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雇主家事假
调解计划
民权局 (Civil Rights Department, CRD) 是加州的民权机构。CRD 执行的其
中一项法律为《公平就业和住房法案》(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该法案旨在保护雇员和求职者免受基于受保护特征的歧视和骚扰。1《公
平就业和住房法案》规定符合条件的雇员在需要照顾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自
己或家庭成员或者照料新生儿时，享有一定天数的留职假期。 2这些休假
规定称为《加州家庭权利法案》(California Family Rights Act, CFRA)，适
用于加州拥有 5 名或更多雇员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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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

2020 年和 2021 年通过的加州法律制定了一项由 CRD 负责实施的全新小型雇主调解
计划。3 该计划赋予小型雇主（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及其现任或前任雇员（本文件中
统称为“雇员”）在雇员提起诉讼之前就某些纠纷进行调解的权利。具体而言，该计划
涵盖的雇主和雇员可以就与雇员所享有《加州家庭权利法案》(CFRA) 下医疗或家庭
护理休假权利相关的纠纷，免费与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调解。除非延期，否则该计划将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结束。本文件的最后一页含有说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流程的
流程图，这些流程在下文中也有描述。

什么是调解？CRD 调解是否免费？

调解是一种由中立第三方主持的、帮助纠纷当事人解决冲突的保密过程。CRD 雇有一批
经验丰富的中立人士，专门负责投诉调解事宜。CRD 针对提交给此部门进行调查的歧视
投诉提供免费、自愿的调解服务。此外，作为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的一部分，CRD
还为该计划涵盖的纠纷提供免费调解服务，即使 CRD 并未对投诉进行调查也是如此。
进行调解并不保证或要求纠纷得到解决。

1 《政府法典》第 12900 条及后续条款。
2 《政府法典》第 12945.2 条。
3 《政府法典》第 12945.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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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CFRA？

4

什么是“直接起诉权通知”？

CFRA 规定，符合条件的雇员有权每 12 个月休长达 12 周的无薪假，以便照顾
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自己或家庭成员或者照料新生儿。雇员可以申请 CFRA 休假
以照顾以下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家庭成员：配偶、同居伴侣、子女（未成年或成
年）、父母（包括岳父母/ 公婆）、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或兄弟姐
妹。在 CFRA 休假期间，雇员的工作和健康保险受到保护。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CFRA 涵盖拥有 5 名或更多雇员的雇主。有关 CFRA 休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alcivilrights.ca.gov/family-medical-pregnancy-leave/。

一些雇员会向 CRD 提出歧视投诉，由该部门进行调查，但并非必须要求 CRD 调查投
诉。如果雇员想直接诉诸法庭，而不让 CRD 调查投诉，则必须先将起诉主张告知 CRD，
随后会收到“直接起诉权通知”。

根据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获得指控小型雇主（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违反 CFRA 规
定的直接起诉权通知的雇员，不能直接诉诸法庭。理想做法是，雇员在准备就绪（但在
及时向法庭提起诉讼之前）后提醒 CRD，并给予雇主申请由 CRD 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
的机会。雇员也可以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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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为小型雇主工作的雇员，如果我想起诉雇主侵犯我在 CFRA 下的
权利，该怎么做？如果我想在诉诸法庭之前对控诉进行调解，该怎么办？

当小型雇主的雇员获得包含 CFRA 控诉的直接起诉权通知时，会得知在向法庭提起诉讼
之前，CFRA 控诉必须通过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进行处理。具体而言，在雇员准备就
绪后（但在及时向法庭提起诉讼之前），必须向 CRD 的纠纷解决部门 (Dispute Resolution
Division) 发送电子邮件 (DRDOnlinerequests@CRD.ca.gov)，以启动该流程。在向纠纷解
决部门发送电子邮件时，雇员必须说明是否愿意对其 CFRA 控诉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愿
意对其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歧视控诉进行调解。
雇员启动该流程之后，CRD 会将雇员提出投诉一事告知雇主和任何其他被告，并将通知
雇主其有权要求通过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如果雇员或雇主
及时请求调解，CRD 将在 60 天内启动调解程序。
只有当雇员或雇主请求调解时，雇员和雇主才需要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当事人可以
同意对任何非 CFRA 控诉进行调解，但不一定非得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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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型雇主，如果我想针对雇员对我提出的 CFRA 控诉进行调解，该怎
么做？
一旦雇员授权 CRD 将雇员针对其提出 CFRA 控诉一事告知雇主，CRD 将在雇员提起诉讼之前
通知雇主和任何其他被告，告知雇主有权请求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雇主可在收到 CRD 发
出的通知后 30 天内，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DRDOnlinerequests@CRD.ca.gov) 向 CRD 的纠纷解
决部门请求调解。如果雇员或雇主及时请求调解，CRD 将在 60 天内启动调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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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或雇主及时提出调解请求之后会进行哪些流程？

