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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帮助任何经历过性暴力的人而编写的。本指南将介绍并解说几种寻求支援措施

的渠道以及举报的方式。本大学鼓励个人做最适宜自己的决策。在考虑各个选项的同时，请知悉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受害者维权中心（OSU Victim Advocates）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OSU) 非常重视性暴力行为的防范，并认为仅一名受害者已经过多（1 victim 

is 2 many）。本大学恳请校园社区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通过承诺终结性暴力成就一个安全并富

有成效的学习与生活环境。我们社区的成员应当理解并尊重彼此的意愿，在必要时刻作为积极的

旁观者介入，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 

 

援助资源摘要   

受害者维权中心 

(Victim Advocates）  

周一至周五 8am-

5pm:  405-564-2129  

24-小时求助热线:   

405-624-3020  

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作为保密性服务的选项，受害者维权中心（Victim Advocates）可以保密地为您提供校园内外可用资源的信息。

他们同时也可与您沟通并讨论选择方案，譬如向警方举报或向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 （Student Support & 

Conduct）举报。  

学生辅导中心 320 Student Union   405-744-5472  ucs.okstate.edu  

OSU 学生辅导中心免费为所有学生提供五次保密性的个人辅导。此外，还有一名专业辅导员每天 24小时待

命。您可在工作日办公室时间致电咨询辅导中心或在下班后、周末以及节假日致电 OSU 警局 (405 744-6523) 

联系该顾问。  

希望之翼 

(Wings of Hope） 

3800 N. Washington  405-624-3020  https://wingsofhopeok.com  

斯蒂尔沃特市反家暴庇护所，希望之翼 (Wings of Hope)，是个为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社区资源。希望之翼可以

协助受害者申请保护令，提供维权服务，并备有性侵应对团队以提供个人以及团体辅导。  

性侵护理检验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 (SANE)  

http://www.stillwater- 

medical.org/page/main/services/emergency/sane   

如果您遭受性侵，斯蒂尔沃特医疗中心急诊室 (Stillwater Medical Center ER）将为您可能遭受的身体伤害提供

护理。如必要，急诊室也将提供避孕措施以及性传染疾病的治疗。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性侵护理检验至多

可在遭受性侵后五天内进行。  

援助措施 328 Student Union  405-744-5470  https://1is2many.okstate.edu/supportive 

measures.html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https://wingsofhopeok.com/
https://wingsofhopeok.com/
https://1is2many.okstate.edu/supportivemeasures.html
https://1is2many.okstate.edu/supportivemeasures.html
https://1is2many.okstate.edu/supportivemeas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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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从本大学获得的援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协助向警方报案或申请保护令                •     安排住宿调整 

   •        涉案方之间的限制令                            •     安排学业辅助 

• 安全措施                                           •     协调其他合理安排以应对性暴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 调整工作时间表                                           包括协助联系心理咨询或医疗机构 

向警方举报 OSUPD: 405-744-6523   

USDA building  

Stillwater PD: 405-372-4171   

723 S. Lewis  

OSU 鼓励您向警方报案。如果案件在校园内发生，您可以向校园警察 (OSUPD) 举报。如果案件在斯

蒂尔沃特市（又名静水市）发生，您可以向斯蒂尔沃特市警察局 (Stillwater Police Department) 举报。

如果案件在其他地方发生，您可以向案件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当地执法部门举报 。  

学生品行审理程序 328 Student Union  405-744-5470  http:/ssc.okstate.edu/code  

任何人皆可针对违反 OSU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的学生向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提出

投诉。违反 OSU学生守则的行为包括性骚扰、性行为不端、约会暴力、家庭暴力、跟踪等。OSU学

生守则制定了对违规学生的制裁，其中最高制裁包括停学处分。在没有人提出投诉的情况下，本大

学对于追究责任并确保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您想提出投诉，或了解更多有关此

流程的详情，请尽快联系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本大学不容许任何针对善意举报人士的报复行为，

并严禁他人针对举报者，或协助调查人员进行报复。  

性侵犯幸存者应对指南 

 

在遭受诸如性侵犯之类的创伤性事件后，您的日常生活、健康以及安全感也许会受

到影响。这些混乱是人在遭受创伤后为了合理化创伤、得到暂时的缓解从而避免遭

受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作出的反应。这些是对异常的破坏性事件的正常暂时性反应。

创伤后应激反应是由人体的先天生存意志所引发的，人在面对危险时无意识地作出

的战斗、逃跑、或动弹不得等以助度过难关的应对方式。在经历创伤后，人体会对

未来的潜在威胁保持警觉。即使您没有身处险境，也可能会再次触发类似的创伤后

反应。与创伤相关的人、事、物，或出乎意料的事物都有可能触发创伤后应激反

应。有些创伤后应激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有些则需要辅导员或支持者的

额外帮助。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历了多种创伤反应。这些都是正常治愈过程中的一

部分。 

 

http://studentconduct.ok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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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自责、内疚、羞耻  

