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政策、程序和服务:
学生关于性不端行为的资源指南



 

   

 

   

   

   

 

   

   
 

 

  

 

  

 

 

   

 
 

 

 

 

 

 

 

 
 

如果你有过不当性行为的经历

1. 尽快去安全的地方。

2. 如果你受伤或认为你可能接触过性病/性病或可能怀孕，请立即就医

3. 联系以下任何一方获得立即帮助:

Title IX 协调员，电话:(802) 485-2144，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公共安全，电话是(802) 485-2525，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

诺维奇大学健康服务，在正常工作时间拨打(802) 485-2552，周一至周五*
诺维奇咨询中心，在正常营业时间，电话(802) 485-2134，周一至周五*
诺维奇咨询电话，晚上拨打(802)240-6439 *
诺维奇宗教服务处，在正常营业时间，周一下午，电话(802) 485-2128。*
北菲尔德警察局，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或者拨打非紧急热线(802) 485-
9181，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这是一项保密资源。

请注意，当他们的办公室关闭或无法立即提供帮助时，校区官员可能会联系其他部门的

待命人员。

4. 获得医疗援助。保存物证很重要，其中可能包括

• 组织和体液样本

• 暴力证据

• 床单、毛巾、衣物等。

你可以选择避免洗脸、洗澡、小便等，直到经过医学专业人士的检查。因为性侵犯的证

据会很快消失，你可以选择尽快寻求医疗检查。证据收集应在袭击后 120 小时内完

成，但流体、头发样本和 DNA 可以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收集。就算清洗了，往往还是可

以取证的。

5. 选择如何继续。你有多种选择，鼓励你联系下一页所列的任何资源，讨论你的选择，总 结
如下:

•  在你准备好之前什么都不要做;

•  通过诺维奇大学的程序寻求解决方案；

•  和/或提起刑事诉讼;

•  和/或对犯罪者提起民事诉讼。

你可以选择对你最佳的组合。如果你希望诺维奇大学对事件进行调查并解决，请联系 Title IX
协调员。那些希望对事件进行刑事处理的人应该联系校园安全局或袭击发生地

的当地警方。如果需要的话，校区的官员可以陪同学生作以上报告。联系 Title IX 协调

员来获取更多信息。



   
 

 

   
 

   

    

   

 

  

 

 

 

 

 

 
  

  

  
  

   

   

 
  

 
 
 
 

 
 

 

 

 

 

 
  

 
 
 
 

 
 

 

 

 

  

  

    

 

   

     

 

报告选项

如果/当你准备报告事件时，你有两套不同的资源可以报告保密资源和非保密资源。为

做出明智的选择，各方应了解身份和隐私问题，以及诺维奇大学的强制报告要求。(参

见第  12  页的图表)

保密报告资源:

如果你希望事件的细节保密，你应该与下面列出的保密资源之一联系。他们的服务是免

费的。

除了提供咨询和支持之外，这些资源还可以帮助你在无需报告的情况下获得诺维奇大学

的支持——它们通过在你和诺维奇  Title IX  协调员之间充当中间人来实现这一目的，仅在

必要时共享信息来实施这项支持措施。

诺维奇大学保密资源

•  诺维奇大学咨询和健康中心: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30，可拨打预约电话

(802)485-2134  或在正常时间内来访。紧急情况请拨打:(802) 793-3093
•  诺维奇大学学生健康中心:(802)485-2552  或  nuinfirm@norwich.edu

  •大学牧师代表  William S. Wick:(802)485-2128  或  wwick@norwich.edu

Local Community Confidential Resources

•  Circle(亲密伴侣暴力支援服务)24/7  热线: (877) 543-9498
• Mosaic  全天热线:  802-479-5577

非保密报告资源:
如果你希望得到大学的回应，你可以向非保密资源报告。
诺维奇大学鼓励个人报告本政策涵盖的事件，以便他们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支持，并使大
学能够在保持校园安全的同时做出适当的反应。虽然可能无法保证严格保密，但在所有
情况下，大学将以敏感的方式处理信息，并在符合其回应性或基于性别的不当行为报告
的义务的情况下，尽力保护个人隐私。以上未被指定为保密的所有员工都是他们所知道

