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侵犯
亲密伙伴暴力跟踪骚扰

区域性校园
举报与帮助资源

titleix.uconn.edu

如果你曾遭遇了

性侵犯、亲密伴侣暴力或跟踪骚扰

立即采取的步骤

•前往安全的地方。朋友的房间或校园里任何开放的

办公室

•给你所信任的人打电话。朋友、家庭成员或受害人

维权者都是可取的选择。你不必独自经历这事情。

•保留证据。遭遇了性侵犯之后，你有120小时来决定

是否去做免费的性侵犯法医检查，在此期间请勿淋浴。

你无需正式举报或起诉，就可以做性侵犯法医检查。

用纸袋或布袋保存当时穿着的衣服（未清洗）。遭遇

性骚扰、亲密伴侣暴力和、或跟踪骚扰后，及时对任

何受损害或损伤部位进行拍照，并保留通信记录（例

如短信、电子邮件和信件）。

24小时内

•寻找帮助。你也许想向维权机构或顾问寻求帮助和

建议。他们会告诉你，你能获得哪些服务以及如何举

报。

•遭遇性侵后，请及时就医。医疗人员可以进行人身

伤害、性传播感染和妊娠检查并治疗。你无需进行正

式报告或起诉即可获得医疗服务。

任何时候

•考虑写一份正式报告。我们鼓励你向警察和校方报

告所发生的情况。参与任何调查过程的程度可以由你

自己决定。

•康涅狄格大学可以为你提供帮助。学校方面，例如

学生办公室主任，可以帮你更换住所、课程、校内工

作等。康涅狄格大学可为你提供的这些帮助，不需要

你正式举报或起诉。

什么是性侵犯*？

性侵犯包括未经同意而发生的性接触和/或性交。

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遭受性侵犯。

什么是同意*？

同意是可以理解的肯定性词语或行为的交换，

表示愿意参加双方共同同意的性活动。必须知情、

自由和积极地给予同意。在性参与的每个阶段，发

起者都有责任获得明确和肯定的回应。同意一种形

式的性行为（如接吻）并不意味着同意其他形式的

性行为（如性交）。没有否定的回应不表示同意。

因自愿或非自愿饮酒和/或其他药物而丧失行为能力

的个人不得表示同意。过去对性行为的同意并不意

味着将来会继续同意。

什么是亲密伴侣暴力（简称“IPV”）

*？

IPV包括在涉及或已经涉及性、约会、配偶、家

庭或其他亲密关系的个人之间发生的任何暴力行为

或威胁性暴力行为。IPV可能包括性侵犯、缠扰和/

或身体攻击。IVP可能涉及一种通过恐惧和恐吓来建

立权力和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也可能涉及一

次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言语、情感和/或身体行

为。

什么是跟踪骚扰*？

跟踪骚扰是指针对特定个体的行为，会使理智

的人担心自己的安全或他人的安全，或使个体遭受

严重的情绪困扰。跟踪骚扰包括不想要的、重复的

或累积的行为，除了威胁他人或使他人恐惧之外，

没有其他目的。2020年8月

*请注意，这些定义包含在康涅狄格大学的政策中，并且与执法程序中使用的标准不同。

法学院(Law)

斯坦福德（Stamford）

康涅狄格大学致力于创造和维护安全互
助的社区

康涅狄格大学致力于创造和维护无任何形式性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和跟踪骚扰的校园环境。学校将及时有

效地处理相关举报。并严禁对任何举报者进行打击报

复。

《反对歧视、骚扰及相关人际暴力政策》（该“政

策”）包含有关报告、访问校园和社区资源、调查等详

细信息。

支持措施

本手册中列出的资源为你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医疗和咨询服务；学术支持；休假；改进工作、生

活状况和课程表；在交通、经济援助、签证和移民问题上提供

帮助；发布彼此的大学禁止接触函；以及转介法律和辩护服务

员工举报

根据该“政策”，所有目睹或遭受性侵犯、亲密伴侣暴力

或跟踪骚扰的雇员必须将该事件报告至机构公平办公室（OIE）。

例外情况包括“政策”中定义的机密豁免员工，例如在学生健

康和保健部门提供医疗咨询服务的雇员。

根据联邦《克莱里法案》，许多员工根据联邦法律，还有

责任向联合国警察署报告犯罪行为。他们向警察举报的内容将

包括事件的日期、时间、地点和性质。

机构公平办公室和第九条协调员

伍德大厅一楼

地址：241 GLENBROOK ROAD, UNIT 4175

STORRS, CT 06269

电话：860-486-2943

康涅狄格大学遵守以下有关方面所有适用联邦和州法律不歧视、机会均等、平权行

动，并为残疾人提供合理的便利。联系方式：机构权益办公室； (860)486-2943；

equity@uconn.edu; http://www.equity.uconn.edu. 哈特福德（Hartford） 艾弗里点
（Avery Point）

沃特伯里（Waterbury）



报告与调查

我们坚决鼓励您向警察和校方举报来寻求帮助和调

查。违反大学政策和行为守则的学生和雇员可能会受到

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和/或解雇。您有权举报，而无需

进一步参与任何调查。

康涅狄格大学警察部门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电话：860-486-4800 | 网址：publicsafety.uconn.edu

