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欺凌事件的防治  
 

Rockpor t 公立学校致力于维护一个安全、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教学环境，以帮助学生获得最大的学
业成就。任何学生都不应受到骚扰、恐吓、欺凌或网络欺凌。 
 

报告及应对欺凌与报复行为的政策及程序  
 
Rockpor t公立学校采取如下措施接收欺凌与报复行为的报告，并对其作出反应。这些政策及程序
确保学校社区成员 -  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 -  知道欺凌事件发生后的的步骤与程序。我们会在
每学年开始时向全体学校员工、家长和监护人分发所有报告表格及程序，这些文件也被包括在学

年中不定期发出的新生入学文件夹中，并被公布在各个学校和学区网站上。我们也会为家庭提供

一个匿名报告的程序。任何提交报告的人都会被告知调查过程中随后的步骤。在对报告进行具体

跟进时所采取的沟通方式将符合Rockpor t公立学校有关保密性的法律义务。  
 

A.  定义 -  禁止的欺凌行为 
欺凌是一种在学校或工作环境中不可容忍的行为，并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因此，

任何学生或员工都不应在公立教育机构受到骚扰、恐吓、欺凌或网络欺凌。 
 

1.  “ 欺凌” 是指一名或多名学生或学校员工（包括但不限于老师、行政人员、学校护
士、餐厅员工、管理员、校车司机、体育教练、课外活动辅导员或辅助人员）对欺

凌对象反复使用不受欢迎的书面、口头或电子表达方式、实体行为或态度，或任何

上述组合，并造成以下后果：( i )  造成欺凌对象（学生或员工）的身心伤害或财产
损失；( i i )  令欺凌对象为自身安危或个人财产的安全感到合理的恐惧；( i i i )  为
欺凌对象制造了一个恶劣的校内环境；( i v)  侵犯了欺凌对象在学校内的权利；或
( v)  在实质上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育过程和有序运作。在本章节的范畴中，欺凌也
包括网络欺凌。 
 
这类行为必须达到影响了学生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的程度，或干扰了学生参与或受

益于下列服务、活动或特权的能力： 
  

a.  由学区提供的服务、活动或特权；或 
b.  在任何教育项目或活动过程中；或 
c.  在校内、使用学校的设备或财产时、在学校车辆、校车、指定校车
站、在学校举办的活动、学校批准的活动上；或 
 

2.  “ 网络欺凌” 是指利用科技或任何电子通讯方式进行的欺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传
送记号、信号、写作、图像、声音、数据，或经以下方式进行完全/部分传送的任
何性质的信息：电报、广播、电磁波、光电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网上通

讯、即时通信或传真。网络欺凌也包括（i）故意冒充他人成为发布的内容或消息
的作者，前提是这类冒充行为符合欺凌定义中第( i )至( v)条款中描述的条件。网络



欺凌也包括以电子方式向多人分发信息，或是以电子方式发布多个人可以看到的资

料。 
a.  网络欺凌可能在任何公立教育机构的电脑、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网
络上通过数据、电话或计算机软件发生。 

b.  在本章节中，“ 电子通讯” 也泛指任何通过电子设备进行的通讯，
包括但不限于电话、手机、电脑或寻呼机。 

3.   “ 加害人” 是指进行欺凌、网络欺凌，或报复行为的学生或学校员工，包括但不
限于老师、行政人员、学校护士、餐厅员工、管理员、校车司机、体育教练、课外

活动辅导员或辅助人员。 
4.  “ 欺凌对象” 是指受到欺凌、网络欺凌或报复的一名或多名学生。 

欺凌是禁止的行为。当禁止的行为发生在下列地点或情况时，RPS将予以干涉  
• 校园里；  
• 紧邻校园的地方；  
• 在由学校举办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上；  
• 在学校内外举行的聚会或项目上；  
• 在校车站； 
• 在校车、或在学区所有、租用或使用的其他车辆上；或， 
• 利用 Rockpor t 公立学校所有、租用或使用的技术设备或电子设备。 

