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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EDC-RA, GAA, IGS, IGT-RA 
責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of Human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遠程辦公

I. 目的

就遠程辦公的許可條件提供指引

II. 理由

蒙郡公立學校(MCPS)支持遠程辦公作為一種有效方式, 以用來招聘和留住優秀員

工、尊重專業精神、增加靈活性、提高員工生產力、減少員工上下班的通勤時間、

緩解交通堵塞、降低汽車尾氣對環境的影響、節省辦公空間並促進家庭和工作之間

的健康平衡。

III. 概述

遠程辦公是一種靈活的工作地點協議, 在互惠互利的情況下且員工和相關主管及首

席官之間訂有協議並認同遠程辦公最適合當時的情況時, MCPS 員工可以遠程辦

公。

並非所有工作類別或職位都可以遠程辦公, 必須事先得到相關主管和首席官的批

准。遠程辦公不是員工可以要求或有權期望享有的一種選擇。

無論他們的工作地點在哪裡, 獲准參加 MCPS 遠程辦公計畫的員工都將遵守相同的

教育委員會政策和 MCPS 規章、規程和操作(以下統稱 MCPS 制度)。員工的工作時

間、薪水、福利、工作狀況和工作職責不會因參加遠程辦公計畫而改變。

IV. 定義

A. 替代工作地點是指適合完成員工指派工作且不是員工主要工作地點的場所。

B. 間歇性遠程辦公是指員工定期在主要辦公地點工作, 但是會根據具體情況或

可以遠程辦公的工作職責在有限時段內遠程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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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移動的工作職責是指通常可以在替代工作地點履行的職責。  
 

D. 主要工作地點是指員工通常和習慣的 MCPS 工作地址。 
 

E. 經常性遠程辦公是指員工定期、經常性地在替代工作地點工作。 
 

F. 遠程辦公或遠程上班是在員工主要工作地點之外(例如在家或替代工作地點)
辦公的一種做法, 無需前往主要工作地點且不會改變員工的工作職責或工作

標準/能力要求。 

V. 規程 

A. 員工遠程辦公的資格 

經相關主管或首席官認定, 如果一個工作類別或職位的部分或全部職責均屬

於可移動性質的職責, 則員工可以遠程辦公。 
 

B. 批准考慮事項 
 

主管和首席官可以考慮員工的遠程辦公要求。員工可以申請批准經常性或間

歇性的遠程辦公。考慮批准獲准的遠程辦公的類型和頻率將由主管和首席官

決定。考慮是否批准應當基於崗位職責描述所要求的工作的可移動性。獲准

可以遠程辦公的工作類別和職位必須具有可移動性的組成部分, 因此應當至

少與在主要工作地點以外的地方的工作有部分的相容性。需要考慮的因素包

括以下各項: 
 

1. 該職位有可移動性的工作, 並且這些工作可以在主要工作地點之外的

地方從事,  
2. 對公眾的回應和透明度不會受到遠程辦公的影響, 
3. 數據安全能夠得到保證, 
4. 為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人士提供的服務將保持與在主要工作地點辦公

時相同的水平。 
5. 運作要求將得到滿足。 

 

C.  遠程辦公的申請和審查流程  

1. 希望被考慮遠程辦公的員工必須使用經過批准的遠程辦公申請表向其

主管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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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主管將審查申請並建議批准或否決申請。被建議否決的申請必須

提供做出該建議的書面理由。 

3. 寫有主管建議的遠程辦公申請表將由相關首席官審查, 並批准或否決

申請。被否決的申請必須提供說明決定的書面理由。 

4. 員工將收到完整且經過簽署的遠程辦公申請表, 作為其申請的決定通

知。 

5. 被批准可以遠程辦公的員工在開始遠程上班前必須完成遠程辦公培

訓。 

6. 希望對首席官遠程辦公申請決定提出上訴的員工可以在收到決定後的

10 個工作日內向 MCPS 首席幕僚長提交申訴信。 
 

D. 遠程辦公的申請 

遠程辦公申請表示員工有興趣參加遠程辦公計畫。遠程辦公申請不是雇用合

同或雇用保證。填妥的遠程辦公申請應由相關的首席官辦公室存檔。提交遠

程辦公申請即表示, 員工認同遠程辦公對 MCPS 和員工雙方都是自願性質的

計畫, 任何一方都可以終止這種安排。  

人力資源和發展辦公室(OHRD)將保存獲准遠程辦公的全部員工的名單。 

E. 培訓 

1. 獲准可以遠程辦公的員工將參加專門的遠程辦公培訓, 包括策略、要

求、承諾、數據安全和後勤。不遵守培訓要求將導致遠程辦公機會被

終止。將利用電子培訓工具定期提供遠程辦公培訓。OHRD 將設計並

主持培訓。 

2. 將為獲准可以遠程辦公的員工的監管主管提供申請批准和實施規程方

面的培訓。 

F.  遠程辦公的延續  

1. 除非相關主管或首席官更改或終止協議, 否則, 對遠程辦公的批准將一

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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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近被批准遠程辦公的每個員工和繼續遠程辦公的員工必須在每個財