的事件所有细节的强制性报告人。他们需要与  Title IX  协调员分享这一信息。

对于想要报告事件的人，他们有以下选项:

1. 线报告表  –www.norwich.edu/title-ix

2. 直接联系  Title IX  协调员– Danielle Slauzis, (802) 485-2144 or titleix@norwich.edu

3. 任何非保密资源的诺维奇大学员工。以上未被指定为保密的所有员工都是他们所知道的 事
件所有细节的强制性报告人。他们需要与  Title IX  协调员分享这一信息。

4. 联系 LEAP 代表。LEAP 代表是接受过报告性行为或不当性行为培训的学生。LEAP 代表 将
这些报告提交给 Title IX 协调员。一旦报告了事件，Title IX 协调员将尽可能尊重受害
者(称为投诉人)的解决意愿。



 

 

 
    

 

保密要求

你可以在不启动正式解决流程的情况下请求保密和/或 Title IX 协调员为你提供支持服务

和资源。协调员将权衡保密请求与大学维护安全社区的需要。一般来说，大学能够尊重

你的意愿，除非校方认为被告有使用武器、暴力、模式、掠夺或威胁的行为，会对社区

构成威胁。

如果你的保密请求获得批准，学校将为你提供可用的资源、支持和补救措施。你没有义

务进行正式调查来获取可用的资源。如果诺维奇大学决定有义务根据你或代表你的其他

人所做的报告寻求正式解决方案，你没有义务参与解决方案流程。但是，由于你决定不

参与，校方执行其政策或提供一些补救措施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

涉及未成年人的事件
请注意，校方对未成年人(16 岁以下)的义务可能要向儿童和家庭部报告不当性行为事
件。因此，在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当性行为事件中，无法保证保密性。

检查性侵犯护士

120 小时后，就算你没有试图获取性侵犯的证据，接受医疗护理可能仍然是有帮助的。

性侵犯护士检查员接受过收集法医证据的培训，可以检查你是否受到伤害和接触性传播

疾病的情况。

SANE 检测由你的保险承保，如果你没有保险，则由佛蒙特州承保。

如果你仍穿着被侵害时穿过的任何衣服，请将它们穿到医院或健康中心，但要带一套换
洗的衣服，因为医护人员将保留你所穿的衣服作为证据。如果你已经换了衣服，把被侵

害时你穿的衣服放在一个干净的纸袋(而不是塑料袋)里或者用干净的床单包起来。在被

侵害现场留下床单/毛巾。警察会把它们进行证物收集。通常情况下，警察会被叫到医

院或健康中心来保管强奸工具包，但你是否希望与他们交谈或提出刑事诉讼，这些决定
都取决于你。你也可以在检测期间有一个来自 Mosaic 的忠实拥护者来支持你。

重要的是要注意，SANE 检测不仅仅是为了收集证据。任何经历过性侵犯的人都可以免

费获得这些服务。伴随这种检查而来的是药物治疗 为了预防任何性病或怀孕、体检、
受害者赔偿说明、后续建议和安全规划。如果你决定 不报警，你仍然可以接受同样的

检测。如果你选择在做完检查后再报告，如果患者超过 18 岁，报告将保留 6 个月，如

果患者未满 18 岁，报告将保留16 年。



   

   

 

 

 

 

 

 

 

  
 

 

 

基于性和性别的不当行为政策

诺维奇大学致力于创建和维护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参与大学项目和活动的人

都可以在没有基于性或性别的不当行为的氛围中一起工作和/或学习，并且大学不容忍

此类形式的不当行为和/或犯罪。此类形式的不当行为也受到州和/或联邦法律的禁止，

如《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法典》第九编和《克莱里法案》。大学有意采取及时、公平的行

动，防止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再次发生。

本政策适用于接受诺维奇大学资助或使用诺维奇大学名称的教师、员工、其他雇员和代

理人、学生和组织。

校园社区的所有成员、客人和访客都受到本政策的保护，无论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如何。

