该如何应对。如果被攻

击了，你可以做的是：对抗，逃走，呆住，恐吓，顺从。如果有人进入你的个人空间，只要走

开就好了。如果那人还跟着，你必须采取 其他的措施，比如跑开，或者对抗来保护自己。设

想一下在不同的情况下你会如何应对。 

B. 使用自动提款机 
 

使用自动取款机是一个让犯罪分子知道你携带有现金的机会。这时要特别当心。 

查看整个 ATM 的区域以保证安全。在使用开车通过的 ATM 时，尽量把车停的紧靠 ATM 机。

仔细查看一下 ATM，看看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犯罪分子可能会安一个扫描器来读取你的卡

号和金融信息。 

在夜间和不熟悉，不安全的地方不要使用室外的 ATM。千万不要使用附近有人闲逛的 ATM。

如果在使用 ATM 的时候，有人贴上来或者靠的很近，马上取消操作，立刻离开，去另外的机

器。离开 ATM 前，把钱和银行卡收好，不要让人看到你的现金。在输密码的时候要注意挡住

别人是视线，不要把密码写下了，尤其不要写在卡上。 

不要去 ATM 间，就是那种独立或者在银行外面的。大多数情况，那种地方只有一个门，或者

银行关门后通往银行的门也是锁住的，犯罪分子可以很容易把你堵在门内，你就跑不掉了。用

ATM 的话，就找一个一旦觉得不安全就可以迅速离开的 ATM。 

事先做好计划，这样你就不用在一个不安全的时间非得用 ATM 不可，最好是根本就不用 ATM。

千万不要在使用 ATM 的时候被坏人下手，在营业时间，去银行里面而不要使用 ATM。 

C．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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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行的时候，要时刻留意周围环境。在走路的时候不要带耳机，讲电话或者专注于其他的事

情。遇到人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这样，他们知道你看到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出现。大

多数犯罪分子都像偷袭受害者，所以他们会找那些没注意的人下手。 

走在街上的时候，要面对过来的车辆。与同车辆相反方向行走的人相比，和车辆相同方向走，

会更容易被跟踪，撞击 或者被拉进车里被绑架。 

要是有开车的人问路，要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一旦觉得危险，可以掉头跑走。你可以直接说

“我不知道”，继续往前走。记住，犯罪分子会把好意当做好欺负。 

如果觉得受到威胁或者被开车者恐吓，朝车辆来的相反方向走或者跑开。这样做，如果开车的

人还要再跟着你，必须要调转车头，尤其是要对着反向的车流。这样做可以为你争取宝贵的时

间。（开车的人甚至会放弃追你转而去找其他更容易的目标。）跑去最近的有灯光的建筑或者

住家求救。 

千万不要进陌生人的车，即使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直接跑掉！如果犯罪分子说只是要抢劫，

千万小心，这并不是非要你上他们车的理由；他们可以直接在街上抢。如果他们要你上车，他

们不仅仅是想要抢劫。 

如果在街上走的时候，你觉得有人跟踪，或者对面有人看起来比较可疑，那就过街或者去一家

开业的店铺或者住家。 

走路的时候要保持精力充沛和自信，抬头挺胸。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在自己和陌生人之间

维持一个适度，安全的距离。 

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建筑物里面行走，要注意死角。走过墙角的时候，要走大圈，不要贴着墙。

这样做的话，如果有人躲在墙角，你会提早发现。尽量远离大门，过道，灌木丛和树丛。 

亲朋好友开车送你回家，去上班的地方，去购物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你需要多加一份小心以

保安全。不管目的地是哪，让他们等一会，直到你走到门口并且安全进入建筑物。（在你开车

送亲朋好友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么做。） 

当进出建筑物，电梯，商场或者车辆的时候，要注意附近的人。如果觉得他们心怀不轨，不要

要靠近。在对情况作出评估后，再采取适当的措施。你可能还带有贵重物品，尤其是在节假日，

这些也会让犯罪分子垂涎。 

在照明情况佳时，接近任何入口，走廊，过道或者停车场的时候都要小心。拿掉，拧送或者打

破灯泡是犯罪分子在这些地方常使用的手段。 

 D．乘坐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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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身处电梯内，而有一个看起来有威胁的人走过来的时候，你有两个办法。要是动作快的话，

赶紧走出电梯。要是没来得及离开，你可以在电梯要去的方向多按几层按钮，然后找机会离开。

别担心下错楼层-----你的第一目的是离开电梯。 

不要按那个停止按钮。你最不想的就是和一个有威胁的人一起被关在不能动的电梯里了。进入

电梯后，尽量靠近控制面板站着。这样，可以很快就能够到按钮。 

在等电梯的时候，离门远点。确保电梯里面的人不能伸手够到你。要是电梯门一开，发现里面

有威胁情况或者可以人物，离开走开。在没有感到百分之一百安全的情况下，不要走进电梯。 

E．乘坐公交车和地铁 
 

在等候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要格外当心。要站在照明良好的地方。查好公车或者地铁的时

刻表，计划好时间，这样到站台后就不会等很长时间。缩短可能遭受攻击的时间。 

上公交或者地铁车后，尽量靠近司机或者出口坐下。一旦出事，你可以让司机知道或者可以很

快下车。 

知道你目的站的前一个站，这样你可以提早做好下车准备。不要坐过了站而在一个不熟悉的地

方下车。 

把行李，提包，拎包和其他物件放在腿上，双脚之间或者脚和车厢的墙之间。不要把东西放在

旁边的空位子上。这样贼很容易在经过的时候就把你东西给拿走了。他们可以在你还没反应过

来前就跑下车了。 

F. 留意自己的手袋，提包和钱包 
 

很多人用背包，公文包，拎包或者墙报携带每日所需。要是这些被偷或者丢了，想要替换是很

可能和耗时的。一旦遇到犯罪分子，叫你交出财物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打算好该怎么办了这样

就不会浪费时间再来想。是按照犯罪分子的要求做，逃走还是反抗呢？这个一定要事先想好，

这样你的反应就是自然而然的。哪怕是几秒钟的犹豫也会让你损失比钱更多的东西。把钱包里

的东西都复印一份放在家里安全的地方。确保家里其他人知道这东西放哪了，万一需要他们也

知道地方。 

考虑把重要文件放在身上的不同部位。变着法子用口袋。可以把信用卡放在衣服有扣子或者拉

链的口袋；现金可以就放在外套盖住的外侧口袋。查看一下背包或者手提箱，看看哪些是必须

要携带的。支票本是必须的吗？化妆包能不能就放在办公室或者车里呢？女性可以考虑只带一

个小包背在外衣下面或者干脆不用小包。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社安卡和未成年孩子的社安卡放在

钱包里！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个详细来盗取你的身份。 



美东华人射击协会翻译编辑--------------------------------- 
 

Page 7 of 46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考虑使用腰包或者皮带钱包，这些都可以隐藏在衣服里面。这样

可以使钱财更靠近自己的身体，另外犯罪分子也更难以抢夺。 

执法人员建议在口袋或者背包容易够到的地方放一些零钱，这样一旦遇到只是想抢钱的罪犯，

可以打发他们。你可以准备一个用来吸引他们的现金卷，用几张一块钱叠起来，外面裹一张

10 块或者 20 块的纸币，这样看起来这个一卷都是大票子。 

如果你在路上遇贼，你可以把这卷钱（俗话称为抢劫者钞票或者蠢货钞票）向抢劫者的方向扔

出去数尺远。不要直接递过去！抢你的人十有八九会去捡钱，而你就可以趁机跑开了。 

如果你背着包，而坏人叫你把包递过去，你可以把包扔到几尺远的地方或者把包里的东西都倒

到地上。倒包里的东西，让坏人花时间翻也可以达到把包扔远的相同目的 – 赢得跑开的时间。 

如果背着包，不要把包挂在一侧肩膀上，这样劫匪很容易抢了就跑。有些劫匪甚至割断包带子，

再抢了包走。背包的时候把包放在身体前面，靠近身体。 

万一钱包或者背包被偷了，以下是一个该做事情的简明清单： 

 联系你信用卡公司，立刻销户所有信用卡 

 在被盗的当地警察局报案 

 向签发你驾照的州办事处报告，要求把你的档案标记为失窃/遗失，并且申请一个新的

驾照 

 报告三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在你的名字，社安号和信用记录上增加假冒警告。法律

规定，你报告了一家，他们必须要通知其他机构： 

Trans Union： 1-800-680-7289 

Experian： 1-888-397-3742 

Equifax： 1-800-525-6285 

 在提交信用卡或者驾照遗失书面报告后 4 到 5 天检查你的信用记录。 

 

G．公众安全 
 

公用洗衣房 
公寓或者宿舍的公用洗衣房或者洗衣间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藏身之所。在使用公用洗衣房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一下是使用洗衣房的安全指南： 

 和朋友或者邻居一起去。人数就是安全措施！ 

 去的时候带起所有东西。来来回回几趟会使自己成为罪犯的目标，尤其是你留着大门

没锁的时候。 

 不要一早或者半夜去洗衣房 

 熟悉洗衣房的布局和周围环境，万一要尽快离开好知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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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带手机 

 不要把孩子一个人丢下 

 看到可疑的人要及时报告管理部门 

 如果是在建筑物里比较偏僻的地方洗衣，要格外小心。要注意，那种地方的照明很容

易被切断。带上家里的手电还有法律允许的个人防护装备。 

公共卫生间 
在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时候要小心！尽量不要单独去。如果有人在卫生间里闲逛，离开，去另外

一个卫生间。要留意随身携带的背包和其他财物。不要把包或者贵重物品放在地上或者挂在门

把手上，这样别人可以很轻松就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就拿了跑掉。 

 

H．个人警报器 
 

个人警报器就是在身上起到一个类似于家里装的电子警报器那样作用。这类装置很小，是电池

驱动，设计是随身携带，在按按钮或者拔出插销激活后，可以发出很响的警报声。 

拔销激活的警报器在防抢包贼的时候很有用。装置放在背包或者公文包内，插销的一段通过链

子和身体或者衣服的某个部位连接。如果有贼把包夺走，插销就会被拔掉而激发警报。 

个人警报器的目的是让别人能注意到你，这样正在攻击或者抢劫你的歹徒就会停下攻击而跑开。

很多时候，警报声会让跑开的歹徒吓一跳，转而去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标。不过，和汽车警报器

的问题一样，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的警报声，已经无动于衷了。结果就是歹徒也不会担心有人会

报警或者来帮你了。在偏远的地点，就算警报有警报声，结果也是这样。 

个人警报器在旅途住旅店的时候也有用。一些警报器带有可以用夹子别在旅馆的门上，链子的

另外一端可以固定在墙上，这样一旦门打开，警报器的销子就会被拔掉而发出报警声，提醒可

能有人闯进来。你也可以在夜晚放一个个人警报器在床头，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可以启动它。

警报声会吓住入侵者，他们会跑出屋子。 

I． 个人防护的身体训练 
 

很多人都有兴趣参加一些形式的个人防护的身体训练。现在有非常多的防身术课程，包括空手

道，柔术，日本武术，护身术，跆拳道，空手道，合气道，中国功夫，点穴，模拟抢劫训练等

等。 

在注册防身术以前，先仔细研究一下训练的内容。每一种课程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你的

地方。要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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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方面包括自己的体型，身体状况，能力，心态，心理状况还有是否愿意和歹徒有近距

离的身体接触，以及你自己的个人需求和状况。 

查找训练课程 
在查找训练课程的时候，可以询问当地的执法部门，问问有无推荐的。还可以去当地政府的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很多都会有优惠价格的课程提供。你也可以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搜

一下“karate and other martial arts instruction”(跆拳道和其他武术指导)。 

研究训练课程 
在找到感兴趣的课程后，仔细研究一下。要是课程是本地公司举办的，去 BBB（Better 

Business Bureau）要一份这家公司的报告。 

打电话联系一下教课的组织。在注册前问清楚问题。问一下能不能旁观一下。（该组织应该不

会拒绝这一要求。如果被拒绝的话，就要小心了。）通过旁观，你可以了解这个课程中所要求

的身体接触的剧烈程度，还可以和教练谈一谈。一定要问问付款细则，要是中途退学，能不能

退款。 

通过仔细研究一个课程，你可以避免浪费钱，亦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那种训练。 

持之以恒 
要认识到想学会真正有效的防身或武术技巧是必须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的。光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你必须要经常实际运用这些学到的技巧。如果不经常运用的话，这些技巧很快就会丢失的。这

样的练习要求你更多的经济上的投资。想通过训练来维持这一技巧，你需要把这些训练课程的

花费考虑在你的预算里面。 

 

V． 家庭安全 
 

非法后者强行闯入住家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分子总是寻找容易的目标---那些容易进去的房子---