 
欺凌和网络欺凌属于禁止的行为。如果相关的行为发生在与学校无关的地点、活动、聚会或项目

上，或没有通过 Rockpor t 公立学校所有、租用或使用的技术设备或电子设备时，只有当该行为造
成如下后果时，RPS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 为欺凌对象制造了一个恶劣的校内环境； 
• 侵犯了欺凌对象在学校内的权利；或 
• 在实质上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育过程和有序运作。 

 
下列步骤依照M. G. L.  c.  71,  §  37O的要求制定。除了M. G. L.  c.  71,  §  37O的规定以外，当被
指控的行为是基于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残疾或宗教信仰，

学区也应按照其《歧视和骚扰申诉程序》考虑该行为是否为受保护的类别制造成了恶劣的环境。   
 
A.  报告欺凌或报复事件。欺凌或报复事件的报告可以由学校员工、学生、家长/监护人或其他人
员提交，并可采取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由学校员工提交，或向学校员工作出的口头报告将以

书面形式被记录在案。学校或学区教职员工一旦得知或见证了任何欺凌或报复事件，需立即

向校长或指定人员进行报告。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或其他非学校或学区员工可以用匿名的

方式提交报告。学校或学区将为学校社区成员提供不同的报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事件报

告表》，
1
，一个特定的邮寄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 

 
被告人可以不使用《事件报告表》。学校或学区将会：1）在学年开始时在年度文件夹中为学
生、家长或监护人提供一份《事件报告表》；2）在学校办公室、辅导员办公室、学校护士室，
以及其他校长或指定人员决定包括的地点提供《事件报告表》；3）将《事件报告表》公布
在学校网站上。《事件报告表》也将被翻译成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最常用的几种语言。   

                                                
1 请在附录里检视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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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开学时，学校或学区都会为学校社区成员（包括行政人员、教职员工、学生、家长或

监护人）提供报告欺凌或报复行为政策的书面通知。有关报告程序及资源的说明，包括校长

或指定人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将被包括在学生和员工手册中、公布于学校或学区网站上，

并包含在为家长或监护人提供的计划信息里。 
 
1.  由员工进行的报告 

 
教职员工在见证或得知一起可能构成欺凌或报复行为的事件后，应立即向校长或指定人员进

行报告。向校长或指定人员报告的要求并不限制该员工根据学校或学区的行为管理和纪律的

政策与程序对该行为或违纪事件作出反应。 
 

2.  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或其他人员进行的报告 
 
学校或学区希望当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以及其他人员见证或得知一起涉及学生的欺凌或报

复事件时，能够向校长或指定人员进行报告。报告可以用匿名的方式提交，但学校不能只凭

藉匿名报告对被指控的加害人采取纪律处分。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以及其他人员可以在完

成书面报告时向学校教职员工寻求帮助。我们会为学生提供实用、安全、保密，并适合其年

龄的方式向教职员工、校长或指定人员报告或与其讨论欺凌事件。 
 

请注意：*本政策中的任何内容都不限制相关人员在遇到学生和/或其他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拨
打 911的能力。如果您担心任何人的人身安全，请先拨打 911，然后再通知管理人员。 

 
 

B.  对欺凌或报复事件报告的反应   
 

1.  安全 
 
在彻底调查被指控的欺凌或报复事件之前，校长或指定人员将考虑为所述的欺凌对象重建安

全感的需要，和/或保护其免受更多事件的打击。改善安全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建立个人安
全计划；事先安排欺凌对象和/或加害人在教室、午餐时间或校车上的座位；分派一名员工担
任欺凌对象的“ 安全人员” ；以及调整加害人的时间安排和其接触欺凌对象的机会。如果需
要的话，校长或指定人员将在调查过程中或调查结束后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改善安全状况。

干涉措施将考虑到欺凌对象和加害人双方的权利，包括酌情考虑对加害人采取辅导帮助和纪

律处分。 
 
在确定为所述的欺凌对象重建安全感的必要措施，和/或保护其免受更多事件的打击时，校长
或指定人员应考虑到某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实际或感觉到的不同特征，或因与实际或感觉上有

一种或多种此类特征的人交往而更有可能成为欺凌或骚扰的对象，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肤色、

宗教信仰、祖先、国籍、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无家可归、学业水平、性别认同或表达、外