鼓励认为自己遭受了违反此政策的行为的个人向大学提出投诉。投诉将独立于任何额外进行的

刑事诉讼。无论刑事指控何时或是否被提起或证实，都可以执行大学程序和制裁。

关于校园犯罪、州法律以及与不正当性行为相关的披露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校园年度安全
报告中找到。
在这里访问它: http://www.norwich.edu/public-safety 

顾问
所有当事人都有权选择一名顾问，在整个投诉解决过程中指导和陪伴他们。顾问可以是
朋友、导师、家庭成员、律师或一方选择为他们提供建议的任何其他支持者。

在当事人有权出席的所有会议和面谈中，包括录取、面谈、听证和申诉，当事人可由他
们的顾问陪同。顾问可以帮助他们的被顾问为每次会议做准备，并且应该以道德、诚信
和善意的方式提供建议。大学不能保证平等的咨询权，也就是说，如果一方选择了一名
律师作为顾问，而另一方没有，或者不能选择一名律师，大学没有义务提供一名律师。
顾问不得代表任何人发言、代表任何人、代替任何人出庭、向他们所建议的方以外的任
何其他方讲话，或以其他方式积极直接参与会议、访谈或其他程序，在正式听证会决议
程序的现场听证会上代表其被建议者询问各方、证人和调查人员时除外。
顾问可以在不影响会议或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与其顾问沟通。对于更长时间或更复杂的讨
论，各方及其顾问应要求休息或退出会议，以便进行私人对话。

顾问可要求在与 Title IX 员工相关的任何面试或听证会之前召开会议，以回答顾问可能
提出的关于该过程的任何一般性问题。

根据适用于 Title IX 的美国教育部法规，在正式听证会决议程序中，听证会期间需要进
行交叉质证，但必须由双方的顾问进行。不允许双方直接询问对方或任何证人。如果一
方没有听证会顾问，大学将指定一名经过培训的顾问进行任何提问。一方可以拒绝此任
命并选择自己的顾问，但在没有顾问的情况下不能继续。



  

      
   

  
   
   
 

  
   
   
  
   
  
  
 

   
   
   
   
   
 

 
   
  
  
  
  
  
  
  
 

 

 

   
  
  
   

  
  
     

     
     

 
  

   
  
  
   
  
 

 
   
   
  
   

 
  

 
  

策略定义

交换型性骚扰:
•接受方的雇员将接受方提供的援
助、利益或服务的提供以个人参与不
受 欢迎的性行为为条件。

不当性行为:
• 不当性行为被定义为当直接影响个
人的就业、教育、生活环境或参与诺
维
奇赞助的活动或项目时，不受欢迎的
性挑逗、性要求、其他不符合性骚扰
定义的口头、
视觉或身体性行为。

性骚扰:
• 性骚扰是由一个理性的人认定的不
受欢迎的行为，这种行为非常严重、
普遍且
客观上具有攻击性，以至于它实际上
剥夺了一个人平等参与接受者的教育
计划或活动的
机会。

强奸:
•未经一人同意而与该人性交(即阴茎
插入阴道口)，或未经该人同意而与
另一人进
行口交或肛交(即阴茎插入)，或未经
该人同意而使用物体或工具(如无生
命的物体或除阴
茎以外的身体部分)非法但轻微地插
入另一人身体的生殖器或肛门。

爱抚:
未经他人同意，以性满足为目的触摸
他人的私人身体部位。

亲密伴侣暴力:
•  定义为处于约会或家庭关系中的人
彼此之间的身体、性、情感和/或心
理

跟踪, 被定义为::
•  从事基于性别、针对特定人的行为
过程，

–  会导致一个理智的人担心其人
身安全，或
– 他人的安全；或者

–  实质性情绪困扰

性剥削
•  当一个人为了他/她自己的利益或
好处，或者为了给被剥削者以外的
任何人带来
好处或好处，未经同意或滥用他人
的性优势时，就会发生性剥削，并
且该行为不构成本
保单中其他冒犯列表中的行为。

基于性别的歧视
•  是指因为某人的性别而对其不利或
不同。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性取
向、
性别、性别认同、变性身份或性
别。

