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報疑似虐待和忽視事件
Office of District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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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必須立即致電240-777-4417, 向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DHHS)下屬的兒童福利服務部(通常被稱作兒童保護服務部(CPS)進行口頭報告。
如果涉及弱勢成人, 請致電成人保護服務部(APS), 電話號碼是240-777-3000。如果這是緊急事件, 請立即致電蒙郡警察局911或301-279-8000
。請在48小時內填妥並提交這份書面報告。
如果您對於是否應當舉報疑似虐待或忽視事件懷有疑問, 請一定選擇舉報該起事件。
MCPS工作人員、合同制員工或義工不得訊問任何疑似受害人、證人或疑犯, 或向他們收集書面陳述。
第一部分—由口頭和書面舉報人填寫

姓名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街道 城市 州 郵政編碼 
第二部分—有關兒童或弱勢成人的資訊(如果舉報人知道這些資訊)
請勾選擔憂的事件類型:(請勾選所有適用的選項) □ 虐待(請具體說明: □ 身體上的和/或 □ 性方面的) □ 忽視 □ 精神傷害        
兒童的生日 ____/____/_____ 年齡____
如果疑似是性虐待, 校長/主管必須立即致電MCPD特殊受害人調查分局, 電話號碼是240-773-5400。 
孩子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 □ 女 □ 男 種族 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兄弟姊妹(如果知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第三部分—負責照顧兒童或弱勢成人的負責人(如果舉報人知道這些資訊)

居住在現住址、對孩子負責的成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o  母親  o  父親  o 監護人
 o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1 _____-_____-______ 電話 #2 _____-_____-
______ 
電話 #3 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在現住址、對孩子負責的成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o  母親  o  父親  o 監護人
 o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1 _____-_____-______ 電話 #2 _____-_____-______ 
電話 #3 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傷害或擔憂的類型(重要: MCPS工作人員、合同制員工或義工不得調查確定疑似虐待或忽視事件的真實性。) 如果需要, 請使
用MCPS表格336-01: MCPS表格附錄。請參考教委會政策JHC和MCPS規章JHC-RA, 了解更多資訊。
請敘述您如何發現情況, 並進而懷疑孩子或弱勢成人可能是虐待或忽視受害人。如果適用, 請說明目前的傷勢。 

請提供之前對這個孩子或弱勢成人或此家庭中其他人造成的虐待或忽視傷害或狀況, 包括CPS和APS之前的涉入:

第五部分—請填妥以下的必填信息

口頭舉報的日期 ____/____/_____ 口頭舉報的時間 ___:___ 上午/下午
接獲口頭舉報的CPS或APS工作人員姓名(請用正楷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主管接獲通知的日期和時間 日期____/____/_____ 時間 ___:___ 上午/下午
這份表格郵寄給CPS或APS的日期____/____/_____ 舉報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抄送:
複件1: CPS, DHHS, 1301 Piccard Drive, Rockville, MD 20850, 電話號碼: 240-777-4417; 或 APS, DHHS, 401 Hungerford Drive, 3rd Floor, Rockville, MD 20850, 電話號碼: 240-777-3000
複件2: MCPS虐兒事件系統聯繫人, Office of District Operations, CESC, Room 55, 電話號碼: 240-740-3215
複件3: 蒙郡檢察官辦公室, County Office Building, 50 Maryland Avenue, 5th Floor., Rockville, MD 20850; 
複件4: 特殊受害人調查分局, 蒙郡警察局, 7300 Calhoun Place, Suite 300, Rockville, MD 20855, 電話號碼: 240-773-5400。

虐待和忽視疑似事件報告中含有不得傳播、分發或複製的保密資訊(除非在以上另有說明)。 
嚴禁透露、複製、傳播、或利用這些資訊內容採取任何行動。



如果您對於是否應當舉報疑似虐待或忽視事件懷有疑問, 請一定選擇舉報該起事件。

定義
虐待是:
1. 對兒童或弱勢成人有永久或臨時監護權、或照顧或監護責任的任何個人對這名兒童或弱勢成人造成的任何身體(不一定是明顯的損

害)或精神傷害, 並因此導致這名兒童或弱勢成人的健康或福祉受到損害或有受到損害的極大風險。
2. 對兒童或弱勢成人有永久或臨時監護權、或照顧或監護兒童或弱勢成人的任何個人對這名兒童或弱勢成人進行的涉及猥褻或性剝

