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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事們,

蒙郡公立學校(MCPS)擁有一支非常優秀的員工隊伍, 這支隊伍致力於

達到最高標準的道德操守和專業素質。我們共同努力, 確保為學生提

供高品質教育和服務, 幫助他們做好準備, 迎接畢業後的成功和充實

生活。我們提供這份新的《員工行為守則》是為了明確MCPS對所有

員工在齊心協力確保學生、同事和廣大社區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要求。

根據教職員和其他相關人士的反饋意見, 我們對2017-2018學年的員

工行為守則進行了幾項更新。例如, 我們的更新內容體現了蒙郡教育

委員會對其“政策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所做

的修訂。修訂後的政策表達了我們的深度承諾, 即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得到他們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支持, 所有工作人員也都能夠盡全力把工

作做到最好。為此, 修訂過的政策嚴禁任何形式的非法歧視, 並申明

我們的要求, 即每一所學校和每一個工作場所都將體現出對文化的尊

重, 並推動所有人士和團體之間的理解、尊重、文明、包容和積極互

動。MCPS工作人員在2017-2018學年開始時必須在線完成新的合規培

訓單元, 其中將特別介紹員工行為守則和修訂過的政策ACA。

這份員工行為守則總結了MCPS和廣大社區希望員工在執行學區使命

中確定的本職工作時需要遵守的行為標準。此外, 員工行為守則還總

結了我們對員工在沒有達到MCPS要求時採取的處分規程。 

我們將繼續與員工工會、員工和相關人士合作, 確保這份文件能夠體

現我們的價值觀、促進所有工作場合的相互尊重文化、並且清楚說明

我們對員工的高要求。感謝您為所有MCPS學生及其家庭提供的全心

服務。

致禮,

Jack R. Smith, Ph.D.
學校教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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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蒙郡公立學校(MCPS)致力於推動能夠進一步

深化蒙郡教育委員會核心價值(即學習、關

係、尊重、優異、和公平)的組織文化。每一

名員工都必須盡全力為所有學生營造和維護

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每一名員工都應

當以最大的誠信和專業精神與所有學生、家

長/監護人、各級同事、以及社區進行互動。

這份員工行為守則就MCPS和廣大社區希望

員工在執行學區使命中確定的本職工作時需

要遵守的合法要求和行為標準提供一般性綜

述。此外, 這份行為守則還總結了MCPS在處

理員工沒有達到行為要求和標準時將採用的

處分規程。 

員工行為守則適用於MCPS全體工作人員, 包

括有執照或沒有執照、全職或半職、代班、

及其他臨時或季節性員工。這份行為守則中

的很多內容都是根據教委會相關政策、MCPS
相關規章和其它指引(在下文中被稱為MCPS
制度)、勞資協議、以及馬州和聯邦法律的要

求制定的。這份行為守則不是為了取代這些

資源, 而是為了提供一份所有員工都能使用的

適當規定的文件總匯和參考。請注意, 這份行

為守則不是合同, 而且其中提及的政策和法律

規定可能隨時有變, 如有變更, 新的政策和規

定將取代本刊物中的陳述。1

對員工行為的要求

MCPS要求全體員工運用必須具備的技能和知

識做好本職工作；保持最高標準的責任心和

道德操守；並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政策和規

章。任何員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從事以下

活動或行為: 不道德行為、辦公室中的不端行

為(包括對虐待或忽視兒童的可疑事件知情不

報)、不服從、不稱職、或玩忽職守。 

當員工面臨需要對其行為做出符合道義決定的

情形時, MCPS要求員工考慮，他們做出的決

定是否違反法律、政策、規章、或負責任和道

德操守的職業標準。同樣重要的是，員工還應

當避免從事會帶來以下後果的任何行為—

• 威脅學生、同事、或廣大社區安全; 

• 敗壞員工的職業操守; 和/或

• 導致他們不適合從事其指定工作。

後面幾頁中的圖表提供了MCPS要求所有員工

應當達到的行為標準的具體範例, 以及需要糾

正或處分的不端行為或破壞行為。如果員工

沒有執行預期行為、或員工從事不端行為(包

括但不僅限於在後面幾頁中列出的"不可做的

事"), 可導致員工受到包括停職或解雇在內的

處分。 

員工應當了解, 不是所有的不端、不當、或不

道德行為都可以在這份文件中找到明確的參

考來源。相反, 後面幾頁中的範例只是為了舉

例說明, 而非詳盡無遺的清單。沒有明確列出

的行為仍然可能受到紀律處分。例如, 圖表沒

有嘗試列出基於常識或公認的良好做法的每

一項員工行為標準。請注意, 在這份行為守

則中闡述的員工行為準則同樣適用於電子郵

件、社交媒介、短信、短信應用程式和其它

電子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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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環境中的道德操守