报复
•  是对参与受保护活动的人采取的任
何不利行动，因为该人对该受保护
活动的参与受
到第一修正案和/或学术自由规定的
限制。



 

 

  

  

  

   

  

  

  

  

 

   

同意书
对性活动的同意是通过口头或身体行为的明确表示，表明双方都愿意并积极参与性活 动。

这种授权必须:

1. 没有武力、威胁、恐吓或胁迫。

2. 主动并知情地授权

3. 并且是在有意识和理性的精神状态下进行的，并且没有受到酒精或药物丧失能力的影 
响。

只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才能同意。

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撤回同意。一旦撤销同意，性活动必须立即停止。强迫某人进行性

活动可以构成胁迫，这也被视为不端性行为。

沉默或没有抵抗本身并不构成同意。受害者不需要抗拒或说“不”来证明冒犯。

同意一种形式的性接触并不构成同意所有形式的性接触，同意与一个人的性活动也不构

成同意与任何其他人的活动。

即使在以下情况下，也必须获得同意:

• 被告是投诉人认识的人

•  性行为不端发生在约会时；

•  其中一人或两人之前都有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

•  其中一人或两人都受到酒精或其他药物的影响。

•  没有涉及武器；

•  没有斗争或抵抗的证据；或者

•  没有其他目击者

因酒精或药物导致的能力丧失是指个人无法做出知情且合理的决定从事性活动，因为她

/他对行为的性质缺乏有意识的了解(例如，无法了解性互动的对象、内容、时间、地

点、原因或方式)和/或无法移动身体。如果患者处于睡眠状态、无意识状态或以其他方

式未意识到正在发生性活动，则患者丧失行为能力，因此无法表示同意。

如果涉及酒精或其他药物，丧失行为能力是一种超越醉酒或中毒的状态。酒精和其他药

物的影响因人而异；然而，一个人可能接近丧失行为能力的警告信号可能包括口齿不

清、呕吐、步态不稳、充满酒气、好斗或情绪波动。

被告方喝醉了，因此没有意识到原告丧失了行为能力，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不正当性行

为的借口。



  

  

  

  

  

  

  

 

 

   

 

   
     

  
 

   

 

  

  

 

 
 
 
 

 
 

   
 

 

 

 
 

 
 

支持服务/资源

无需为了请求大学提供支持服务而
提出正式投诉、参与裁决过程或提
出刑事投诉。

在整个 Title IX 争议解决过程中，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都可以使用便利
设施，且这些支持 性服务为非纪
律、非惩罚性的个性化服务，可酌
情免费提供。

这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限制双方会面和沟通的相互无接
触令；

•  学术住宿，包括但不限于截止日
期延长、请假、完成学业、课程
变更或延迟退学，或其 他适当安
排；

•  住宅住宿，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新
住房或提供临时住房选择(视情况
而定)；
•  更改交通、工作安排或提供其他
雇佣住宿
(视情况而定)；
•  协助个人获得支持服务，包括
(如适用)受害者辩护、学术支
持、咨询、残疾、健康或心 理健
康服务、签证和移民援助、学生
金融援助服务以及校园内外的法
律援助(如适用)；

•  告知个人有权向当地执法部门举
报犯罪和/或向美国法院或美国以
外的法院寻求保护 令、禁止令或
免受虐待令(如适用)，并在个人
希望这样做时提供协助。

•  诺维奇大学还将酌情与投诉人和
其他人合作，在必要和适当的情
况下，在其拥有或控制 的场所内
遵守并实施此类命令的要求。

校园和本地资源

诺维奇大学咨询和健康中心(保密)

什么是心理咨询？
• 客户和顾问之间的合作过程

• 针对特定问题

为什么要参加心理咨询？
• 关系动态

• 自我护理

•  学术困难

• 军团/军事相关困难

• 与性别认同或性行为相关的问题

• 发展健康技能

• 有问题的饮食/身体形象

咨询中心位于图书馆的四楼，工作
人员在保密环境下提供个人和团体
咨询。可以提供专题小组和心理教
育研讨会，以满足特殊需求。服务
由训练有素的持证专业临床医生和
有 监督的硕士级实习生提供。NU 
社区的学生成员可以免费获得服
务。如需预约，请致电 (802)
485-2134或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的正常时间内来访。