所以花点时间加固房子尤其重要。 

想把房子改建成一个职业罪犯也不能闯入的城堡不太可能。但是，他们要是看到你的房子要是

安装了各种安全设备，他们就会再想想，甚至直接去其他更容易的目标下手了。入室行窃一般

都发生在数分钟之内；窃贼的目标是迅速，悄悄的进去，找到容易出手的值钱的东西，然后很

快溜走。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预防入室行窃对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司法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再家

里的暴力犯罪都是发生在入室行窃过程中。要是犯罪分子闯进你家，而你真好在家的话，有

1/3 的机会你可能会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请确保你学会并使用在这次课程所讲到的安全建

议，让你的家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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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门窗和锁 
 

大门和锁 
家里最大的门是车库的门。要是车库门是遥控的，别忘了把遥控器从车里取下，就像你会把家

里的钥匙和车钥匙都拿走一样。确保车库门的密码是不常见的，不会被陌生人轻易得到。 

如果准确的踢在靠近锁的薄弱位置，或者门框的薄弱部位，很多门都可以被一脚踢开。家里要

装坚固的实木，或者金属的门。不要使用软木或者空心材质的门。要注意的是，就算一个坚固

的门，要是安装在薄弱的门框上的话，也提供不了多少保护作用。为了增加安全，要确保门框

也是用硬木或者金属做的。 

不要指望安全门链可以阻止别人闯入家里。大多数安全链装置可以稍微用点力就从门框上扯下

来。链条本身也很容易被老虎钳剪断。大多数饭店房门上所用的那种安全杆就要好的多。这种

装置比链条要牢。不过，这些安全杆要用长螺丝安装，并且要使用了，才有效。 

所有通向你家里的门，包括在室内车库到房间的门，都要配备那种用无弹簧的，硬质钢材制作

的锁。千万不要用短螺丝安装，那个容易就会被从门框上弄下来。一些便宜的锁使用劣质材料，

配的也是短螺丝。一个好的无弹簧锁，锁舌可以伸出一寸以上到门框。锁扣盘也是用长螺丝固

定的。标准的 3 寸锁扣盘只有 2 个螺丝，把它换为 6 寸的，使用长螺丝固定的，可以减小有人

破门而入的机会。 

使用双芯所代替单芯锁可以多一层保护。单芯锁和双芯锁的区别是什么呢？取决于在房内是如

何开锁。在安装双芯锁前请查一下你当地的法律以确保是合法的。 

从室内开锁的时候，单芯锁的设计是要转动门把手，而双芯锁则要使用钥匙。 

如果你家大门装有玻璃，或者门边上有玻璃面板，推荐使用双芯锁。窃贼很容易打破玻璃，伸

手拧开单芯锁的门把手。但如果是双芯设计，需要使用钥匙从里面开门，就算窃贼打破了玻璃

也无法开门进屋。 

出于方便和安全的考虑（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立刻出去），双芯锁的钥匙要放在附件，家里人都

要知道放在哪里，如何拿到。要联系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发现钥匙，比如万一要夜里或者失火

的情况下要逃出去。不过，不要把钥匙挂在离门玻璃或者窗子伸手可及的地方，不然有人打破

玻璃就可以拿到了。 

如果你选用密码锁，要确保密码的安全。有孩子的人家，要保证孩子不要告诉密码给他们的朋

友。要对他们强调保守这个秘密的重要性。 

确保在门和门边的玻璃面板的内侧有金属护栏。还可以在这样的面板内侧安装布帘以防有人朝

内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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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门是另外一个薄弱的入口。有不少用来加固这个门的装置，比如金属杆，还有插销装置，这

些在五金店和家庭用品店都有的卖。拉门的额外安全装置金属杆，使用后可以防止门被拉开。

你甚至可以用扫帚棍，或者长木条放在门下方的轨道上，这样门就无法被拉开了。 

另外一个安全的办法，在门框和门上钻孔，在插上钉子后者插销，这样门就固定在门框上。可

以防止玻璃拉门被从轨道上提起来后拿掉。 

搬入新房子或者新的公寓后，一定要换锁或者让锁匠来重新配钥匙。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所

有的锁都配一样的钥匙。在家居店或者五金店买锁的时候，问店员是否可以在店里给锁重新更

换钥匙。在店里重新配钥匙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不再需要叫锁匠了；商店一般比锁匠收费

低）。 

开门看是谁在敲门是有危险性的。可以用传统的观察装置或者窥视孔，但是广角的观察装置

（猫眼）更好。广角观察装置提供了广大的视角，可以让你不用开门就看到门外是谁。执法专

家也建议在看门前要通过猫眼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人在门外晃悠。至少，在开门前也要问一下，”

谁在那里?”. 

更多关于门锁，猫眼还有正确安装的建议，可以咨询有资格的锁匠。 

窗户 
大多数窗子上使用的那种弧形的扣锁对于入室盗窃者来说形同虚设。这种装置可以很容易通过

在两扇窗子之间插入一把小刀而被拨开。另外，市面上许多附加锁也是基本无用的。通过多超

过 30 种窗户锁的测试发现它们都很容易就被弄开了。因此，在购买窗户锁的时候要留个心眼。 

确保防护所有一楼和能从平台或低层屋顶就能够到的窗户。 

家里大多是那种上下开关的两个面板的窗户。这种窗户可以通过在窗框上钻孔，插入直径大于

5/16 英寸的插销来保护。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窗框内部的轨道上钻孔，再插一个销子，这样

活动的那扇窗就不能再被抬起或者落下了。你还可以在不同的高度钻孔，这样窗子可以只开一

点，用来通风。插销也可以很容易就去掉，这样随时可以把窗户开到最大。 

对开的窗户则要求不同的安全措施。某些情况下，去掉对开窗户的摇柄可能就足够了。不过，

这个办法并不是对所有的对开窗都有效。某些类型的窗户可以用撬棒撬开。大力推窗也可以是

窗户内部的机械装置松动，即使去掉摇柄，也可以被全部打开。请检查家里的对开窗，看看要

不要另外的闭锁装置。 

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窗户，不管是移动面板的，还是对开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可能需要

安装安全护栏或者金属网格。 

窗户上的遮蔽物，比如遮阳板，窗幔，百叶窗，窗帘，或者贴的透明膜，都是很好的安全措施。

窗户最好是日夜都部分或者全部遮挡起来，以防有人直接窥视你家里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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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门锁 
锁具必须有效的使用。锁是要随时使用的，即使是人在家的时候。你在花园干活，或者不在门

口的时候，坏人可以很容易趁你不注意就溜进你家。 

千万不要把大门的备份钥匙放在门垫，花盆或者石头下面，也不要用磁性盒子放在阳台灯里面

或者后面，不要放在门框上，或者是其他什么容易够到的地方。窃贼对这些藏钥匙的地方了如

指掌。而且，你都不知道你藏钥匙的时候会被谁看见。不要再藏钥匙了，最好是委托给值得信

赖的朋友，邻居或者是亲戚。 

如果你选择可信的朋友，邻居或者亲戚帮你收着备用钥匙，叫他们一定要妥善保管。如果他们

把你的钥匙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或者标上了你的名字，那去他家的人就可以拿到并进你家门了。 

割草机，自行车，工具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不用的时候要收起来，储藏室，车库平时都要锁好，

以防这些东西被盗。 

要当心的是，车库门开着，不仅是盗贼容易拿到里面的东西，如果车库是连着房子的话，犯罪

分子也会轻易的穿过车库进到你家里。他们可以关上车库门，在从容的来撬开房间和车库之间

的门而不被人发现。 

如果你在大门安装了宠物的进出门，要特别当心。体型瘦小的成年人可以通过大型的宠物门进

到你家并从里面打开门锁。 

B． 照明 
 

另一个简单而便宜的安全措施就是恰当的照明。室外使用活动感应器或者光电感应器，室内灯

可以插在廉价的定时器，或者光电感应器上，这样你可以制造一个房子一直是有人在家的样子。 

在室外，明亮的灯光可以让犯罪分子三思。不管是住在公寓或者独立屋，照明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安全因素，尤其是过道和出口处。如果你有一个很长的车道或者房子离主路很远，要确保

从马路到房子这一段整个都被照亮。 

房子四周 360 度无死角照明是最有效的，但是出于安装和电费的考虑，人们可能只能在前后门

安装。如果你安装了 360 度射灯照明，要确保主控开关是在一个方便的地方，比如你的安全室。 

定时器 
设置好定时器来照亮活动区，设置打开音响或者电视。同时使用几个定时器，错开设置，可以

模拟晚间的正常活动，比如关活动区的灯后者电视，过几分钟开一会卧室的灯。可以考虑保持

一盏灯整夜都亮着，这样外人就无法知道住户是醒着还是忘了关灯了。 

标准的 24 小时制的定时器可以设定何时开关灯或者电器。时间点每天都一样。7 天制的定时

器灵活性就更加大；你可以在 7 天，每天都设置不同的开关时间，这样可反应出这七天的日常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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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控 
一个省钱的来照明你家内外的办法就是使用光敏控制。花不到 10 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可以

像灯泡那样旋进灯头，再接上灯泡的装置。这样，灯泡在光线暗的时候自动点亮，光线亮的时

候自动熄灭。你可以在室外使用这种装置，比如露台或者走道，在黄昏自动开灯，天亮自动关

掉。 

移动感应器 
另外一个节能的方法就是把灯接到移动感应器。这种装置只在感应到移动物体时才开灯，而平

时保持关闭，可以节能。很多装置同时还自动在白天关闭感应功能，进一步节电。 

记得检查感应器的范围，有些感应器比较难激活。 

夜灯 
夜灯一般插在插座上，可以是光感的，也可以是移动感应的。有一些除非被拔下来，或者关掉

才不会发光。夜灯可以让半夜起来走动的时候不需要开其他的灯。不过，他们也同样会给犯罪

分子和不受欢迎这提供照明。在晚间，有没有很多室外的光线通过窗户进来？没有夜灯会不会

感到更加舒适？记住：安全措施在考虑全家需求和舒适水平的时候也是必须的。 

C.  灌木 
如果灌木丛可以藏人了，就要剪矮。考虑把无害的灌木换成带硬刺和刺叶子的品种。这类灌木

种植在窗下和篱笆边特变有效。 

玫瑰，伏牛花，火棘和一些类型的圣诞树都是让犯罪分子远离窗户和隐藏的好选择。过度生长

的灌木会干扰移动感应器，所以要定期修剪。 

D．警报器 
 
警报器的字母意思就是“拿起武器的命令”。不要因为安装了警报器就认为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如果安装了警报器，一旦警报响了，你还得要有一个应变计划。要和家里所有人讨论和练习这

个计划。 

警报器有很多类型，可以满足不同需求，价格有高有低。有用电池的，装在门上的，也有全宅

用，移动感应，监测型的。 

那种简单的警报器，探测到门窗打开就会发出很响的声音，在电器店或者装潢店很便宜就可以

买到。一个共同的设计就是在门或者窗户上装一个盒子，另外再门框或者窗框相应的位置装对

应的部件。激活以后，任何打断这两者相连的动作都会触发警报直到你关闭或者电池用完为止。

甚至还有为了徐哲准备的用在酒店房间的报警器呢。 
 
还有更复杂的不同设计。有一种大家都不太会选，就是被激活后，警报器不在家里发出声光警

报。这种比较适合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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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用途来说，一个好的警报系统是一旦被闯入者触发，就会发出声光警报的。大的噪音和

明亮的警灯会让闯入者迅速离开。一些装置也可以和警察局或者保安公司连线。看一下警报声

能不能再屋外被听见。要是你在屋外听到有人触发了警报，你就会知道不要回家。而邻居听到

警报声后一般也会报警。 

有人认为那种外围警报器，一旦有门窗被打开就报警的就很好了。而有人则希望还要有其他的

功能来监测家里内部的情况。 

市场上有一些可以分区监测的移动感应器。你可以编码系统只监控家里的特定区域，这样在家

里就会有更多不受限的活动空间而不会不注意就触发警报了。 

在大多数的系统上还有一个吓阻按钮。当你发现有人闯入，但警报系统没有被触发时，可以按

下这个按钮。很多吓阻按钮也可以连线警察局或者保安公司。 

监控系统可以给报警系统增加另外的安全系数。一些监控系统是和警察局直接相连，而另外的

则是和负责安装报警系统的保安公司连接。这样的保安公司要么会报警或者派出自己的保安人

员。一些保安公司没有自己的人力，但会报警处理。要和你当地的警察局确认一下，他们会不

会因为保安公司的报警而派出警员去你家。 
 
尽可能多的了解保安公司很重要。比如，加到警报后的反应时间。另外，要确定该公司会在你

需要保护的时候监视你的系统。理想的是，你选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时间，全天候的监

