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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目的 

(一) 国际文凭课程（IB）项目强调学术诚信，要求学习者严谨且有原则。在我

们提问、探究和行动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希望北京王府校区的全体 IB 学

生都应具备“正直和诚实的良好品质。 
(二) 在北京王府校区，我们在考核过程中一贯秉持诚信的原则。所有人都应重

视学术不诚信的严重性。 

 

二、原则 

学生的作业必须具有原创性和真实性，学生上交的各种形式的作业都应呈现自己

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想法。在写作过程中如直接引用或转述他人的作品或观点时，

应明确表明出处和来源。 

 

三、学生必须注明 

(一) 所有材料的引用来源包括: 地图、照片、插图、数据、图表、计算机软件

和各种形式的媒体（如：音频、视频、光盘、DVD 的形式、电子邮件和

其他数字或电子媒体等）。 

(二) 所有已获取信息来源的网址和日期。 

(三) 所阐述的他人或其他来源的文字和观点。 

(四) 所使用的翻译文本。 

(五) 所借鉴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电影、舞蹈、戏剧艺术或视觉艺术。 

 

四、作弊 

作弊包括： 

(一) 作弊: 是指学生在各项评估中，采取任何获得不公平优势的行为。 

(二) 抄袭：是指学生直接盗用他人的观点或作品。 

(三) 串通舞弊：是指协助他人作弊或纵容他人抄袭自己作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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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复提交：是指针对不同的评估项目重复提交同一份作业。 

(五) 其他：任何获得不公平优势或影响他人考试结果的行为。 

 

五、角色和职责 

(一) 校长 

1. 了解学术诚信的构成：真实的作品以及知识产权。 

2. 获得有关研究技能、学术写作、研究方法及如何注明引用资源出处的指导。 

3. 了解不正当行为包含哪些 (尤其是在考试期间抄袭, 串通舞弊和一些不端行

为)。 

4. 清楚知道作弊行为的后果。 

 

其中部分责任将交给协调员和教师。校长，协调员和教师有责任制定学校政策并

营造鼓励学术诚信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校是国际文凭组织防止作弊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学校有权协助国际文凭  

组织，预防、发现和调查作弊。在调查学生是否作弊的过程中，学校负有额外的

责任。 

 

(二) 协调员 

1. 明确学术诚信、作品真实性和知识产权。 

2. 明确自己在调查学生作弊时的职责。 

3. 明确作弊行为的定义及作弊行为的后果。 

4. 营造鼓励学术诚信的校园文化氛围。 

5. 在预防、发现和调查学生作弊行为的过程中充分协助 IB 教师。 

 

(三) 教师: 应给予学生以下指导和帮助 

1. 注明所引用资料来源的相关规定。 

2. 学术写作技巧。 

3. 数据采集技术。 

4. 研究写作任务的规划、准备和执行。 

5. 考虑现有参考材料的主观性与合法性。 

6. 让学生意识到作弊行为的后果。 

7. 警惕学生写作风格的明显变化。 

8. 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作品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情况下，才在学生的 IBO 封面

上签字。 

9. 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在评估中给予学生不公平的优势，无论是否违背 IBO 的

规则（IBO，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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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导学生使用 APA 或 MLA 格式来标注所有引用资源, 如对 APA/MLA 引用

格式有任何疑问应向 DP 协调员咨询。 

11. 教学生如何合理的引用他人言辞和想法并整合信息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12. 以身作则为学生进行正确的学术示范。 

13. 精心安排作业和评分方式，以减少学生抄袭的机会。 

14. 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了解学术不诚信所包含的内容。 

 

(四) 学生 

1. 使用正确格式引用信息，并在参考文献中全部列出。 

2. 确保读者可以找到信息出处。 

3. 若对学术诚信政策有任何疑问可向教师或协调员寻求帮助。 

4. 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包括抄袭, 串通舞弊, 重复提

交以及其他形式的欺骗行为。 

5. 确保所有提交作业的真实性并充分且正确的标注所引用的作品和观点。 

6. 学习使用正确的方法来标注所有出处来源。不会使用不能成为一个借口(APA

或 MLA 格式)。  

7. 了解北京王府学校有关学术不诚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8. 在得知其他的 IB 学生有学术不端行为时应通知相关老师。 

9. 遵守学校的所有截止日期。 

10. 保留所有的笔记和草稿为提交作业做准备。 

11. 提交所有作业的电子版供老师评估。 

12. 学生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协同合作。 

13. 学生要签署学术诚信保证书。 

 

(五) 家长 

1. 了解并配合北京王府校区执行相关政策。 

2. 鼓励学生在学业中遇到困难时向同学和教师寻求帮助。 

3. 鼓励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并养成自学的习惯，提供学生一个整洁有序的学习环

境。 

 

(六) 检测技术(使用抄袭检测器) 

Turnitin 防抄袭网站 

 

六、作弊嫌疑调查 

(一) 学校教职工若怀疑学生有违反学术诚信政策的行为，应及时通知 IB 协调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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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协调员应立即就此展开调查，并通知该学生这位老师的关注疑点。 

(三) 调查会议应包括协调员、学生本人和相关教职员工，学生有权就此事给予

回应。 

(四) 如果确认违反学术诚信政策，协调员将向校长提出处理意见。 

(五) 校长决定处理结果。 

 

七、违反与惩罚 

(一) 任何违反学术诚信的违纪行为都会被记入档案并通知家长。 

(二) 任何违反学术诚信的违纪行为，都将可能会获得如下处罚： 

1. 所提交的相关成绩无效。 

2. 不会获得相关学科证书。 

3. 无法获得 IB 文凭。 

(三) 学生应该对自己的作业负责，任何违反学术诚信原则的行为都应受到严重

惩处。 

(四) 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向教师定期汇报进度并提交每一阶段草稿。 

(五) 任何关于参考文献的问题应该及时向教师咨询。 

 

八、APA 和 MLA 参考文献格式 

APA 和 MLA 格式为北京王府校区主要参考文献引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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