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歧視

瞭解您的權利

費爾法克斯縣
人權與平等計畫辦公室

您是就業歧視的 

受害者嗎？

• 您是因為種族或膚色而被降級的嗎？

• 您是因為懷孕而被解雇的嗎？

• 即使您是最合格的求職者，公司卻因為使

用輪椅而拒絕雇用您嗎？

• 您因為年齡已達 40 歲或以上而被拒絕晉

升嗎？

• 您是因為抗議歧視行為而被解雇的嗎？

如果您認為這些情況或類似情況已經在您

的身上發生，那麼您可能是就業歧視的受

害者。

我們如何為您服務

OHREP 是一家執行費爾法克斯縣人權條例和費爾法克斯縣

公平住房法的中立、實情調查行政機構。我們不提供法律

代理關係。

我們的辦公室通過以下方式解決歧視問題：

• 通過納入、篩選、調解、調查、安撫和公開聽證解決案

件。

• 測試以確定費爾法克斯縣的歧視程度。

• 提供有關民權主題的發言人和計畫，包括住房和就業歧

視。 

您也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和在您請求時查閱有關歧視的免

費出版物。

費爾法克斯縣 費爾法克斯縣
人權與平等計畫辦公室

電話：

 
人權與平等計畫辦公室

12000 Government Center Parkway, Suite 318
Fairfax, VA 22035-0093

電話：703-324-2953, TTY 711 
fairfaxcounty.gov/humanrights

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出版物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出版物

費爾法克斯縣致力於在所有縣級計畫、服務和活動中不存在基於
殘疾的歧視。如申請，可提供合理的 住所和其他資訊格式。
費爾法克斯縣致力於在所有縣級計畫、服務和活動中不存在基於
殘疾的歧視。如申請，可提供合理的  ADA 住所和其他資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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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irfaxcounty.gov/humanrights/


關於我們

費爾法克斯縣人權與平等計畫辦公室費爾法克斯縣人權與平等計畫辦公室 執

行費爾法克斯縣人權條例和費爾法克斯縣公平住

房法，禁止在就業、住房、公共設施、私立教育

和信貸方面進行歧視。 受理並調查任何認

為在費爾法克斯縣遭到歧視的人提出的投訴。

 (OHREP) 執
行費爾法克斯縣人權條例和費爾法克斯縣公平住

房法，禁止在就業、住房、公共設施、私立教育

和信貸方面進行歧視。OHREP 受理並調查任何認

為在費爾法克斯縣遭到歧視的人提出的投訴。

瞭解法律

根據費爾法克斯縣人權條例，在費爾法克斯縣經營

的擁有四名或以上雇員的雇主、職業介紹所和勞工

組織禁止基於其在以下受保護階層受保護階層之一中的成員身

份歧視任何人：

; 種族

; 膚色

; 宗教

; 性別

; 性取向

; 性別認同

; 婚姻狀況

; 懷孕

;  分娩或相關醫療狀

況，包括哺乳期

; 年齡

; 殘疾

; 退伍軍人身份

; 國籍

法律禁止在以下方面在就業上歧視任何人：

; 招募

; 招聘

; 晉升

; 解雇

; 轉崗

; 崗位培訓

; 工資

;  就業的任何其他期

限、條件或特權

雇員有權在不受歧視和騷擾的環境雇員有權在不受歧視和騷擾的環境

中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性騷擾和種

族騷擾。此外，法律禁止因參與某

項受保護的活動而對任何人進行報

復，包括提出歧視投訴和在任何調

查、訴訟或聽證中作證、協助或參與。

中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性騷擾和種

族騷擾。此外，法律禁止因參與某

項受保護的活動而對任何人進行報

復，包括提出歧視投訴和在任何調

查、訴訟或聽證中作證、協助或參與。

如何提出投訴

如果您認為自己遭到了非法歧視，則可以在涉嫌
歧視之日起 365 天內向 OHREP 投訴。要提出投

訴或提問有關提出投訴的問題：

致電給我們：致電給我們： 703-324-2953, TTY 711

訪問我們的網站：訪問我們的網站：  

fairfaxcounty.gov/humanrights

訪問我們的辦公室：訪問我們的辦公室： 
Fairfax County Government Center 
12000 Government Center Parkway, Suite 318 
Fairfax, VA 22035-0093

提出投訴提出投訴不收取任何費用。

必須在涉嫌歧視發生之日起發生之日起  365  天內天內提出投

訴。

提出投訴的 6 個步驟

從開始到結束，您應該在調查過程中經歷以下

步驟。

1. 您填寫一份納入調查問卷。

2. 調查員通過電話或親自與您進行納入訪談，

以起草投訴書。

3. 您填寫並簽署投訴表格。*

4. 調查員將指控通知被告。

5. 進行徹底的調查以確定事實。

6. OHREP 決定證據是否支持您的主張。

*  您的投訴只有在您簽字並且 OHREP 已受理起

訴書並加蓋提出日期戳後才被視為“已提出”。

https://www.fairfaxcounty.gov/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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