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培训

期望与责任



议程

费城教育局：情况简介

需求：为什么志愿者很重要

概述：志愿者材料袋

志愿者守则须知

怎样成为志愿者：通过背景审核

保安及报告程序

考考你的知识



培训的目的

培训结束时，您将了解
…

学校的需求
以及志愿者
在满足这些
需求方面所
起的关键作
用。

志愿者信息
袋中所包含
内容以及如
何填写其中
表格。

自己应当如
何在子女所
在学校提供
志愿服务。

自己是一名
法定报告人
以及这意味
着什么。

如何识别虐
待儿童事件
的迹象以及
应当采取的
回应措施。

最后您将迫
切地希望开
始在校提供
志愿服务！



费城教育局: 

情况简介



费城教育局
情况简介

所有学生都能够

并将会学习

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是

我们的核心任务

家长和家庭是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是公共资源的

好管家

我们的价值观



费城教育局
情况简介

我们的愿景
为每一个学童

提供一所

离家不远的优质学校



费城教育局
情况简介

百分之百的学
生将毕业，准
备升入高校或

就业

百分之百的八
岁学童都达到
年级水平

百分之百的学
校都将有一个
很好的校长和

老师

我们将获得我
们建造优质学
校所需的百分
之百的资金，
并消除赤字

我们的
工作重点

我们的
既定目标



费城教育局

220 所学校

150 

所小学

15 

所初中

55 

所高中

134,041 名学生
0.20% 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8.30% 亚裔

50.49% 黑人/非洲来人

20.07% 西语拉美裔

7.06% 多种族

0.07% 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

13.81% 白人

有残障的
学生: 

14.05%

有天赋的
学生: 
1.74%

英语非母
语的学生
10.47%

17,373

工作

人员

8,693 

教师

341 校长
及

副校长

8,339 行
政及辅
助员工



需求:

为什么志愿者非常重要



为什么志愿者很重要

我们依赖志愿者
帮助学生成长
并完全实现其潜
力。

培养下一代是我们
所有人都应该承担
的 共同职责。



星鱼的 故事

为什么志愿者非常重要



概述: 

志愿者材料袋



志愿者材料袋里装的是什么?

要想开始做志愿者， 你必须将志愿者材料袋递交给你所在学校的总
办公室。

志愿者材料袋必须包括：

志愿者守则须知

虐待儿童背景审核合格证明

宾州犯罪背景审核合格证明

联邦调查局背景审核合格证明或签过字的志愿者声明

志愿者培训结业证书



谁需要递交志愿者材料袋？

只有想在学校做志愿者的成人需要递交志愿者材料袋。

到学校造访的成人不必递交志愿者材料袋。

参加及/或观看一个事件或活动，但不
向学生、员工或学校提供服务的人。此
人不对照顾、照看、指导或控制未成年
人负责。

例如：
• 返校之夜活动
• 成绩单家长会
• 学校集会
• 学校音乐会
• 节日派对

一个正在申请或正在担任一所学校或项
目、活动或服务中无薪水职务的成人，
或者一个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负
责的成人或与许多未成年人有直接志愿
者接触的成人. 

例如: 

• 课业辅导/帮带
• SAC, HSA, or PTA的成员
• 图书馆辅助人员
• 前台辅助人员
• 出游日/派对辅助人员
• 出游日监管

志愿者 比较 造访者



递交你的志愿者材料袋

我的材料应该交给谁？

你应将所有上述材料带至学校交给秘
书，之后秘书会将其交给校长或志愿
服务协调人审核。
您的材料经过审核后将被储存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存档。

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志愿者？
校长在您的志愿者行为守则协定上签
好名后您便可以开始提供志愿服务了!



