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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 蒙郡公立學校 

 
相關條目: ACA, ACF, ACG, ACH, ACH-RA, BLB, GCA-RA 
責任辦公室: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行政投訴 
 
 
I. 宗旨 

 
設定規程, 處理並及時和公平地解決就說明或執行蒙郡教育委員會政策或蒙郡公學

校(MCPS)規章或制度的員工投訴、以及員工就教委會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
和文化熟知能力規定的基於任何人實際存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特徵提出的歧視指
控(除非專用於其它規程); 鼓勵盡可能通過非正式方式解決此類投訴; 並審查涉及此

類投訴的行政決定。 

 
II. 定義 

 
A. 投訴是挑戰說明或應用教委會政策或MCPS規章或制度(專用於勞資協議或其

他規章的替代規程除外)的指控、或根據適用法律提出的歧視指控。 

 
B. 投訴是指員工指稱, 某種行為違反適用法律、教委會政策、MCPS規章或制度

要求的行為標準。 

 
C. 利害關係人是指提出投訴的一個或若干人, 可能被要求採取行動解決投訴的

人、或為解決投訴而被處置的一個或若干人。 

 
D. 工作日是指除週日、週六、或法定假日以外、MCPS 中央辦公室開放上班的

任何一天。 

 
III. 員工的權利 

 
A. 本規章中的任何文字都不應被理解為限制投訴員工與任何適當的管理人員討

論投訴事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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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人不得對任何利害關係人採取任何形式的報復行為。 

 
C. 利害關係人在規程的所有層級上都可以由他們挑選的其他任何人代表或陪

同。 

 
 IV.  程序 

 
A. 行政投訴必須在事發後或被發現後 15 個工作日內提出(除非是涉及非法歧視

的投訴, 此類投訴必須在事件發生後或被發現後 180個日曆日內提出)。 

 
B. 將盡快處理投訴; 因此, 每個層級註明的天數應當被視為時間上限, 而且將盡

全力加速處理流程。如果遞交投訴的時間使得無法在學年結束前完成規程中

的所有步骤、且如果留到來年開學時再解決將會給利害關係人帶來無法挽回

的傷害, 那麼, 在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同意下, 將縮短在此闡述的時間限制, 以便

可以在學年結束前或其後盡快完成規程。 

 
1. 非正式規程 

 
a) 投訴員工將與校長或直接主管討論投訴事項1, 尋求事件的非正

式解決。 

 
b) 員工可以由他們挑選的任何人代表或陪同。 

 
2. 第一級 

 
a) 如果無法在 15 個工作日內以投訴人滿意的非正式方式圓滿解

決投訴, 投訴人將從員工參與和勞動關係辦公室(OEELR)獲得一

個登記號, 並填寫MCPS表格 430-42, 行政投訴。 

 
b) 投訴人將在非正式討論後五(5)個工作日內把填妥的表格交給

校長/直接主管。 

 
c) 收到書面投訴後, 校長/直接主管將: 

 
(1) 在表格上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和日期 

 

                                            
1如果投訴是針對校長或直接主管的性騷擾, 員工可以聯繫員工參與和勞工關係辦公室, 處理投訴事宜, 該辦公

室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是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Room 55, (240) 314-4899。 



GKA-RA 

 

 

第 3頁, 共 5頁 

(2) 向投訴人提供一份投訴書 

 
(3) 根據適用法律涉及歧視的所有投訴應當直接向 OEELR提

出, 後者將協助適當的行政人員調查投訴事項2, 並視合

理理由延長在此規定的任何時間限制, 最多可達 10個額

外的工作日。 

 
d) 校長/直接主管有十(10)個工作日的時間: 

