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I 

第 1 頁, 共 6 頁 

政策 蒙哥馬利郡教育委員會

相關條目: ACA, ACF, ACH, ACH-RA, GCC-RA, GKA-RA, JHC, JHC-RA 

責任辦公室: Chief of Districtwide Services and Supports; Human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MCPS 員工的性騷擾 

A. 目的

禁止在蒙郡公立學校(MCPS)物業中發生的性騷擾。 

授權制定旨在幫助 MCPS 員工認識、了解、防範和採取糾正措施停止性騷擾的專業

學習和教育計畫。

設定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有效規程框架。

B. 問題

1. 蒙郡教育委員會(教委會)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容忍在 MCPS 物業中針對員

工、學生或下述第三方實施的或由這些人實施的任何形式的性騷擾。在本政

策中, MCPS 的物業是指任何的學校或其它設施, 包括 MCPS 擁有或管理的場

地、MCPS 校車和其它 MCPS 車輛、以及由 MCPS 主辦的任何活動的設施和/
或場地, 包括 MCPS 實質性控制參與人和涉嫌騷擾的環境的場所、事件或情

形。

2. 員工、學生和第三方有不受到性騷擾的權利。教委會致力於營造和維護讓所

有人不會受到任何形式性騷擾的教育環境, 並防範、糾正和處分違反本政策

的行為。教委會為執行本政策而採取的行動必須符合教委會政策、MCPS 規

章、以及州和聯邦法律。

3. 性騷擾違反 1964 年民權法案 Title VII、1972 年和 1991 年修正案, 針對員工、

學生和第三方實施的部分形式的性騷擾也可能違反 1972 年教育修正案 Title
IX(Title IX)的規定。某些形式的性騷擾還可能構成刑事犯罪行為, 從而導致刑

事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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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個人的性騷擾可以根據以下闡述的一項或兩項法律標準進行起訴: 
 

a) 如果個人遭遇令人討厭的性挑逗、性服務要求和其它帶有性本質的口

頭或肢體行為, 則性騷擾可作為就業歧視受到起訴。這類行為在以下

情況中構成性騷擾 - 
 

(1) 屈從於這類行為被明示或暗示為個人的雇用條款或條件(即性

騷擾交換條件); 或。 
 

(2) 個人屈從或拒絕這類行為被當成影響該人雇用決定的依據; 以
及/或 
 

(3) 這類行為的目的或後果是不合理干擾個人的工作表現, 或營造

令人生畏、有敵對性或冒犯性的工作環境。 
 

b) 根據美國教育部的說明, 如果個人遇到以下一種或多種情形, 可以依據

Title IX 對性騷擾提出訴訟:   
 