许多幸存者对于遭受的侵犯感到内疚和羞愧。 幸存者常常自我怀疑自身或许不经意

间“挑逗“了施暴者，他们是”活该、自找的“，他们不应该信任施暴者，他们应

当避免事件的发生，或是他们就这么被这个经历摧毁了。这些思想是这个社会对于

性侵犯和性的迷思的产物。事实上，无论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等，性暴力都可能

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六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一生中可

能曾遭受性侵害。 

  

请记住，您不应受到责备，即使： 

• 您的施暴者曾是熟人、约会对象、朋友、伴侣、男女朋友、父母、兄弟姐妹、

监护人、亲戚、教授、教练、甚至雇主。 

• 您曾与那个人或其他人发生过性关系。 

• 您当时在饮酒或服用毒品。 

• 您僵住了，当下并没有拒绝，或无法反击。 

• 您当时穿着某些人可能觉得诱惑的衣服。 

• 您一开始同意了，但之后改变主意了，而对方并不尊重您的意愿。 

  

 

逃避  

人普遍倾向于回避会让人回想起侵犯事件的对话与情况。您也许会有想“放下过去、

重新生活” 的念头。  

 

否认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想太多了。这不可能是真的。” 幸存者有时不会立

即意识到创伤的严重程度，且通常难以接受他们确实遭受了侵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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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与麻木 

幸存者可能会感到情感疏离或精疲力竭，可能会对周遭的事物置若罔闻，不知如何

应对；难以回忆创伤的细节；经历时间观念的改变；无法自制，情绪失控地哭或紧

张地笑；自我封闭、或声称自己觉得没什么或者“很好”。  

    

日常生活干扰 

经历创伤后，幸存者可能会对该事件陷入沉思，并难以将注意力集中于课业或工

作。创伤的阴影可能会对您完成学业的能力、学业成绩、或在自己家里的安全感带

来负面的影响。OSU 为此定制了可根据需求为您提供个性化支援的规程。欲知详

情，请参考“仅一个已过多” 性暴力防范手册(1 is 2 Many Sexual Violence 

Resources）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  

  

失控  

在施暴过程中，他人用力量剥夺了您对自主权的控制。幸存者可能会因此暂时失去平

时的自信。以往日常中的例行公事现在可能会感觉像是沉重的负担。  

  

恐惧、不安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害怕他人并感到脆弱的情况在幸存者中并不少见。他们可能

会害怕落单，或害怕人潮。他们可能发觉自己不知道应该信任谁。幸存者可能会对

周遭环境保持高度警觉，并容易受惊。恐慌症状亦可能经常发作。  

  

孤立 

幸存者可能会觉得他们的遭遇使其遭受孤立、觉得其他人无法理解，并可能会在知

道暴力事件之后批判他们。幸存者也可能会因为不愿让亲人难过而不想提及所遭受

的暴力等等。幸存者可能会退缩，并疏离家人与朋友。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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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幸存者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感到烦躁或愤怒。愤怒的情绪通常集中于暴力事件的

发生、施暴者、失去安全感、缺乏亲友的支持、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对于性侵犯事件

感到愤怒是一种适当且健康的反应。个别幸存者在感受及表达愤怒的程度可能有很大

的差异。幸存者可能会对不定事物感到烦躁。 

 

对举报犹豫不决、担忧加害者或他人 

某些幸存者会担忧举报或起诉加害者会对共同朋友或相关亲人造成影响。幸存者有

权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向谁举报性侵犯事件。幸存者可以从以下链接中获得有关各

种选项的指南：https://1is2many.okstate.edu. 

 

焦虑、颤抖、噩梦 

幸存者在遭遇袭击后可能会经历颤抖、焦虑、回忆闪现及噩梦。这些现象可能在事

件发生后不久开始并接着长时间持续发生。 幸存者可能在噩梦中遭遇事件重演，

或在梦境中被追逐、袭击等。幸存者常害怕他们就快“撑不下去了” ，可能会觉

得他们 “早就该放下了” 。闪回将在清醒期间发生，并被视为再次体验创伤的一

部分。  

  

生理反应 

创伤幸存者常会出现生理反应、情绪反应及社交反应。生理反应可能包括食欲改变、

睡眠障碍、心率加速、心悸、头晕昏厥、免疫力下降、虚弱疲劳、肌肉骨骼疼痛、磨

牙、肠胃问题、妇科症状等。  

  

亲密关系的顾虑 

在遭遇创伤后，幸存者可能会对亲密关系有各种顾虑。 有的幸存者可能不想有任

何亲密关系或性接触；有的可能将性行为视为一种应对机制。对于幸存者而言，某

https://1is2many.okstate.edu/
https://1is2many.ok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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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的性行为可能会激发创伤闪回因此难以进行。幸存者可能需要耐心地以他们

能适应的节奏进行亲密接触，并需要伴侣的支持与理解。 

 

 

 

 

 

 

 

 

 

  每个人有自己        “绝对正确”的        聆听您的身体， 

   痊愈的步伐           方式并不存在       相信您的自我界限 

      

 