视你的系统。去当地的 BBB 查一下该公司也是一个好主意。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有一个最好的警报系统，最短的反应时间，也并不能保证防止罪案的发生。

有时能预期的最好的情况就是警方或者保安人员能当场或者事后抓住嫌疑人。 
 
不幸的是，好的警报系统产生了一个新的犯罪形式，那就是住家入侵。窃贼不再试图偷偷的进

入有复杂警报系统的住宅偷盗，而是趁着家里有人的时候闯入，他们认为这时候警报器可能是

关闭的。对于这种犯罪最好的措施就是保持门窗关闭上锁，房间良好照明，报警系统一直处于

激活状态。保持警报系统的状态，即使是人在家的时候。 
 
即使你没装警报系统，有时候你可以贴上有名保安公司的标志。在门上或者院子里的这种标记

会让犯罪分子在选你家下手的时候三思，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安装了警报系统。 
 
一个简单的警报办法，把车钥匙放在床头柜上。一旦听到室内外有什么动静，按下车钥匙上的

阻吓按钮----汽车的警报声会吸引别人的注意，给闯入者以惊吓，希望能吓跑他们。 
 

E．安全摄像头 
 
安全摄像头可以增加你家的安全系数。就算不在家，你可以监视家里的情况，或者不开门就可

以看到谁在门外。它还可以提供视屏证据，在家内外发生了什么事情。选什么样的式样或者大

小，你自己决定。可以是 12 个摄像头，可以远程监控的，或者一个摄像头录在磁带上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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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用来预防犯罪。 万一你成为住家入侵的受害者，你就会有可以作为证据的视频来帮助

警察找回被盗物品。 

如果你是系统比较高级，你就可以遥控系统，激活，关闭，远程查看实时影像。你要是把宠物

或孩子留在家里，你还可以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 

和其他的安全手段一样，安全摄像头也需要维护的。如果摄像头是用电池的，你必须定期检查

电池。另外，如果窃贼比较懂科技的话，监视系统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 

安装一个摄像头，但是不激活，设置安装一个假的摄像头，对犯罪也有阻止作用。他们大多数

情况下无法判断摄像头的真伪，仅仅是看到有摄像头的存在就会有吓阻作用，让他们在闯入你

家前三思。 
 

F． 狗 
 

狗是警报系统的一个良好的替代或者补充。狗的听觉和嗅觉都十分敏锐，可以在人发现入侵者

之前就早早觉察到，并且通过叫声来发出警报。 

犯罪分子喜欢 去没有狗叫的人家。大多数家庭安全的主管部门都认为会叫的狗是一个很好的

阻止罪犯的措施。但是，对于狗的大小却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只是用狗来作为报警系统，狗的

大小就完全是个人喜好了。一些专家认为狗只能作为早期预警系统，而不是真正的防卫工具。

处于这个考虑，小狗和大狗的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是看家护院或者个人防身的狗，那就只能考虑大狗了。真正的防身或者攻击狗需要专业人

员的反复训练和主人的正确饲养。家里养有防卫或者攻击狗很可能会让保险公司提高你屋主责

任险的费率甚至取消你的保险，你也有可能吃民事官司。要是考虑购买这种类型的狗，必须要

牢记，这个训狗领域并没有统一的一个认可的资质。你可能需要咨询兽医或者律师。 

记住，狗是活的，需要确定的照料。在买狗以前，要考虑到家里所会发生的变化，想想自己是

否愿意把生活的一部分给狗分享，正如狗把它的生命托付给你一样。就算你没有狗，在门口放

一个狗碗或者狗链子也会让人觉得家里有狗。 
 

G． 钥匙 
 

使用钥匙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记住，不管是谁，拿了你的钥匙，就可畅通无阻的去你车里，家

里，拿走你的财产。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钥匙都放在一起。你可使用两片的钥匙圈或者那种每把钥匙都有一个单独扣

的钥匙包。这样，可以把重要的钥匙和其他的钥匙分开来。 

当在停车场使用代客停车，后者把钥匙交给停车场管理员，修车铺的时候，只给他们车钥匙就

好。你要是把所有钥匙都给人，你就给了陌生人一个复制你钥匙的机会。瞄一眼你车子的登记

资料，或者留在车里的邮件，那个人就会知道你住在哪里，而且你这会正好又不在家。一个绝

好的盗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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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车的外面藏备用钥匙。偷车贼知道所有可以藏钥匙的地方。与其藏钥匙，倒不如把备用

钥匙放在可信任的朋友，邻居或者亲戚那里。 

如果你要把你家的备用钥匙交给可信赖的朋友，邻居或者亲戚，要让他们一定要妥善保管。请

他们不要给钥匙做标记，不要放在可见的地方。要是有人去他们家，可能就会拿了钥匙去到你

家的。 

记住，如果在酒店存放外套，挂在办公室，或者放在别人能轻易接触你物品的地方的时候，一

定要把口袋里的钥匙，钱包支票本等个人物品拿走。你可以在钱包（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里

放一个汽车的备用钥匙，以防万一钥匙被锁在车里。 

H．家庭防御计划和安全屋 
 

不管你采用什么方法来组织别人闯入你家，非法入侵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这种可能性的

存在，有必要建一个家庭防卫计划，设立一个安全屋。 

事先计划好一旦有人闯入你和家里的人该怎么做。该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家里设立一个防

御中心，叫做安全屋。 

安全屋就是在发生破门而入的事件时对自己和家庭成员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有人在你和家人在

家的时候闯入，你们可以退到安全屋，锁上门，报警。 

很多情况下，所选的安全屋是主卧室。检查一下该屋子的门。这些门应该和大门一样，都是实

心，硬木或者金属的。（大多数的房子室内门都是薄弱，空心的木门）另外，要确保在安全屋

安装优质的别锁。 

家里有小孩，婴儿或者幼儿的，应该把他们的房间作为安全屋。大人撤退到小孩房间要比先去

小孩房间，再把孩子带去大人房间要容易。 

要确保你的安全屋备有一下物品： 

 电话，可用来报警：如果可能，在安全屋使用手机。罪犯可以剪断电话线，后者取下

分机从而完全切断传统座机或者无绳电话的联系。 

* 当你打 911 的时候，你电话登记的地址就会显示在 911 的屏幕上，所以，你要是不

是在家打电话，记得要报告你家的地址。 

*旧手机只要有电，哪怕原来的卡已经失活了，还是可以打 911 的。记得在房间里放一

个充好电的手机。 

*记住，无绳电话需要有插在普通电话线上的座机才能工作。如果电话线被剪断了，或

者拔掉了，无绳电话就没用了。而手机是不需要普通的电话线来发送和接受信号的。 

 手电：你会需要手电的，因为坏人有可能会切断你家里的电源。要确保你有额外的电

池后者充满电的可充式的电筒。 

 备份家的钥匙和车匙：如果你的安全屋有窗户，备份家的钥匙和车匙放在这安

全屋内，当警察来时，你可以把钥匙从窗户丢给警察，让警察可以迅速进入你

家，同时也让警察知道你的安全屋所在地(你也许需准备长棍子，因为如果是夜

晚你可能要用棍子传钥匙给警察)。另外如果你可以逃跑，你也需要车钥匙。 
 合法的个人防护的装备。 
 如果安全屋有窗户的话，准备小的折叠式楼梯方便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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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定好安全屋位置后，设备好一切装备，你和你的家庭成员就应该付出实际行动去

做防御计划演练以备实际情况发生。 
和所有家庭成员讨论，让他们了解当实际发生时应该做什么和往那个方向走，打个比

方说，一个人打电话报警，另外一个人帮所有成员往安全屋方向走。 
反复演练，评价你的防御计划。要经常对计划进行评估，同时做出任何觉得有必要的

改变。 
 

I. 访客 
 

在窃贼进入你家盗窃前，他们大概都已经花时间去了解你家有什么贵重物品，要知道

你家有手提笔记本、电视、游戏机等，非常简单的做法就是去敲你家的门。 
有可能让你开门给陌生人的情况就是:销售人员、邻居找走失的宠物或是送货员等，都

非常有机会去窥视你家有什么贵重物品。 
即使你没让他们进入你家，但你的门已开得足够让他们能窥视里面，同时有机会让他

们知道谁有在家或不在家。 

解决这种问题就是绝不开门给陌生人，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从屋内窗口细缝去观查在

外面离你有一定距离的人而不让他们知道你在家。 
如果你有小孩个子不高无法从窗口辨视，那就需要再安装第二个符合他们高度的窗口

以便容易确认来访者。 
公用事业公司的雇员或正规的维修人员总是携带员工证件，穿着公司制服，员工会在

外面等待让你打电话给他们公司确定身份。 
犯罪分子通常侵入家里都是敲你的门，最好的方式就是即使你不开门也说我不感兴趣

或是我正在忙。 
如果有人送包裹就让他留在门外，如要求签收，在你开门前就要想想如何提高你的安

全性再开门。 
如果你对要求开门签收有所顾虑，你也可以要求送货业者把包裹留在送货中心，你自

己去取。 
如果有陌生人要求借电话，要求他们在外面等，不管任何情况下发生，绝对不要让他

们进入屋内。如果你是女性单独一个人在家或公寓内，陌生人要求和你先生或家中男

人说话，就回答说他在后院忙不能和你说，不要给陌生人知道你一人单独在家。 
永远记住在你开门之前要确认是谁在外面，有很多方法是可以不开门就能完成，同时

也要教小孩子，在开门前确认外面是谁，记住，这是你的家，由你决定要给谁进来。 
   

 J .  洩露你的行程 
 

当与其它人沟通时，低调处理你的日程表或旅行计划。你或许会遇到陌生人在门外或

接到电话询问有关你的旅行计划，不要洩露这些同时多加小心不要和你不信任的任何

人讨论你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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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要告诉陌生人你通常什么时候离开家。绝对不告诉任何人你几点不在家去看医

生或牙医，同时不要在公共场合高声谈论你的行程，容易让其他人知道。也不要在网

络上讨论你的个人行踪，窃贼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去你家，不

要成为帮凶者。 
 

K .  邮件信箱 
 

        另外一个有提升安全考虑的就是信箱，很多信箱服务就像是邮局，现在有很多可

以租信箱。 

联邦法改变这项租信箱服务已有很多年了，你可以用租赁信箱地址来收信。你必须填

一份表格，叫 USPS  Form1583 给美国邮局，告诉他们你的信，经由邮局送到你所租

的信箱。这表格还有租信箱文件表格都可以在邮局拿到。 
        现在大多信箱服务公司都接收任何送货公司的货物，通常都会贴告示在你信箱告

诉你有包裹或是打电话通知。 
        使用租赁信箱公司也可以消除些安全上的顾虑，其一是当你要出门旅行时，你家

的信箱不会塞满信给犯罪分子有机会知道你不在家，你可以用这地址标记你所有行李、

手换电脑和随身物品，再者是同时你也可以消除任何送货人员去你家的风险性，最后

是你用租赁信箱地址也可以避免当退回包裹信件时，被没有你授权的人利用你家住址。 
        你应该注意就是私人租赁信箱或是邮局信箱，可能不会被你当地驾照服务中心或

投票中心所接受。你的驾照上有你实际居住地址，这项改变和规定已有些地区实施，

同时你的信用卡和银行也许也不承认信箱地址。自己要去这些机构问清楚对地所的要

求。 

 

VI．车辆安全 
 

A． 接近，进出车辆时 
 

人们一般在走向和离开车辆的时候不注意周围的环境，使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记住，警觉是关键。要对周围环境保持警觉！就是因为这个和其他一些原因，不要在

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后者收发短信。使用电话会让你不能专心看路况和周围的情况，而

且可能是违法的。 

在走向车子的时候，不要手上抱慢东西。这点，不管是在家或者其他地方都要注意。

尽量保持一只手空着，就算来回多走几趟也没关系。 

你在离开建筑物或者商场的时候，可以要求保卫护送你走到车子那里。他们都习惯收

到这样的要求，也会很乐意护送你过去的。要留神那些在你快离开建筑物或者商场时

对你过分热情的人。记住你的停车位置，避免在停车场晃悠找车。千万不要停的孤零

零的远处或者没有灯光的地方。尽量靠近建筑物或者商场的入口处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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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车场，要特别注意楼梯。沿着车道走，只要注意车辆，比走楼梯要安全的多。另