貌、怀孕或身为父母、性取向、心理、生理、发育或感觉障碍。   
 
校长或指定人员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以下人员免受欺凌或报复：报告欺凌或报复事件、见证

欺凌或报复事件、在调查过程中提供信息，或对指控的欺凌或报复事件有可靠信息的学生或

员工。 



 
      2.  通知他人的义务 

a.  通知家长或监护人。一旦确定欺凌或报复行为已经发生，校长或指定人员将立即通
知欺凌对象和加害人的父母或监护人有关该事件和对该事件的应对程序。校长或指

定人员可能会酌情在调查开始前与父母或监护人进行联系。通知将符合603 CMR 
49. 00中的州立法规。   
 

b.通知其他学校或学区。如果报告的事件涉及来自不同学区、特许学校、非公立学校、
获批的私立特殊教育走读或住宿学校，或合作性学校的学生，最先得知该事件的校

长或指定人员将立即电话通知其他学校的校长或指定人员，以便每个学校都可以采

取适当的措施。所有相关的沟通都将符合州立和联邦的隐私法律法规，以及603 
CMR 49. 00。 
 

c.  通知执法机关。在收到欺凌或报复事件报告后的任何时间，包括在调查结束之后，
如果校长或指定人员有合理依据认为或许应对加害人提出刑事指控，校长将通知

Rockpor t警察局。该通知将符合603 CMR 49. 00和与当地执法机关建立的地方性协
议。此外，如果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事件涉及一名已不在该校就学的前任学生，若

校长或指定人员有合理依据认为或许应对加害人提出刑事指控，他/她将通知
Rockpor t警察局。 

 
 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校长将依照本计划和其他适用的学校或学区政策与程序，并咨

询学校资源警官（如有的话），以及校长或指定人员认为合适的其他个人。   
 
C.  调查。当收到一份如内容属实则构成欺凌、网络欺凌，或报复行为的报告或投诉后，校长将
立即开始调查工作。如果理由认为学生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危害，校长应采取合理的临时

措施确保学生在调查期间的安全。在调查这类投诉时，校长或指定人员将与学生、员工，以

及所有指控行为的见证人。在不妨碍迅速彻底地调查及处理相关事件的前提下，校长或指定

人员将在可行的情况下保持调查的保密性，并不向访谈对象披露任何不必要或保密的信息。

在这些访谈中，校长将告知欺凌对象、加害人及所有证人，对报告欺凌事件的任何人进行报

复，或是在欺凌事件的调查中不予配合的行为都将导致纪律处分。这些处分可能包括停学或

被学校开除。  
 
这些访谈可由校长、指定人员，或由校长或指定人员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并在适宜的

时候采纳学校辅导员的意见。在不妨碍调查和处理该事件的前提下，校长或指定人员将在可

行的情况下保持调查的保密性。  
 
调查欺凌或报复事件报告的程序将遵照学校或学区有关调查欺凌事件的政策。如果需要的话，

校长或指定人员将就调查事宜咨询法律顾问。  
 
在收到欺凌或报复事件报告后的任何时间，包括在调查结束之后，如果校长有合理的依据认

为或许应对加害人提出刑事指控，校长将通知Rockpor t警察局和学校资源警官。该通知将符
合603 CMR 49. 00，以及与当地执法机关建立的地方性协议。校长需记录并备案他/她决定通
知执法机关的理由。本部分的内容不应被理解为：当欺凌和报复行为可以在学区或学校内被

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学校仍需向执法机关报告这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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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决定。在收到欺凌、网络欺凌或报复事件投诉后的十五（15）个学校工作日以内，校长将根
据所有事实和情况做出决定。如果调查证明欺凌或报复行为属实，校长将决定所需的补救措

施（如适用），以及所需的处理方式和/或纪律处分。校长同时也将考虑合理的纪律和/或补
救措施，以减少欺凌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校长的调查结果和决定将被书面记录在《事

件报告表》上。  
 
如果校长或指定人员发现一名学生在欺凌或报复事件的指控中故意造假，该名学生可能会受

到纪律处分。  
 
根据情况，校长或指定人员可能会咨询学生的老师和/或学校辅导员，以及欺凌对象或加害人
的家长或监护人，以便找出可能导致欺凌行为的潜在性社会或心理因素，并考察其他社会技

