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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特殊需求人士应受保护免遭虐待、忽视和苛待。其实现有赖于确保州维持国家有关健康、安全和尊

严的最高标准，以及支持提供服务的专门人员。 

使命 

司法中心致力于支持和保护所有特殊需求人士和残障人士的健康、安全和尊严，采用的手段为倡导其民

事权利、防止虐待和调查所有关于虐待和忽视的指控，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 

价值观和指导原则 

诚信：司法中心相信所有特殊需求人士都应当得到尊重，并且该等人士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质量：司法中心致力于提供优越的服务，并确保特殊需求人士得到高质量的照顾。 

责任：司法中心了解对于接受我们服务的人士及公众的责任乃是第一要务。 

教育：司法中心相信外展服务、培训和推广最佳实践对于制度的改变至关重要。 

协作：保障特殊需求人士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而司法中心的成功之处在于与机构、供应商、直接服

务人员和特殊需求人员共同合作，以防止虐待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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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 

司法中心对六个州监督机构（SOA）系统内的设施和计划进行监管： 

发育障碍人士处（OPWDD）                                                                     
         OPWDD 运营、认证或许可的设施和计划 

精神健康处（OMH） 
 OMH 运营、认证或许可的设施和计划 

 
酗酒和吸毒服务处（OASAS） 

 OASAS 运营、认证或许可的设施和计划 

儿童和家庭服务处（OCFS） 
 OCFS 为由 OCFS 处长监护的少年运营的设施和计划 

 OCFS 许可或认证的居住设施，关爱遭到遗弃、虐待、忽视和受供养的儿童、需要监

管的人员或者失足少年 

 为成人提供的家庭型住处 

 OCFS 认证的离家出走和无家可归少年项目 

 OCFS 认证的少年监禁设施 

卫生部（DOH） 
 经 DOH 许可的成人护理设施拥有超过 80 个床位，其中至少 25%的住客为患有严重精

神疾病的人士，且不超过 55%的床位被指定为辅助生活计划的床位。 

 DOH 管辖下为针对发育障碍的儿童的隔夜营地、夏日营地和夏日旅行营地 

州教育部（SED） 
 纽约州盲人学校 

 纽约州聋哑人学校 

 拥有住校部的州立学校（4201） 

 特殊法案学校区 

 经 SED 批准的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或计划的私立寄宿学校 

 位于纽约州之外但服务于纽约州居民的寄宿学校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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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心的目标为防止对于特殊需求人士的苛待，并确保所有关于虐待和忽视的指控均得到全面调

查。司法中心对工作人员（包括雇员、志愿者、实习生、顾问或承包商）对接受服务个人的虐待和忽

视进行调查、审核和认定。司法中心不对接受服务的个人进行讯问、逮捕和或检控。司法中心也不会

调查对于重大事件的指控。重大事件指定由适当的州监督机构进行审查。如果您牵涉进司法中心调

查，不论作为调查对象还是目击者，以下信息报告和调查的程序、上诉程序，以及如何获取额外信

息。 

 

司法中心调查的程序 

 

 

 

 

 

 

 

 

  

 

 

      ALLEGATION 

 

 

 

1 
INTAKE 

CLASSIFICATION 

2 ABUSE/NEGLECT 
INVESTIGATION 

 
Non-criminal 

Criminal 

3 

NOT INVESTIGATED BY  
THE JUSTICE CENTER  

Significant incidents and incidents 
that occur outside of the Justice 

Center’s jurisdiction are referred to 
the appropriate entity. 

 

UNSUBSTANTIATED 

 4 
DETERMINATION 

SUBSTANTIATED 

DISCIPLINE 

For provider agencies, employee discipline 
(including termin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employer, not the Justice Center.  
 

The Justice Center is involved in disciplinary 
matters for employees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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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谁可以举报对虐待或忽视的指控？ 

任何人均可向脆弱人士中心登记处（VRCR）的 24 小时免费热线 1-855-373-2122 进行举报。但是，

有些人士由于其工作性质必须进行举报。该等“强制举报人”包括直接支持和公众服务专业人士。应报

告的事件包括对于虐待和忽视的指控和重大事件。 

强制举报人应于何时联系 VPCR？ 

不论强制举报人是否有合理理由怀疑发生了应报告的事件，均须立即向 VPCR 报告。报告可能受到延

迟，以确保工作人员和接受服务（包括拨打 9-1-1）的人士的安全。。但是，强制举报人必须 于发现

应举报事件的 24 小时内作出举报。如需关于强制举报人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justicecenter.ny.gov。 