削的任何性行為(不論是否造成身體上的傷害), 包括但不僅限於亂倫、強姦、或任何程度的性侵害、雞姦、或任何非自然或變態的
性行為。性騷擾或性剝削包括但不僅限於: 與兒童或弱勢成人進行的接觸或行為, 例如暴露身體、窺陰癖、性冒犯、親吻、撫摸、
任何程度的性犯罪、強姦、雞姦、賣淫、拐賣、或容許、鼓勵、或讓兒童或弱勢成人參與色情展示、拍攝色情照片或影片、或以
法律所禁止的形式描述兒童或弱勢成人、或容許兒童或弱勢成人與註冊在案的性罪犯同住或經常接觸。

兒童指MCPS的任何學生(無論其年齡)和其他任何18歲以下的個人。雖然馬里蘭州的法律對虐待或忽視18歲以上學生的行為不追究法
律責任, 但是, MCPS要求比照舉報虐待或忽視18歲以下兒童的相同規程來舉報這類行為。
精神傷害是指對兒童或弱勢成人有永久或臨時監護權、或照顧或監護責任的任何人的行為對兒童或弱勢成人的精神或心理行為能力造
成顯著的、可辨認的和確實的傷害。
忽視是指父母、監護人、家庭成員或同住成員、鄰居、MCPS工作人員、義工或合同制員工、或有職權的人士、或對兒童或弱勢成人
有永久或臨時照顧權、或監護權、或監護責任的其他個人把兒童或弱勢成人置於無人照料的狀況、或未能給予恰當照顧或關心、或提
供不恰當的照顧或關心, 並因此導致—
 a) 兒童或弱勢成人的健康或福祉受到傷害、或被置於受到傷害的極大風險之中, 或
 b) 對兒童或弱勢成人造成精神傷害、或有造成精神傷害的重大風險。
弱勢成人是指被虐待或忽視事件舉報人確信為沒有身體能力或精神能力照顧自己日常生活的18歲或18歲以上的個人。

舉報要求
1. 蒙郡教育委員會(教委會)的政策要求MCPS所有工作人員、合同制員工和義工必須親自、直接舉報涉嫌虐待或忽視兒童或弱勢成人

的任何事件:
• 無論舉報者是否認識涉嫌事件中的受害者本人。 
• 當有理由相信曾經發生過虐待事件時(即使受害者在事件暴光時已經長大成人)。
• 無論兒童或弱勢成人的居住地在哪裡, 也無論涉嫌虐待或忽視事件的發生地點在哪裡。

2. MCPS工作人員、合同制員工或義工不得調查確定疑似虐待或忽視事件的真實性。
3. 必須立即口頭舉報虐待和/或忽視兒童的疑似事件:

舉報虐待、忽視兒童和精神傷害事件, 請致電: 240-777-4417
健康和大眾服務部兒童保護服務部  (24小時)

舉報虐待或忽視弱勢成人事件, 請致電: 240-777-3000
健康和大眾服務部成人保護服務部

如果疑似是性虐待, 校長/主管還需要致電: 240-773-5400
蒙郡警察局特殊受害人調查分局

4. 必須在48小時內向健康和大眾服務部的CPS或APS提交書面報告。請使用MCPS表格335-44, 舉報疑似虐待和忽視事件。地址和抄
送程序在表格中有說明。對這項要求不存在任何可以例外的情況。

5. 所有的報告應當使用封好的、寫有地址並註明"機密"的普通信封郵寄。裝有交給"學校支持和改進辦公室"報告的信封應當和其它普
通的辦公室信函放在一起。

6. 根據馬里蘭州的法律, 任何誠意舉報或參與舉報虐待或忽視事件的個人、或任何參與調查或裁決司法程序的個人享有免受因報告
虐待或忽視事件、或參與調查或裁決司法程序而需要承擔的民事責任或刑事處罰豁免權。

7. 在MCPS從事專業或服務性質工作的任何MCPS工作人員、合同制員工或義工如果對虐待或忽視事件知情不報、或有意阻止或干擾
報告, 應當受到相關處分, 包括因瀆職行為被停職、終止服務合同、或終止義工權利(視情況而定)。此外, 根據馬里蘭州法律規定
的標準, 由馬里蘭州教育廳或其它認證委員會頒發的任何證書也可能會被暫停或取消。

虐待和忽視疑似事件報告中含有不得傳播、分發或複製的保密資訊(除非在以上另有說明)。
嚴禁透露、複製、傳播、或利用這些資訊內容採取任何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