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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崙 聯 合 校 區  
行 政 規 章  
 
AR1312.3 
威 廉 斯 統 一 投 訴 程 序  
 

社區關係 
 
 
條例專員
 
管轄委員會委任下列的條例專員(們)來接收及調查投訴﹕  
 
Gabriel Valenzuela 
OMBUDSPERSON 
Oakland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1025 Second Avenue, Room 316 
Oakland, California 94606 
(510) 879-8685 
圖文傳真﹕  (510) 879-8035 
 
仲裁員負責接收及監察所有正式投訴。仲裁員也負責調查有關歧視（由家長或
學生檔）以及有關英語學習者(ELL) 計劃和報復、妨礙、倡議英語學習者計劃
的投訴  。  
 
Ursula Reed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Family Community Office 
2111 International Blvd 
Oakland, CA 94606 
(510)434-7938 
 
人力資源部總監將會負責調查在工作內所指稱的歧視投訴。  
 
其他投訴將會轉交適當的學校行政人員、部門總監或校區總監的委任員作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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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總監或其委任員應該確保指派調查投訴的僱員對法律和他們負責的計劃有
常識。這樣的僱員可以得到由校區總監或其委任員決定的法律諮詢。
（cf.9124—律師）  
 
校區總監或其委任員應該每年提供校區統一投訴程序之書面通知書派發給學
生、職員、家長  / 監護人、校區諮詢委員會、學校諮詢委員會、適當的私立學
校官員或代表、和其他有興趣的人士。（  5 CCR 4622）  
 
校區總監或其委任員必須免費提供校區統一投訴程序之影印本。（5 CCR 
4622）  
 
通知書必須﹕  
 
1. 鑒定出負責收取投訴之人士、職位、或部門  
 
2. 忠告投訴者在州或聯邦法律下的任何民權法的補救方法，若適用  
 
3. 忠告投訴者按教育法規第 262.3 條之上訴程序，包括投訴者有權能在民事法
庭或其他公立機構追求解決方法前直接把投訴遞交致加州教育部 
 
4. 包括有說明﹕ 
 
a. 校區是主要負責遵守州及聯邦法律和條例  
 
b. 投訴審核必須在收到投訴歸檔日期開始六十個日曆天內完成，除非投訴者
書面同意延長時間 
 
c. 不法歧視的投訴歸檔必須要在指稱歧視事件發生內的六個月內提出，或當
投訴者祗是剛取得指稱歧視事實的內情的六個月內提出 
 
d. 投訴者有權在收到校區之決定後，在十五天內向加州教育部上訴校區之決
定  
 
e. 加州教育部的上訴必須包括歸檔校區的投訴及校區之決定文件副本各一
份。  
 
（cf. 5145.6—家長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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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應該使用下列程序來處理所有指稱校區違犯聯邦或州法律或規章管轄的教育計
劃之投訴。條例專員應該保存每項投訴及隨後與行動有關的記錄，包括符合 5 
CCR 4631 和 4633 規章法規條例所規定的資料。  
 
當投訴歸檔後、當預訂投訴會議或聽證時、和當決定或裁決的時候，都應該通
知所有涉及指稱的人士。  
 
 
第一步﹕把正式投訴歸檔  
 
不法歧視的投訴歸檔必須要在指稱歧視事件發生內的六個月內提出，或當投訴
者祗是剛取得指稱歧視事實的內情的六個月內提出。任何人士，他或她受到不
法歧視或相信有個別人士或任何級別的人士受到不法歧視都可以投訴歸檔。  
（5 CCR 4630）  
 