学术成功与成就中心(非保密)

学术成功和成就中心(CASA)帮助诺
维奇大学的学生获得学术成功。该
中心的专业工作 人员和同行导师
在整个课程中提供全面的个性化和
小组辅导。该中心帮助学生提高学
习、时间管理和组织技能，并为特
定学术领域提供辅导和指导。



  

  

  

  

  

  

  

  

 
  
  
  

 
  
  
  
  

 
  

 
  
  
  

 
  

 
  

 
  
  

 
  
  

  

 

 

 

 
 

  

 

 

  
    

 

 
 

 

 

 
  

 
 
 

 

 

 

 

 

CIRCLE (保密)

关于我们:
Circle  在这里支持所有经历约会暴力或跟
踪的人，无论性别认同、性取向、年龄、
种族
或宗教。Circle  为那些在校园中感到不安
全、担心朋友处于不健康的关系中，或者
希望
就自己的关系与自信倡导者交谈的人提供
支持。

我们的服务:
庇护所、支持团体、转介服务、保护令、
安全计划、民事和刑事法庭辩护、青年预
防方案、社区教育。

联系我们:
全天热线: (877) 543-9498
www.circlevt.org

额外资源::

佛蒙特州犯罪受害者服务中心

http://www.ccvs.vermont.gov/support-for-vic
tims

残疾人士资源

https://ncd.gov/resources
https://www.ndrn.org/

佛蒙特州自豪中心/佛蒙特州安全空间

https://www.pridecentervt.org/safespace/
(866) 869-7341 or (802) 863-0003
 安全空间 为遭受各种形式虐待或暴力的 
LGBTQ 幸存者提供免费和可靠的服务。

跟踪资源中心
https://victimsofcrime.org/stalking-re
source-center/

男性幸存者资源
https://malesurvivor.org/
提供关于针对男性的性暴力的资源和教育信
息。提供治疗资源，将幸存者与在线支持和
心理健康专业服务联系起来。

助教:
•  专业导师根据需要或定期会见个别学
生，特别是辅导学生的写作项目和数学
课程。

•  同伴导师每周与个别学生会面，帮助他
们学习世界语言、实验室科学或工程等
科目。他
们还根据需要为这些主题提供每周一次
的帮助会议。
•  AAC  的数学帮助会议从周一到周四晚
上  7:00  到  10:00  举行

针对残疾学生的服务:
•  如果你有记录在案的身体、情感、学习
或注意力残疾，并且已经自我确定了你
的支持需求，我们将随时为你提供帮
助。

专业学生服务:
我们根据需要或定期与学生会面，以:

•  指导你正确记录你的残疾情况。

•  创建一份教育大纲，列出你可以向教师
发放的住宿条件。

•  促进与家长、教师和员工就住宿和支持
事宜的沟通。

Mosaic (保密)

关于我们:
Mosaic  为所有经历过或受到过性伤害的人
提供支持。我们欢迎人们伸出援 手，即使
他们不确
定自己的经历是否属于性暴力的范畴，或
者他
们正在寻找什么信息。

我们的服务包括:
情感和危机支持；获得社区服务项目的推
荐和支持；性侵犯护士检测的医疗宣传；
安全 规划；支持报告、警察和法律系统；
社区教育。

联系我们:
全天热线: (802) 479-5577
办公室电话  (802) 476-1388
info@mosaic-Vt.org  •  www.mosaic-VT.org



 
 

 

 

  

  

  

  

  

  

  

 

 

 

 

 

 

 
 
 

 
 
 

 

 

 

 

 

 

 
 
 

黑人女性的健康当务之急
https://bwhi.org/
致力于改善美国黑人妇女和女孩身体、情
感和财务健康的全国性组织
。投资于有助于黑人女性健康的战略、合
作伙伴和组织。

亚洲性别暴力问题研究所
https://www.api-gbv.org/
针对亚洲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
的性别暴力问题国家
资源中心。对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提供技
术援助和培训，开展研究，并为公共政策
提供
信息。

新抵达美国幸存者资源

https://www.aalv-vt.org/
AALV  通过一系列整合服务帮助来自世界各
地的新美国人在他们的新社区获得独立，
包 括桥接案例管理、劳动力发展、行为健
康意识和翻译服务规划。在我们多文化、
多语言员工的支持下，我们的客户能够顺
利过渡到佛蒙特州生活和工作

有色人种资源

https://sisterslead.org/
有色人种妇女联盟为有色人种组织的成员
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进行政策宣传，传
播社区意识和教育。.