如果雇员或雇主及时提出调解请求，而且投诉属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的涵盖范
围，CRD 将指派一名特别调解员处理该事项。调解员通常会在 2-5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
或电子邮件联系当事人，以征询可能可行的调解日期。一旦调解员协调出日期，便会根据
需要和时间表，在一天之内或一天的部分时间进行调解。一旦启动调解程序，调解员将在
调解日期前 7 天内告知雇员其有权按照《劳动法》第 226 条和第 1198.5 条，要求雇主提
供雇佣相关文件和信息。调解员还会就任何一方在调解中提出控诉时可能需要的信息，协
助完成任何其他合理的请求。
进行调解并不保证或要求纠纷得到解决。一般来说，对于小型雇主调解计划，如果纠纷在调
解开始后 30 天内无法得到解决，CRD 或当事人同意调解无果，或者雇主拒绝参与调解，雇
员可随时向法庭提起诉讼。如果雇员拒绝参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雇主有权要求暂停
其法庭诉讼，直到纠纷由 CRD 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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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名提出 CFRA 控诉的雇员，但不知道雇主拥有的雇员人数，该怎
么办？
CRD 的纠纷解决部门无法调查雇主拥有的雇员人数。您必须确定雇主是否拥有 5 至 19 名
雇员。如果您没有向 CRD 宣称您的雇主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则您的起诉权请求将不会直
接分配给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

如果您直接诉诸法庭，并且后来在诉讼期间得知您的雇主符合参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
划资格，因为事实上该雇主确实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雇主仍然可以要求您参与 CRD 调解
流程。法律允许符合条件的雇主获得法庭诉讼的暂缓（亦即暂停），以便雇主和雇员在雇
主未收到起诉权的诉前通知时，参与有关雇员 CFRA 控诉的 CRD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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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了涉及 CFRA 休假的控诉，雇员还提出歧视控诉，该怎么办？

当事人可以同意对非 CFRA 控诉进行调解，但不一定非得这么做。根据小型雇主家事假调
解计划，只有在雇员或雇主请求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才需要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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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另一方请求调解，我是否必须参与？

11

如果雇员在未参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的情况下直接诉诸法庭，该怎
么办？

是的。雇员和雇主并非必须请求由 CRD 进行调解。但是，如果雇主或雇员请求对该计划涵
盖的控诉进行调解，所有当事人都必须参与。雇员可在调解完成后向法庭提起诉讼，这通
常意味着纠纷在调解开始后 30 天内没有得到解决，CRD 或当事人同意进一步调解无果，或
者雇主拒绝参与调解。如果雇员拒绝参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雇主有权暂停其法庭
诉讼，直到纠纷由 CRD 进行调解。

如果雇员就该计划涵盖的 CFRA 控诉向法庭提起诉讼，雇主有权要求暂停整个诉讼，直到
针对 CFRA 控诉进行的 CRD 调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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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雇主及其雇员是否可以参与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

目前不能。根据法律，该计划仅适用于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的雇主及其雇员。此外，向
CRD 提交以供该部门进行调查的投诉，可能符合获得该部门所提供纠纷解决服务的资格。

如果您认为自己遭到歧视，请联系 CRD。

提出投诉
民权局

calcivilrights.ca.gov/complaintprocess
免费电话：800.884.1684
TTY：800.700.2320
如果您因残疾而需要合理便利安排，CRD 可协助您提出投诉。您可通过上述任何方式与我
们联系，失聪、有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的人士则请使用加州转接服务 (711)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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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雇主家事假调解计划流程
雇员获得指控小型雇主（拥有 5 至 19 名雇员）违反 CFRA 规定的直接起诉权通知。
雇员通过起诉权通知得知如何启动调解流程。
在向法庭提起诉讼之前，雇员向 CRD 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启动调解流程。
雇员说明其是否希望 CRD 对其 CFRA 控诉进行调解
以及在诉诸法庭前是否希望提出任何其他控诉。
CRD 将投诉一事告知雇主和任何其他被告，并告知雇主有权在雇员诉诸法庭之前通过
CRD 对 CFRA 控诉进行调解。

雇员或雇主在通知所有当事人后
30 天内请求调解。

没有当事人请求调解。

CRD 在收到请求后 60 天内
启动调解流程。

当事人达成
和解协议。

当事人没有达
成和解协议。

雇员可以向法庭提起诉讼。

雇员可以向法
雇员可以向法
庭提起诉讼
庭提起诉讼。

本指南仅供参考，并未确立实质性政策或权利，也不构成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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