幸存者的自我疗愈  

自我照顾在从创伤中回复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以下的事物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 

• 获得朋友及家人的支持 – 尝试让您信任的人了解您的感受，从而自我肯定，

并避开那些您认为会对您的康复过程造成阻碍的人。 

• 谈论侵犯事件并表达感受 – 选择何时、何地、与谁谈论侵犯事件，设置心理

界限并只揭露您觉得可以安心透露的信息。  

• 使用减压技巧 – 尝试剧烈运动，如慢跑、有氧运动、步行；或放松技巧，如

深呼吸、冥想、祈祷、写日记等。  

• 尽可能保持均衡的饮食与睡眠习惯，避免过度使用兴奋剂或抑制剂，如咖啡

因、糖、尼古丁和酒精。 

• 用健康的方式分散注意力，列如阅读、听音乐、玩游戏、绘画等。  

• “暂停” 。允许自己在安静的时刻沉淀，进行反思、放松及恢复活力 – 尤

其是当您感到压力或不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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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的康复过程中向专业人士求助，例如辅导员 (https://ucs.okstate.edu) 或受

害者维权中心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 

 

 

 

 

 

 

 

 

 

定义  

以下定义可助于识别各种性暴力的形式。这些相同的定义将被使用于学生品行审理

过程。  

 

性骚扰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 27  

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特点的与性相关的行为:  

i. 代表本大学并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利用职权以任何援助、利益或服务为交

换条件(quid pro quo)要求受益者提供非自愿性行为;   

ii. 理性的人会认为严重、过分、具有冒犯性，并妨碍个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及

进行活动的平等机会的，令人厌恶的行为; 

iii. 令人厌恶的性挑逗、性要求以及其他明显或隐晦地影响个人就业、不合理

地干扰个人 

的工作表现，或营造恐吓、敌视或冒犯性的工作环境的口头或身体行为;   

 

由于 (i) 和 (iii) 小节的指控足以严重阻碍当事人接受大学教育或参与其他相关

活动的机会，因此将不针对该两项指控作出有关严重性、存在性和冒犯程度的评估。 

  

约会暴力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 23  

https://ucs.okstate.edu/
https://ucs.okstate.edu/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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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暴力是由一个曾经，或者目前处于浪漫或亲密关系的人对其交往对象实施的暴力

行为。综合以下因素，可确定这种关系存在与否：关系持续时间的长短、关系的类

型、关系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互动频率。约会暴力包括但不限于性虐待或身体虐待，

或关于此类虐待的威胁。约会暴力不包括符合家庭暴力定义的行为。 

 

家庭暴力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 24  

家庭暴力是由以下人士实施的暴力犯罪:  

a. 受害者的前任或现任配偶或亲密伴侣;   

b. 与受害者共同拥有孩子的人;  

c. 目前，或曾经作为配偶或亲密伴侣与受害者同居的人;   

d. 身处类似于受害人配偶的情况的人;  

e. 根据俄克拉荷马州的家庭暴力法，任何针对并伤害受保护的成年或青少年受

害者的人 

 

家庭暴力可被定义为一种在任何关系中用于获得或维持对亲密伴侣的控制及权利而

实施的一种虐待行为模式。 家庭暴力可以是针对身体、性、情感、经济或心理等

方面影响他人的暴力行为或恐吓行为。  

 

性行为不端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 28  

指具有性性质的不端行为，其中包括性侵犯、猥亵暴露、和性

剥削行为。 

性侵犯：符合强奸、非礼、乱伦或法定强奸定义的犯罪:  

i. 强奸 – 未经受害者同意，无论轻重使用任何身体部位或物体插入阴

道、肛门或用性器官进行口腔插入的行为;  

ii. 非礼 – 未经受害者同意，出于满足个人性欲的目的触摸他人的身体隐

私部位的行为。其中包括非礼由于年龄或其他暂时或永久性精神障碍原

因而无法自主的受害者;  

iii. 乱伦 – 指法律禁止婚姻的范围内的近亲之间的性行为； 

iv. 法定强奸 – 与未达法定同意年龄的人发生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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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剥削:  未经同意，个人为了私人利益，或使受剥削者以外的任何人受益，而以

性为目的滥用他人自主权与身体权的剥削行为。性剥削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偷窥；

分享色情或其他不当淫秽资料；未经伴侣同意，在进行性行为时故意取下避孕套或

撤除其他避孕措施；任何超出同意范围的行为：例如性录影、让他人观看双方同意

的性行为或故意将性传染疾病（STD）传播给他人。性剥削指控（Allegations of 

Sexual Exploitation）的严重性、存在性与客观上的冒犯程度将被评估以确定是否符

合指控标准。  

  

猥亵暴露: 为了满足性欲或冒犯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或他人面前暴露自己生殖器的

行为。猥亵暴露的指控（Allegations of Indecent Exposure）的严重性、存在性与客观上

的冒犯程度将被评估以确定是否符合指控标准。 

 