法律代表:
佛蒙特州法律援助: (800) 889-2047;
http://www.vtlegalaid.org/

佛蒙特州律师协会:  https://www.vtbar.org/

非正式决议

要启动非正式解决方案，投诉人需要提交
一份正式投诉，如上所述。如果被申请人
希望 启动非正式解决方案，他们应联系 
Title IX 协调员进行说明。

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正式解决程序而首先追
求非正式解决，参与非正式解决的任何一
方都可以随时停止这一过程，开始或恢复
正式解决程序。

有两种非正式解决方式:

替代方案

•  替代解决方案是一个非正式的过程，通
过该过程可以达成双方同意的指控解决方
案。

•  替代解决方案的目的不是确定是否有参
与违反本政策的行为的意图，而是确保停
止被指

•  如果在投诉的非正式解决过程中的任何
时候投诉人或被投诉人对该过程或解决方
案表示不满，并且 Title IX 协调员认为合
适，Title IX协调员可以终止非正式解决
方案，并开始正式调查和解决过程。
•  替代解决方案是否可用或成功的最终决
定由Title IX 协调员决定。.
•  未能遵守决议协议可能会导致适当的回
应/纪律处分。

被告承担责任

•  在解决过程中的任何时候，被投诉人可
能会对所有或部分涉嫌违反政策的行为承
担责
任。如果被告表示愿意为所有被指控的不
当行为承担责任，正式程序将暂停，Title
IX
协调员将决定是否可以使用非正式解决方
案。

•  如果非正式决议适用，Title IX 协调员
将决定各方和大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责
任、制裁和/或补救措施。如果是这样的
话，Title IX 协调员将执行已接受的调
查结果，即被告违反了诺维奇大学的政
策，并在必要时与其他适当的管理人员协
调，执行双方同意的制裁和/或补救措
施。

通过非正式解决方案或替代解决方案解决
的投诉结果不可上诉。



   

 

 
  
  
  
  
   
  
   
  
  
  
  
  
    
  
   
  
  
  
   

  
  
   
  
  
  
   
  
 

   
   
   

   
  
  
  
  

   
   
 

   
   
   
   
 

   
  
   
  
  
   
  
   
   
  
 

  
   
   
 
   

   
  
  
   
  
 

 
 

 

 
 

  
  
  
  
  
  
  
  
  
  
  
  
  
  
  
  
  
  
  

  
  
  
  

 
 

 

 
  

正式调查和解决程序

初步评估
•  校园官员将协助报告方做出选择和
访问资源。如果该方选择通过签署正
式投诉来推进校园解决方案，下一步
将是初步评估，以确定适用何种解决
程序。所有决议都由受过性暴力相关
问题培训的官员执行，这些问题包括
如何执行公正和无偏见的程序，如何
确定什么是相关证据，如何利用远程
技术，以及基于性和性别的不当行为
政策。该机构将根据联邦法律保护所
有相关人员的隐私。Title IX 决议不
受公开记录保存条款的约束。在 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有关决议的信
息发布都将排除识别信息。

调查阶段
• 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将进行迅速、
彻底、可靠、公平、公正的调查。
他们将采访所有当事人和证人，双
方可以酌情向调查人员提交证人姓
名和问题进行采访/询问。调查人员
将准备一份详细说明相关和直接相
关证据的报告。