年完成一次遠程辦公培訓。 

3. 對員工遠程辦公的批准僅對批准時從事的工作或崗位有效。更換工作

或全職工身份(FTE)的員工必須向相關主管提交新的遠程辦公申請。 

G. 遠程辦公的調整或終止 

1. 遠程辦公的選擇和機會由員工的主管和/或首席官決定。 
 

2. 與他們在主要工作地點辦公時一樣, 員工在遠程辦公期間必須遵守所

有既定的教委會政策和 MCPS 規章。如果在工作表現方面出現問題, 
將通過專業成長體系來處理這些問題。受到紀律處分、工作表現評估

沒有達標或被安排參加正式或非正式工作表現改進計畫的員工的遠程

辦公計畫可能會被調整或終止。 

3. 如果員工違反本規章的條款或沒有遵守所有既定的教委會政策和

MCPS 規章, 主管可以立即終止遠程辦公。  

4. 如果部分或全部的工作職責被認定不再具有可移動性, 主管可以調整

或終止員工遠程辦公的選擇。 

5. 主管和首席官必須書面通知遠程辦公批准書被終止的員工。希望對遠

程辦公終止決定提出申訴的員工可以在收到決定後的 10 個工作日內

向 MCPS 首席幕僚長提交申訴函。 

6. 主管可以根據組織需要隨時調整遠程辦公的獲准頻率。 

H. 員工的工作成品、時間表和出勤 
 

1. 員工對 MCPS 的職責、義務、責任、薪水、福利和雇用條件保持不

變, 包括必須參加所有定期安排的會議。員工在遠程辦公的上班時間

內應通過電話、電子郵件或其它適當的通訊方式保持聯繫, 並如同在

現場辦公一樣及時回覆。主管可以決定調整時間表。在任何情況下, 
MCPS 的運作需要都應優先於遠程辦公。  

 
2. 對公眾的回應和透明度不應受到遠程辦公的影響。獲准遠程辦公的

員工應當盡全力保證在辦公室和在遠程辦公時都以一致的方式與公

眾互動, 而且必須滿足既定的服務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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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員工在既定的遠程辦公日需要參加會議、聽證會或活動、或與

客戶在線下會面, 可以要求他們更改這段時間的遠程辦公時間表。根

據運作需要, 員工應當準備好在收到通知 24 小時後去主要供工作地

點報到。 
 
4. 如果在員工既定的遠程辦公日發生意外的緊急情況, 在主管或首席官

的要求下, 員工應當前往其主要工作地點或另一處 MCPS 設施報到。

在發生這種緊急情況時, 將儘量提早通知員工。 
 
5. 遠程辦公時的時間和考勤與在主要工作地點辦公時的記錄方式一

樣。員工必須遵守有關請假和加班的 MCPS 相關制度。 
  
6. 員工在核准的遠程辦公時間內必須依照既定的 MCPS 制度和每個工

會的合同申請假期和休假。在加班前, 必須獲得適當的批准。沒有獲

得休假和/或加班批准可能會導致遠程辦公協議被終止及/或紀律處

分。 
 
7. 在替代工作地點從事的工作被視為 MCPS 的官方業務。員工應負責

對所有 MCPS 記錄、文件、工作成品和往來信函保密, 並保護這些記

錄、文件、工作成品和往來信函免遭丟失、損壞或未經授權的進

入。  
 
8. 在給予充分通知的情況下, MCPS 可以在員工被批准的遠程辦公時間

內現場查訪或監督遠程辦公場所, 以便: 領取或送交工作、設備或材

料; 評估遠程辦公協議; 查看或維護屬於 MCPS 所有的設備; 並視察遠

程辦公場所是否安全且沒有危險。  
 
I. 工作表現評估 

評估員工在遠程辦公期間的工作表現應基於 MCPS 現行的工作表現要求、

能力和標準。  

J. 法律、規章和政策 

所有相關的聯邦、州和地方法律、教委會政策和 MCPS 規章都適用於參加遠

程辦公計畫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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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獲得授權的花費  