員工應當誠實行事; 努力完成本職工作; 遵守與其工作有關的所有法律、MCPS
制度和道德標準; 並在工作時間以外遵守法律和MCPS制度(沒有遵守這些法律和
章程會影響員工是否適合從事本職工作的資格)。

預期行為的部分範例:

• 以恰當、令人滿意和及時的方式完成指定工作, 並遵守MCPS本部門和本校的規程和指引, 以及主
管和領導的指示、要求和命令。

• 按時上班、按時下班、遵守休假的規程、上班時間只從事MCPS指定的工作。

• 上班時穿著符合職業要求的服裝。

• 在道德行為方面遵守法律要求和MCPS制度, 避免利益衝突。2

• 對於通過工作獲得的資料要保守秘密, 包括員工和學生的檔案記錄。3

• 在代表MCPS支出費用時, 運用應有的謹慎和審慎, 並遵照所有要求提交與MCPS公務有直接關系
的差旅費和相關費用的報銷單據。4

• 及時填寫所有必須填寫的報告, 並遵守計畫和財務的報銷方針。

• 出席並全面參與所有MCPS要求的專業學習, 並完成所有課程和培訓, 以便能夠繼續保持從事
MCPS本職工作所必備的有效證書/執照。

• 閱讀並遵守在相關的"專業成長系統"中設定的標準。

• 舉報詐騙、虛假申請、虛假聲明、賄賂、偷竊、或貪污MCPS資金或財物的確知或疑似事件。5

• 對MCPS資金負有財務責任心, 並妥善負責、保管MCPS的財物、並尊重他人的財物。

• 遵守禁止在MCPS物業中使用酒精、菸草和其它毒品6的法律規定和MCPS制度。7

• 遵守有關學校安全和治安的法律規定和MCPS制度。

• 通過適當的渠道提出工作場合中的問題。8

• 遵守合理使用MCPS網站、電子郵件和其它通訊科技、9以及安全測試和數據報告要求的相關法律
要求和MCPS制度。10

• 在被要求這樣做時, 應當自行報告刑事拘捕、控告或定罪。11

• 遵守有關參加政治活動、黨派選舉活動和散發政治或黨派材料的MCPS制度和馬州選舉法。12

• 誠實回答MCPS、執法機關或其他授權調查人員提出的、與工作有關的問題。

• 在符合MCPS制度並獲得適當批准的情況下, 管理學生參加的實地教學活動。13

• 以不會危害自己作為MCPS員工工作效率的方式從事個人生活中的活動(包括社交媒介上的活動), 
並認識到, 犯罪、不誠實和其它不當活動可能會對你能否繼續在MCPS工作造成不利影響。14

不當行為的部分範例: 
• 不可從事危及學生、員工、家長/監護人、或公眾安全的行為。 

• 不可棄自己的工作於不顧。 

• 不可在簡歷或求職申請中提供虛假資料或遺漏重要資訊。

• 不可濫用休假或提交錯誤或有欺騙性質的報銷、花銷或付款申請單。

• 不可向MCPS或代表MCPS提交錯誤或有欺騙性質的資訊。

• 不可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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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為MCPS工作期間, 不可參與涉及個人自身利益的決策過程、15或利用MCPS的職位、或通過
工作關係獲取的資訊為個人牟利。

• 不可直接主管自己的配偶、親屬、姻親、或與你有或曾經有個人親密關係的任何員工。 

• 不可接受禮物, 除非MCPS制度允許這樣做。16

• 不可提供有償的輔導、課前、課後或暑期活動, 除非MCPS政策或規章允許這樣做。17

• 不可在MCPS物業中或MCPS主辦的活動中持有槍械或其它武器。18

2. 與學生相處的道德操守

我們希望所有員工在遵守專業操作標準的同時與學生建立積極的關係, 並支持他
們的學習。

預期行為的部分範例:
• 公正公平地對待和尊重所有學生，無論他們的種族、民族、膚色、血統、原屬國籍、宗教、移民

身份、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性取向、家庭/父母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身體或精神殘
疾、貧困和社會經濟狀況、語言或受法律或憲法保護的其它特性或關係是什麼。19

• 對所有學生寄予合理、清晰和適合學生年齡的高要求。 

• 利用正面的行為干預方法和支持手段指導學生的行為, 並利用適當的回應方法維護安全的學習環境。 

• 尊重學生的私人空間。

• 在看到或懷疑有虐待或忽視兒童或弱勢成人的事件時, 應當立即報告, 並且不要妨礙他人舉報虐
待和忽視事件。20

• 與學生之間的電子郵件、社交媒介、短信、短信應用程式和其它電子通訊聯繫應當僅限於與教學
或MCPS工作職責有直接關係的適當目的。

不當行為的部分範例:
• 不可因種族、民族、膚色、血統、原屬國籍、宗教、移民身份、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性

取向、家庭/父母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身體或精神殘疾、貧困和社會經濟狀況、語言或受法
律或憲法保護的其它特性或關係而歧視學生。21 