(4) MCPS 員工以個人是否參與令人討厭的性行為作為提供 MCPS
援助、福利或服務的條件; 或 
 

(5) 理性人士認定令人討厭的行為非常嚴重、普遍且在客觀上具有

攻擊性, 以致於該行為實際上剝奪了個人以公平方式接受 MCPS
的教育計畫或活動, Title IX 規章對此的定義是 MCPS 對投訴人

和被投訴人及性騷擾發生環境行使實質性管控的地點、活動或

情形; 或 
 

(6) 美國暴力侵害婦女法案中定義的"性侵犯"、"約會暴力"、"家
庭暴力"或"跟蹤"。 

 
(7) 第三方是指參加 MCPS 活動或身處 MCPS 物業並受 MCPS 管轄

或控制的除 MCPS 員工或學生以外的任何人, 可能包括但不限

於家長/監護人、指導員、義工、供應商、合同工、教練、以

及在 MCPS 物業中與員工和/或學生互動的其他人。 
 
C. 立場 

 
1. 要求教育總監盡一切努力確保告知受本政策影響的每一個人有關本政策的規

定, 同時也應告知, 違反政策可能也會違反州或聯邦的民事和/或刑事法, 從而

導致刑事處罰。 
 



ACI 
 

第 3 頁, 共 6 頁 
 

2. 本政策適用於涉及 MCPS 員工或第三方的所有性騷擾事件。它針對由員工、

第三方或學生實施的事件。 
 

3. 性騷擾可能是在任何人之間只發生一次或重複發生的事件。 
 

4. 任何人都可以舉報涉及員工或第三方的性騷擾, 包括遭遇過不端性行為的個

人, 或了解可能發生過的不端性行為的第三方或旁觀者。可以通過當面遞

交、電話或電子郵件形式向員工的主管進行舉報, 主管將在舉報和調查過程

中、以及員工協助計畫(EAP)提供的其它現有支持措施方面為他們提供指

導。也可以向人力資源和發展辦公室合規和調查部電子郵件舉報箱

(DCI@mcpsmd.org) 或 Title IX 性 騷 擾 電 子 郵 件 舉 報 箱 舉 報

TitleIX@mcpsmd.org。 
 

a) 如果被投訴人是投訴人的主管或擔任與投訴人有關的權力職位, 則員

工可以向員工參與、合規和調查辦公室提交投訴。應當遵循 MCPS 規

章 GKA-RA 行政投訴闡述的行政投訴流程進行舉報。 
 

b) 提交投訴或舉報性騷擾不會影響員工的地位, 也不會影響員工今後的

就業機會, 除非故意進行虛假投訴或舉報。 
 

c) 不得對投訴或舉報性騷擾的員工或第三方採取報復行為。 
  

d) 另外, 任何人如果嘗試干擾、阻止、強迫、恐嚇、騷擾或歧視投訴或

參與調查流程的員工, 都將受到紀律處分。 
 

5. 人力資源和發展辦公室 - 員工參與合規和調查部將在學區服務和支持辦公室 
- 學生福祉和合規部的適當支持下並根據州和聯邦法律的要求, 調查由員工、

第三方和/或學生對員工和/或第三方實施的性騷擾指控。 
 

a) MCPS 將在合理範圍內盡力維護調查的機密性, 包括員工和第三方提出

的性騷擾指控。即使投訴人匿名舉報, MCPS 都應審查所有的性騷擾舉

報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包括要求提交正式投訴、調查投訴和提供支持

性舉措。 
 

b) MCPS 還將依照 MCPS 在調查性騷擾指控和發生性騷擾時採取紀律處

分的法律責任和必要性, 尊重和在合理範圍內盡力維護投訴人、證人

和被投訴人的隱密。 
      

6. 在確定被指控的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時, MCPS 將查看整體記錄和所有情況, 
包括行為的類型和頻率、被控行為發生的背景、行為的嚴重性(對身體造成

mailto:DCI@mcps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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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或羞辱、還是只是冒犯性行為或言論)。將通過主觀和客觀兩種視角同