能发展的需要。 
 

E.  调查结果通知 
一旦确定欺凌或报复行为已经发生，校长或指定人员将立即通知欺凌对象和加害人的父母或

监护人有关该事件和对该事件的应对程序。虽然并没有早期通知的义务，但校长有可能在调

查结束之前通知欺凌对象或加害人的父母。这类沟通将使用该家庭的主要语言。  
 
当告知欺凌对象或监护人的父母有关调查事宜或校长的调查结果时，除该家庭的子女以外，

校长应保持任何其他人员或孩子的隐私或保密性。校长需确保所有为家长提供的通知都符合

州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603 CMR 49. 00，并不向欺凌对象的父母透露关于对加害人采取的纪
律处分的具体信息，除非该处分涉及欺凌对象需了解方可汇报违规事件的“ 回避” 禁令或其
他指示。  
 
为受害人的家长或监护人提供的通知应包括马萨诸塞州小学和初中教育部（DESE）的问题解
决系统，以及利用问题解决系统寻求帮助或提交申诉的程序。受害人的家长应获得以下联系

方式：项目质量保证服务，马萨诸塞州小学和初中教育部，75 Pl easant  St r eet ,  Mal den,  
MA 02148- 4906，电话：781- 338- 3700；电传机：N. E. T.  Rel ay：1- 800- 439- 2370.   
 
 

F.  请求复议 
     如果申诉方或被指控的个人不满意调查的结果，他/她可以用书面形式请求重新调查，或对
调查结果进行复议。该书面请求需说明申请的原因，并需要在家长/监护人收到调查结果通知
的十（10）个学校工作日内交予Rockpor t公立学校的学监。在收到此类请求的五（5）个学校
工作日内，学监将决定是否重新进行调查，并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将此决定告知提出请求的一方

和涉及的另一方。  
 
提交复议请求或申请重新调查并不延缓校长认为合理的纪律处分或安全干涉措施的施行。  

 
G.  应对欺凌行为 
 

1.  通过技能培养教授适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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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或指定人员确定欺凌、网络欺凌或报复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学校或学区应按照法

律要求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平衡问责制和教授适当行为的双重需求。M. G. L.  c.  71,  §  
37O( d) ( vi )。Rockpor t公立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职员工可能会考虑以下培养技能的方法： 
 

• 根据学校/学区的反欺凌课程内容，提供个人化的技能培养课程； 
• 咨询辅导员和其他适宜的学校人员，为个别学生或学生群体提供相关的教育活动； 
• 采取一系列积极正面的学业和非学业行为支持措施，帮助学生采用亲社会的方式达到
他们的目标； 

• 与家长及监护人会谈，取得家长的支持，以便在家中巩固反欺凌行为的课程内容，并
进行培养社会能力的活动； 

• 建立一个以发展具体社会技能为重点的行为计划； 
• 为处于以下情况的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并在适当的时候为其建立个性化的行为计划：
因为实际或感觉到的不同特征，或因与实际或感觉上有一种或多种此类特征的人交往

而更有可能成为欺凌或骚扰对象的学生。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祖先、

国籍、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无家可归、学业水平、性别认同或表达、外貌、怀孕或

身为父母、性取向、心理、生理、发育或感觉障碍。   
  

2.  采取纪律处分 
 
如果校长或指定人员决定应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该纪律处分将取决于校长或指定人员发现

的事实情况，包括行为的性质和相关学生的年龄，并平衡问责制与教授适当行为的双重需求。

纪律处分将遵照本计划和学校或学区的行为准则。严重的欺凌事件可能会导致停学或被学校

开除。  

  
对残疾学生的纪律处分受联邦政府《残疾人教育促进法》（I DEA）的管辖，因此应与州立学
生纪律处分的法律一起考虑。   
 
如果校长或指定人员发现一名学生在欺凌或报复事件的指控中故意造假，该名学生可能会受

到纪律处分。 
 

3.  改善欺凌对象和其他人的安全 
 
如果需要的话，校长或指定人员将考虑如何改变学校气氛，以改善欺凌对象和其他人员的安

全感。校长或指定人员可能使用的一个方法是在过渡期间，以及在欺凌事件曾经发生或可能

发生的地点增加成年人的监督管理。他／她也可能会采取一个安全计划。在制定安全计划时，

校长或指定人员应考虑到某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实际或感觉到的不同特征，或因与实际或感觉