• 不可欺凌、騷擾或恐嚇學生。22

• 不可參與虐待或忽視孩子或弱勢成人的事件, 包括自我修飾行為, 即成人或權力人士為達到剝削
或其它虐待目的而藉由這些行為與孩子建立情感聯繫, 獲取他們的信任。23

• 不可涉入或嘗試涉入與MCPS學生展開浪漫關係或性關係(無論學生的年齡多大)。

• 不可在關上門或關上燈的房間內與學生單獨相處。 

• 不可給MCPS學生看色情作品、或讓兒童涉入或涉及色情作品。

• 不可在MCPS物業中或任何MCPS活動中介紹、觀看或散發色情作品。

• 不可涉入與學生之間不恰當的身體互動, 例如—

• 打、搔癢或親吻;

• 撫摸學生身體的任何部位; 

• 由孩子提供或提供給孩子的任何類型的按摩; 以及

• 傳送具有冒犯性或帶有明顯色情性質的圖片、記錄、卡通或笑話。

請注意: 在特定情況中的某些碰觸也許是恰當的, 例如拍拍背或肩膀、握手、擊掌、或拉著幼兒的手引
導或護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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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從事與學生之間不恰當的語言互動, 例如—

• 罵人或說髒話;

• 討論私生活的隱密細節; 

• 鼓勵學生對其他成人保守秘密; 

• 黃色或具有冒犯性的笑話;

• 對學生做出的奚落、輕視或貶損性的評論, 包括有關學生體型、身體發育、著裝或家庭的負面
評論; 以及

• 可能會威脅、貶低、羞辱孩子的苛刻語言。

• 不可通過社交媒介、電子郵件、短信、短信應用程式或其它電子通訊方式與MCPS學生就與教學
或MCPS工作職責沒有直接關係的主題進行單獨互動。禁止使用臨時或匿名短信應用程式與學生
進行交流。

• 不可使用私人的電郵帳戶、社交網站、短信、短信應用程式或其它電子通訊方式與學生溝通或
交"朋友"。 

• 在沒有徵得家長/監護人或校領導同意的情況下, 不得用私家車搭載學生, 而且如果可能的話, 應
當安排第二位成人陪同駕駛人和學生。

• 不可送禮物給個別學生, 除非得到領導的事先批准。

• 不可對學生使用體罰或其它不適當的處分操作, 例如搖晃、打耳光、猛推、擰捏、排斥, 或拒不
提供食物、燈光或醫療護理。24

• 不可對學生進行身體限制或隔離(在MCPS制度和學區培訓和指引中規定的極少數情況可以例
外)。25

3.  對同事、家長/監護人和社區的道德操守
員工應當以專業和尊重的方式對待家長/監護人、其他員工和社區民眾, 並在處
理與其他成人關係的過程中遵守非歧視法律和政策。同樣重要的是, 所有員工必
須了解、理解、並包容他人的興趣、觀點、文化和背景。

預期行為的部分範例:
• 在所有互動中體現文明禮儀、並徵求及尊重他人的意見。

• 為家長/監護人和學校社區營造友善的環境。26

• 推動家長/監護人參與孩子的教育。

• 以公開和尊重的方式進行溝通。

• 採用合作和基於興趣的方法, 而不是本位主義或有敵意的方式。

• 以富有建設性和尊重的方式提供和接受意見。

• 對MCPS物業中的訪客、義工和合同工提供適當的監督。27

• 尊重其他員工、家長/監護人和學校社群中其他人士的各種意見和信仰。

不當行為的部分範例:
• 不可從事對他人的粗魯或不尊重行為。

• 不可因種族、民族、膚色、血統、原屬國籍、宗教、移民身份、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
性取向、家庭/父母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身體或精神殘疾、貧困和社會經濟狀況、語言或
受法律或憲法保護的其它特性或關係而歧視家長/監護人、同事、主管或其他民眾。28

• 不可欺凌、騷擾或恐嚇MCPS員工或其他成人。29

• 不可報復就事實或自己認為不當的行為舉報任何事實或資料、或採取行動的員工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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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行為守則的應用和執行 

這份行為守則旨在綜述管理MCPS員工行為要

求的各種法律和其它要求及體系, 並就此提供

更多背景資料。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

1. 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Education Article 
of the Annotated Code of Maryland)和馬里