正式听证会
•  对于如《性和基于性别的不当行为
政策》中所述，如果被证明属实，将
构成性骚扰的指控，Title IX 协调员
将任命一名经过培训的决策者，以进
行正式听证，允许各方
(通过顾问)相互询问相关问题，询问
所有证人和调查人员如果任何一方提
出要求，或根据 Title IX 协调员的
决定，听证会将通过技术远程进行。

证据标准
•  诺维奇大学采用了优势证据标
准。决策者会考虑，鉴于相关且可
信的证据，是否更有可能发生违规
行为。

过去历史
•  决策者不会考虑投诉人的性倾向
或既往性行为，除非提供了关于投
诉人既往性行为的
问题和证据来证明投诉人指控的行
为是由被投诉人以外的人实施的，
或者如果这些问题
和证据涉及投诉人与被投诉人既往
性行为的具体事件并被提供来证明
同意。

最终裁决
•  双方将同时收到关于结果的书面
通知。该通知将包括事实认定、责
任认定和制裁
(如适
用)。

上诉
•  所有各方均可在信函发出后 48 
小时内对最终裁定中的决定提出上
诉。所有当事人都被
纳入上诉复议，并享有平等的参与
权。上诉只有一个层次。那个决定
是最终的。



  

  

  

  

  

  

  

  

  

  

  

  

  

  

  
 

  

  

  

降低性暴力、骚扰和歧视的风险

虽然指责受害者是不恰当的，诺维
奇充分认识到只有那些犯有不正当
性行为的人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但该机构提供了以下建议，以帮助
个人减少他们成为受害者的风险和
犯有不正当性行为的风险。

降低被指控性行为不端的风险
•  如果你要开始性行为，要表现出
对潜在伴侣的尊重。

•  如果潜在合作伙伴说“不”，请接
受，不要勉强。如果你想要一个
“是”，就去请求它，不要在没有明
确许可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  向你的潜在性伴侣清楚地传达你
的意图，让他们有机会与你分享他
们的意图/界限。

•  尊重个人界限。如果你不确定在
任何互动中什么是好的，问。
•  避免模棱两可。不要对“同意”做出
假设，比如某人是否被你吸引，你
能和他走多远，或者这个人在身体
和精神上是否能够同意。如果你有
疑问或不清楚，你没有同意。
•   不要利用一些人可能受到药物或
酒精影响的事实，即使这个人选择
了这种方式。其他人失去控制并不
会让你处于控制之中。
•注意混杂的信息。这应该是一个明
确的信号，让你停下来，谈谈你的
潜在伴侣想要什么，或者不想发生
什么。这个人可能对跟你走多远犹
豫不决，或者你可能误解了先前的
信号。

•   尊重其他人可以接受的性行为时
间表，并理解他们有权改变主意。

•  认识到，即使你不认为自己有任
何胁迫性，你的潜在伴侣可能会被
你吓倒或害怕你，这 可能是因为
你的性别、体型、社会资本或你可
能拥有的权力或权威。

•  不要认为某人的沉默或被动表示
同意。注意言语和非言语信号，避
免误解意图。

•  理解同意一种类型的性行为并不
会自动同意其他类型的性行为。如
果你不确定，停下来问问。

•  理解通过性对他人施加权力和控
制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降低受害风险
•  尽可能早地做出你已经知道的任
何限制/界限。

•  明确无误地表达同意或不同意。

•  如果可能的话，让自己远离攻击
者的身体存在。
•  向附近的人寻求帮助或拨打电
话。你周围的人可能在等你需要帮
助的信号。

•  为你的酒精和/或药物消费承担责
任。酒精和药物会增加你遭受性伤
害的可能性。

•   为你的朋友着想，让他们为你着
想。尊重他们，要求他们尊重你，
但要愿意在高风险选 择上互相挑
战。



Options for Resources, Services, and Reporting

OPTION 1: 
 

Medical Treatment 
 and optional  

evidence collection  
at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Local police and  
Mosaic can respond to  
the emergency room. 
Provided options to 
speak to one or both 

services.

OPTION 2: 
 Non-Confidential  

Report

OPTION 3:  
Confidential report to 
Norwich medical or 

counseling staff

OPTION 4: 
Report at the local 
 police department.

OPTION 5: 
Report to Mosaic

Referred to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for 
intake/resolution.