若投訴者因殘障或文盲而不能以書面投訴，校區職員應該在投訴歸檔上協助他
/她。（5 CCR 4600）  
 
應該把投訴呈交給仲裁員，他應該保存一份接收投訴的記錄，並為每項投訴提
供一個編號及日期戳子。仲裁員應該把投訴轉交給適當的調查員。  
 
第一級投訴，投訴者必須填寫適當的表格，簽署後才可以遞交。（可以向學
校、工作地點、和公共資料辦公室索取表格。）  
 
對僱員提出的投訴 
有關對僱員提出的投訴，性騷擾或歧視投訴除外，適當的經理  / 委任員應該為
被投訴的人士提供一份對僱員提出的書面投訴。僱員（們）應該有權就投訴作
出回應和建議採取的適當行動。  
 
第二部﹕調停（自願性）  
 
當收到投訴的五  (5) 個工作天內，仲裁員可以與投訴者正式討論使用調停的可
能性。若投訴者同意調停，條例專員應該為這個程序做所有的安排。  
 
在開始調停歧視投訴前，條例專員應該確保各方全體同意調停員是保密資料的
其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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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調停程序不能夠在法律範疇內解決問題，條例專員應該進行他 / 她的投訴調
查。  
 
使用調停不應該延長校區對調查及解決投訴的期限，除非投訴者書面同意這樣
的延長時間。（5 CCR 4631）  
 
 
第三步﹕調查投訴 
 
條例專員鼓勵在收到投訴或投訴調停失敗後五天內舉行調查會議。這個會議應
該為投訴者和  / 或他  / 她的代表提供一個機會來口頭重覆投訴。 
 
投訴者和 / 或他  / 她的代表應該有機會提出投訴級及能支持這指稱的有關證據
或資料。（5 CCR 4631）校區代表也將會有機會在另一個會議提出相關的資
料。  
 
投訴者和 /或他 /她的代表拒絕提供校區調查員文件或其他有關指稱投訴的證
據，或他 /她不與或拒絕合作其參與的任何妨礙調查，將會因缺乏證據支持而
切撤銷投訴。  
 
若本地教育機構拒絕提供校區調查員方法拿取記錄和 /或其他有關指稱投訴的
資料，或不與或拒絕合作其參與的任何妨礙調查，可能按所搜集的證據而裁定
有違規出現，及可能強迫接受對投訴者有利的補救方法。（5 CCR 4631）  
 
在所有其他的案件，適當的經理或委任員應該為投訴者和被投訴者主持會談來
盡力解決投訴，除非彼此同意放棄。各方都應該有選擇來提出與投訴有關的證
據和一起開會討論投訴或互相質詢和互相質詢對方的證人。（5 CCR 4631）
《備註﹕不適用於性騷擾和歧視投訴。》  
 
除了接受各方對投訴的資料外，在發出最後書面決定前，調查官員在各種案件
都要審核任何相關的文件和質詢相關的證人。在收到投訴的三十  (30) 個日曆
天內，調查官員應該預備一份書面的校區調查報告，並送給投訴者，如下列第
六部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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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第二級上訴
若對第一級投訴的解決不滿意，投訴者可以在收到第一級回應後的五  (5)  個日
曆天內書面向校區總監  / 州行政官提出上訴。應該把上訴表格歸檔於仲裁員辦
公室。上訴祗需要包括在第一級投訴的指稱之概述。新的指稱並不能夠包括在
第二級上訴內。  
 
當收到投訴者適當地填寫的上訴表格後，校區總監或委任員應該﹕  
1. 通知被投訴的僱員（們）。 
2. 就上訴進行調查。這可以包括下列的步驟﹕  
•  審核由投訴者歸檔的上訴。 
•  審核第一級調查員的文件。 
•  若需要，主持額外的訪問。 
•  允許雙方討論投訴、第一級的決定、或互相質詢，歧視或性騷擾投訴除