蘭州規章法(Code of Maryland Regulations, 
COMAR)陳述對教師、校長、副校長和其

他公立學校員工行為的要求(這些職位要求

持有馬里蘭州教育廳(MSDE)30頒發的專業證

書), 並為在這些持有證書的員工未能遵守

這些標準時對其停職和解僱提供標準。此

外, 如果校車駕駛人和校車服務員違反了某

些要求, 州法會剝奪他們的駕駛和/或工作

資格。31

2. 其它的聯邦法和州法就他人人身、財物或名

聲的安全; 財務和計畫責任; 舉報虐待和忽

視兒童事件; 學生和個人檔案的保密; 以及

民權和非歧視義務等方面對MCPS員工設定

了要求。

3. 與蒙郡教育協會(MCEA)、服務人員國際工

會地方500(SEIU)、以及蒙郡行政領導和/公

務和營運領導協會(MCAAP/MCBOA)協商

的集體勞資協議就員工的行為、員工的正

當規程權利、及認可MCPS可以因“正當理

由”處分員工的條款闡明了要求。32這條標

準確認, 員工應當遵守預期的行為標準, 沒

有這樣做可能會構成導致處分或解雇的"合

理理由"。

4. MCPS, MCEA, MCAAP和SEIU之間簽訂的尊

重文化合同在推動正面工作環境, 確保每一

名員工都能成功、學生都能取得好成績、

自我更新機構的持續改進方面, 闡明了對

MCPS員工的要求。33 

5. 每一份集體勞資協議提供給所有MCPS員工

的專業成長體系詳細闡述了對工作表現的預

期要求, 並提供了大量達到或沒有達到這些

要求的行為範例。專業成長體系還規定了評

估機制, 旨在通過這些機制確保員工達到這

些要求。34 

6. 教委會政策和MCPS規章管轄諸如道德、財

務管理、舉報虐待和忽視兒童事件、以及無

歧視等主題, 並制定有關員工行為的預期要

求。35此外, 校車服務部還另有一本名為 

《校車服務員和校車駕駛人正當行為標準》

的員工手冊。36

所有MCPS員工都有責任確保他們的行為符合

這些不同標準。沒有這樣做會導致啟用專業

成長體系中規定的改進程序、集體勞資協議

中規定的員工處分條款、或根據馬里蘭州註

釋法教育條款6-202條規定對持有認證的員工

啟用停職和開除程序(視當時的情況而定)。在

部分情況中, 可能會有一種以上的適用方法。

這些情況由MCPS根據個案的特例啟動和確定, 

可以通過法律、教委會政策、MCPS規章和

集體勞資協議提供的申訴程序進行審查和申

訴。雖然這份行為守則強調可能會讓員工受

到處分的行為, 但是仍然有某些情況可能或應

當通過專業成長體系進行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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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和漸進式的處分

MCPS致力於在既能糾正行為又有漸進性的處

分規程中公平一致地對待員工。 

1. 非處分的糾正行動。在某些情況中, 主管或

經理也許會認定, 員工的行為不足以對其採

取正式處分, 但是應當對其今後行為的要求

做進一步說明。在這些情況中, 主管或經理

可以對今後的行為要求提供書面指導。這種

文件不屬於處分性質, 但是會被當作保密檔

案進行保存, 因為如果員工今後的行為沒有

符合文件中說明的要求, 這份文件就可以做

為今後處分的背景資料。

2. 處分行動。典型的處分包括以下內容:

• 口頭或書面警告

• 書面訓斥

• 停薪停職

• 降職

• 解職

• 解雇 

MCPS沒有使用任何特定級別的漸進式處分

或按上述順序採用處分行動的義務。相反, 

每個事件的具體情況將決定適用哪一項列出

的處分。在決定個案中適用的適當處分級別

時, 可以考慮從輕處分因素(例如, 員工長期

的良好服務且沒有不良記錄、或證明員工負

有較少的過失)、或從重處分因素(例如, 置

他人於受到嚴重傷害的風險中、表現出蓄意

的不道德行為、或對行為或行為後果給他人

造成的影響漠不關心)。對這份行為守則或

相關適用政策或規章缺乏認識不能構成對不

當行為的辯護理由。

除非是非常嚴重的違紀行為(包括但不僅限

於在後面幾頁中討論的犯罪行為), 否則, 應

當首先採用最低級別的適當處分, 重點是為

了確保員工理解要求、並且不會再重犯同樣

的不當行為。通常應當在採取了較輕級別的

處分且證明處分無效後才漸進採取更加嚴厲

的處分。不過, 更嚴重的違紀行為(即使是初

犯或屢犯)也足以導致停職或解雇(視情況而

定)。這種情況可能是違紀行為違反了沒有

明確書面列舉、但卻涉及相關原則或刑事法

常識應用的行為標準。 

3. 涉嫌虐待兒童和其它犯罪行為的案件規程。

根據州法、教委會政策JHC和MCPS規章JHC-
RA的規定, 有關MCPS員工涉嫌虐待或忽視

兒童的案件必須立即通過口頭形式報告給蒙

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屬下的兒童福利服務部

(即俗稱的兒童保護服務部, CPS), 如果涉及

性虐待, 則還應當報告給蒙郡警察局(MCPD)
屬下的特殊受害人調查分局。在MCPS員工

涉嫌涉及的每一起虐待或忽視案件中, 員工

參與和勞工關係辦公室(OEELR)和合規和調

查部(DCI)將進行符合教委會所有適用政策

和MCPS適用規章的內部調查, 並建議給予

恰當的處分。DCI將進行內部調查, 即使CPS
和MCPD沒有採取行動就篩掉或終止案件、

並且/或蒙郡州檢察官辦公室拒絕提起刑事

訴訟, 因為此類案件可能涉及違反教委會政

策、MCPS規章、合同和/或其它指引。在

CPS、MCPD或其它一家外部機構尚未完成

調查之前, MCPS在沒有與調查機構達成事先

協定的情況下, 不可與證人、疑似受害人或

嫌犯談話, 而且談話必須服從調查機構提出

的所有限制。此外, MCPS還必須以全面配合

外部調查機構、並且不會干擾或危害外部調

查的方式進行所有的內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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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教委會政策和MCPS、MCPD及其他蒙

郡機構之間簽訂的有關駐校資源警官計畫和

其它執法機關對校內事件反應的理解備忘

錄, 涉及疑似犯罪活動的其它重要事件(例如

在MCPS物業中發放毒品或使用武器)必須報

告給MCPD37。對於疑似犯罪活動, DCI可以

進行內部調查, 只要其調查方式全面配合正

在對事件進行調查的外部機構、並且不會干

擾或危害外部調查。

5. 涉及其它疑似不當行為案件的規程。在其它

個案中、且符合相關法律和MCPS制度的情

況下, 經理和主管應當運用專業判斷力決定

是否向DCI報告。如果經理和主管認為員工

的行為需要受到比其直接主管職位更高的學

區領導的懲戒、停薪停職、或開除處分, 經

理和主管應當通過各自的主管副學監(如果

涉事員工屬於專業類別的員工)、或員工的

領導或主管(通常是部門主任)(如果員工屬

於輔助支持類別的員工)把此事轉給OEELR
的副學監。OEELR/DCI接下來將審查收到

的資料、行為或視情況進行直接調查, 並根

據掌握的資訊採取或建議採取行動。如果經

理或主管不能確定應當通過專業成長體系還

是員工處分規程來處理員工的行為, 經理或

主管應當與DCI的主任聯繫。如果員工因缺

乏技能或知識而在其本職工作中的表現沒有

達標, 這種情況通常會通過專業成長體系進

行處理, 而且如果員工未能達到和保持合格

的工作表現, 還可能會導致員工被解雇。在

既可以使用專業成長體系、也可以使用處分

規程處理員工的情況中, MCPS不必在使用

一項規程前先使用另一項規程。根據各自集

體勞資協議的條款規定, 參加員工工會的員

工在調查過程中有權讓工會代表自己。如果

經理或主管有關於代表權的問題, 他們應當

與DCI的主任或OEELR的副學監聯繫, 尋求

協助和指導。

6. 行政休假。員工的任何疑似不當行為都可能

成為安排其在調查指控期間行政休假的理

由。個案的審查將視具體情況進行, 關鍵因

素在於員工繼續從事其本職工作是否會對學

生或工作人員、對不當行為指控的調查、或

對不當行為指控證據的保存(例如, 如果指

控是針對財務方面的玩忽職守且該員工負責

處理MCPS資金)造成潛在威脅。根據MCPS
規章JHC-RA的規定, 涉嫌虐待或忽視兒童

的MCPS員工將被責令接受行政休假, 除非

有顯著可信的資料證明, 應當採取另外一種

行動。當員工被責令行政休假時, 將採取相

應步驟限制他們使用MCPS電子郵件和其它

通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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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的犯罪行為 

除MCPS的處分規程以外, 員工可能會因某些

不端行為而受到刑事起訴。這些刑事訴訟可

能會影響員工是否能繼續為MCPS工作。例如, 

根據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6-113條的規定, 

MCPS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雇用或保留被指控

犯有或承認犯有涉及特定性侵犯罪、兒童性

虐待罪和暴力罪或對以上罪行不作無罪抗辯

的任何員工。38此外, 在涉及犯罪和其它不道

德行為的某些情形中, 馬里蘭州教育總監還必

須吊銷馬州頒發給教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證

書。39 

MCPS還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必須自行報告他

們是否曾因在“MCPS規章, 員工自行報告拘

捕、刑事指控和定罪”中列出的任何罪行而

被拘捕或受到刑事指控, 以及隨後發生的刑事

訴訟。這項自行報告的要求體現了MCPS致力

為所有學生和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環境的承諾, 

並且推動遵守馬里蘭州法律(包括馬里蘭州註

釋法教育條款6-113條)。這項要求預計適用於

2016年10月1日當天和隨後發生的拘捕、刑事

指控和任何刑事訴訟。

問題和進一步的資訊 

如果MCPS員工對這份員工行為守則的內容或

說明、或它在特定情況中的應用有問題, 他

們應當洽詢各自的校長或主管。如果校長或

主管有進一步的問題, 他們應當致電240-314-
4899與DCI/OEELR聯繫。

此外, 員工也可以與代表自己的工會的工作人

員聯繫, 尋求建議和協助。

尾註

1 更多資訊可在MCPS的網站上查看: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這份員工行為守則不
同於MCPS學生行為守則。