跟蹤\缠擾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29  

缠擾是指针对某人进行一系列使有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担心自己或他人的

安危，或遭受严重的情绪困扰（Substantial emotional distress）的骚扰行为（Course of 

conduct）。 

• 一系列行为（Course of conduct）指两次或以上，包括但不限于缠擾者直

接、间接或通过第三方，通过各种行动、方法、装置或手段，跟踪、监

视、观察、监控、威胁或向某人沟通、打听或干扰某人的个人财产的行

为。 

• 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指在同等情况下与受害者具有类似身份的

人。 

• 严重情绪困扰（Substantial emotional distress）指可能但未必需要医疗或其他

专业治疗或辅导的严重精神创伤或煎熬。 

  

报复–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 第二节, 29  

包括表明但不限于恐吓、威胁、胁迫或针对善意举报者或参与事件调查或审理流程的

人进行报复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参考俄克拉荷马州农业和机械学院董事会政策

3.06禁止报复（Board of Regents for the Oklahom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s 

Policy 3.06 Non-Reta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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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信息 

如果您是性暴力的受害者该怎么办 

a. 如果情况危急并需要立即救援，请致电警察或拨打 911。如果事件发生在校

园内，请致电 405-744-6523 联络 OSU大学警察局（OSU Police 

Department）。如果事件发生在斯蒂尔沃特市（Stillwater）的其他地方，请拨

打 405-372-4171，与斯蒂尔沃特警察局（Stillwater Police Department） 联系。

如果案件在其他地方发生，您可以向案件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当地执法部门

举报 。 

 

b. 做任何能让您觉得安全的事情。例如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联络让您感到安心

的人。您也可以拨打斯蒂尔沃特市 24 小时危机热线（Stillwater 24-hour 

Crisis Line） 405-624-3020 寻求建议或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的选项。您也可以

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之间致电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受害者维

权中心（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Victim Advocates）405-564-2129。 

 

c. 请勿淋浴、洗澡、冲洗、更换或毁坏衣物，进食、饮水、吸烟、嚼口香糖、

服用任何药物、整理房间或案发地点。保存证据对于刑事诉讼至关重要。 

尽管您可能不想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提起诉讼，但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记录在

案，将来想提起诉讼时可能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搜集到的证据在校园品行

审理流程中也很有帮助。 

 

d. 前往斯蒂尔沃特医疗中心急诊室（Stillwater Medical Center ER）为您可能遭受

的身体伤害提供护理。如必要，急诊室也将提供避孕措施以及性传播感染病

的治疗。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如果您选择不进行性侵护理检验（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ation），但想检测或治疗潜在的性传播感染（STIs）,您可

以免费到佩恩县卫生局（Payne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或大学医疗服务

所（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s）或斯蒂尔沃特市生命服务诊所 （Stillwater Life 

Services） 寻求低成本选项。 

 

e. 抵达斯蒂尔沃特医疗中心（Stillwater Medical Center）后，您将被带到一个私人

检查区。一名性侵护理检验师 [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er（SANE）] ，一

名性侵应对维权者 [ Sexual Assault Response Advocate（SARA）] ， 以及一名



 

 

 

    https://1is2many.okstate.edu     13  

  

警官将为您提供协助。护士将对您进行检查以治疗任何伤害并收集证据。

注：性侵检验至多可在遭受性侵后 120 小时（五天）内进行。 

 

f. 经您许可，性侵应对维权者（SARA）将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为您提供支持。检

查将由护士执行。在急诊室，您有权选择、或拒绝向执法部门举报该事件。

提交此报告并不保证您得全面起诉；它只会发起收集证据及陈述的过程。维

权者将提供一份书面材料，其中包含有关对性侵的常见应激反应、后续医疗

需求以及援助服务的信息。  

保密援助   
性暴力可能会造成情绪干扰，此类重大压力将需要时间逐渐适应。除了可以从家人

和朋友间获得支持以外，还有一些机构与部门可以为您提供援助及资源。了解在事

发后可以联系求助的各单位人士并向适合的单位寻求支援相当重要。取决于各单位

人士在大学或社区中的职位，这些人员对于事件的保密性负有不同的责任。根据州

法，某些人士如辅导员或性侵维权者，可以向受害者保证保密。许多大学职员被鼓

励他们应当积极举报性暴力事件，且无法保证保密。本大学必须在照顾个别受害者

的需求与保护整个社区的安全与福利之间取得平衡。  

 

OSU 受害者维权中心（OSU Victim Advocates）– 保密服务 

OSU受害者维权中心可以保密地向学生提供     405-564-2129  

有助于受害者的校内及校外资源的信息。        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405-624-3020 

周一至周五下午 5点后, 周末      

及大学节假日 
 

辅导资源 - 保密服务 

OSU学生辅导中心（OSU Student Counseling Center）  

320 Student Union 405-744 5472  

辅导员提供全天候 24小时服务。首五次辅导是免费的。 

http://ucs.okstate.edu   

  