 
(1) 審查書面投訴, 並讓投訴人有機會舉出證人和證據。 

 
(2) 做出決定, 並填妥表格中"第一級: 行政處理"的部分, 告

知投訴人有關決定 

 
(3) 把原件交還給投訴人 

 
e) 投訴人需要在表格的適當部分填寫日期並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 

並把原件交給校長/直接主管。 

 
f) 校長/直接主管將把填妥的表格分發給所有利害關係人, 並把原

件交還給投訴人。 

 
3. 第二級 

 
a) 如果投訴人不滿意對其投訴做出的第一級處理方式或如果在提

出書面投訴後十(10)個工作日內還沒做出決定, 投訴人可以向

適當的行政領導(副學監或部門主任)提出申訴。 

 
b) 在收到書面投訴後, 適當的行政領導將: 

 
(1) 在表格上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和日期 

 
(2) 向投訴人提供一份投訴書 

 
c) 在收到書面投訴的十(10)個工作日內, 適當的行政領導將與投

訴人安排會面時間, 以解決投訴事項。 

 

                                            
2請注意, 在性騷擾投訴的調查過程中﹐投訴人不需要參加與騷擾嫌疑人面對面的會議或任何形式的當面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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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適當的行政領導將在會議後的十(10)個工作日內: 

 
(1) 填妥表格中"第二級: 行政處理"的部分, 告知投訴人有關

決定 

 
(2) 把原件交還給投訴人。 

 
e) 投訴人需要在表格的適當部分填寫日期並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 

並把原件交給適當的行政領導。 

 
f) 適當的行政領導將把填妥的表格分發給所有利害關係人, 並把

原件交還給投訴人。 

 
4. 第三級 

 
a) 如果投訴人不滿意對其投訴做出的第二級處理方式或如果在與

相關行政領導會面後十(10)個工作日內還沒做出決定, 投訴人

可以向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提出申訴。 

 
b) 在收到書面投訴後, 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將: 

 
(1) 在表格上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和日期 

 
(2) 向投訴人提供一份投訴書 

 
c) 在收到書面投訴的十(10)個工作日內, 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將

與投訴人安排會面時間, 以解決投訴事項。 

 
d) 教育總監將在會議後的十(10)個工作日內: 

 
(1) 填妥表格中"第三級: 行政處理"的部分, 告知投訴人有關

決定 

 
(2) 把原件交還給投訴人。 

 
e) 投訴人需要在表格的適當部分填寫日期並簽上姓名的首寫字母, 

並把原件交給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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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將把填妥的表格分發給所有利害關係人, 

並把原件交還給投訴人。 

 
g) 可以在教育總監做出決定當日起的 30 個日曆日內就教育總監/

指定負責人的決定向蒙郡教育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h) 根據 1973 年復健法案 504 條款或美國殘疾人法案的投訴可以

在歧視事件發生的 180個日曆日內向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提出。依據 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 Title IX的投訴可向美國教育

部民權辦公室提出。 

 
C. 在本規章和/或MCPS規章 KLA-RA, 答覆公眾的查疑和投訴中闡述的規程構成

MCPS 員工依公立學校檢舉人保護法, 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 6-901 至 6-

906規定提出民事訴訟前必須完全採用的行政補救。 

 
 
相關來源:  1963年同酬法修訂案; 1866, 1871和 1991年民權法案; 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

法修訂案; 1964年民權法案 Title VI; 1964年民權法案 Title VII修訂案; 平等保

護第 14條款修訂案; 1973年復健法案 504條款; 1994年軍人就業和再就業權

利法; 1990年美國殘疾人法; 1972年教育修訂案 Title IX;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

條款§6-901至§6-906, 公立學校員工舉報人保護法; 員工工會合同。 

 
 
規章發展史: 前身是規章 No 450‑3, 1974年 9月 24日; 1985年 8月修訂; 教委會和MCEA(1984-87)和MCCSSE (1984‑87)及

MCAASP (1985‑88)協議修訂; 更新過的名錄資訊; 1988年修訂; 1994年 4月 13日修訂; 2008年 7月 14日修訂; 2017年 7

月 24日非實質性修訂; 2017年 11月 29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