2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BBB, 道德, 和
MCPS規章GCA-RA, 員工的利益衝突。

3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JOA-RA, 學生記
錄。

4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DIE-RA,因蒙郡
公立學校(MCPS)公務出差。

5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GCB-RA, 舉
報並處理MCPS員工、代理人或合同工的欺詐行
為。MCPS開設了一條熱線電話, 供員工匿名舉報欺
詐、浪費或濫用事件, 讓員工有途徑報告自己關心的
問題並保護他們不會因誠意舉報而遭報復或傷害。如
果員工覺得不需要匿名舉報, 他們則應當與其主管或
學校或部門的其他領導分享他們擔心的問題。您可以
訪問網站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
fraudhotline/,了解更多資訊。 

6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IGN, 在蒙
郡公立學校內防止濫用酒精、菸草和其它藥物, 和
MCPS規章COF-RA, MCPS物業中的酒精、菸草和其
它藥物。嚴禁在MCPS物業中喝酒, 獲得教委會批准
的極少數情形除外。

7 MCPS的物業是指學校或其它設施, 包括MCPS擁有或
管理的場地、校車和MCPS其它車輛、以及有學生參
加的任何MCPS活動的設施和場地。

8 針對工作場合問題的適當反映渠道包括, 例如"MCPS
規章GKA-RA, 行政申訴"中規定的行政申訴, 和依照
勞工合同進行的申訴。 

9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IGT-RA, 電腦
系統、電子資訊和網路安全的用戶責任。

10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ILA-RA,考試的
安全和報告要求。

11 MCPS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必須自行報告他們是否曾因
在MCPS規章, 員工自行報告拘捕、刑事指控和定罪
中列出的任何罪行而被拘捕或受到刑事指控, 以及隨
後發生的刑事訴訟。工作人員應當使用"MCPS表格
230-41, 員工自行報告拘捕、刑事指控和定罪"自己進
行報告。這項要求預計將適用於拘捕、刑事指控和
2016年10月1日當天和以後發生的任何刑事訴訟。

12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KEA, 政治活動和
政治材料, 和MCPS規章KEA-RA, 參加政治活動和散
發競選活動材料)。

13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IPD-RA,遊學計
畫、實地教學和學生組織的旅行。

14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MCAAP協議22F條款、MCEA
協議111A條款、和SEIU協議35C條款。

15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BBB, 道德, 和
MCPS規章GCA-RA, 員工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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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BBB, 道德, 和
MCPS規章GCA-RA, 員工的利益衝突。

17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BBB, 道德, 和MCPS
規章GCA-RA, 員工的利益衝突。

18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COE-RA, 武器。

19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ACA, 無歧視原
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 和JHF, 霸凌、騷擾或
恐嚇, 以及MCPS規章ACA-RA, 人際關係, 和規章
JHF-RA, 霸凌、騷擾或恐嚇。根據政策ACA的規定, 
MCPS禁止非法歧視。歧視包括基於他人身上實際存
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特徵而針對他人的、受惡意企
圖驅使的行動, 以及妨害或影響學習或工作環境的仇
恨、暴力、麻木、不尊重或報復行為(例如: 口頭虐
待、騷擾、欺凌、誹謗、威脅、身體暴力、破壞財物
或毀壞財物)。歧視也包括表面可能看似中立、但實
際上因個人身上實際存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特徵而
造成不公正的差異影響的行為或實踐操作。歧視包括
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以及所有表現形式的體制偏
見。

20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JHC,虐待和忽視兒
童, 及MCPS規章JHC-RA, 報告和調查虐待和忽視兒
童事件。

21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ACA, 無歧視原
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 和JHF, 霸凌、騷擾或恐
嚇, 及MCPS規章ACA-RA, 人際關係, 和規章JHF-RA,
霸凌、騷擾或恐嚇。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尊
重宗教多元化指南, 這份刊物旨在確保學生有權在不
受到歧視、欺凌或騷擾的情況下, 表達自己的宗教信
仰和風俗。

22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JHF, 霸凌、騷擾或
恐嚇, 和MCPS規章JHF-RA, 霸凌、騷擾或恐嚇。

23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JHC, 虐待和忽視
兒童, 及MCPS規章JHC-RA, 報告和調查虐待和忽視
兒童事件。請注意, 在這份行為守則中列出的不當行
為的範例在某些情況中可能會構成虐待或忽視。根據
MCPS規章JHC-RA的規定, 虐待的定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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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精神損害, 並導致這名兒童或弱勢成人的健
康受到損害或有受到損害的極大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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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或性剝
削的任何性行為(不論是否造成身體上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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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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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MCPS規章JHC-RA的規定, 對"忽視"的定義是: 
父母、監護人、家庭或同住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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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導致以下情況的發生—