時評估這些因素, 不僅要考慮行為對當事人造成的實際後果, 還要考慮行為在

相同情況中對一位理性人士可能造成的影響。將依照證據標準的數量優勢根

據事實對個案進行確定。 
 

7. 員工應當瞭解, 即使行為的明確用意並非騷擾或歧視, 但是, 他們也要對自己

的行為負責。 
 

a) 冒犯性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冒犯性的笑話、誹謗、綽號或罵人、身體

侵犯或威脅、恐嚇、嘲笑或嘲弄、侮辱或羞辱、冒犯性的物品或圖

片、以及妨礙工作或學校表現。 
 

b) 即使行為不符合本政策對性騷擾的定義, 它仍可能違反其它法律、教

委會政策、及蒙郡公立學校員工行為守則和其它既定的行為標準, 並
將受到相應處理。在適當並符合法律時, 本政策的任何內容都無意限

制對違反其它教委會政策或 MCPS 規章進行的處分。 
 

c) MCPS 員工禁止與 MCPS 學生展開或嘗試展開戀愛關係或性關係(無論

學生的年齡有多大)、或從事任何旨在推進戀愛關係的行為。禁止行

為包括但不限於蒙郡公立學校員工行為守則中陳述的不道德行為範

例。 
 

8. MCPS 員工在解決性騷擾相關事宜時應當尋求指導、支持和/或權益代言。人

力資源和發展 - 參與、合規和調查辦公室及員工協助計畫(EAP)可以提供這些

服務。 
 
D. 期望達到的成果 
 

1. 所有學生和員工都受過教育並且能夠舉報性騷擾。 
 

2. 將設立和推行舉報、調查、回應和提供支持性措施的有效且合法的措施。 
 

3. MCPS 員工、學生和第三方應在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中學習和工作。 
 
E. 實施方法 

 
1. 教育總監將 – 

 
a) 任命一位 Title VII 公平就業機會官和 Title IX 協調員來協調本政策及相

關聯邦法和州法及法規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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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 Title VII 和 Title IX 的要求制定本政策的實施規章, 包括能夠快速

公平地解決投訴的調查程序和酌情提供的支持性措施;  
 

c) 進行專業培訓, 支持 MCPS 員工執行本政策, 並提供- 
 

(1) 所有員工必須參加的年度培訓, 以確保本政策的適當執行; 和 
 

(2) 為學生、員工和身處 MCPS 物業中的其他人員提供的行為守則

和其它指引, 明確負責任和適當行為的標準。 
 

2. 違反本政策的任何 MCPS 員工都應依照適當的工會合同受到對違規行為的適

當紀律處分。這些處分包括但不限於口頭或書面批評、調職、降職、停職或

開除。 
 

3. 將依照 MCPS 學生行為守則對違反本政策的任何學生的違規行為予以適當的

紀律處分。 
 

4. 指控違反 Title VII(包括但不限於性騷擾)的員工可以隨時向美國公平畢業機會

委員會(EEOC)提交投訴。員工在向 EEOC提交投訴之前或之後無需向MCPS提
交投訴。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大眾門戶(https://publicportal.eeoc.gov/); 或 
Baltimore Field Office 
GH Fallon Federal Building 
31 Hopkins Plaza, Suite 1432 
Baltimore, MD 21201 

 
5. 指控違反 Title IX(包括但不限於性騷擾)的員工可以隨時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

公室(OCR)提交投訴。 
 

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 
OCR電子版投訴表  
(http://www.ed.gov/about/offices/list/ocr/complaintintro.html); 或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Lyndon Baines Johns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uilding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1100 

  

https://publicportal.eeoc.gov/
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complaintintro.html
http://www.ed.gov/about/offices/list/ocr/complaint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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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控性犯罪的學生可以隨時向執法機關直接舉報或投訴。 
 
Montgomery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Special Victims Investigation Division 
100 Edison Park Drive 
Gaithersburg, MD 20878 

 
F. 審查和報告 

 
1. 教育總監每個季度將向教委會報告收到的性騷擾事件報告, 以及本政策要求

的其它合規工作。事件報告應包括上一季度的匯總事件數據。合規報告應包

括投訴和解決流程的評估和改進; 培訓的數據資料和時間安排; 對所有 MCPS
學校、辦公室和工作場所的工作環境進行持續評估; 以及由 MCPS 規劃或進

行的且與本政策成功實施有關的其它任何活動。 
 
2. 將按照教委會政策審查規程對本政策進行持續審查。 

 
 
相關來源:  1964 年民權法案 Title VII, 修訂案, 42 U.S.C. §2000e et seq; 1972 年教育修訂法

案 Title IX, 20 U.S.C. §1681 et seq; 29 C.F.R. §1604,11; 34 C.F.R 106.30(a); ; 馬里

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 §6-104, §6-113, §6-113.2, §7-303.1, §7-424, §7-424.1, §7-
424.3,和 §11-60; 馬里蘭州註釋法州政府條款, Title 20, 大眾關係; 馬里蘭州規

章法 §13A.12.05.02; MCPS 學生行為守則; MCPS 員工行為守則; MCPS 學生性

別認同指引 

 

政策發展史: 新政策, 由決議第 323-21 號採納, 2021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