外，留意报警按钮或者报警电话的位置。很多停车场都有这些装置。 

在走去车子的时候，要事先就把钥匙拿在手上准备好。（同样记得回家快到门口的时

候也要准备好钥匙。） 

万一在停车场受到攻击，但离你的车或者建筑物入口有有距离，记住，你可以钻到旁

边车子底下来躲避攻击。（想想看，有人要把你从车子底下硬拖出来是多么困难！）

钻到车子下面后，可以大声呼救。要是随身带的话，激活个人警报器，或者是你车钥

匙上的吓阻按钮。 

犯罪分子认为你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不要那样做！从副驾驶位接近你的车子。离

得远的时候，就注意观察车子周围和底下。有些犯罪分子会躲在副驾驶那一侧，等你

上车后马上也进来。不管怎样，你拿着钥匙在车里后，他们就很容易抢你的车了。 

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观察车子周围的情况后产生怀疑，那就直接往前走，而不要上

车。实际上，故意走过车子可以让你有一个全面的三个角度的观察---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主意点。如果有什么可疑之处，离开求救。在开车门之前，看一眼后座或者储物空

间，确保没人在里面。 

确保车内没人，可以安全进入以后，打开门，尽快放好随身物品，上车，然后马上锁

好车门。锁好门以后再插钥匙，扣安全带。 

安全上车后，把包和贵重物品放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把公文包或者拎包放在地上或

者座椅下面而不要放在旁边的座位上。 

千万不要把付驾驶那边的窗户全部降下来。这样会吸引歹徒。如果非要降下窗户来通

风或者和别人说话，降一些就好了，千万不要全开。 

如果有人靠近你的车子或者试图拉开你的车门，马上开走。 

开车去目的地的时候，检查后视镜，确保没有人跟踪。如果怀疑被跟踪了，绕几圈看

看那辆车是不是也跟着绕。 

如果觉得被跟踪了，不要直接开回家。开去最近的警察局。要不找一个人流大，照明

好的商店或者办公楼这些可以呼救的地方。不要轻易下车。必要时按车喇叭来吸引大

家的注意。 

到达目的地后，下车前仔细检查周围环境。如果发现有可疑，威胁的事情或者人，不

要下车，马上开走！ 

另外，不要轻易在车窗，保险杠上贴你孩子学校的名字，你从事的运动项目等等。这

些会让犯罪分子获取对他们有用的信息。 

下车后，车内的贵重物品，比如拎包，钱包，GPS，手机登物品都要放在外人看不见的

地方。另外，车库的开门器也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最好是随身携带。要是他们发现

你停在单位，体育馆或者任何其他不适住所的地方的车里的开门器，犯罪分子不仅可

以进到你家，而且他们还知道你不在家！很多情况下，犯罪分子弄开你的车子，在你

GPS 里发现你家的地址，然后再用开门器进到你家。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不

要把车库的开门器留在车里。 

 

B． 一旦车坏在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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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保持油箱不要太空，保持车况良好。事先查好路线，这样就不用中途停下问路。

在手套箱里放一份当地的地图，万一迷路了也有用。不用过于依赖 GPS，因为有可能

会没信号。随身带手机，车里放一个充电器。在车后备箱放一个紧急备用品装备箱，

包括有急救包，启动电缆，毯子，反光三角标志和灭火器。市场上很多预装的箱子价

格在 18 到 100 美元之间。 

万一半路车坏了，尽量靠边停下。打开双跳灯，移到副驾的位子上，然后打电话求救。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如果在等救援的时候掀开车前盖或者在天线上系上带子，可能会

成为罪犯的目标。考虑购买道路救援服务。大多数的道路救援服务会给你带来汽油，

帮你换胎，更换电池等。 

要是半路车坏了，要非常小心。你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 

 

求救 
在求救的时候，把车门锁好，窗户关严。在打完求救电话后，在打给几个朋友，让他

们知道你的车坏在半路上。如果正好附近有朋友，请他/她过来和你一起等。 

如果要出车子来摆放应激信号，一定要使用背离道路那侧的门。 

如果有其他驾车的人停下来帮忙，和他们对话的时候不要把窗户完全打开。把窗子降

低一部分----千万不要把窗子降低到别人可以探进来够到你的程度。如果有任何可疑

的行为，就说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如果有人说可以载你一程，或者让你上他的车去等待救援，不要去。千万不要接受陌

生人的搭载或者上他们的车！ 

现在，有的车是有车辆追踪系统的。该系统使用 GPS 技术来精确定位车辆的所在地点。

使用该服务可以在需要帮助或者指路的时候联系接线员。另外，如果系统检测到气囊

弹开，会自动联系监控中心。 

 

小心被骗 
要注意那些试图挥手让你停车或者拦下你车子的人。有很多起案例，犯罪分子让女子

停下车，告诉她说是发现她车子有问题（比如有活化，冒烟，车底下漏液等等）。然

后他们说服她车子不安全了，让她上他们的车子。 

男子也会在看到漂亮女子有麻烦后停车帮忙而成为受害者。有些这类女子还有同伙躲

在一边，等有人停下后再现身。他们经常估计提供帮助的好心人，或者抢走他们的车

子。不要被这些罪犯所迷惑！你不停车帮忙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打电话

求援。 

要预防犯罪分子来破坏你的油路。要确保你的车子油箱盖是可以锁住的或者有一个可

以锁住的油箱盖的罩子。 

要小心人为的事故。现在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故意制造一些事故，比如故意抢道，急

刹车或者造成擦碰。然后他们提交伪造保险声明或者医疗账单来骗取钱财。根据全国

保险申报局的数据，可疑的申报从 2008 年以来，数量已经翻番了。 

如果你认为被卷入了人为设置的事故，要做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以防对方有任何的虚假

申报。拍摄车辆的照片，重点是损坏的部位。要排到牌照，还要排到车里的人（有些

犯罪分子会说车里有很多人，这样就可以申报更多的医疗费用！）。如果有怀疑，哪

怕是一个很小的事故也最好报警，在警察到达以前，呆在车里不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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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车的人会制造一些小事故来让开车的人下车。例如，他们会在后面撞上你的车。当

你下车去查看车后方的毁坏情况时，其中的一个人机会立马进入你的车把车开走。坏

人还会攻击或者就地抢劫你，或者把你推进车逼你和他们走。千万不要放弃车辆可以

对你提供的保护！就呆在车里，可以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C． 遇到事故该怎么办 
 

万一发生了车祸，就一直呆在车里等警察来。如果只是很小的擦碰事故，对方建议不

必等警察来，大家交换一下保险信息。你可以坐在车里完成这些，不需要下车。只要

把你的驾照和保险卡隔着窗子给对方看就好了。 

 

D.遇到警车该如何（包括有标记和无标记的） 
 

你可能会遇到警车，或者无标记的车辆闪警灯示警叫你靠边停下。如果你对当时的情

形感到困惑，或者叫你停车的那人不是真的警察，那下面几点你应该有所准备。 

大多数的警察，不管是穿制服还是便衣，都会坚持要你把驾照和车辆注册文件递交给

他们。你可以只把窗户降下一几寸，从窗缝安全地把文件递过去。 

如果是只有一个警官出现，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让你下车，或者你怀疑这个人是个假警

察，你就要就再派一位警官，最好是女警官，等她来了以后你再下车。 

 

  E. 背包徒步者和陌生人 
 

千万不要半路让要搭者上车！不论这些人看起来是多么无辜，值得同情，一定要控制

自己不要给他们搭车的冲动。自己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也千万不要随便去搭别人的车。

随便进到陌生人的车里是自己找麻烦。 

不要给不熟悉或者陌生人搭车。就算你们以前在聚会或者办公场合遇见过，你们其实

也并不是熟悉到可以让你冒险的地步。同样的原因，也不要接受不熟悉的人或者陌生

人给你提供的搭车。大多数的性侵都是发生在认识的或者曾经见过面的人之间--你不

必为不给熟悉的人搭车而感到有任何负疚！ 

 

 F. 应付路怒 
 

路怒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常见了。请按照下列几项要点来避免成为路怒的受害者： 

 给粗鲁的，没有耐心的驾车人让路 

 一旦有人紧跟着你开，换到旁边的道，让他超过你。要是对方还是紧贴着你车

后，试试减速，以便让对方超过你。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那就找个安全的，

照明良好，有路人的地方停下来。等几分钟后，让紧跟你后面的人开远了，再

重新上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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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突然插到你前面，在你前面突然停车，进行任何错误的驾驶动作，或

者表现出针对你的任何冲动和愤怒，不要对怼。不要进行目光接触或者看对方。

千万不要作出任何的姿势。 

 要是因为你的错，而导致另外的开车人愤怒，不要对怼。如果对方愤怒并且试

图引发事故（比如在你面前突然刹车，想让你追尾），那就找个安全的，照明

良好，有路人的地方停下来。等几分钟后，让紧跟你后面的人开远了，再重新

上路开。要是对方在路上等你，那就找个可以求助或者可以报警的地方再停下

来。 

 

 G. 预防盗车贼的装置 
 

职业盗车贼可以破坏绝大部分类型的防盗装置。但是，破坏这些装置是需要时间和精

力的。职业盗车贼都希望迅速而悄无声息的进到车里，然后尽快离开。因此，盗车贼

偶会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他们一般都不对有防盗装置的车辆下手。而挑那些无保护

的车辆下手。 

现在有很多种防盗装置可供车主选择。一下是几个例子。 

 

方向盘锁 
方向盘锁一般都有一根可以固定在方向盘上的长金属杆子。这个金属杆子配有锁具，

锁在方向盘上。金属杆锁上后，方向盘转动时，杆子会碰到车门，车窗还有车子其他

的部位，从而使方向盘的转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很不幸，这种装置很容易就被瓦解。如果偷车贼用工具把方向盘锯开一个缺口，那这

个方向盘锁就很容易被下掉了。另一个破坏该装置的办法就是捣毁挥着撬开锁芯。不

管怎样，这种一眼就让人能看见的装置还是会让偷车贼去寻找另外更容易下手的目标

的。 

 

汽车警报器 
汽车警报器一般是由传感器（电子的，移动或者撞击诱发的）加上一个发出高音的装

置，可以发出警报声，刺耳的噪音或者多频的声音。有些警报器还同时使汽车的喇叭

鸣笛，车灯闪烁。便宜的系统一般不会额外的警报器，只会使汽车鸣号。 

 

这种装置的主要缺点就是越来越常见了。另外，很多这类装置都可能以为无意间碰到

车辆而被激活。结果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看到这类警报而变得无动于衷了。他

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经常性的声光刺激，而不再去探究是否真有窃贼或者是报警了。 

 

但是，这些装置有时还是会吸引人的注意的。做贼的一般都希望不引人注意，所以他

们往往都不会偷这辆车而转去其他容易下手的目标。即使他们想办法进到车里，警报

器发出的噪音和闪光也会吓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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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火装置 
所谓的熄火防盗装置就是切断电路或者油路的开关，这个装置只有驾车者打开一个隐

蔽的开关才会接通车辆的电路或者油路。这类装置有效，廉价，并且容易安装。如果

车贼想要偷车，发动机无法启动。那他就得选择要么呆在原地来找出原因或者离开再

找一容易下手的目标。 

 

车辆追踪系统 
装备了这类系统的车辆装有一个隐蔽的微小发射器。当车辆失窃，失主报警，警察可

以激活该系统。激活后，该系统会悄悄发射信号给警察局的追踪电脑。发射器使用车

载电池的能量，不论车辆是否启动都可以工作。 

 

 H. 劫持汽车 
 

随着汽车报警器和汽车制造工艺的进步，采用老办法偷车变的越来越困难。可是，偷

车案件的减少的同时，另一种更危险的案件的数量却在增加--车辆劫持。某些罪犯只

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偷窃的目的，而另外一些只是通过使用武器来挟持受害者。 

为了减少被劫持的机会，要随时保持警觉：上车后立刻锁门，其他的车门也要一直保

持锁闭的状态，车窗也要关好。 

 

不要把家庭住址输在 GPS 里。一旦坏人控制了你的车子，他们就可以打开 GPS，然后

直接开到你家了。不要被家庭地址存在 GPS 里，建议把附近的便利店，或者大的路口

设为家里的位置，这样你到那里后很容易就知道回家的路。这样的设置，既不会影响

你用 GPS 回家，坏人也没法用偷了你的车和 GPS 后找到你家了。 

 

自助加油站 
因为大多数人都使用自助加油，劫持者发现加油站是一个寻找潜在目标的理想场所。

他们往往就是等在那边，一旦机会来了就跳进车里把车开走。 

 

很多驾车人在下车加油的时候，往往钥匙不拔，车门不锁。当车主加油的时候，抢车

的人很轻松就可以在另一边打开车门，上车把车开走。 

 

有时候抢车的人一直等到车主去里面付钱才下手。车主忙着付钱，而他则开着车跑了。 

 

要哪，什么时候去加油都要小心。尽量在白天，去自己熟悉的地方。另外，养成在半

箱油的时候就加油的习惯。千万不要因为没油了，只能被迫在陌生，或者不安全的地

方停车加油。 

 