上有一种或多种这些特征的人交往而更有可能成为欺凌或骚扰的对象，这些特征包括种族、

肤色、宗教信仰、祖辈、国籍、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无家可归、学业水平、性别认同或表

达、外貌、怀孕或身为父母、性取向、心理、生理、发育或感觉障碍。   
 
 
在校方作出决定，且已采取辅导帮助和/或纪律处分的一段合理时间之后，校长或指定人员将
联系欺凌对象，了解禁止的行为是否曾再度发生，以及该名学生是否需要其他的支持措施。

如果是的话，校长或指定人员将与适当的教职员工合作，立即贯彻这些支持措施。 
 



VI .  与家庭的合作  
Rockpor t 公立学校在防治欺凌行为方面致力于维护一个牢固的家庭 -  学校的合作关系。每个
学校都将为家庭提供支持学区统一言论的信息，并分享防治及发现欺凌行为的策略。家庭与

学校之间的沟通包括学校通知、学校和学区网站，以及定期的家长会/报告会。  
 
合作重点还包括各个学校和学区采用的特定合作方式。这些方式将考虑到学生与家长的年龄、

社会背景、社会经济因素、语言和文化背景。 
 

A.  家长教育与资源。学校或学区将为家长和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教育项目，并将重点集中在反
欺凌课程及学区或学校使用的所有社会能力课程中与家长有关的部分。这些教育项目将与

PTO（家长教师组织）、学校顾问委员会、特殊教育家长顾问委员会或类似组织合作提供。  
 
A.  通知要求。学校每年都需通知入学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学校正在使用的防治欺凌的课程。
该通知将包括以下信息：家长和监护人应如何在家中巩固课程的内容以协助学区或学校的

计划，欺凌（包括网络欺凌）行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网络安全。学校或学区每年会以书

面通知的形式告诉家长有关本计划和学校/学区网络安全政策中与学生有关的部分。所有
为家长和监护人提供的通知和信息都将有书面和电子文件，并将有家长或监护人最常使用

的几种语言的译文。学校或学区会将本计划、学区的《防治欺凌和骚扰政策》以及相关信

息公布在在其网站上。    
 

VI I .  禁止欺凌和报复行为  
 
根据M. G. L. c.  71,  §  37O( b)中的条款，以下信息将被包括在《欺凌防治计划》、所有学生
手册、员工手册，以及学生行为守则中。   

 
欺凌（包括网络欺凌）是禁止的行为：  

( 1)  在以下地点或情况下的欺凌属于禁止行为：校园里、紧邻校园的地方、学校举办或与学
校有关的活动、校园内外的聚会或项目、校车站、校车或学区/学校所有、租用或使用的其他
车辆、学区/学校所有、租用或使用的技术设备或电子设备。如果涉及的行为造成了以下后果，
即使欺凌行为发生在与学校无关的地点、活动、聚会或项目上，或没有通过学区/学校所有、
租用或使用的技术设备或电子设备，该欺凌行为也受到禁止：( a)  为欺凌对象制造了一个恶
劣的校内环境； ( b)侵犯了欺凌对象在学校内的权利；或( c)  在实质上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
育过程和有序运作。  

 

报复行为是指对报告欺凌事件、在欺凌事件的调查中提供信息、见证了欺凌事件或对该事件

有可靠信息的人采取任何形式的恐吓、报复或骚扰。 
 
根据 M. G. L.  c.  71,  §  37O，本计划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要求学区或学校在与学校无关的活动、
聚会或项目上安排工作人员。   

 
 

    I X.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根据州立和联邦法律，以及Rockpor t公立学校的政策，任何人都不得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
信仰、国籍、年龄、性别认同、残疾或性取向在任何一所Rockpor t公立学校的入学过程，以及在



这些公立学校里获得优势、特权和学习课程中遭到歧视。本计划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妨碍学校或学