希望之翼（Wings of Hope） 

3800 North Washington Avenue   
405-372-9922  

24 小时危机热线：405-624-3020 

https://wingsofhopeok.com   

心理服务中心  

(Psychological Services Center）  

118 North Murray Hall   
405-744-5975 
http://psychology.okstate.edu/psychologyservices   

http://1is2many.okstate.edu/advocate
http://ucs.okstate.edu/
http://ucs.okstate.edu/
https://wingsofhopeok.com/
https://wingsofhopeok.com/
http://psychology.okstate.edu/psychology-services
http://psychology.okstate.edu/psychology-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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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 – 保密服务 

即使受害者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伤害，在遭受性侵犯后进行详细的医疗检查也相当重要。

提供医疗服务的单位可以疗伤并治疗性传播感染。 

  

大学医疗服务所(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s)  

1202 West Farm Road  
405-744-7665  
http://uhs.okstate.edu   

 

佩恩县卫生局 

斯蒂尔沃特医疗中心 

(Stillwater Medical Center) 

1323 West Sixth Street  
405-372-1480  
www.stillwater-medical.org  

(Payne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1321 West Seventh Avenue   
405-372-8200 
www.ok.gov/health/County_Health_Departme 
nts/Payne_County_Health_Department   

斯蒂尔沃特市生命服务诊所 

(Stillwater Life Services) (校外)  

1509 West Eighth Avenue  
405-624-3332 www.stilwaterlife.org  

http://uhs.okstate.edu/
http://uhs.okstate.edu/
http://www.stillwater-medical.org/
http://www.stillwater-medical.org/
http://www.ok.gov/health/County_Health_Departments/Payne_County_Health_Department
http://www.ok.gov/health/County_Health_Departments/Payne_County_Health_Department
http://www.ok.gov/health/County_Health_Departments/Payne_County_Health_Department
http://www.stilwater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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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措施  

若学生不幸遭受性暴力事件的影响，可以向各单位机构提出采取一系列支援措施

的要求。学生无需提交投诉即可实施支援措施。本大学将根据情况尽可能为幸存

者保密。  

联系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 Student Support & Conduct 寻求支援 

405-744-5470, 328 Student Union  

 

援助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协助举报： 协助向大学品行审理单位以及适当的执法机构举报施暴者  

  
b. 禁止接触令（No Contact Order）： 可以在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制定禁止接

触令，禁止双方通过任何通讯方式，或通过其他人作为代表进行联系。  

  
c. 紧急保护令（Emergency Protective Order）：协助与希望之翼（Wings of Hope）向

法庭申请紧急保护令。这是一份法院下令禁止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接触的请愿
书。  

  
d. 安全措施：协助协调有关安全隐忧的任何合理措施。其中包括交通安排或提

供护送。  

  
e. 生活安排： 协助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校园住宿安排确保其处于安全及舒适的

生活环境。  

  
f. 学术安排：协助调整课业时间表以及提供可以得到学业辅助服务的途径。  

  
g. 调整工作时间表： 协助调整在校工作时间表以确保安全并舒适的工作环

境。  

 
h. 其他援助措施：协调其他合理安排以应对性暴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协

助联系心理咨询或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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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大学察觉有人可能陷于性暴力事件时，无论案发地点在何处，他们将通过俄

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电子邮件联系当事人，分享潜在的支援措施、举报选项以及

其他有用资源。  

 

使用 Rave Guardian（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与俄克拉荷马州立

大学校园警察（OSUPD）联系，举报犯罪或可疑活动，或拨

打他们的非紧急电话。Android及 iOS用户皆可安装此应用程

序。 

举报 

任何形式的性暴力，不论严重程度，都应当被举报。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主要关心的是大众的安危；因此，即使该案件涉及酒精

或毒品，个人也不应该打消举报该事件的念头。本大学有好撒玛利亚人政策（Good 

Samaritan policy）, 为涉及严重事件的学生提供轻微违规行为的特赦。  

 

本大学鼓励性侵犯受害者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人以便获得支援，此外大学也可

从而做出适当的回应。本大学提供保密性服务与非保密性举报选项。需要注意的

是，取决于各单位人士在大学或社区中的职位，这些人员对于事件的保密性负有

不同的责任。根据州法，某些人士如辅导员或性侵维权者，可以向受害者保证保

密。然而，一般而言，当大学职员收到任何有关性行为不端的举报，即使不被要

求，他们也将被鼓励，向 Title IX 协调员或 Title IX 副协调员举报该事件。本大学必

须在照顾个别受害者的需求与保护整个社区的安全与福利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 

  

校园里的各个职员对于维护受害者对保密的要求有不同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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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需要对事件保持近乎绝对的机密性；与他们交谈有时被称为“特权交流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  。 

• 有的职员可能会与受害者私下秘密交谈，并仅在不透露任何个人身份信息的

情况下举报该事件。向这些职员透露信息将不会违背受害者意愿触发大学对

事件进行调查。此举报将通过克莱瑞报告（Clery report）完成，受害者的姓

名或其他身份信息将不被记录在案。 

• 有些职员有义务必须向 Title IX 协调员或副协调员举报事件的所有细节

（包括包括受害者和被指控的肇事者的身份）。  

 