• 兒童或弱勢成人的健康或福利受到傷害、或
被置於受到傷害的重大風險之中, 或 

• 對兒童或弱勢成人造成精神損害、或有造成
精神損害的重大風險。 

24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JGA,學生的紀律處
分, 和JFA, 學生的權利和責任, MCPS規章JGA-RA, 
課堂管理和學生行為干預, JGA-RB, 停學和開除, 
JGA-RC, 殘障學生的停學和開除, JFA-RA, 學生的權
利和責任, 以及MCPS學生行為守則。

25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JGA-RA,課堂管理及
對學生行為的干預。

26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ABC, 家長和學生
家庭的參與, 及MCPS規章ABC-RA, 家長和學生家庭
的參與。

27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查看MCPS規章ABA-RB, 學校
的訪客, 和IRB-RA, 學校的義工。

28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ACA, 無歧視原
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

29 欲知更多資訊, 請查看教委會政策ACF, 性騷擾和
ACH, 職場霸凌和MCPS規章ACF-RA, 性騷擾, 和
ACH-RA, 職場霸凌。

30 根據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6-202條的規定, 持有認
證的員工可因以下五條不同理由中的一條或多條理由
被停職或開除: 不道德; 在辦公室從事的不端行為, 
包括違反家庭法法規5-704條款的規定對虐待兒童的
疑似事件知情不報; 不服從上級; 不勝任工作; 以及
玩忽職守。這五條對持有認證的員工處以停職或開除
的法律依據具有廣泛的性質, 因此它可以針對與工作
有關或無關的活動所導致的刑事犯罪指控而採取處分
提供依據(視所有相關事實和情況而定)。 

31 欲知更多資訊, 請參見COMAR 13A.06.07.07 (校車駕
駛人)和COMAR 13A.06.07.08 (校車服務員)。

32 行為守則並不是為了取代勞動仲裁的大眾法或阻礙正
式任命的仲裁人在學區集體勞資協議案件中應用大眾
法。

33 這份合同可在以下網站查看: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taff/respect/。 

34 如果您需要更多資訊, 請瀏覽網站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
professionalgrowth/。 

35 您可以瀏覽以下網站, 查看教委會政策和MCPS規章
的綱要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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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的手冊可在以下網站
查看: www.montgomery schoolsmd.org/departments/
transportation/about/jcsbabo.pdf, 應結合教委會和SEIU
之間簽訂的集體勞資協議共同使用。

37 這份理解備忘錄可在以下網站查看: www.montgomery 
schoolsmd.org/uploadedFiles/departments/security/SRO-
Memorandum-2015.pdf。 

38 馬里蘭州註釋法教育條款6-113條禁止MCPS在知情的
情況下雇用或保留被指控犯有或承認犯有以下罪行、
或對以下罪行不作無罪抗辯的任何員工:

a. 馬里蘭法規刑事法§3–307或§3–308規定的三
級或四級性侵犯, 或其他州法律規定的犯罪(
如果在馬里蘭州犯有這種行為, 根據馬里蘭
法規刑事法§3–307或§3–308的規定將構成犯
罪); 

b. 刑事法§3-602規定的兒童性虐待罪, 或其他州
法律規定的犯罪(如果在馬里蘭州犯有這種行
為, 根據刑事法§3–602的規定將構成兒童性虐
待罪); 或

c. 刑事法§14–101規定的暴力罪, 或其他州法律
規定的犯罪(如果在馬里蘭州犯有這種行為, 
則違反了刑事法§14–101的規定), 包括: (1)綁
架; (2)一級縱火罪; (3)拐騙; (4)殺人罪(過失
殺人除外); (5)重傷罪; (6)殘害罪; (7)謀殺; 
(8)強姦; (9)搶劫; (10)劫車; (11)武力劫車; 
(12)一級性侵犯; (13)二級性侵犯; (14)在重
罪或其它暴力罪的實施過程中使用手槍; (15)
一級虐待兒童罪; (16)性虐待未成年人; (17)
實施上述(1)至(16)中描述的任何罪行的意圖; 
(18)刑事法§3-315規定的對兒童進行的持續行
為; (19)一級攻擊罪; (20)意圖實施謀殺的攻
擊罪; (21)意圖實施強姦的攻擊罪; (22)意圖
實施搶劫的攻擊罪; (23)意圖實施一級性侵犯
的攻擊罪; 以及(24)意圖實施二級性侵犯的
攻擊罪。

39 根據馬里蘭州規章法(COMAR)13A.12.05.02的規定, 
如果教師或其他專業人員有以下行為, 馬里蘭州教育
總監必須吊銷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頒發給該教師或專
業人員的證書—