等红灯 
抢车的另外一个机会就是等你在红灯前停下来的时候下手。要是你的车门没锁，他们

会有好几种办法。抢车的人可以拉开驾车者的这一侧的车门，把你拽出车子，或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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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推到副驾那边的座位。另外，他们也可以打开任何一个门，闯进车里，把你扔出车

外，或者强迫你带着他们一起开走。 

 

即使你的车门，车窗都锁了，劫车者还是可以打破车窗，够到你。他们还可以拿出武

器， 要是你不开门，他们就威胁你。这时候你能做的没有多少选择：合作，开走或者

下车逃走。 

 

合作是最差的选择。如果你把自己交到劫车者的手里，你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开走是比较好的选择。开车的时候，要养成停车时保持和前车至少一个车位的距离，

这样增加开走的机会。尽量在靠右边的车道开车，住这样可以很容易逃到路边。要是

其他车道车很多，会把路堵住的。（当然，要看清每一条道的情况。要是路的右边是

有水泥墙，这条建议不适用。） 

 

要是你被堵住，不能开走，那就弃车逃走。尽管这个选项会有危险，但总比你把自己

交给劫车者的手里好。 

 

 

VII. 出门旅行的安全 
 

当准备出门旅行行李的时候，记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旅行文件。你的护照，信

用卡，身份证以及旅行计划，这些都带有重要信息。要确保你随时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一旦有人拿到你的旅行计划，他们不但会确切地知道你每晚都在哪里，而且你家多久

会没人。要是他们还有了你其他的旅行文件，包括登机牌，饭店收据等等，你的个人

信息就会泄露，从而导致个人身份被窃。 

 

在旅行的时候，不要把这些所有的文件都放在一个地方。要是你把所有重要文件都放

在随身行李或者提包里，一旦被偷或者遗失，你的旅行安排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

你的重要信息可能会落到坏人手里。把这些文件都复印一份，放在不同的地方，或者

把一般交给你信任的旅伴。 

 

在机场和旅店登记的时候，尽量缩短这些文件打开在人前的时间。使用自助机器的时

候，遮住信用卡或者确认号，如果周围有人，不要把驾照和其他有你全名，地址的信

息放在台面上。 

 

A. 机场安全 
 

旅行的时候，要随时注意安全。在机场时要保持一下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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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标签 
使用有遮盖的行李牌，这样你的名字和地址可以被盖住。或者把标签反过来放，这样

空白的一面朝外。 

 

使用办公地址比家庭住址要安全，尤其是行李被犯罪分子偷走或者信息被盗的时候。

不过，用办公地址的时候要小心你的同事不会把你的住址透露给任何人。请他们给你

留个言，告诉他们你会尽快打回去。你自己也要注意。定期打电话回办公室看看是否

有电话留言。 

 

最好是既不用你家庭地址或者办公名片，而是在行李牌（以及所有个人物品，比如

iPad，笔记本电脑，等等）上使用邮箱服务或者一个临时的地址。 

 

打包行李 
用质量好的，但避免那些看起来贵的行李箱。时髦，高质的皮箱子往往让你变成某些

人的目标。 

 

轻装旅行。不要带那些丢不起的东西，比如过多的珠宝和行李。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

来过分的有钱，引来罪犯的注意力。 

 

千万不要把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药和珠宝）放在托运的行李里。你可能再也看不到

你的行李了（失窃或者航空公司的失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随身的行李里。 

 

打包的时候，每个箱子里的东西都需要有个清单。一旦你的行李遗失或者失窃，你就

需要这份清单来报保险。 

 

不要把这个清单放在行李里！要是行李丢了，清单也就丢了。要是有两份清单那就最

安全了。随身带一份，留一份在家里。 

 

如果你准备携带个人保护装置（比如辣椒喷剂或者火器）的话，你要确保了解所有相

关的法律和规定。商业客运商（航空公司，火车，还有客车）可能会限制携带这些装

置。你要去的，后者路过的城市，州，国家可能会禁止这些装置。不要违反法律。 

 

票务台和安检 
在票务台或者安检排队的时候，把行李放在你的前面，不要放在后面和侧面。做贼的

人只要几秒钟干扰你的注意力，而他的同伙就可以拿走你的行李。 

 

托运行李 
托运行李的时候，确保你一直看到托运的行李放到传送带上。如果你的行李被一直放

在推车上无人管，谁都可以走过去把它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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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机区 
不管你是在候机区看书，在饭店喝咖啡，在等飞机或者火车的时候消磨时间，要一直

把行李放在你的前面。如果你带有小旅行包，公文包，电脑包或者女式包，那就把包

带子绕在手臂上。不要被分心了而让窃贼顺走你的财产。 

 

B. 租车 
 

最好的办法是不让犯罪分子知道你是游客。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你可能不熟悉这个

地方，比起当地的居民来更容易迷路，亦或是更容易因为你来的目的（观光或者商务

等等）而更容易分心，有更大的可能带有值钱的东西和额外的现金。所有的这一切，

你就是一个完美的犯罪对象。 

 

要确保你所租的车不会让你看起来是个游客。这个车上有额外的标记或者车窗上有贴

纸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租来的车吗？车牌照呢？有些租车公司使用特制的车牌，犯罪分

子一眼就能看出是租来的车子。 

 

在离开租车公司的柜台前，一定要弄清楚目的地的位置。有一个最新的地图是个好主

意。看起来很清楚的路线可能会有些错误或者忽略了重要的信息。地图可以作为一个

重要的后备措施以免迷路。不要停在路边查看路线。这样会引人注目，而犯罪分子可

能会利用这个情况。 

 

C. 出租车和私人专车 
 

如果你准备出门很晚或者就是不想自己开车，可以考虑坐出租或者私人专车。这类交

通工具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车辆和驾车者一般都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核

标准。你可以事先预约，或者当场打电话要车。查看一下司机的执照以确保他/她是可

以合法驾驶这个车辆的。有些犯罪分子会假扮车出租车的司机。 

 

如果你住饭店，和前台联系，饭店有时会有免费的接送班车，或者可以告诉你可靠的

出租车源。 

 

要小心新的后者“灰色”出租车服务，比如 Uber。在有一个长期的安全记录前，你无

法确实知道他们的背景调查或者司机的筛查的细节都有什么。你也无法得知这些公司

都和司机分享哪些信息，比如以前就有抱怨司机知道了乘客的个人信息，包括全名和

联系方式。 

 

不要牺牲安全来换取便利。如果真要使用这些服务，要格外小心。拍下车辆和牌照 的

照片，发给亲戚朋友。告诉他们你预计到达的时间，告诉他们你到了以后会通知他们

安全到达了。最好是叫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租车公司，他们司机的身份都是张贴在车辆

里的。 



美东华人射击协会翻译编辑--------------------------------- 
 

Page 27 of 46 
 

 

D. 公共交通 
 

乘坐公交的时候，要随时注意周遭的环境。避免空无一人的车站和地铁站，这些都可

能是危险所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尽量靠司机或者出口处坐下。坐地铁的时候，选

人多的车厢。事先看好紧急求救按钮在何处，以备不时之需。 

 

E. 住宿 
 

在预定饭店或者汽车旅馆前，看看网上的评价，其他客人是如何评论该店的安全和房

间的条件的。你还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当地的店里（不是那种全国通用的预定号码），

如果你对住店安全有任何疑问的话，下列问题建议你询问店里： 

 

你的房间的门锁是什么类型的，是否是 deadbolt 的，也没有安全链或者安全插销。门

上也没有猫眼？门钥匙的哪种？门卡是不是每个客人都是不同的？ 

 

房间在一楼吗？如果是的话，窗户的高度是不是足以防止有人破窗而入。入住后要检

查窗户的锁。每次你回到房间都要检查一次。如果不是在一楼，也不要住在高于 10 楼

以上的楼层。消防云梯一般都够不着 10 楼以上的高度。 

 

要是你的房间有阳台，那从其他房间的阳台能不能爬过来？阳台的门是否有好多锁。 

 

旅店周围的环境如何？是否安全，居民密度是否高？ 

 

旅店是否有保安？保安是否 24 小时在岗？室外是否有良好照明以保夜晚安全？ 

 

房间内是否有保险箱？前台是不是有保险箱或者安全寄存箱提供给客人使用？ 

 

住下后，告知前台不要把你的姓名和房号告诉任何人。你可以要求服务人员送你到房

间。你还可以要求他们先进房间确保一切都没问题后，你再进房间。 

 

要担心犯罪分子会采用各种手段进入你的房间。比如，有案例就是他们利用饭店内的

便利电话随机拨打客房电话。如果一旦是女性客人接了电话，他们会假装是维修人员,

并要求她查看一下火警，温控器或者房间内的其他装置。如果该女子叫打电话的人等

着她去看看，而不是叫房间内的其他人去查看，那犯罪分子就认为她是独自一人在房

间里。该女子再拿起电话回答的时候，这人就会告诉他楼里这个装置出了故障。然后

告诉他，过几分钟会有维修人员去她的房间。这样，过一会犯罪分子再去敲门的时候，

该女子就会没有任何疑问的让他进去了。 

 



美东华人射击协会翻译编辑--------------------------------- 
 

Page 28 of 46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他们是饭店前台的，你的账单出了问题，他们

要核实你的信用卡号码。千万不要通过电话告诉对方这个信息！去大厅前台查看一下

是否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没有，通知前台你刚收到的打电话，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 

 

购买专门为饭店客房门设计的辅助锁。这种装置不需要钻孔，可以很快夹在现有的锁

上，极容易放在门的内侧，也不需要使用钥匙。这样的旅行锁可以确保当你在屋内的

时候没人能进屋（不管他们也没有房卡或者是撬锁）。你还可以使用个人警报器，把

警报器安在门把手，而拉绳安在门框（后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一旦门开了，警

报就会响起，使你提前预警可能的闯入者。门顶子警报器在饭店也是很好使的。 

 

F. 国际旅行 
 

不要携带过多的现金。旅行支票对于国际旅行还是有效和有用的。有些旅行专家建议

携带一部分旅行支票，一部分充值卡。VISA 和运通都提供充值卡，这些卡既有 ATM 或

者银行卡的便捷，也有旅行支票的方便。(这些卡可能会收换汇手续费。买以前问清

楚。）一旦 ATM 网络断了，或者指示不是你能读懂的语言，或者你的密码失灵，你还

可以使用旅行支票。旅行支票和其他带钱的方式相比，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万一丢了，

签发者可以免费替换。 

 

信用卡可以避免汇率转换的麻烦，因为你消费以后，信用卡公司会帮你换算。一旦信

用卡遗失或者被窃你可以申诉，任何未经授权的消费你都不用担责任。不过，可能会

收取外汇消费手续费，得事先问清楚。 

 

你账户的突然异动，比如经常在国外用 ATM 卡，银行卡甚至信用卡提现，有时会触发

银行的警报而冻结你的账户。为了防止身在海外而没有一张可用的卡，一定要在出发

前告知银行你要去的地点和时间。打电话的时候顺便也要问一下万一在国外你的卡丢

了打什么号码可以报失---你的卡背后的免费电话号码只能在美加境内拨打。 

 

出发前带上当地的指南和翻译字典。学会几个关键时刻可以避免麻烦，求助的词汇和

短语。比如“报警，”“我需要帮助，”以及“帮帮我，”这几个在你遇到麻烦的时

候是很有用的。 

 

买一个最新版的当地地图。注意附近的医院和警察局的地点。要是目的地有美国大使

馆或者领事馆，也要标记好地点。 

 

学一些目的地的文化。某些在美国社会可以接受的服饰和行为，在你要去的国家可能

不合适，甚至可能是违法的。 

 

学习目的地的法律。大多数在家合法的个人防身装置在你要去的国家很可能都是被禁

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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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目的地目前的犯罪统计。是否有特定的某种犯罪经常发生？该过政府是否有

采取措施来扼制犯罪？看看是否在旅行的时候要特意避开某些地方，或者要特别留意

的。这类信息的可靠来源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发布旅行警告。最新的旅行警告可以通

过拨打 202-647-5225，或者登录 www.travel.state.gov，点击网站上的旅行警告。 

 

在出发前，建议你找出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应急电话号码。 

 

在到达前，了解当地的电话系统是如何使用的。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你需要报警或者

求医，你不会希望浪费时间。可以考虑买一个卫星电话，这个电话通过卫星，而不是

手机信号塔，所以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使用。这样可以避免国家区号，外国电

话系统的麻烦，同时也保证遇到紧急情况时不会手边没有手机。 

 