主管或其指定代理人可以通過既定規程並根據現有經費授權辦公設備、軟

件、通訊設施方面的花費, 包括與 MCPS 業務有關的長途話費和遠程辦公人

員在其替代工作地點需要的辦公用品。  

L. 辦公用品和設備 

1. MCPS 不會僅為允許員工遠程辦公而購買設備, 除非雇用條件或經過

認證的適應性調整要求這樣做或在必須遠程辦公的期間(視預算情

況)。   
 
2. 如果沒有事先得到書面批准, 員工購買任何設備或辦公用品的費用將

不予報銷。MCPS 可以自行決定購買設備和辦公用品供員工使用, 也
可以允許使用員工自有的設備。有關所用電子硬件、電腦軟件、數

據和電子通訊設備的類型、性質、功能和/或質量應完全由 MCPS 決

定。  
 
3. 在事先得到主管的書面批准時, 員工在獲准的替代辦公地點可以使用

MCPS 擁有的辦公用品和設備, 前提是僅為與工作相關的目的使用這

些用品和設備。  
 
4. MCPS 保留為遠程辦公提供的所有設備的所有權。在替代工作地點

使用 MCPS 設備時, 如果員工因《規章 IGT-RA, 電腦系統和網絡安全

的用戶責任》說明的疏忽、誤用或濫用而導致設備丟失、被盜或損

壞, 則員工將承擔該設備的經濟賠償責任。 
 
5. MCPS 提供的所有設備和辦公用品都屬於 MCPS 的財產, 在員工終止

參加遠程辦公計畫或員工從 MCPS 離職時必須及時歸還給 MCPS。 
 

6. 員工應負責修理和維護供遠程辦公使用的員工自有設備, 以及使用

MCPS 電子郵件和其它網絡或資訊系統需要的網絡服務商的費用。 

M. 電腦系統和網絡安全的用戶責任  

1. 在遠程辦公時, 員工必須遵循與在主要工作地點要求一樣的安全和隱

私操作。MCPS 可能會要求私人擁有的設備設置更多的安全保護。如

果裝有 MCPS 數據的設備遺失或被盜, 員工必須立即通知 M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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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為了遠程辦公而使用任何個人設備的風險由員工個人承擔。 
3. 遠程辦公人員必須依照《規章 IGT-RA, 電腦系統和網絡安全的用戶

責任》的規定保護資訊和資源, 以免它們被盜、未經授權的使用、

篡改和丟失。員工不得把某些特定數據複製到個人擁有的電腦或其

它個人設備上。  
 

N. 正常工作日  
 

在規定的正常工作日期間, 員工不得從事其它任何有薪或無薪的工作。不

得在規定的正常工作日期間從事義工性質的工作, 除非得到員工主管或首

席官的批准。 
 

O. 兒童/被扶養人的看護 
 

員工應當處理好兒童/被扶養人的看護事宜或個人事務, 以便他們能夠圓滿

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遠程辦公不能替代兒童/被扶養人的看護。在遠程辦

公時間內, 我們期望員工不應看護兒童/被扶養人。 
 

P. 稅務影響 
 

確定維護遠程辦公地點的任何稅務影響是員工的責任。MCPS 不會提供稅

務指導, 而且 MCPS 也不會承擔任何額外的稅務責任。我們鼓勵員工與合格

的稅務專業人士討論稅務問題。 
 
Q. 薪水和福利 
 

遠程辦公不是調整薪水或福利的依據。根據符合條件員工的加班費及公平

勞動標準法的規定, 有資格獲得加班費的員工在主管的批准下可以從事臨時

的遠程辦公。 

R. MCPS 的責任 

對於因參加遠程辦公計畫而導致員工個人設備和不動產物業的損壞或丟失, 
MCPS 對此不負任何責任。員工仍將負責支付獲准替代辦公地點的所有保

險、公共設施、電話、網絡連接和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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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工傷賠償和工傷假 

如果在辦公地點以外受傷, 員工應立即(如果情況允許)聯繫他們的主管。如

果確實在遠程辦公期間執行官方業務/職責時受傷, 員工應受到馬里蘭州工人

賠償法的保護。  

規章發展史:  2006 年 8 月 23 日制定新規章; 2021 年 11 月 30 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