 

 

 

保密性服务   

保密性服务提供学生在保密的前提下与员工分享及讨论性暴力事件的选项。注：

向保密性服务部门举报将会限制本大学应对该事件并采取行动的能力。  

  

专业辅导员   

未经当事人许可，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的专业及有执照的辅导员（包括在有执照的

辅导员的监督下担任该职的人）无需向 Title IX 协调员或副协调员报告有关事件的

任何信息。《克莱里法案 （Clery Act）》也不要求辅导员举报此类事件。这将包括

大学咨询中心（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心理服务中心（Psychological Services 

Center）、心理辅导诊所（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及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的顾问。  

  

https://safety.okstate.edu/police/clery-a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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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U 受害者维权中心（OSU Victim Advocates）  

本大学视 OSU受害者维权中心为一种保密性举报选项。受害者可以通过受害者维

权人士了解校园内的可用资源。未经受害者同意，受害者维权人士无需向 Title IX 

协调员或副协调员报告有关事件的任何信息。然而，受害者维权人士将根据《克

莱里法案 （Clery Act）》向 OSU 校园警察举报该事件，但不会提供任何个人身份信

息。此外，受害者维权人士将定期向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报告此类案件的统

计趋势。  

  

大学医疗服务单位  

大学医疗服务单位是个保密性服务的选项。未经当事人许可，他们无需向 Title IX 

协调员或副协调员报告有关事件的任何信息。但是，他们将根据《克莱里法案 

（Clery Act）》向 OSU 校园警察举报该事件，但不会提供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虽然这些专业人士、非专业辅导员、医疗服务单位或受害者维权人士可能会为受

害者保密，但在州法的规定下，他们有义务向执法部门举报任何涉及未成年人的

案件、或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的案件，并在刑事案件中被传唤时作证。  

 

非保密性举报选项  

 

俄克拉荷马州农业和机械学院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 for Oklahoma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s）和《克莱里法案 （Clery Act）》要求所有发现性暴力事件的员

工（不包括辅导员、医疗服务单位和受害者维权人士）向 OSU 大学警方和受害者

维权中心举报该事件。未经受害者同意，不得向警方报告受害者的姓名。报告应

包含案件的性质、日期、时间以及大致案发地点。这份报告将不记录任何可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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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透露受害者身份的信息。这使大学能够追踪犯案模式并制定适合的校园

应对方案。  

  

如果本大学确定被指控的个人对校园构成严重并直接的威胁，本大学可能会及时

向社区发出警报。任何此类警报将不包含任何可能透露受害者身份的信息。  

  

当向校园中的负责职员（Responsible Employees）或校园保安权威 [ Campus 

Security Authority（CSA）] 举报性暴力事件时，本大学的 Title IX 协调员或副协调员

将也收到有关事件的举报。 

  

校园保安权威（Campus Security Authority）: 根据《克莱里法案 （Clery Act）》，某

些员工将被选定为校园保安权威（CSAs）。CSAs 是根据《克莱里法案》所选出的

代表，并且会在大学的年度安全报告中介绍他们。出于统计目的，这些人被强制

要求必须向 OSU 警方举报性行为不端或其他不当行为的案例。  

  

负责职员（Responsible Employees）: 任何职责包括监督员工或管理学生的大学职

员将被视为负责职员。具有监督管理权的职员包括但不限于：单位领导、学术管

理人员、监督学生工作的教职员工、校际体育管理人员及教练组成员。  

  

CSA或负责职员必须向 Title IX协调员或副协调员详细报告受害者提供的有关涉嫌

性暴力事件的任何信息，包括姓名、日期、时间及涉嫌事件的具体案发地点。在

尽可能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将仅与负责处理大学案件应对的人员共享。CSA或负责

职员不应该向执法部门分享有关受害者的信息，除非受害者要求他们这样做。  

 

在受害者向 CSA或负责职员透露任何信息之前，员工应确保受害者了解员工的举

报义务，如果受害者想保密，应引导受害者寻求保密性支援。当受害者将性暴力

事件告诉 CSA 或负责员工时，受害者有权期望大学提供有关支援措施、资源和举

报途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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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取行动的请求 

当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Student Support & Conduct）察觉到涉嫌性暴力的案件时，

受害者将通过其大学电子邮件地址收到相关资源的信息。  

• 如果受害者没有回应或要求不采取任何行动，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将进行审查

以确定涉案学生是否已被联系。  

• 如果受害者没有回应大学的联系或要求不采取任何行动，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

必须权衡该请求与为所有学生（包括受害者）提供安全环境的义务。如果本大

学尊重受害者的保密要求，受害者必须明白本大学对该事件事件的有效调查及

应对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  

• 虽然少见，但有时本大学为了给所有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可能无法满足受害

者的要求。在权衡受害者不采取行动的请求时，将考虑以下因素：  

1. 被指控的答辩人可能会再次实施性暴力或其他暴力的风险增加，例如：  

a. 是否还有其他针对同一被告的性暴力投诉； 

b. 被指控的答辩人是否曾被逮捕或在前一所学校的记录中有暴力史； 

c. 被指控的答辩人是否威胁要对受害者或其他人实施进一步的性暴力或其

他暴力；  

d. 该性暴力事件是否由多名涉案人实施;   