递交你的志愿者材料袋

我需要每个新学年递交一份新的
志愿者材料袋吗？

不需要。你的志愿者材料袋有效期为
60个月（5年）。

如果因为子女更换学校您希望在另一
所学校提供志愿服务的话，您在新学
校可以使用现有的志愿者信息材料袋
（如果文书未超过有效期60个月）。

您只需签署一份新的志愿者行为守则，
校长同意后您便可以开始提供服务了！



志愿者守则须知



志愿者守则须知

每一个费城教育局的志愿者都必须严守以下标准：

一到学校，立刻在学校总办公室签到
我将听从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或有

关员工的指挥

我同意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职业素养、
以礼待人。我知道志愿者是学生效仿的

楷模，我将以此标准要求自己。

我知道我有责任遵循费城教育局的政策和
程序。我知道费城教育局大力致力于学生
的多元化，并容纳所有学生。我在从事志
愿工作时将坚守这些政策和原则。在做志
愿工作时，我不会将自己的个人观点和政
治观点灌输给学生。如果我对此有任何疑

问，我将向教师或校长征询。

我将就与学生身心健康及/或人身安全
有关的担忧与教师及/或学校行政人员

沟通。
我将只使用供成人用的洗手间。



志愿者守则须知

我不会在学校场地或在校外举办的学校
活动中携带任何形式的凶器。

我不会在学校场地或在校外举办的学校活
动中私藏或使用烟草或任何与尼古丁有关
的物质。我也不会私藏或使用酒精、大麻

或非法毒品。

我知道在从事志愿工作期间，我有可能得
知有关学生、家庭或员工的隐私和敏感信
息。我同意在校外保密。我不会将我得知
的有关学生和员工的信息泄露给任何人，
除非在我履行在本守则须知中列出的我的

志愿者义务时有必要这样做。

我同意不借学生不成熟之机或以不正当的
手段影响学生去做非法或不道德的举动或
任何其它可以让学生因不良行为而受到纪
律处分的举动，不论学生是否真的去做。

我同意不对学生、其他志愿者、或学校员
工进行性骚扰。我将避免与任何学生发生
不正当的肢体接触，不论是否在学校场地。
此类接触包括所有形式的性触摸、性关系
或情爱关系、任何不受学生欢迎的触摸、
或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成熟程度不相称
的不正当触摸。我将尽量不去触碰或拥抱

学生，尽管学生主动开始肢体接触

如果我因轻罪或重罪、性犯罪、毒品罪、
侵犯人身罪或与凶器有关的罪遭到逮捕，

我同意立刻通知学校。

每一个费城教育局的志愿者都必须严守以下标准：



怎样成为志愿者:

获取背景审核合格证明



获取您的背景调查审核合格证明

1. 虐待儿童背
景审核合格证
明

2. 宾州犯罪记
录审核合格证
明

3. 联邦调查局
背景兼指纹审
核合格证明或
签过字的志愿
者声明

每一个志愿者必
须递交三种审核
合格证明: 



虐待儿童背景及犯罪记录审核合格证明

虐待儿童背景审核合格证明
https://www.compass.state.pa.us/CWIS/Public/Home

宾州犯罪记录审核合格证明
https://epatch.state.pa.us/Home.jsp

免费并且
可在网上获取!

1.

2.

我应该如何开始？
a.) 建立一个个人账户
b.) 按照提示输入您的信息
c.) 您的审核证明将发到您的e mail信箱。

没有 email？没问题！
 向您所在学校的家庭联络员求助。
 填写纸质表格并将其邮寄出去。
 到位于440 N. Broad St. 的家长及家庭资源中

心求助。

https://www.compass.state.pa.us/CWIS/Public/Home
https://epatch.state.pa.us/Home.jsp


联邦调查局背景审核合格证明或志愿者声明

If you have NOT lived in Pennsylvania 

for the past 10 years…

• 完成联邦调查局背景及指纹审核
合格证明程序

• 费用: $24.25 

• 在网上填写注册表，网站如下：
www.pa.cogentid.com

• 到指定的指纹采集点获得采集指
纹服务。

If you have lived in Pennsylvania for 

the past 10 years…

• 在志愿者声明上签字

• 声明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www.philasd.org/face

如果您在过去的十年里都住在宾
州…

如果您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住在宾
州…

http://www.pa.cogentid.com/
http://www.philasd.org/face


各类合格证明的小结

每一个志愿者均需递交以下证明备案：
 虐待儿童历史审核合格证明
 犯罪记录调查审核合格证明
 联邦调查局审核合格证明或志愿者声明

各类合格证明有效期为60 个月 (5 年)



有关各类合格证明的常见问题

在我的背景审核过程中出现不良内容怎么
处理？

费城教育局考虑以下诸种因素：

•我们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

•违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

•定罪及/或判刑的时间到现在过了多久。

•申请者申请的志愿工作的性质。

•自从上一次违法之后该人在所在社区里所起的积极作
用。

背景审核由何人决定？

•校长将审核所有的背景审核合格证明。

•如果校长对背景审核披露的信息有疑问，
应向主管雇员关系的部门主管发电邮寻
求解答。

我可以就校长对我的背景审核的决定提
出申诉吗？

•任何由于背景审核的原因被禁止从事志
愿者的人均可通过以下电邮提出申诉：
parentappeals@philasd.org. 