你还可以考虑购买旅行医疗保险。一旦在旅途中生病，这些保险计划可以负担你的医

疗和转运费用，保证你即使在医院和医疗技术欠发达的地区也可以享受一流的医疗服

务。如果你有这个保险计划，你就不用担心去哪所医院看哪个医生，或者在看病的过

程中有任何语言障碍。你可以上网搜索“旅行医疗保险”。 

 

查找海外旅行信息，包括最新的旅行警告和有关旅行重大诈骗，请去国务院的旅行网

页 www.state.gov/travel。 

如果是学生去国外旅行，请查看 www.studentsabroad.state.gov 

 

G. 别忘了家里的情况 
 

当你离家在外的时候，最好是请信任的朋友，邻居或者亲戚查看你的房子，并且做下

列的事情让你的房子看起来不是没人住的： 

 在车道上停一辆车 
 不定期的去房子里看看 
 在收垃圾的地方放垃圾 
 按时割草 
 把人行道和门口的雪铲干净 
 每日收信箱 
 每日或每周的报纸要随时拿走（你也可以叫你的报纸和邮局在你外出期间暂停

投递。） 
 每天把门口的广告和包裹及时收走 
 定期在房子周围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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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技术安全 
 

A. 电话安全 
 

电话是每个人的重要信息来源，当然也包括罪犯。每天都有很多人卷入电话诈骗案件。

一旦被骗，受害者把重要的个人信息通过电话泄露后，那损失的就不仅仅是钱那么简

单了。 
 
犯罪分子常常利用电话来寻找他们的目标。千万不要在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里透漏任何

信息。在参加电话调查活动的时候尤其是要当心。对方声称是你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

打来的时候，千万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一下是一些常见的电话诈骗手法，大家当心： 

 对方说你被选中，要发奖品给你，但是他们需要核实一下你的真实身份--包括

你的全名，出生日期，社会安全号。这些足够盗取你的身份了！ 
 对方不断施压要你立刻就接受做出决定来接受他们的要求。 
 对方提供免费的物品，但是要你提供信用卡号来付运费。 
 对方告诉你家里有人遇到麻烦了（困在海外，坐牢，等等。）他们需要你汇钱

过去帮忙。 
 对方来电显示，号码和身份不相符。有的人号码你是知道的，有些公司你要听

说过，打电话来的人冒充是是你所知道的人或者公司，问你要你的个人信息。

这类诈骗成为“钓鱼”。 
 打电话来的人称自己是慈善机构，要求捐款，并且慷慨地提供给你一个大礼。

问他们要组织的网站，你去进一步查看----没有哪家慈善机构会只进行电话拉

赞助的！ 
 对方说你有未缴清的罚单，或者有通缉令要逮捕你。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交通

部门的或者是法院的，你必须马上交罚款要不就要坐牢。类似的诈骗还有说你

闯红灯被拍下要罚款，或者 EZ-pass 过路费没交，或者没去参加陪审团。记住，

追债的没有权利逮捕任何人，不要被吓住了。留下对方的名字和号码，打回去

查看是否是合法的。 
 对方说自己是 IRS 的。他们会说你欠了一大笔钱，或者有一大笔的退税，他们

需要你的银行账号信息来处理付款手续。IRS 出来不会通过电话要求付款信息，

他们都是通过邮政系统给纳税人提交书面通知的。一旦有人说他们是 IRS 的，

要你提供这类信息，离开挂断电话，并且通知 IRS，他们的号码是 800-829-
1040. 

 银行的警告通知---你收到一个语音留言，说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你必须打这个

免费的号码去激活。你得要输入你所有的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和社会安全号

码以证实你确实是卡主。不要拨打这个号码---要是你真担心你的卡被冻结或者

出了问题，直接去银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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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你没提到振铃声，却没接到电话，或者电话只响了一声。你打电话回去，

就会被接到海外的成人娱乐或者聊天台，导致巨额话费。即使看起来像美国本

土的区号，也有可能是海外的（比如，809 是多米尼加，876 是牙买加，284
是维京群岛）。上网查一下这个号码，看看是否有人已经报告了这个号码的诈

骗活动。就算没有，最好也不要回拨---真要是认识你的人，他们还会再打过来

的！ 
 
在电话中千万不回答任何会泄露你日常活动，银行信息，信用卡和社会安全号，收入

水平的提问。尤其要当心那些问你姓名，地址，银行账号和信用卡号码的。那些真的

从银行，信用卡公司或者信用报告公司打来的他们是已经知道这些信息的。万一你接

到这样的电话，立刻挂掉，用每月对账单上的号码打回去。如果接到自称信用报告机

构或者其他类型公司的电话，挂掉电话，用在电话本上查到的号码打回去。你还可以

告诉对方，你不会通过电话告知任何个人信息，但是可以回复书面请求。 
 
要小心有人问你是否你和你的配偶都工作---一个肯定的回答就等于告诉窃贼白天家里

没人在家。 
 
电话推销 
销售人员通过电话联系你，这种就是电话推销。很多你接到的电话推销都是想要骗你

钱，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尤其是要小心的是陌生人打电话给你，要求你立刻回应他的推销，他来你家取钱，指

示你汇钱，或者自称是执法人员来帮助你，但是要收取费用。 
 
最好的保护自己不受电话推销诈骗的办法就是挂断电话。 
 
如果你认为对方是真的推销员，但是你不想买任何东西，或者不想捐款，那就直接有

礼貌的告诉对方： 
 你没有兴趣。 
 你对这个推销不感兴趣，不想浪费他们的时间。 
 你希望对方把你的名字从他们的名单上去掉。 

如果对方还是骚扰你，或者你觉得是诈骗，想要举报，联系你所在州的总律师办公室，

当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及当地的 BBB（Better Business Bureau）。（你可以在电话

本上查到他们的号码或者电信公司的接线员可以帮你。） 
 
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接到大多数的商业推销电话，就是把你的号码，包括座机和手机，

在全国免打扰中心（National Do Not Call Registry）登记。你可以在网上登记 
www.donotcall,gov。消费者也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拨打 888-382-1222 （TTY 866-
290-4236）来登记，只不过必须用希望登记的那个电话来拨打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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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号码是这个登记不包括的。登记后 31 天开始，大多数的电话推销就会停止了。

但是，你还会收到： 
 政治团体，慈善机构和电话调查打来的电话。 
 和你有过业务往来的公司打来的电话。如果你在一个公司购买过东西，他们可

以在 18 个月内打给你，要是你只是查询或者递交过申请，他们有权在三个月

内电话联系你。不过你可以要求把你加到他们公司内部的不要联系的名单上，

他们也是必须要准守的。你可以保留你合适请求的记录。 
 你所允许的公司打给你的电话。 

 
从 2008 年 2 月开始，在全国免打扰中心（National Do Not Call Registry）登记过的

号码将会永久保留在清单上。 
 
另一个减少电话推销和广告邮件的办法就是和直销协会（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联系，让他们把你的名字从他们的电话和邮寄名录中去掉。在你提交要

求的数月内，你所收到的电话和广告就会减少了。你的请求有效期是五年；过后你得

重新登记。上网查询更多关于直销协会（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信息 
www.thedma.org。 
 
录音电话 
如果你使用录音电话，不要预留的欢迎句子中包括你的姓名和号码。这些信息可能会

被利用而找到你的住所。 
 
不要在留言中说明你现在的确切状况。千万不要包括你现在不在家，或者你预计什么

时间回来。不要让对方认为没人在家。 
 
下面是一个比较好的预留言的例子： 
 
你好！我们很忙，不能现在接你的电话。请在滴声后留下你的姓名和号码，我们会尽

快回电给你。 
 
骚扰电话 
骚扰电话经常发生。对方会有各种原因打给你。可能会装作是恶作剧。或者可能会精

心计划来打扰你。更严重的情况，来电可能会下流，骚扰甚至恐吓。这样的电话应该

是违法的，可以被刑事起诉，也可以有民事责任。 
 
骚扰电话一般可以归为一下三个类型： 

 恶作剧：一般都是小孩子或者青少年打的。目的只是闹着玩或者让你觉得烦，

但不会威胁和恐吓你。一般他们也不会不断打来。 
 下流的电话：来电者说脏话来刺激你的反应，包括你的说话，哭泣，威胁，愤

怒或者害怕。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不会再打来。但是要是他们再打来，你得采

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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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扰和威胁电话：对方来电重复，有规律。有时对方是因为愤怒，嫉妒或者仇

怨，想通过电话骚扰你来获得心理平衡。或者对方计划给你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这种类型的骚扰电话占所有骚扰电话的 75%。例子包括：不断的挂断电话（一

个字都不说），以前的熟人，配偶打来的威胁电话，性威胁，死亡威胁和炸弹

威胁。 
 
对于这种电话，最好的建议就是立刻挂断。要是对方不停的骚扰或者事态看起来很严

重，联系你的电话公司，寻求当地执法部门的帮助。另外，还可以考虑使用录音电话

或者语音信箱来过滤来电。 
 
现在有不少额外的电话服务可以增加你的电话安全。下面举几个例子。 
 
额外电话服务 
你的电话公司可以有很多种额外的服务，以增加你的电话安全。这些服务包括：来电

号码显示，匿名电话封锁，号码阻挡，号码追踪。 
 

 来电显示：可以让你在接电话前就知道是谁打给你的。在电话机上的小屏幕上

或者另外的装置上可以显示对方的名字和号码。 
 匿名电话封锁：如果对方使用特殊代码让他们的名字和号码不在来电显示上出

现，他们就会自动收到提示说你接收不到这个被封锁的来电。 
 号码阻挡：你可以设置屏蔽你不愿意接听的号码。对方会听到一段自动提示说

你的号码打不通。 
 号码追踪：如果你接到下流骚扰或者威胁电话，你可以启用来电追踪功能。一

旦开通这个服务，最后一个打给你的号码电话公司会记录在案。电话公司会把

这个号码按照你的要求送到合适的执法部门进行调查。 
 
如果你要了解这些服务的信息情况，包括用法和费用，联系你当地的电话公司。这些

使用和费用信息也会在你电话本的前面或者可以上网查到。 
 
使用 911 紧急电话 
当你在紧急状态下拨打 911 时，尽量稳住自己，保持冷静。尽管身处险境让你压力很

大，但 911 的接线员需要你提供重要的信息。 
 
紧急状态下发生遗忘不少见。把你的地址，电话号码和其他信息贴在电话旁边。你和

你的家人也许会急着要这些信息。 
 
要是你出门在外，或者在车上，拨号前设法弄清楚你确切的方位。 
 
和 911 接线员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大叫大喊，或者说太快，所有词都一股脑倒出来-
--接线员要是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没办法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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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紧急情况到底是什么（有可以的人，破门而入，有人受伤，发病，还是失火，

等等）。告诉接线员你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仔细听他说的，小心，完全地听从

接线员的安排。接线员会按照规定问规定好的问题---合作，冷静的给对方所要求的信

息。在可能的情况下，安排一个人在电话上保持和 911 接线员的通话直到救援到达。 
 
不要因为非紧急情况拨打 911。如果你是因为非紧急情况或者投诉要拨打警察局，消

防队或者医疗机构的电话，拨电话本上列出的号码。不要因为你的非紧急电话占住了

911 接线员而让另一个急需帮助的人失去机会。 
 
手机 
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万一你的车坏了，或者被另外的司机骚扰，你可以

用手机求援。对于住家，手机也是一个很好的安全设施。 
 
还记得本书前面家庭安全的章节吗？前面解释了你家要是使用的是无绳电话或者座机，

这些电话可以被剪线或者直接拿起一个分机而失效。而手机是通过无线装置类收发信

号，所以这些方法就无法阻止手机的通讯功能了。手机是不依靠电话线的。 
 
任何一部有电的手机都可以拨打 911。你必须要有个激活的手机账号来拨打 911。接

通后要吐字清楚，告诉接线员求助的地址。和座机不同的是，手机不会自动把你的地

址自动显示给急救接线员的。 
 
手机要保持在充满电的状态。要是有另外一块充好电的电池及更好。买一个给手机充

电的汽车适配器；这样你就不仅可以直接让手机使用汽车电池，也可以用车载电池给

手机充电了。 
 
要了解你手机信号可接收的范围，只要不至于一下子没信号而慌乱。要确认该手机的

接收范围。即便现在信号塔的数量增加了，有些手机的覆盖范围还是不稳定。要确保

你购买的手机在各个地点都是可以有信号的（比如家里，办公室，经常去的路上和目

的地）。 
 
要注意的是手机和无绳电话的通话有可能被监听。特殊的无线扫描仪可以截获手机和

无绳电话的通话。虽然根据联邦法律，现在这种装置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但在法律

生效前已经生产了销售了很多。现有的扫描设备也可以很容易就被非法改装而用来截

获手机和无绳电话的通话。 
 
手机要锁屏，这样每次必须输入密码或者图案才能使用手机。万一你的手机丢了或者

失窃，他人也不能拿起电话就接触到你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昂贵话费的电话。 
 
记住，你的手机和其他普通和无绳电话一样，可以设置快捷拨号。确保你的手机有报

警电话的快捷拨号。执法部门和急救部门都建议把应急联系人（In case of Emergency, 
ICE）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的通讯录中。这个人就是一旦你遇到紧急情况就希望联系的

