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曾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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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研究助理的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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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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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损害或损伤进行拍照，并保留通信记录（例如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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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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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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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犯
亲密伙伴暴力跟踪骚扰

举报与帮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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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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ix.ucon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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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性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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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公平办公室和第九条协调员

地址：WOOD HALL, 

241 GLENBROOK ROAD, UNIT 4175 

STORRS, CT 06269

电话：860-486-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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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涅狄格大学种族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并为残疾人士提供合理的方便设施。联系方式：机构
公平办公室：(860)496-2943; equity@uconn.edu; http//www.equity.ucon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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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况包括本手册和本政策

中定义的机密豁免员工。

根据《克莱里法案》（Clery Act），许多员工

还有责任依据联邦法律向康涅狄格大学警察举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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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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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tleix.uconn.edu/


 

  

 

 

 

 

 

 
 

  

 
 

 

 
 
 

 
 

 

 

 

 
 

 

 

 

 

 

 

 

 

 

 

 

 

 
 
 

 
 

 

 

报告与调查

我们坚决鼓励受影响的个人向警察和校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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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有

权举报，而无需进一步参与任何调查。

康涅狄格大学可为你提供支持和资源，不需

要你正式起诉。

康涅狄格大学警察部门

每周7天，每天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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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了特别受害者小组的一

名官员与受害者幸存者进行主要联系 

•对于校外犯罪，州或地方警察负责调查

社区标准办公室

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5点,

地址：Wilbur Cross Building, Room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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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公平（OIE）办公室兼第九条协调员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5:00

地址：Wood Hall, First Floor

电话：860-486-2942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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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卫生与健康 
Studenthealth.uconn.edu

医疗保健

咨询护士全天候提供服务 *：860-486-4700

办公时间来访，网址 studenthealth.uconn.edu
地址：希尔达 ·梅·威廉姆斯大厦 (Hilda May 
Williams Building)

电话：860-486-2719 (预约台) 

•受害幸存者的危机和后续护理
•免费体检、药物治疗、性病检测以及转诊至咨询
•性侵犯法医检查站

（秋季和春季学期）

* 在秋季和春季学期

精神健康

治疗师全天候服务电话： 860-486-4705
办公时间来访，网址 studenthealth.uconn.edu
地址：阿约纳大厦（ Arjona Building）
电话：860-486-4705 

•立即危机干预和治疗
•治疗师可通过预约、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紧急时间访问

* 在学期和暑假期间紧急服务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至下午4:30

坚强支持小组
联系860-486-4705获取会面时间 
•机密支持性讨论小组使康涅狄格大学学生受害幸存者
获得力量并充满信心。

机密雇员根据州法律有权享有特权通讯。除少

数例外，豁免员工无需向大学报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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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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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托斯曼斯菲尔德（Storrs-Mansfield）和艾埃弗里点
（Avery Point）地区 860-456-2789

东康涅狄格州性侵犯危机中心

沃特伯里地区 - 本地热线：203-753-3613

大沃特伯里避风港

沃特伯里地区 - 本地热线：860-482-7133

苏珊·B·安东尼计划

哈特福德地区 - 本地热线：860-547-1022 

YWCA性侵犯危机服务

斯坦福德地区 - 本地热线：203-329-2929

性侵犯危机咨询和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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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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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机密资源（校园内）

要求向OIE报告

下列各个办公室可以： 

•解释可用资源和大学调查过程，并在报告和调查

会议期间提供陪伴

学生处主任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 5:00
地址：Wilbur Cross Building, Second Floor 
860-486-3426 | dos.uconn.edu | dos@ucon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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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生活部门

居住生活员工每周 7天全天候提供服务
地址：Whitney Hall, Garden Level 
860-933-2220 | reslife.uconn.edu

•提供有关校园住宿的信息

豁免资源（校园内）
无需向OIE报告

文化中心（简称“ CC”）与妇女中心

周一至周五，上午 8点至下午5点 学生会四楼
非裔美国人文化中心 | aacc.uconn.edu
亚裔美国人文化中心 | aacc.uconn.edu
波多黎各拉丁裔美国人文化中心 | latinx.uconn.edu
彩虹中心 | rainbowcenter.uconn.edu

妇女中心 
860-486-4738 | womenscenter.uconn.edu
•为所有性别身份的受害幸存者提供的辩护支持和转介

服务

动力支持小组
联系In-Power@uconn.edu获取会面时间 

•由学生领导的小组致力于建立一个包容性别的社区，

使得受害幸存者在康复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受该社区欢

迎。

titleix.uconn.edu 

https://womenscenter.uconn.edu
https://rainbowcenter.uconn.edu
https://latinx.uconn.edu
https://aacc.uconn.edu
https://aacc.uconn.edu
https://reslife.uconn.edu
mailto:dos@uconn.edu
https://dos.uconn.edu
https://studenthealth.uconn.edu
https://studenthealth.uconn.edu
https://Studenthealth.uconn.edu
mailto:equity@uconn.edu
https://titleix.uconn.edu
https://community.uconn.edu
https://publicsafety.uconn.edu
https://titleix.uconn.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