没有社会保险号的人能否做志愿者？

•可以。只要此人递交虐待儿童背景审核
合格证明和犯罪记录审核合格证明备案
（获取这些证明不需要社会保险号）并
且在所有时间都由一名教育局工作人员
作为上级一直在一旁陪伴即可。



安全及报告程序



126法案: 
识别及报告虐待儿童法案

志愿者有责任了解虐待儿
童迹象并报告可能的虐待
儿童事件

保护学生是所有人，包括
志愿者在内，应当承担的
共同职责。



法定报告人

为什么？
906 政策（2016年5月生效）要求员工、承包商和志愿者
成为法定报告人
916 政策中有关志愿者的章节（2017年6月生效）要求所
有志愿者必须经过培训以了解如何识别和报告虐待儿童
事件。

谁是法定报告人？
所有费城教育局雇员、独立承
包商及志愿者都是法定报告人
者。

什么是法定报告人?
法律要求法定汇报人
报告可疑的虐待儿童
及疏于照看事件. 



什么是虐待儿童？

根据联邦法律，虐待及疏于
照看儿童的最基本形式为

最近发生的导致儿童
死亡、身肢体或情感
严重受伤、性虐待或
剥削儿童的行为或不
制止以上伤害的行为

即将对儿童造成严重
危害的行为或不制止

该危害的行为



正当 不正当或具伤害性

口头

• 表扬
• 正面肯定良好学业和行为

• 性挑逗或贬低言论
• 粗俗笑话

肢体

• 轻拍儿童后背
• 年幼儿童下巴士时抓住他们的

手
• 简短拥抱儿童（只要他们感到

自然）并不具有浪漫或性亲密
性质。

• 拍儿童的臀部
• 亲密、浪漫的或性接触
• 体罚
• 向儿童展示或将儿童卷入

黄色音像制品制作活动

正当与不正当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



虐待儿童的种类: 

肢体虐待

DEFINITION 

指任何非意外的、他人造成的肢体
伤害或死亡。

THE SIGNS

• 原因不明的灼伤，
• 脸部、嘴唇、嘴巴、后背、臀部及大腿

上不明瘀伤，
• 牙齿或头部受伤，
• 人咬伤，
• 多次住院，
• 看上去害怕家长，不愿意回家的儿童，
• 害怕与某一个员工单独相处的儿童，
• 看护人使用武力
• 看上去急切想取悦他人的儿童。

定义 主要表现



虐待儿童的种类: 
肢体虐待

事实: 

所有家长有时都会对子女的行为感到愤怒。

感到愤怒可以，但是不能因愤怒而伤害子女。

常见的错误观点：

好家长不会对子女的行为感到愤怒。



您应该怎样处理？

春季以来第一个天气暖和的天，
10岁的Jordyn穿着短裤。您注意

到她大腿上下有圆形的灼伤痕迹。
大小形状和香烟头一样。您问她
腿怎么了，她说“没什么”。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Jordyn，那看上去真的很疼。
我想帮助你。你可以告诉我这是
怎么回事吗？”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打电话给Childline描述您看到
的情形。

• 向校长报告该事件。

该做的事



虐待儿童的种类: 
性虐待

DEFINITION 

性虐待指某人用权力胁迫儿童并直
接和儿童发生任何性行为、制作黄
色音像制品或迫使儿童目击性行为。

THE SIGNS

• 儿童突然拒绝参与肢体活动，
• 儿童走路或坐下时有困难或疼痛，
• 儿童经常感到不明原因的喉咙疼痛，
• 儿童有酵母菌感染或尿路感染，
• 儿童内衣撕裂或有血迹，
• 儿童过分主动提出与其他儿童进行性接触，
• 儿童表现出具备不同寻常的性知识或行为，
• 儿童之间发生性接触，
• 儿童大腿内侧有瘀伤，
• 儿童害怕和某个特定的人单独相处，
• 睡眠失调
• 焦虑、易怒或经常性注意力不集中。