1. 對於涉及以下內容的罪行承認有罪或不
做無罪申訴(不抗辯)、在審判之前接受緩
刑、或被指控有罪— 

a. 馬里蘭州註釋法刑事法條款§§3-
601–3-603中闡述的虐待或忽視兒
童罪、或在其他州實施的類似犯
罪; 或 

b. 馬里蘭州註釋法刑事法條款§14-
101中闡述的暴力罪、或在其他州
實施的類似犯罪; 或

2. 在被指控犯有性虐待兒童罪後被解雇或辭
職。 

此外, COMAR 13A.12.05.02還規定, 馬利蘭州教育總
監應當根據其它若干依據暫時中止或吊銷專業證書, 
包括如果證書持有者—

1. 對於涉及以下內容的罪行承認有罪或不
做無罪申訴(不抗辯)、在審判之前接受緩
刑、或被指控有罪— 

a. 協助未成年人犯罪;

b. 道德敗壞(如果罪行直接影響該名
人士是否適合繼續任教); 或

c. 聯邦法或州法規定的違禁危險
品罪, 在馬里蘭州犯此罪將依據
馬里蘭州註釋法刑事法條款41, 
§§1-501–1-507和§5-810的規定進
行處罰;

2. 故意或有意— 

a. 在申請證書時嚴重虛報或隱瞞, 

b. 在申請證書時就某一重大事件提
出虛假報告或記錄, 或 

c. 違反COMAR 13A.03.04規定的考
試安全、及數據報告政策或規程; 

3. 用欺詐或欺騙手段獲得證書; 

4. 違反馬里蘭州註釋法家庭法條款§5-701的
規定, 對疑似虐待兒童事件知情不報; 

5. 在被指控犯有涉及任何學生或未成年人的
不當行為後、或被指控犯有在這份規章中
提及的、涉及暫時中止或吊銷證書的不當
行為後被解雇或辭職; 

6. 所持有的證書在其它州曾經被暫時中止、
吊銷或自願放棄, 其理由依照本規章的規
定也構成暫時中止或撤銷證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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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無歧視原則聲明

蒙郡公立學校(MCPS)嚴禁基於種族、民族、膚色、血統、原屬國籍、宗教、移民身份、性別、性別

認同、性別表達、性取向、家庭/父母狀況、婚姻狀況、年齡、身體或精神殘疾、貧困和社會經濟狀

況、語言或受法律或憲法保護的其它特性或關係的非法歧視。歧視破壞社區為所有人營建、促進和

推動公平、包容和接納的長期努力。歧視的部分範例包括仇恨行為、暴力、麻木、騷擾、欺凌、不

尊重或報復。更請查看蒙郡教育委員會政策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 了解更多資

訊。這項政策申明教委會的信念, 即每一名學生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任何人身上實際存在或被認為

存在的個人特徵絕不應成為可以預測教育成果的因素。這項政策也認識到, 實現公平必須採取積極

主動的措施, 發現和糾正隱性偏見、造成不合理差異影響的做法、以及妨礙教育或就業平等機會的

結構和體制障礙。 

針對MCPS教職員的歧視諮詢與投訴* 針對MCPS學生的歧視諮詢與投訴*

Office of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s
850 Hungerford Drive, Room 55
Rockville, MD 20850
240-314-4899
OCOO-EmployeeEngagement@mcpsmd.org

Office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Compliance Unit
850 Hungerford Drive, Room 162
Rockville, MD 20850
301-279-3444 
OSSI-SchoolAdministration@mcpsmd.org

* 也可以向特殊教育、決議與合規小組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Resolution and Compliance Unit)直接進行諮
詢、投訴或要求為殘疾學生提供適應性調整服務, 電話號碼是301-517-5864。可以直接向員工參與和勞工關係辦公室, 
合規與調查部(Office of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Compliance and Investigations)查詢為
教職員提供的適應性調整或變更服務, 電話號碼是240-314-4899。此外, 還可以向其它機構提出歧視申訴, 例如: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Baltimore Field Office, City Crescent Bldg., 10 S. Howard Street, Third Floor, 
Baltimore, MD 21201, 1-800-669-4000, 1-800-669-6820 (TTY); 或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Lyndon Baines Johnson Dept. of Education Bldg.,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1100, 1-800-421-3481, 
1-800-877-8339 (TDD), OCR@ed.gov, 或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complaintintro.html.

我們可以應要求提供這份文件的非英語譯本和美國殘障人士法案規定的其它格式版本, 請與MCPS公共資訊辦

公室聯繫, 電話號碼是301-279-3853、1-800-735-2258 (Maryland Relay)、或PIO@mcpsmd.org。需要手語翻譯或提

示語言翻譯的人士, 可以與MCPS口譯服務辦公室聯繫, 240-740-1800, 301-637-2958 (VP)或Interpreting_Services@
mcpsmd.org。MCPS也提供參加男/女童子軍及其它指定青年團體的均等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