外。  
3. 在收到上訴的十   (10)  個日曆天內書面回應投訴者，並要包括解決方法。 
4. 通知僱員（們）解決方法。 

 
第五步﹕第三級上訴  
 
投訴者若對第二級上訴不滿意，他  / 她可以在收到第二級回應後的五  (5)  個日
曆天內書面向教育委員會  / 州行政官或其委任員提出上訴。  
 
應該把上訴歸檔於仲裁員辦公室，仲裁員將會通知校區總監。校區總監應該把
聲明傳達給教育委員會。  
 
投訴者和被投訴的僱員（們）應該在十  (10) 個日曆天內收到教育委員會的書
面決定通知書。  
 
例外  / 教育委員會休假——當教育委員會不在的時候，應該與投訴者磋商來延
長完成上訴程序的期限。  
 
除了以下向加州教育部提出上訴的個案，教育委員會的決定應該是最後﹕ 
 
•  成人教育 
•  英語學習者教育  
•  托兒及培育計劃  
•  兒童營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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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種類援助教育計劃  
•  遊徙教育 
•  特殊教育計劃  
•  職業教育 

 
第六步﹕最後的書面決定  
 
校區的決定應該在收到投訴後的六十  (60) 個日曆天內把一份書面的報告送交
投訴者。 
 
當可行或法律規定的時候，校區的決定報告應該以英語和投訴者的母語來書
寫。  
這份報告應該包括﹕  
 

1. 按搜集到的證據所找到事實（5 CCR 4631）  
2. 法律的結論（5 CCR 4631）  
3. 對投訴的處理（5 CCR 4631）  
4. 上述處理的理據（5 CCR 4631）  
5. 糾正行動，若有任何根據（5 CCR 4631）  
6. 通知投訴者有權在收到校區決定後的十五天內，向加州教育部提出上

訴和提出這類上訴應該跟隨的程序。 （5 CCR 4631）  
7. 在歧視投訴案件，注意，投訴者必須等候向加州教育部提出上訴後的

六十天過去才可以向州法庭尋求民權法的補救方法（教育法規
262.3）  

 
若僱員因投訴而導致紀律處分，這份報告應該簡單陳述採取的有效行動和僱員
已經被通知校區的期望。報告不應該給予任何進一步有關紀律行動性質的資
料。  
 
向加州教育部(CDE) 提出上訴  
 
若不滿意校區的決定，投訴者可以在收到校區決定後的十五  (15) 天內向加州
教育部提出書面上訴。  
 
在加州教育部通知校區投訴者已提出上訴校區之決定，校區總監或其委任員應
該遞交下列的文件致加州教育部﹕（5 CCR 4633）  
      



AR 1312.3 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s 
Chinese Translation    FCO: dy 12.2009 

     1. 原本投訴副本 
     2. 決定的副本  
     3. 事件原由之概括和校區所作的調查範疇，若沒 
         有包括在決定裏。  
     4. 調查檔案副本，包括但不限於，從各方面及調 
         查員所搜集的所有筆記、面談、和文件。 
     5. 任何解決投訴所作出行動的報告 
     6. 校區投訴程序的報告  
     7. 其他加州教育部所要求的有關資料  
 
當有在 5 CCR 4650 規章法規條例的其中一項情況存在時，加州教育部可以直
接介入投訴而無需等候校區行動，包括校區在投訴歸檔後在六十天內校區沒有
作出行動之個案。 
 
民權法的補救方法 
 
投訴者可以循校區投訴程序以外而可以提供之民權法的補救方法。投訴者可以
向調停中心或有興趣的公立 / 私人律師尋求援助。  
 
可以由法庭強加民權法的補救方法，包括，但不限於，命令和禁制令。  
 
就歧視投訴，可是，投訴者必須等候向加州教育部提出上訴後的六十   (60) 天
過去才可以向州法庭尋求民權法的補救方法。暫緩並不適用於減輕命令和祗適
用於校區已經適當，和適時，遵照   5 CCR 4622 規章法規條例來通知投訴者
有關他  / 她有權把投訴歸檔。  
 
 
 
 
 
 
 
 
 
 
 
 
11/17/04，  A 11/1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