我能不能查到是谁拨打 VPCR 热线作出的举报？ 

司法中心不能公布向 VPCR 热线进行举报的人员姓名，或者在调查中给予配合的任何人员的姓名。 
 
作出举报后会发生什么？ 
 
呼叫中心接线员将首先决定是否有必要找来应急响应人，和/或接受服务人员是否处于危险中或立即需要帮

助。 如果为紧急情况，呼叫中心代表将指示呼叫人挂机和拨打 9-1-1。一旦紧急情况解决，举报人应当回拨完

成举报。 
 
 

 

 

 
 

 

 

 

 

 

 

 

  

接收 分类 分配 

训练有素的呼叫中心代表从举报人

处收集信息，并分配事件号。保密

相关法律会保护举报人。 
 
通话会进行录音。 

事件然后进行分类。 
 
应举报： 

 虐待或忽视 
 重大事件 

 
不应举报： 

 一般伤害 
 不属于司法中心管辖  

 

事件然后被分配给适当的实体进行调

查或审查。 
 
司法中心基于严重程度和/或背景进

行虐待或忽视的调查。严重程度较低

的指控可能被委托给适当的州监督机

构，而其可进一步委托给供应商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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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 

诚实的重要性。 

重要的是在调查期间不能提供虚假文档或信息。这适用于参与调查的每个人，包括目击者和当事人。

干预对于虐待或忽视的发现、举报或调查，伪造记录，或者有意作出虚假陈述，该等均为妨碍行为，

可能令目击者变为调查的调查对象。 

在调查期间可以询问什么人？ 

调查员将询问受指控作出虐待或忽视行为的调查对象（例如雇员、志愿者、实习生、顾问、承包商）

和可能作为受害人或目击者的接受服务的人员，以及目击或可能拥有关于事件的其他信息的其他人

员。仅有工作人员可作为调查的对象，接受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调查对象。司法中心进行的所有面谈

和讯问均将进行记录。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是调查的对象？ 

如果您是司法中心进行的虐待或忽视调查的对象，您一般将收到司法中心关于您成为调查对象的书面

通知。该通知将包括来自 VPCR 的事件或案件编号。请使用该事件号或案件编号向司法中心查询有关

调查的信息。如您不确定自身在调查中的地位，你应当在面谈时询问调查员。 

如果我是调查的对象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被确认为向司法中心举报的虐待或忽视指控的对象，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您将受到询问。司法

中心调查员将获取并审查文档、与目击者面谈并给予您就针对您的指控作出解释的机会。 

如果我作为目击者参加面谈，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是目击者或者可能就虐待或忽视事件知情，您可能会由司法中心调查员进行面谈。面谈的目的

是了解您对于向司法中心举报的事件知道哪些情况。多数情况下，您的雇主会通知您面谈的地点、日

期和时间。 

在询问期间我可以让代表或法律顾问陪同吗？ 

如果您为工会会员并且您的集体谈判协议规定在非刑事调查时需由法律顾问或工会代表出席，司法中

心将尊重您集体谈判协议中的权利。如果您对自身的集体谈判协议或合同中所准许的内容存有疑问，

请联系您的工会代表或雇主。   

如果您为工会会员，您在询问期间可以由律师陪同。为保护您的权益，司法中心将采取措施确保您知

悉您的代理律师可能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例如您的代理律师也为您的雇主工作）。 

在任何刑事调查中，您拥有特定的宪法权利，其中包括在特定情形下有律师出席的权利。司法中心将

按照法律要求尊重并告知您该等宪法权利。 

刑事调查中会发生什么？  

升级到刑事犯罪的指控由司法中心的特别检察官/检察长或当地的地方检察官进行检控。一些刑事案

件由司法中心和当地的地方检察官联系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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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完成后 

谁来对调查结果作出裁决？  

司法中心会最终裁决虐待或忽视的指控是否查证属实，并且如果查证属实，其分类级别。司法中心将

就与任何调查对象相关的每项指控出具查证属实或查证不属实的调查结论。 

调查可能会有什么裁决？ 

虐待或忽视指控会被裁决为查证属实或查证不属实。如果虐待或忽视的调查决定存在支持指控的优势

证据，则指控可能裁决为查证属实的。优势证据指对证据的审查表明虐待和/或忽视指控发生的机率

高于未发生的机率。如果没有优势证据，虐待或忽视的指控必须裁决为查证不属实的。查证属实的虐

待或忽视指控基于其严重程度归入四个类别之一。查证不属实的指控不进行公布，且不会被未来的雇

主获取。 

虐待或忽视的指控为什么会被裁决为查证不属实？  

一项指控可能因多种原因被裁决为查证不属实。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认发生过虐待或忽视事

件，或者未认定特定个人需对事件负责。查证不属实的调查结果并不能阻止其他后果，其中可能包括

您雇主的雇员纪律处分、额外监督、培训或其他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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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了解调查的结果？ 