定义 主要表现



您应该怎样处理？

Amelia19岁的哥哥今天前来课后
活动项目地点接她。她告诉您她
爱她哥哥，晚上他们在她房间做
“秘密”的事。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Amelia，有些秘密是可以告诉
成人和老师的。我们将打电话给
一些可以告诉秘密的人。”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打电话给Childline描述您所观
察到的情形

• 向校长报告该事件以及您观察
到的情形。

该做的事



您应该怎样处理？

Mr. Jay在一家管理学校课后项目
的组织工作。

一个学生告诉你Mr. Jay的“小便
处比他的大。”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这种情形下最好什么也别说。您
不想因自己的成见影响学生所说
故事。只是报告您听到的情况。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向Childline报告，说明您听到
的情况。

• 立即告诉校长，以便在调查期
间将Mr. Jay另行安排到另一个
无需和儿童互动交流的职务。

该做的事



虐待儿童的种类:

情感虐待

DEFINITION 

家长或监护人及儿童之间的一种有害互动
交流模式，如，批评、贬低、拒绝、收回
爱等行为，将损害儿童心理成长和发展。

THE SIGNS

• 饮食紊乱如厌食症或贪食症，
• 紧张行为，如咬指甲、过度洗手或

表现出过度焦虑，
• 残酷行为，如使用武力或言语伤害

他人或动物，
• 对家长或监护人没有情感上的依恋，
• 身体或情感发育迟缓，以及
• 试图自杀。

定义 主要表现



您应该怎样处理？

课后活动项目在制作一个家庭被
子。7岁的Tommy说他不喜欢和

父母一起做任何事。他拒绝制作
被子的拼接块。团队注意到他的
家人来到活动场地时，他对他们
视而不见。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Tommy，我注意到你似乎不喜
欢家人。你还好吧？”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继续观察是否有规律模式出现
并记录您所看到的情况

• 告知相应员工您所观察到的情
况，以便您能继续观察是否有
虐待迹象。

该做的事



虐待儿童的种类:
疏于照看儿童

DEFINITION 

指家长或监护人未能满足学生基本需求，其中
包括食物、住所、监管、衣物、教育需求或医
疗需求。忽视存在的可能原因是家长或监护人
拒绝满足子女需求或家庭没有经济条件来满足
子女需求。

THE SIGNS

• 乞讨或偷窃钱财或食物，
• 不良卫生情况，
• 衣物不合适或肮脏，
• 平均身高和体重偏低，
• 严重缺勤，
• 长期饥饿，
• 承担成人职责，如照看弟妹或做饭，
• 单调或无精打采行为，
• 过度疲劳，以及
• 不当地寻求他人的注意。

定义 主要表现



虐待儿童的种类: 疏于照看儿童



您应该怎样处理？

6岁的Marjorie告诉您她妈妈上班
时她得为两个弟妹（1岁和2岁）
做饭。没有其他成人在家。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哦，那肯定很困难。”

这样年龄的儿童，最好不要详细
追究故事细节。将情况报告给儿
童保护机构调查。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向Childline报告，说明您听到
的情况。

• 然后看看该家庭是否需要找到
幼儿看护者或建立社会关系。

该做的事



您应该怎样处理？

Zach的妈妈没有给他带来新的急
救吸入器以替代其已用完的的吸
入器。Zach有严重的哮喘，需要
这种药物。

情形



您应该怎样处理？

对母亲/监护人:

“Mrs. Jones，Zach的急救吸入器
中没有药了。没有吸入器，我们
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该说的话：



您应该怎样处理？

• 确保Zach的妈妈能获取需要的
医疗服务。

• 如果问题继续存在，向
Childline报告。

该做的事



如何报告

作为法定报告人，志愿者必须立即并直接
向Childline报告可疑的虐待儿童事件。有

两种报告方式：

您可以通过Childline报告网
站用电子方式报告

www.compass.state.pa.us/cwis

您可以拨打Childline

热线电话口头报告。

1-800-932-0313

http://www.compass.state.pa.us/cwis


打电话报告



打电话报告



报告事件之后: 下一步

必须立即通知校长或校长指定的人员

如果您通过口头（电话）报告Childline:

• 必须同时填写一份虐待儿童可疑事件报告——即CY-

47表——并于电话报告后48小时内将报告递交给郡儿
童及青少年机构。

• 可以访问网站www.KeepKidsSafe.pa.gov或从儿童及青
少年机构获取CY-48表。

如果您通过网络报告，您不需要填写CY-47表。



以下情形
中的任何
一项发生
时，你必
须向
Childline

报告:

您在提供志愿服务时（在校或不在校期间）接触到一名儿童，怀
疑该儿童受到虐待

您负责照看、监管、指导或培训一名儿童，怀疑该儿童受到虐待

有人告诉您一名儿童受到虐待

某个14岁或以上的人告诉您他们虐待儿童

什么时候报告



如果孩子向我透露秘密了怎么办？

遵循以下步骤：

1. 倾听孩子的述说。

2. 让孩子安心。

3. 保持镇静，不要慌张。

4. 立刻提供所有你能提供的帮助，确保
孩子的安全。

5. 不要答应孩子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在
费城教育局，知情后你必须报告。

6. 不得将孩子透露给你的信息与孩子指
控的虐待者共享。



请牢记你应该做的是首先报告
• 不要自己去调查
• 不要自己去审问
• 让从Childline 来的专家决定发生了何事，并从事调查

你的报告将得到重视，只要你以坦诚之心做出报告，即使指控无法成立，你也不会受
到不良影响

虐待儿童的确认

通用原则
宁错一万，不可万一

虐待儿童从来就
不是黑白分明-
人们经常不知道
是否应不应该报

告…



事实

在虐待或疏于照看儿童的所有报告中，只有低于百分之五的儿童被从家中接走，而且不
是长期离家。那些没有被接走的儿童家庭将接受各种服务以确保儿童的安全。

常见的错误观点

当你报告了虐待儿童事件，该儿童将被从家中接走。



为什么直接立刻向
Childline报告非常重要？

• 通过从速调查以减少儿童再次被虐
待的可能

• 减少由于反复和仔细询问儿童可能
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

• 使得追究虐待者责任的可能性加大

• 确保有关专家领导调查

• 迅速去除无法成立的指控

立刻报告



报告之后

报告之后的程序

• 报告被送至所在郡的儿童和少年机构

• 当地机构对报告进行调查以决定虐待
/疏于照看儿童的指控是否成立

• 必须在24小时之内开始调查

• 安排或提供预防进一步虐待儿童并
且保全家庭的服务项目

• 虐待儿童事件的调查必须在30天内完
成，除非有关机构提供无法完成调查
的原因。



由于不报告会带来的可能的处罚

What if a mandated reporter fails to 

follow the law? 

对法定报告人故意不报告虐待儿童事件
的处罚可判二级小罪到二级重罪不等。

法定报告人没有依法行事会怎样处理？



常见问题

• 不是。当一个法定报告人怀疑一个孩子遭到虐待就有责任报告。

法定报告人是否一定要完全确定儿童正在受到虐待才可报告？

• 是。不必一定要受害儿童自己告诉法定报告人才能报告。

法定报告人在受害儿童之外的另外人那里得知虐待行为是否一定
要报告？

• 法律规定法定报告人披露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些信息在澄清事发经过或
需要更多信息时会有帮助，受害儿童和经办此案的人员可以与其联系。

法定报告人一定要披露自己的姓名吗？



常见问题，续

• 报告人的身份将被保密，除了向执法官员或地区公诉人办公室透露之外。

法定报告人的姓名会被公开吗？

• 法定报告人可能必须在民事或刑事案例审理过程中作证，包括少年犯罪或刑事
法庭程序。

法定报告人必须出庭作证吗？

• 法定报告人将接到来自部门的有关报告最终结论的信息，不论是不成立、有迹
象表明的还是确凿无疑的结论，以及打算或已经提供保护受害儿童的服务项目。

法定报告人如何了解他们的报告有什么结果，有哪些机构正在保
护受害儿童不再受害？



有疑问吗?
volunteer@philasd.org 



考一考您对政策的了解:
法定报告程序小测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