负责对校园内犯罪的所有刑事调查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特别受害者小组的一名官员被指

定了作为主要联系人

•对于校外犯罪，州或地方警察负责调查

机密资源（校园外）

无需向OIE报告

所有服务均免费且保密。

康涅狄格终结性暴力结盟

全州热线:1-888-999-5545 (全天候)                    

西班牙语热线：1-888-568-8332 （全天候）

•危机和短期咨询

•搭配医院、警察和法院

•信息和转介服务，包括法律援助

•为性暴力受害幸存者提供支持

Avery Point与Storrs-Mansfield地区

本地热线：860-456-2789

东康涅狄格州性侵犯危机中心

Hartford地区

本地热线：860-547-1022

YWCA性侵犯危机服务

Stamford地区

本地热线：203-329-2929

性侵犯危机咨询和教育中心

Waterbury地区

本地热线：203-753-3613

大沃特伯里避风港

titleix.uconn.edu

非机密资源（校园内）

要求向OIE报告

学生服务办公室

•解释可用资源和校方调查过程

•协助实施支持性措施，包括学术和其他方面的

问题，修改课程表，重新安排考试等

康涅狄格大学可为你提供的这些帮助，不需要
你正式举报或起诉。

Avery Point

学生服务办主任

地址：Branford House, Room 306

1084 Shennecossett Road, Groton

电话：860-405-9024

哈特福德市（Hartford）
学生服务办副主任

地址： Hartford Times Building, Room 127B  

10 Prospect Street, Hartford                          

电话：959-200-3836

法学院

学生助理院长
地址：Thomas J. Meskill Law Library, Room 221A  
39 Elizabeth Street, Hartford 

电话：860-570-5244

斯坦福市（Stamford）
学生服务办主任

地址： Stamford Campus, Room 201  1      

University Place, Stamford 

电话：203-251-8484

沃特伯里（Waterbury）

学生服务办副主任

地址： Waterbury Campus, Room 228F

99 East Main Street, Waterbury

电话：203-236-9871

斯托斯（Storrs）, 860-486-4800

126 North Eagleville Road, Storrs

艾弗里点（Avery Point） , 860-486-4800                  

西环石屋（Stone Cottage on the W est Circle）

哈特福德（Hartford） , 860-486-4800

哈特福德时代大楼地下室层

法学院, 860-486-4800                               

图书馆大楼346室

斯坦福德（Stamford） , 860-486-4800                                       

斯坦福德校区142室

沃特伯里（W aterbury） , 860-486-4800

沃特伯里东大街一楼康涅狄格校园大楼

康涅狄格州反对家庭暴力联盟

全州热线：1-888-774-2900 (全天候)                    

西班牙语热线：1-844-831-9200 (全天候)

• 为家庭暴力或约会暴力和跟踪骚扰的受害幸存者提供支持

• 24小时危机咨询

康涅狄格州警察, 电话：860-685-8190

社区标准办公室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5:00,                  
地址：W ilbur  Cross Building, Room 301                                 

233 Glenbrook Road, Storrs

电话：860-486-8402 | 网址：community.uconn.edu

•调查时被告是或可能是康涅狄格大学的学生

•发布大学禁止接触函

虽然受影响的个人与非机密办公室中的大学员
工的对话将保持私密（不会与他人不必要地共享），
但只有与机密或豁免资源的对话才不会报告给OIE
（除非受影响的个人请求信息共享）。

机构公平办公室（OIE）兼第九条协调员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5:00

地址：Wood Hall, First Floor
241 Glenbrook Road, Storrs                     

电话：860-486-2943 | 网址：titleix.uconn.edu     

电子邮箱：equity@uconn.edu

•调查时被告是或可能是康涅狄格大学雇员

•康涅狄格大学第九条协调员的职责是确保所有举报得

到处理。

机密资源（校园内）
无需向OIE报告

Avery Point精神卫生资源中心

工作时间预约

地址：Branford House, Room 315

电话：860-405-9044

Hartford精神卫生资源中心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4:30  

地址：Hartford Times Building, Room 113             

电话：959-200-3869

法学院咨询服务

周一至周四预约

地址：William F. Starr Hall, Room 109, Hartford      

电话：860-916-5243

Stamford精神卫生资源中心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电话：203-251-9597

Waterbury精神卫生资源中心

工作时间预约

地址：99 East Main Street, Room 236, Waterbury      

电话：203-236-9817

机密雇员根据州法律有权享有特权通讯。

有关员工举报责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禁止歧
视、骚扰及相关人际暴力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