人。这个号码在联系人列表中要额外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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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上网，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让人更容易受害。用手机上网要和使

用电脑上网一样小心。只使用有安全连接的网页，不要使用公共免费的无线 WiFi（参

见 C 段落，互联网安全）。 
 
手机的照相机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带孩子出门前，给他们照一张。这样，万一走丢

了，你有一张最新的照片可以给警察看，他们穿的什么，看起来什么样子。同时也要

注意你手机里都存了哪些照片。万一你的手机落到坏人手里，你不想他们可以通过照

片发现你的个人信息，公开你的照片或者通过修改照片来威胁你。 
 
在用手机照相的时候，要关闭 GPS 功能。一旦你把带有 GPS 信息的照片贴到社交媒

体上，他们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什么时间拍的照，你在什么地方，你家里是否有人

也就都知道了。另外，还有定位服务的软件（可以是下载的持续，或者手机公司提供

的服务），这些软件可以让人们在社交媒体公布他们当前的位置。如果该服务激活，

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每一条更新或者照片都会无意间泄露你的位置。一旦公布了你

的位置，人们不仅是知道了你现在在哪里，也会知道你不在家---你家里可能没人！关

掉手机的定位功能，确保你的位置不落在可能的坏人手里。 
 
短信诈骗 
现在犯罪分子还利用短信来获取个人信息。简称 SMiSHing。这个是从手机短信（SMS）
技术衍生来的词。 
这里有几个短信诈骗的例子： 

 你收到短信说你的银行卡被失活了，要你拨打一个号码，输入你的银行账号和

密码。 
 你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但是看起来发短信的人认识你。比如，“我有

了一个新号码，你存一下吧！”或者“Hi，我是 John，好久没联系了！” 一旦你

回复，这个号码可能是一个收费昂贵的号码，你就会收到高额的电话账单。另

外，一旦你回复，你会被加到诈骗名单上，然后就会不断接到类似的信息或者

诈骗电话。 
 你收到一个紧急的短信，带有一个链接。点击后会打开一个网页。例如，“紧急

情况！你的信用卡有可疑消费。点击这个链接求助！”当你去到那个链接后，你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让犯罪分子进到你的手机，他们能装入黑客软件或者病毒

软件。你的个人信息就被他们掌控了。 
 

B. 身份（个人信息）盗窃 
 

犯罪分子使用各种手段获取你的个人信息。他们会伪装成你的雇主或者贷款专员来获

取你的信用记录。有些会在夜间翻查你的垃圾，希望能找到信用卡号码，银行账号或

者没用过信用卡公司寄来的的信用卡申请信，他们填上你的名字，但是用他们自己的

地址去申请。有些则直接从你的邮箱里把信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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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尤其容易失窃。很多人的邮箱拿信，放信都很便利。当然，也人会认为除了他们

自己没有人会从他们的邮箱里拿信。想想下面这些信件都会投到你邮箱：信用卡对账

单或者信用卡的优惠，社会安全局的对账单，银行对账单，空白支票，处方药的信息，

驾照信息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想要偷你身份的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把这些

信用卡预先同意表格或者对账单直接扔垃圾桶，而是用碎纸机销毁。最好是销毁所有

的邮件---注意安全总比事后后悔要强。 
 
在你使用 ATM 输入密码的时候，有些罪犯会从后面偷看（或从远处用望远镜）。在

输密码的时候要确保没有人看到，输入时挡住键盘。 
 
下面是一些简单有效的办法来防止这类窃贼： 

 千万不要把 ATM 的收据扔在机器旁，也不要把信用卡收据扔在店里。他们会

被犯罪分子捡到，上面的信息可以被他们用来获取你银行账户的信息，用你的

信用卡来购物。把这些收据带回家妥善处理。 
 除非你是在和信誉良好的商家购物，不然不要透露你的信用卡号码。 
 考虑给你的银行账户配一个借记卡（debit card）。这种卡箱子可以在很多商

业网点使用，包括杂货店，百货店和加油站。你不必签字，也不必出示身份证

件和个人信息。刷卡后输入密码。所消费的金额直接从银行账户扣钱。这种卡

很安全方便。店家给你的收据也没有银行账号和密码打印在上面。 
 你可以使用邮件服务或者邮政邮箱来保护自己，防止你的隐私邮件被盗；这两

个服务都可以限制别人碰你的邮件。你也可以考虑在前门装一个邮递槽；这样

投递进来的邮件就安全地在室内了。你也可以考虑一些东西，比如空白支票本，

寄到附近的银行网点。等有空的时候亲自去取。 
 处理信用卡申请信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直接扔垃圾箱里。撕成碎片，碎纸机销

毁，或者烧掉。 
 在设置密码，电脑密码或者其他类型的安全码时，不要使用生日，周年纪念日，

电话号码，家庭门牌号，名字，名字的缩写，配偶的名字，孩子的名字或者类

似的数字和名字。犯罪分子可以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这些数字和名字。 
 不要使用通用的电脑密码，比如 user, newcomer, guest, visitor, login, 

password，等等，或者任何带有你姓名的，配偶姓名，孩子姓名，出生日期或

者其他常见信息的密码。犯分子知道大多数人因为好记都用这些作为密码。要

选坏人不容易破解的密码。 
 
万一你的身份被盗，下面是你要采取的措施： 

 联系三大信用记录机构中的一家，在你的信用报告上标注欺诈警报。 
 关闭任何你认为已经泄密的账户。 
 在案发当地报案。 

 

C. 数码诈骗--互联网上的点子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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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确实有电子窃贼，已经有很多人成为这种新型犯罪，又叫数码诈骗的受害者了。

根据一项个人电脑杂志做的调查，数码诈骗以每年 600%的速度增长。这还只是一年

内所发现的。不要成为互联网的牺牲品。 
 
下面几条你要遵守，可以更安全的使用互联网： 

 一旦怀疑你的银行账户发生泄密或者任何其他欺诈，去大的信用记录机构在你

名下放一个欺诈警报，这样你的所有主要金融账户都会得到安全保护。 
 所有的金融账户都要使用强大的密码。想一个很难被猜到的密码，至少 6 位数，

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人离开就把电脑关了。至少人不在的时候也要用密码来保护你的电脑。同时按

下 CTRL， ALT, 和 Delete 按键，然后选锁住电脑。这个办法快速，简单，同时

你也能不让犯罪分子接触你的电脑。 
 每次用完电脑都删掉浏览器的历史文件，缓存，和网络临时文件。一旦犯罪分

子进入你的电脑，他们可以利用你上网的历史记录，和保留的密码及文件来获

取你的个人信息。退出登录或者关闭浏览器并不能确保你完全退出了你的账户。 

 每年都要查看年度信用报告，尽早发现诈骗活动。 

 注意及时更新电脑操作系统和防护软件。 

 不要把密码透露给任何人。一旦获取你的用户名和密码，罪犯会通过你的互联

网供应商阅读你的 email，从你的账户给其他人发 email。 

 聊天室也要格外小心。人们经常在聊天室放松警惕，而泄露个人信息。尽可能

不使用聊天室。非要用的话，记住，聊天室里的都是陌生人。他们也许看起来

（或者装作）和你志趣相投，但他们确是实实在在的陌生人。很多坏人在聊天

室逛，找机会下手。 

 买一套杀毒软件，随时升级。可以和你的互联网供应商或者电脑店咨询详细的

信息。 

 咨询你的互联网供应商，看是否可以设置屏蔽掉不想要的 email。你一般可以

屏蔽从特定的人发来的 email，或者是带有附件的，值接收从特定的人发来的

等等。 

电子邮件安全 
常见的数码诈骗是“钓鱼信”，就是发一个伪造成正规的商业公司发来的邮件。发信人

企图诱骗受害者提交个人信息用于盗取个人身份。这种 email 会把你引向一个网站，

会要你更新银行，信用卡，社会安全号或者个人信息。网站是假的，但是看起来很像

真的。而真的商业公司是已经有你这些信息的。删掉这种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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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收到垃圾邮件，归类为诈骗，或者任何恶意邮件，通知你的互联网供应商。大

多数服务商希望你能报告这类邮件。他们经常采取措施，比如关闭发信人的账户来防

止这些犯罪分子。美国联邦律师可以针对这些人采取法律手段。 

正如我们在前面 A 部分提到的电话诈骗，犯罪分子也会用 email 来获取你的信息。 

如果你不确定你收到的 email 是否安全，问自己这几个问题： 

 你认识发信人吗？ 

 如果你认识发信人，这个信看起来像是他们发的吗？如果看起来有异常，他们

的邮箱可能被黑了。 

 信里有没有拼写和语法错误？ 

 要是信里给你提供一些东西，那是你要来的吗？如果你不记得和发信来的公司

有过往来或者该信是不请自来的，就要小心。 

 信是从国外发来的吗？如果是从尼日利亚，或者新加坡发来，而你又不认识那

边的任何人，一般就是诈骗信了。 

 信里是不是问你要钱，或者说你中奖了，或者要给你一个特别惊喜的奖品？千

万不要通过 email 给对方任何金融信息，或者为你“赢得”的奖品付运费。 

小心这些。不要下载附件，或者点击信中的链接。附件常常带有病毒或者木马软件，

对你的电脑有害，或者可以让别人进入你的账户。链接可能会带你去要你输入用户名，

密码和其他个人信息的网站。要是你认为这是一个真的 email，打电话给发信人证实一

下。不然就直接删掉。 

网购 
目前最安全的网购方法之一就是使用虚拟信用卡。这种类型的卡可以防止个人信息和

信用卡号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这个卡一般有效期 1-2 个月，过期后也不能再激活。 

在网上使用虚拟信用卡可以增加安全系数，因为你的个人账户不会受到影响。现在身

份窃贼和电邮诈骗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加，这不失为一个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好办法。 

所有大的信用卡公司都提供预付的虚拟信用卡。可以上网搜索，或者去当地银行咨询

虚拟信用卡。 

确保你和合法的公司有业务往来。如果你不确定，要一份印刷的手册或者产品目录寄

给你。千万不要和只有一个邮政信箱，没有电话号码的公司打交道。如果一个东西的

价格看起来出奇的低，你要格外当心。 

如果你要用信用卡付账，确保该公司的服务器和你的电脑间是安全连接。安全连接有

几个特征。例如，如果你是有 IE 或者 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网站的图标显示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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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挂锁，就代表是安全连接。另一个办法就是看网址。如果网址起始是 https（注意，

有个 S）就是安全连接；http 就不是安全连接。 

在准备下单的时候，如果要你输入个人信息，比如社会安全号，或者你的支票号码，

那就要小心了。商家只需要知道你的名字，地址，信用卡号和有效期就够了。 

下单后，确保你有所有交易的记录。确保你记下了他们的网址。网址一般是这样的 

www.refuse.nra.org。写下订单号或者确认号。 

经常查看信用卡对账单，确保没有被盗刷，信用卡号码没有被窃。 

社交媒体 
你要是认为社交媒体都是孩子再用，那就错了：截止 2014 年一月，统计显示 73%的互

联网成年人用户使用诸如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Instagram。随着使用这些网站人数的

增加，使用它们的犯罪分子也随之增加。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要注意下列安全措

施： 

 调整网站的隐私设置；不要使用默认设置。有些网站提供了很有帮助的选项来

设置，以保护你的个人信息。 

 交友要慎重。一旦设为“好友”，他们可以看到那些设为只给好友看的内容。 

 你可以把一些人设为不能看到你的档案。这些人是你不希望设为好友权限，或

者不愿意分享个人信息的人 

 要小心你所点击的链接。别人贴的链接或者视频，并不代表那些就是安全的。 

 不要把实时的照片和状态贴在网上。一旦你贴了一张在沙滩或者公园的照片，

别人就知道你家里没人了。另外，在贴照片去社交媒体的时候，关掉定位功能；

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些知道你的确切位置。 

 贴帖子前想一想。一段话打出来也比解释清楚容易的多。一旦你贴了什么东西，

就算你后来撤回，它并不会就真的消失了---只要传上网了，就一直会在网上。 

 

D. 数码跟踪和网上欺凌--通过互联网的跟踪 
 

电脑用户担心网上的跟踪！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犯罪分子也在网上寻找容易

下手的目标。网上跟踪通过多种渠道来接触到受害者，比如： 

 聊天室 

 分类广告 

 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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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网上俱乐部 