Provided options to  
receive on-campus  
support services  
and resolution 

 processes.

Provided options  
to receive  

sexual assault 
 advocacy from  

Mosaic

Provided options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nd  
optional evidence  

collection at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Provided option of  
seeking counseling  

for on- or  
off-campus support.

Provided option of 
 reporting to local 

 police and/or  
Norwich Title IX  

Coordinator.

Provided option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and  
optional evidence 

 collection at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Provided option of  
reporting the incident  

to Mosaic and/or 
Norwich University

Local police and 
 Mosaic can respond 
 to the emergency 

room. Provided  
options to 

 speak to one or  
both services.

Provided option of  
working with Norwich  
to receive on-campus  

accommodations/ 
support services.

Provided option of  
reporting to local  

police department.

1 2 3 4 5



Report Received

Title IX Coordinator 
Reaches out to 

Complainant to explain 
process, offer 

supportive measures, 
and explain resolution 

options.

Complainant requests 
confidentiality/declines 

to file a formal complaint

Formal Resolution 
Procedure is 

initiated/Title IX 
Coordinator or 

Complainant Files a 
Formal Complaint

Title IX Coordinator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to file a formal 
compliant/whether or 

not a formal resolution is 
required

If no formal response is 
requested or required, 

case is closed, 
supportive measures are 

continued.

Notice of Investigations 
and Allegations sent to all 

parties

Title IX Coordinator 
meets with Respondent 

for intake meeting

Parties and witnesses are 
interviewed. Evidence is 

gathered.

Investigator begins 
working on investigative 

report

Draft investigative 
report is shared with all 

parties, along with all 
directly related evidence 

for a minimum of ten 
days

Investigator finalizes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 

including incorporating 
any necessary changes 
or additions based on 
the feedback from the 

parties

Title IX Coordinator 
reviews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 to ensure 
completeness

Investigative Report is 
sent to all parties

Title IX Coordinator 
initiates appropriate 
resolution procedure

Informal Resolutions may be pursued 
after this point, with written consent of 
all parties upon approval by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If a condition prompts mandatory or 
formal dismissal, the Formal Complaint 

may be dismissed.

Investigator is appointed 
and parties are notified

Follow-up interviews 
occur

If an appeal 
occurs, appeals 

officer 
determines 
whether the 

appeal should 
be reinstated

If no appeal, 
case is closed 

or compliant is 
reinstated 

under either a 
process in the 

Sexual and 
Gender Based 

misconduct 
policy or a 
separate 
university 

policy.

Intake and Investigation Process Steps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nd update from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as to where your 
case is in the process at 
anytime.

You can have an advisor with 
you at any meeting you attend 
in this process

You will be notified of all 
meetings scheduled for you in 
this process, but you have the 
right to attend or not attend



Investigative Report 
Completed and sent to 

parties

Title IX Coordinator 
appoints a decision 
maker, and notifies 

parties of the Decision 
Maker’s appointment

Title IX Coordinator 
sends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 directly related 

evidence, and any 
responses from the 

parties to the Decision 
Maker

Live Hearing Occurs

Title IX Coordinator 
schedules the Live 

Hearing

Parties are invited to 
submit relevancy 
arguments to the 

Decision Maker, who will 
make a pre-hearing 

determination on them

Decision Maker 
deliberates and sends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a final determination 

based on a 
preponderance of the 

relevant evidence

If there is a 
determin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will have 

the Sanctioning 
Authority assign 

sanctions.

Formal Hearing Resolution Process Steps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nd update from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as to where your 
case is in the process at 
anytime.

You can have an advisor with 
you at any meeting you attend 
in this process. If you do not 
have an advisor for the 
purposes of cross examination,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irectly 
question any parties or 
witnesses.

You can request that the 
hearing is held virtually 
instead of in-person.

The Title IX Coordinator 
will issue the Notice of 
Outcome to the parties 

simultaneously, 
including instructions for 

appeal

Parties accept finding

One or both parties 
appeal

Title IX Coordinator 
implements sanction, if 

applicable, and remedies

Appeal Resolution 
Process initi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