2. 该性暴力事件是否涉及武器的使用;   

3. 受害者是否未成年;   

4. 涉案人是否是雇员或大学批准的学生活动的参加者（例如，体育、乐队、

ROTC等）;  

5. 大学是否有其他方式获取该性暴力事件的相关信息（例如，监控摄像、人

证、物证）;  

6. 受害者的报告是否揭示了特定地点或特定群体的犯罪模式（例如，通过非法

使用毒品或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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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案件涉及一个或多个上述因素，可能会引起本大学对此进行调查，并在适当

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如果不存在任何上述因素，大学可能会尊重受害者的请求

不采取行动。  

 

如果大学确定无法为受害者保密，大学将在开始调查之前通知受害者。大学将始

终为受害者着想，持续采取措施保护受害者免受报复或伤害，并与受害者合作制

定安全计划。大学可能不要求受害者参与任何调查或审理过程。本大学不会容忍

学生或大学员工对受害者进行报复。  

向警方举报  

本大学强烈鼓励个人向警方举报性暴力以及其他刑事犯罪事件。举报并不代表受

害者必须起诉但会发起收集信息及证据的过程。信息与证据的保存将为未来保留

针对犯案人的刑事起诉、大学品行审理或民事诉讼的机会。 

 

校内事件   

校园警察局 (OSU Police Department) 

104 USDA Building   

405-744-6523  

http://police.okstate.edu   

校外事件 

斯蒂尔沃特市警察局 

(Stillwater Police Department) 

723 South Lewis Street  

405-372-4171  

http://stillwaterpolicedept.org  

 

如果案件在其他地方发生，您可以向案件发生地具有管辖权的当地执法部门举

报 。  

向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Student Support & Conduct) 举报 

 

http://police.okstate.edu/
http://police.okstate.edu/
http://stillwaterpolicedept.org/
http://stillwaterpolicedep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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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向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Support & Conduct）或 Title IX协调员举报

性暴力事件。举报性暴力事件与就性行为不端事件提出投诉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针对性行为不端事件提出投诉将使本大学知晓有关事件，并得以提供支援措施，

但并不一定会因此发起学生品行审理过程。举报性行为不端的投诉人将获得个性

化的支援措施。如果投诉人想发起申诉程序，他们应当提出投诉。 

 

OSU 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 

(Student Support & Conduct）  

328 Student Union  

405-744-5470 

http://ssc.okstate.edu  

student.support@okstate.edu  

 

 

 

 

Title IX 协调员  

408 Whitehurst Hall 

405-744-9154 

http://eeo.okstate.edu 

eeo@okstate.edu 

  

受害者权利法案   

a. 幸存者应被告知他们有权选择通知，或不通知执法部门和校园当局有关事

件。 

b. 原告和被告必须有同样的机会让其他人在场。 

c. 任何纪律处分的结果均应通知双方。 

d. 应通知幸存者有关辅导服务的信息。  

e. 应通知幸存者有关调整学习情况及住宿安排的选项。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

外，当学生或员工举报他们不幸成为约会暴力、家庭暴力、性侵或缠擾的受

害者时，本大学都会向其提供有关学生或员工的权利及选项的书面说明。  

政策  

本大学两项针对与学生有关的性暴力的政策： 

http://ssc.okstate.edu/
http://ssc.okstate.edu/
http://eeo.ok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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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im Title IX - 性行为不端政策 (Sexual Misconduct Policy): 

https://eeo.okstate.edu/title-ix-0  

• 学生行为守则 (Student Code of Conduct): https://ssc.okstate.edu/code.html  

    

 

 

 

 

 

 

 

 

 

 

 

学生品行审理流程（Student Conduct Process）  

所有学生品行审理都与执法调查有分别。即使执法和刑事司法当局选择不起诉该

事件，本大学仍可能通过学生品行审理程序追究该事件。  

 

我们希望所有参与方都了解向学生援助与品行审理单位提交投诉之后的流程。以

下将介绍调查过程、听证会及听证会的结果。学生援助与品行单位工作人员将根

据要求解释该过程。学生品行审理过程将是迅速、公平且公正的。这意味着该流

程将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并且不会无故拖延。该过程将对各方透明，并以符

合大学政策的方式进行。提交投诉的受害者被称为投诉人。 被指控的个人被称为

https://eeo.okstate.edu/title-ix-0
https://eeo.okstate.edu/title-ix-0
https://eeo.okstate.edu/title-ix-0
https://eeo.okstate.edu/title-ix-0
https://ssc.okstate.edu/code.html
https://ssc.okstate.edu/code.html
https://ssc.okstate.edu/co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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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最后，学生行为流程将由与投诉人或答辩人没有利益冲突或偏见的大学

官方人员进行。  

 