 电邮 

这些网上跟踪者一旦掌握了你的个人信息后，他们往往会： 

 不停的打电话给你，包括挂断 

 跟踪你，了解你的作息 

 破坏个人财产，包括房屋 

 送你不需要的礼物和信件来打扰你 

 使用科技产品，比如间谍软件，相机和追踪设备 

 在你家或者工作场所附近开车经过 

 通过电脑和电话监视你的行踪 

 威胁要伤害你，你的家人和宠物 

网上欺凌和网上跟踪很类似；但是更着重于电子信息和通讯设备。学生尤其容易成为网上凌霸

的受害者。一下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电子邮件骚扰 

 及时消息的骚扰 

 短信骚扰 

 建立博客来骚扰你 

千万记住，和传统的凌霸不同，网上凌霸不一定会比受害者强大。 

网络摄像头给网络跟踪者和敲诈者创造了新的途径。犯罪分子可以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黑入

你的网络摄像头，监视你。一个看起来平常的信息可能就带有恶意代码。一旦你打开这个信息，

恶意代码进入你的电脑，犯罪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你的电脑和里面所有的持续，包括网络摄像

头。你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关掉电脑， 合上笔记本以防此类对隐私的侵犯。 

要教育家里孩子和青少年互联网安全。小孩子一般都不知道他们放到网上的东西会被用来对他

们造成伤害。他们也不真正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看到他们贴的东西，这些东西会被复制黏贴多

少遍，在不同的人之间散布。就算他们删掉了帖子，内容也不会消失。 

一种越来越多的针对青少年的诈骗“性诱骗”。犯罪分子使用伪造的上网档案来接近青少年，骗

取信任后，就朝他们索要照片。一旦有了一张照片后（有时他们尽管没有，也会说已经有了），

犯罪分子就会要求发给他们更多的，或者个人信息，不然他们就会把照片发给每个人。青少年

会觉得难以启齿告诉父母。告诉你的孩子要非常小心，不要和素未谋面的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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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个人保护装置 
 

要清楚熟练掌握使用个人保护装置需要很久的训练。光训练还不够---你还有不断练习你所学到

的技巧。不过你不经常练习，你很快就会丢掉这些技巧。如果你不很很好的使用你的个人保护

装置，犯罪分子很可能就会把它夺走来对付你。 

下面的信息并不是法律上的建议。这些装置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的。要清楚你所在地方

的法律。每个地方对下面这些装置的法律规定都不一样---千万要遵守法律，不要去使用在你当

地非法的个人保护装置！请注意，你对攻击你的人所造成的伤害，可能都会有民事责任。 

A. MACE/辣椒喷雾 
 

MACE 是一种催泪气体的商品名称，含有化学物质 CN 和其他化学溶剂。MACE 的另外的名字就

是 CN 催泪气或者 MACE 化学。 

这种类型的催泪气体可以导致人的眼睛在 20-30 分钟内有强烈的刺激和大量流泪。然而，催泪

气体并不是最有效的一种化学喷剂。许多以前使用该喷剂的警察局因为这种东西的固有缺点已

经不再继续使用了。 

比如，不能用在正在攻击人的动物上。另外，不是对所有人的效果都一样，尤其是那些吸毒或

者醉酒的人。实际上，催泪瓦斯有可能让这些人更加暴力。 

另一个缺点就是催泪瓦斯不能立刻起效，要等数秒才有用。在起效前，犯罪分子已经可以造成

相当大的伤害了。还有，风可以把气体反吹到使用者的脸上。 

一种叫做辣椒喷剂或者 OC 喷剂的起保卫作用的化学品，含有化学成分辣椒素，这是辣椒里的

一种成分。这种成分有不同浓度产品（5-10%的范围），生产厂家也提供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包括可以别在钥匙链上的。 

和催泪瓦斯或者 MACE 喷剂不同，辣椒喷剂立刻起效。它对吸毒和醉酒的人也有效。另外，对

有攻击性的动物也有效，和对人的反应效果一样。这个是油基的产品，所以遇水也不会从皮肤

和眼睛里冲掉从而降低效果。 

这个产品会立即刺激攻击者身体的末梢神经，在触碰时引起强烈的烧灼感。强烈的搜索鼻腔和

咽喉的气道，抑制呼吸，只维持微弱的维持生命的呼吸水平。立刻让攻击者闭眼。这个化学品

的效果可以持续 20 分钟，由浓度和剂型所决定。辣椒喷剂一般没有永久损伤，但是哮喘患者

可能会有严重的反应---可能会诱发死亡，导致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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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化学品还有泡沫剂型，会粘附在攻击者身上，迅速在喷洒的表面融化。有些剂型的这种喷

剂还掺有显眼的染料，这样攻击者一下子就很容易被认出。有一款产品叫做 MACE 保护喷剂的，

还有辣椒素，CN 和亮色染料。 

喷剂或者泡沫的范围由不同的品牌，剂型和容器尺寸而不同，在 3-12 英尺不等。 

所有的化学喷剂都是有有效期的。确保你购买的在瓶子上标有清楚的有效期。记得在失效前要

换新的。 

要注意，如果你准备要使用它，你就必须要练习。另外，还要了解该产品的局限性。不要第一

次使用就是真的遇到坏人的时候---买两个，用其中的一个来练习，做到熟练掌握。 

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在购买任何催泪瓦斯或者辣椒喷剂的时候，参加一个简短的培训（有些州

是法律规定必须参加的。）这种课程会叫你如何迅速而有效地激活喷剂容器。你还会学会在自

我保护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身体姿势是正确的。（例如，你会练习如何一边喷，一边躲开攻击

你的人。为什么呢？被这些喷剂喷到后， 一个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抓住最靠近的人。你不希望

那个被抓住的人是你吧！） 

记住，这些防护喷剂在你的拎包或者公文包里是没用的。放置他们最好的地方就是你的手里。

其次就是空手可以马上拿到的那个外衣口袋。 

B. 短棍 
 

有多种类型的短棍可以用来自卫。这些棍子一般由木头，塑料或者家属制造，做成各种尺寸。 

有一种微型的短棍，叫做 Kubotan，只有几寸长---尺寸和常见的香烟差不多。它经常和金属环

或者链子配在一起卖，所以可以做为钥匙链来用。一般价格也低于 10 块钱。这种类型的装置

是用来戳在攻击者身体特定敏感部位造成剧痛而起作用的。要经过特殊的训练，你才能掌握身

体的关键部位和有效使用 kubotan。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甩棍。这种一般都是金属材料制成，平时都是收起来的状态携带。看起来就

是一个细长的锥形，长度一般在六到九寸。一手握住，手腕用力一甩，收起来的甩棍就会完全

伸开，不同的型号长度一般有 16-26 寸不等。这个装置一般是用来打击攻击者敏感或者薄弱部

位，来引起剧痛。 

这两种装置的缺点就是都要和攻击者靠的很近。使用的时候，你至少要靠近到攻击者也能伸手

够到你的位置。（那个微型短棍因为特别短，需要要靠到非常近。） 

其他缺点还有。你必须熟悉攻击者身上有所有的这个装置所针对的敏感区。你还要在受到攻击

的情况下牢记他们的位置，再用你的装置打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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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你要记得，如果攻击者穿了很厚的衣服，这些装置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加害者的体

型和力气也是制约你使用这些装置的因素。 

记住，光是训练还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不断的联系你学来的技巧。如果不有规律的练习，那

些技巧很快就没了。和其他武器一样，这些装置就可能被用来对付你。 

C. 电击器/电击枪 
 

电击器是靠电池送电，手持的可以发出强大电流的装置。电击器的电压可以在 5 万到一百万伏。

它们对大多数人都不会致命，一般是让对方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2-3 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你可

以就跑开了。 

电击器最大的缺点就是必须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和攻击者靠的很近。有些电击器要求直接和

对方身体接触至少 4 秒钟。对于遭受攻击的你来说这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对方人高马

大，还不断在移动的情况下。另外，有些衣服的材质可以阻碍即便是最强力电击器。比如，皮

革衣服就可以很有效的阻挡很多类型的电击器。你还要确保电击器里的电池一直是充满电的。 

电击枪和电击器类似，也是电池送电，手持的近距离的装置。和电击器不同的是，电击枪可以

发射两个金属飞镖到远达 15 英尺的地方，在攻击者碰到你以前就击中他。这些飞镖放电使攻

击者的感觉神经系统和运动神经系统都受到抑制。电击枪可以让攻击者失去行动力达 30 秒。 

电击枪的缺点就是那两个飞镖必须同时击中目标才能起效，而且厚衣服可能会阻挡住飞镖。电

击枪的成本也很高，你还必须按时要更换激发芯子。电击器和电击枪在有的州是非法的；在购

买任何装置前请查看你居住地的法律。 

D. 其他装置 
 

有些个人安全专家建议使用战术手电，哨子，柠檬汁，门钥匙，带扣的皮带，车钥匙，笔或者

手杖在遇到犯罪分子的时候自保。战术手电，尤其是那种带闪光功能的，可以让攻击者弄不清

方向而为你赢得逃跑的时间。要注意，大多数这类装置都有缺点例如需要靠近攻击者（比如笔，

钱包，钥匙），但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X. 特定环境的教学模块 
以下的教学模块不是给所有的不做受害的讲座而设计的。这些是为了教官给有特殊需要的听众

办讲座的时候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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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 

工作场所 
 

不管你在哪工作，或者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你都可以增加工作场所的个人安全。许多你在家

里采用的安全措施在工作场所也是适用的。不过，还是有些额外的措施你是可以在工作场合采

用以提高工作时的安全。 

A. 基本措施 
 

知道谁是办公楼保安负责人，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联系他们。把这个安全号码放随时在手边。把

这个号码存在手机里或者干脆贴在电话上。 

确保你知道和遵守公司关于火警，炸弹威胁，断电和其他类型紧急情况的规定和程序。确保你

熟悉正确的疏散路线。 

知道最近的应急出口。 

知道大楼里所有可以从里面锁上的房间的位置，以及哪些可以拨打外线电话。在紧急情况时，

你可以利用这些地方作为安全房间。 

如果你的工作场所经常会有外人来，那么卫生间应该是上锁的。如果没有，问你的上司或者人

事部门为了安全的原因是否可以在卫生间的门上安装锁。 

个人值钱的物品不要让人看见。放在上锁的抽屉，文件柜或者壁橱里。收好锁的密码或者钥匙。 

 

B.独自工作 
 

避免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外（或早，或晚）独自工作。如果必须提早或者加班，尽可能安排和

另外也要加班的同事一起在办公室。不要担心和你的上级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你必须独自工作，而你的工作地点有安全人员值班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告知你要

加班，大约什么时间可以完成离开。还可以要求守卫隔一会过来检查，看看你是否没事。你要

是早去加班，也可以采取相同的办法。 

尽可能把车停在照明良好，靠你要用的那个出口近的地方。 

一旦怀疑办公楼内外有可疑人出现，立刻打电话给守卫。如果你工作场所没有守卫，那就报警。 

你进洗手间后，如果怀疑有可疑人物也在里面，不要说话，也不要继续向前。立刻离开那里，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有电话和门上带锁的房间，然后打电话给守卫或者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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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情况下，可疑隔段时间就给可靠的，你所信赖的，身处你工作地点以外的人打电话，让

他们知道你在哪里，什么时间离开。 

在准备离开工作地点的时候，不要一个人走。可能的情况下，叫上同事一起走，或者等最后一

个人离开的时候，你也一起走。 

 

C. 和同事打交道 
 

不要和不是很熟悉的同事透露个人信息，计划和安排。千万不要和不是完全可靠和信任的人透

露这些信息。 

要是遇到性骚扰，要举报。告诉你的上级和/或者人事部门。要求他们采取措施。 

 

D． 工作场所的暴力 
 

工作场所的暴力会很严重。很多人在工作场所的锁呆 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他们在

办公室或者工作场所也感到安全。一旦发生了工作场所的暴力，这一切就改变了。 

尽管不太可能预测谁会变得暴力，但在事情发生前总有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是说有人肯定会

发生暴力事件，而是说他们要被认真对待。 

 奇怪的学位和想法 

 口头，非口头或者书面的威胁和接近 

 有一个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计划 

 严重的单相思 

 到处抱怨 

 惊人的信仰改变 

 表现出无法理由的愤怒 

 不能接受批评 

 觉得自己是被迫害 

 工作效率，出勤率，工作表现或者行为举止异常 

 对他人的安全漠不关心 

一旦同事有做出威胁，表现出暴怒，看起来充满敌意，立刻报告给你的上级，保安和人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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