区根据当地、州立或联邦法律，以及包括《歧视和骚扰申诉程序》在内的学校或学区政策，对某

人因属于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类别而受到歧视或骚扰的事件采取补救措施。   
 

此外，本计划中的任何内容都不限制学校或学区根据M. G. L.  c.  71,  § §  37H或37H½、其他适用
法律，或地方学校或学区的政策对暴力、有害或破坏性行为采取纪律处分，无论本计划是否包括

该类行为。 
 
文献：    马萨诸塞州小学和初中教育部欺凌预防和干涉计划范本 
 
 
法律参考：      经修订的《1964年民权法案》第 7章，703节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联邦法规 74676号 
《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 
603 CMR 26. 00 
MGL 71: 37O 
MGL 265: 43,  43A 
MGL 268: 13B 
MGL 269: 14A 
 
交叉引用：      AC，非歧视 
ACAB，性骚扰 
JBA，学生对学生的骚扰 
J I CFA，禁止欺辱 
JK，学生纪律规定 
  



附录A 
BULLYI NG I NCI DENT REPORTI NG FORM （欺凌事件报告表）  

ROCKPORT PUBLI C SCHOOLS 
* 如果你担心任何人的人身安全，请先拨打 911，然后再通知管理人员。 
 
1. 报告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报告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但学校不会在只有匿名报告的情况下对被指控的加害者采取纪律处

分。） 
 
2. 请选择适合你的选项：      �  欺凌的对象    � 报告人（非欺凌对象） 
 
3. 请选择适合你的选项：     � 学生      � 教职员工（具体职责）________________ 
                     � 家长  � 行政人员    �其他（请具体说明）____________       
 
4. 选择你所在的学校或工作地点：     � 高中    � 初中     � 小学                                                
 
5. 事件相关信息：  
  （被欺凌）对象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害人（被指控的欺凌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件（可多次）发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件发生时间（可多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件发生地点（请具体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证人（事件的见证人或了解情况的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学生     � 员工     � 其他  
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学生     � 员工     � 其他  
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学生     � 员工     � 其他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7. 请详细描述发生的事件（包括涉及的人、事件始末、每个人的行动及言语，包括具体用词）。
如果需要的话，请使用本页背面的额外空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仅供行政使用 
 
8. 备案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  
   （注：报告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但校方不会只在匿名欺凌报告的基础上对被指控的个人采取纪律
处分。） 



 
 
9. 表格被交予：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附录 B 
BULLYI NG I NCI DENT I NVESTI GATI ON FORM（欺凌事件调查表）  

ROCKPORT PUBLI C SCHOOLS 
* 如果你担心任何人的人身安全，请先拨打 911，然后再通知管理人员。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到日期：________________  
 
  
1. 调查人（可多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位：________________  
 
2. 访谈：   
�与加害人的访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I EP/ 504   日期：_________  
 
�与受害人的访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I EP/ 504   日期：_________  
 
�与证人的访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I EP/ 504   日期：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I EP/ 504  日期：
__________  
 
3. 在案记录中是否有加害人的先前事件？       �是            �否 
  
 如果回答“ 是” ，先前事件是否涉及本次欺凌事件的对象或对象群？   � 是      � 
否 
  
 是否有被认为属于欺凌或报复行为的先前事件？                     � 是      
� 否 
 
 
调查总结：  
 
 
 

（如需要的话，请使用另外的纸张，并附加到本文件上。） 
 

调查结果  
 
1. 是否属于欺凌或报复事件：          � 是        � 否 



�    欺凌                    �   事件备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报复               �   仅限违纪转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联系人：  
�  欺凌对象的家长 / 监护人           日期：_____________  
�  加害人的家长 / 监护人             日期：_____________  
�  执法机关                        日期：_____________  
 
3. 采取的措施：  
�   丧失特权         � 课后留校处罚         �停学    停学日期：____________  
�   社区服务         � 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描述安全计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欺凌对象的跟进：安排的日期___________ 全名首字母及完成日期：________  
 
 
与加害者的跟进：安排的日期___________ 全名首字母及完成日期：________  
 
 
将报告转发给校长：日期_______________    
 （如果校长不是调查人） 

 
 

签名及头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