提出正式投诉   

可以在线、邮寄、发电邮或亲自到 328 Student Union, 

https://ssc.okstate.edu/report.html ,或 student.support@okstate.edu 提出正式投诉。为了

采取纪律处分，投诉人必须提交已签署的正式投诉，并且必须参与调查和听证过

程。  

 

调查  

a. 投诉人和被投诉的答辩人将收到投诉已被审理单位接收的通知。 

  
b. 大学官方人员将分别与投诉人和答辩人会面，讨论提交的投诉，审查调查及听

证程序。  

  
c. 调查将由无偏见的调查员进行。 该调查将包括亲自会见投诉人； 亲自与答辩

人会面； 亲自会见任何相关证人； 以及审查任何文件信息。  

  
d. 调查将是充分、可靠且公正的。 调查员将编制一份调查报告，并由投诉人和答

辩人核实事实。  

  
e. 大学官方人员将根据可用信息确定是否将举行品行听证会。 如果确定大学将举

行品行听证会，则将通知投诉人和答辩人听证会日期。  

  
f. 在调查过程中，您可以有一名顾问在场。 

听证会  

 

a. 通知将在听证会 15 天前发出，其中包含听证会日期、时间和地点的相关信息。

听证会将会根据学校时间表安排。  

  

https://ssc.okstate.edu/report.html
https://ssc.okstate.edu/report.html
mailto:student.support@ok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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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涉及投诉人与答辩人的指控将由学生品行委员会听证小组聆讯，该小组由一名

教职员工、一名工作人员及一名学生组成。  

  

c. 听证会包括开场陈述、调查报告的陈述、投诉和答辩人的信息陈述、向每一方

提出的问题以及结案陈述。  

  

d. 每一方都可以选择一名顾问陪伴他们整个听证过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您

讲述您的经历。如果该案件隶属 Title IX 政策管制的案件类型，您则必须有一名

顾问出席听证会以向另一方提问。如果您无法委任一名顾问，本大学将为您安

排一名顾问。 

 

e. 听证期间，每一方都可以出席听证会（审议期间除外）。各方皆可在预先安排

好的，非威胁性位置的同一个房间中，或在备有视频会议选项的不同房间中进

行听证会。  

  

f. 所有本大学听证会采取的证明标准皆为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制度，意即当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的份量与证明力比反

对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的证据可靠性更高，则倾向于认可该方主

张的待证事实。这与刑事诉讼采取的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证明标准大相径庭。  

结果  

  

a. 可能判决的结果范围包括《学生行为守则（Student Code of Conduct）》中列出的

全部制裁。当被判定性暴力事件可能的确曾发生时，裁决可能包括从大学被开

除。 

b. 听证会结束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将同时以书面形式把结果通知答辩人及投诉

人。  

c. 每一方都有权在听证会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对通过听证程序达成的判决提出上

诉，如果一方提出上诉，另一方则有权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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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本大学鼓励牛仔社区（Cowboy community）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通过实践尊重他

人意愿、身为同伴支持受害者及幸存者、适当时刻作为旁观者介入，以及通过大

学发起的培训进行自我教育以预防有害的负面事件。  

   

与 OSU同一阵线，倡导“仅一名受害者已经过多（1 is 2 Many）”行动并努力维护

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校园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安心生活、学习，并取得成就。

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我们以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大学体验而自豪，为此，我们

需要维护安全与健康的学习环境。因此所有新生都必须完成 1 is 2 Many 培训，一

项由本大学提供的在线性暴力预防计划。这个以视频为主的培训计划将提供关于

尊重他人意愿、旁观者干预、性侵犯、约会及家庭暴力、缠擾等的重要信息。学

生必须在注册下学期课程之前完成该培训。请到以下网址完成培训： 

 

https://1is2many.okstate.edu 

  

此外，1 is 2 Many 团队将根据要求向任何学生或教职员工群体提供有关性暴力的面

对面培训。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性侵犯； 性骚扰；如何支持受害者； 旁观者干

预；预防措施；及可供受害者使用的资源。欲知详情，请参考：
https://1is2many.okstate.edu/presentation.html 

  

虽说防止案件的发生从来都不仅是潜在受害者的责任，然而大学学生也有义务采

取适当的措施并学习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情况的防范意识。欲知更多有关校园安全

的详细信息，请下载 Rave Guardian 应用程序，并到以下网址查阅年度安全报告： 

http://safety.okstate.edu 

 

 

 

 

 

 

https://1is2many.okstate.edu/
https://1is2many.okstate.edu/presentation.html
http://safety.ok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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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作为提倡机会均等的雇主，遵守所有有关非歧视和平权行动的适用联邦法律及州法律。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致

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政策，将不针对种族、宗教、年龄、性别、肤色、国籍、婚姻状况、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残疾或

退伍军人身份而歧视个人就业、教育计划与参与活动及入学的机会。欲了解更多，请参考 https:///eeo.okstate.edu。 

 

This project was supported by Grant No. 2019-WA-AX-0027 awarded by the Office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opinions, finding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program/exhibi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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