如果您是调查的对象，一份裁决书将邮寄到您的居住地址。同一日，司法中心将把调查的结果通知您

设施或供应商机构的主管、对您的设施或机构给予许可或认证的州监督机构，调查中作为受害人的接

受服务者和/或其个人代表1。不论指控查证属实或查证不属实均会发送通知。 

谁能够获取关于调查的信息？ 

州法律规定了保密，并且确定了谁可以获取查证属实和查证不属实举报相关的记录。司法中心的调查

记录属于机密，但可以提供柔美特定的授权人士，包括调查的对象。 

如果我被认定为需为第一类违法行为担责，会发生什么？ 

司法中心维持着一份被称为工作人员排除清单（SEL）的全州登记册，其中包含有被认定为需为第一

类违法行为（包括特定的严重或重复虐待或忽视行为）担责的管理人（例如雇员、志愿者、实习生、

顾问、承包商）的姓名。 任何由州运营、认证或许可的，服务于特殊需求人士的供应商机构或供应

商均禁止雇用工作人员排除清单上的个人。 

 

我如何知道自己被放入了工作人员排除清单（SEL）？ 

                                                 
1《社会服务法》第 488（10）款“个人代表”应指依照州、部族、军事或其他适用法律获得授权代表脆弱

人士作出保健决定的人士，或者就由州教育部或者儿童和家庭服务处管辖下的服务于儿童的计划而言，接

受服务者的父母、监护人或者依法对其负责的其他人士 

 

分类级别 

第一类：调查对象的严重身体虐待、性虐待或其他严重行为。第一类行为查证属实的，会令调
查对象被放入工作人员排除清单（SEL）。其中还包括前一次第二类认定后三年内发生第二次
第二类行为。SEL 的对象会永久保留在清单中。 

第二类：调查对象通过实施虐待或忽视行为严重危及接受服务者健康、安全或福祉。第二类违
法行为于五年后封存，不向公众公开。 

第三类：严重程度较低的虐待或忽视事件。报告于五年后封存。未来雇主不会收到有关该等事
件的信息，不向公众公开。 

第四类：计划或设施的条件令接受服务的人士面临损害或损害的风险。第四类还包括接受服务
个人受到虐待或忽视被查证属实，但无法确定责任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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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调查结束时收到的裁决书将告知您是否被认定为需为查证属实的第一类违法行为担责，并且如需

担责，您是否被放入了 SEL。 

 

申诉权 

如果您是查证属实的虐待或忽视举报的对象，您有权于 30 日内对该调查结果提出异议。不论裁决的

分类，对于任何查证属实的举报均可提出异议。申诉程序相关的信息也会包括在您的裁决书中。 

第一步：行政审查 

第一步是提交行政审查的书面申请。司法中心会审查申诉的记录，包括调查文件、查证属实的举报、

您请求修正的申请和您提交的任何证据。 

司法中心会决定是否有优势证据维持查证属实的举报中所述您实施虐待或忽视行为的认定。如果虐待

或忽视的举报查证属实，您有权获得由行政法官进行的听证（见第二步）。如果虐待或忽视举报查证

不属实，该举报将被封存。 

第二步：行政听证 

司法中心审查之后，如果举报仍为查证属实，您有权获得由行政法官进行的听证。您可为预审会议和

听证会聘请律师。在听证会上，司法中心将被要求提交证据以支持调查结果。在听证会要解决的问题

是是否有优势证据支持虐待或忽视的认定，以及虐待或忽视的分类级别。 

听证会结束后，行政法官将向司法中心的执行主任出具报告。执行主任或其指定人员将作出最终裁决

（以命令形式发布），对该等裁决不得进行进一步的行政审查。 

您可以通过提起《纽约民事诉讼程序法》第 78 条中规定的程序对该项裁决进行申诉，该条中规定了

对行政裁决提出异议的程序。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我对申诉程序需要了解什么，可从 www.justicecenter.ny.gov 获取。 

 

更多信息 

我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司法中心的网站 www.justicecenter.ny.gov，或者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9:00 至下

午 5:00 拨打 518-549-0200。 

我如何举报虐待或忽视？ 

如需举报虐待和忽视，拨打司法中心的 24/7 免费电话 1-855-373-2122。 

 

事件审查程序 

 

1 接收 一项指控向脆弱人士中心登记处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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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类 指控归类为应举报事件（如虐待、忽视事件或重大事件）或者不应举报事件（如一般问

询）。 

3 调查 司法中心基于严重程度和/或背景进行虐待或忽视的调查。严重程度较低的指控可能被

委托给适当的州监督机构，而其可进一步委托给供应商机构。 

4 裁决 在对虐待或忽视指控的调查完成后，不论是由司法中心、州监督机构或供应商机构完成

调查，司法中心会审查调查并裁决每项指控为查证属实或查证不属实。查证不属实的举

报立即封存。查证不属实的调查结果并不能阻止其他后果，包括纪律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