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骚扰预防培训： 
员工信息指南

加州法律（《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规定，雇佣五名或以上员工的所有
雇主均须向非主管职位的员工提供关于防止性骚扰及性虐待行为的培训。每
隔两年，非主管职位员工必须接受时长一小时关于防止性骚扰及虐待行为的
培训，主管职位员工必须接受时长两小时的此类培训。下一次培训的截止日
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雇佣五名或以上员工的雇主必须对其加州员工进行培
训，即使其员工不在同一地点工作，或者并非所有员工均在加州工作或居住。
民权部 (Civil Rights Department, CRD) 提供符合此类要求的免费在线培训，
其中一种针对主管，另一种针对非主管。两种培训均提供中文、英语、韩
语、西班牙语、他加禄语和越南语版本（点击此处进入培训）。该法案还要求民
权部将两个培训课程制作并发布到其网站上，以供雇主使用，而非专门雇用
培训师。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和 12950.2 条，和《加州法规》第 
2 章第 11023 条和 11024 条。

为何要求进行此类培训？
加州政府高度重视性骚扰问题，且性骚扰属违法行为。尽管人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性骚扰及
其危害，但是许多员工仍因其性别或其他受保护特征而遭受骚扰。法律要求进行此类培训，
旨在教育或提醒每位员工哪些是工作场所中可接受的行为以及哪些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员工必须在什么日期之前接受培训？
员工必须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前接受培训。必须每两年对员工进行一次再培训，或自上次
培训完成之日起两年内或者下次培训截止日期结束前提供；雇主不得延长新员工培训期
限。管理职位新员工必须于就任管理职位后六个月内接受培训，非管理职位新员工必须于
入职后六个月内接受培训。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加利福尼亚法规条例》第 2 章第 
11024(b)(1) 条。

CRD 的防止性骚扰和虐待行为在线课程是否满足《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
的要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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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lcivilrights.ca.gov/shpt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sectionNum=12950.1.&lawCode=GOV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GOV&sectionNum=12950.2.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677D23F35A0A11EC8227000D3A7C4BC3?viewType=FullText&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677D23F35A0A11EC8227000D3A7C4BC3?viewType=FullText&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679937735A0A11EC8227000D3A7C4BC3?viewType=FullText&listSource=Search&originationContext=Search+Result&transitionType=SearchItem&contextData=(sc.Search)&navigationPath=Search%2fv1%2fresults%2fnavigation%2fi0ad7140a00000182fa6bd4ef4354fa82%3fppcid%3d2bd6a875afe44b258ca741f495e02a60%26Nav%3dREGULATION_PUBLICVIEW%26fragmentIdentifier%3dI679937735A0A11EC8227000D3A7C4BC3%26startIndex%3d1%26transitionType%3dSearchItem%26contextData%3d%2528sc.Default%2529%26originationContext%3dSearch%2520Result&list=REGULATION_PUBLICVIEW&rank=1&t_T2=11024+&t_S1=CA+ADC+s
http://Government Code section 12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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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雇员是否必须参加 CRD 培训？
否。CRD 提供此类培训资源是为帮助雇主履行其义务，但雇主可选择其他方式满足培训
要求。

如果我有员工位于加州以外，他们是否需要接受培训？
否。位于加州内外的雇员均被计算在内是为了确定雇主是否受《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以及更广泛的《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法案》）管辖，而位于加州以外的雇员本身不
需要接受培训。

“有效的交互式培训”是何意？
《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要求提供“有效的交互式培训”，其中包括以下任何一项：

• 面对面进行的课堂培训，由合格培训师制作和提供，且在远离员工日常职责的环境
中提供给员工。 

• 由合格培训师创建的个性化、交互式、基于计算机的电子学习内容。该种形式的培
训必须包括有关如何联系培训师的指导，培训师应在问题提出后两个工作日内回答
问题并提供指导。培训师应在回复问题之日后两年内保留收到的所有书面问题以及
提供的所有书面回复或指导的记录。

• 网络研讨会培训包括基于互联网的研讨会，其内容由合格培训师创建和教授，并进
行实时数字化传输。

• 其他“有效的交互式培训”和教育，包括使用音频、视频或计算机技术，并结合课
堂、网络研讨会和/或电子学习培训。

如果雇主使用 CRD 的在线交互式培训，可否安排员工集体观看培训？
不可以。CRD 提供的在线交互式培训是个性化、交互式和基于计算机的“电子学习”培
训。电子学习培训不适合在群体环境中观看。有关培训、培训师指南和交互式培训指
南，请参阅《加利福尼亚法规条例》第 2 章第 110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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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是否必须支付《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所要求的关于防止性骚扰及性虐
待行为的培训费用？雇主是否必须为这种培训提供带薪时间？
是。加州法律规定：“雇主......应提供”关于防止性骚扰及性虐待行为的培训。《政府法规》
第 12950.1(a)-(b) 条。提供必要的培训，包括可能产生的任何费用，是雇主应履行的责任，
而非雇员的责任。此外，该条法律明确规定，雇员并非必须在个人时间参加此类培训；培训
须由雇主“提供”，并作为员工就业的一部分。

如果员工是季节性的、临时的或工作时间不足六个月怎么办？
对于雇用时间少于六个月的员工，雇主必须在雇用日期后 30 个日历日内或工作 100 小时内
提供培训（以先到者为准）。

• 不要求雇主培训受雇时间少于 30 个日历日、工作时间少于 100 小时的雇员。
• 如果一名雇员被雇用工作时间不足六个月，但在被雇用后的 30 个日历日内没有工作，

那么“雇用日期”从此人第一天上班起算。
• 根据《劳动法》第 201.3 条的规定，如果临时服务雇主雇用临时雇员为客户提供服

务，培训应由临时服务雇主提供，而不是由客户提供。

我是否可以为我的员工提供纯文本培训？
否。《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要求培训为“有效的互动培训”，如上所述。

培训是否必须在网上完成、单独完成或是或一次性完成？
不。您可以在教室、线上或通过任何其他有效的互动形式提供培训。培训可由员工单独完成
或作为小组演示的一部分完成（在线学习培训除外），并且只要在两年报告期内满足适用的
总小时数要求，即可以分段完成。

雇主是否需要培训独立承包商、志愿者和无薪实习生？
否，但雇主将这么做考虑为最佳做法。但是，在确定雇主是否满足拥有 5 名员工的门槛以
及是否符合骚扰预防培训要求时，独立承包商、志愿者和无薪实习生都要计算在内。例如，
如果某位雇主有 2 名全职员工和 6 名无薪实习生，则该雇主满足培训门槛要求，需要确保
两名全职员工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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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LAB&sectionNum=201.3.
http://Government Code section 12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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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位员工在过去两年内从另一个雇主那里接受了符合《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的培训，该怎么办？他们是否需要重新培训？
否。在与现任、前任或候补或联合雇主的雇佣关系中，如果员工在过去两年内接受了符合
《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的培训，或从劳动专员处获得了要求员工在过去两年内接受符合
第 12950.1 条培训的有效工作许可，必须在入职后六个月内阅读并确认收到雇主的反骚扰
政策。然后，必须按照该员工的最后一次培训的时间将该员工列入为期两年的跟踪计划。 
现任雇主负有责任确保先前的培训符合法律规定。有关“重复培训”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加利福尼亚法规条例》，第 2 章，第 11024(b)(6) 条。

我是否需要为我的员工提供旁观者干预培训？
虽然法律目前没有该要求，但雇主可以提供旁观者干预培训，包括培训如何使旁观者能够
识别潜在的问题行为，并提供在旁观者观察到问题行为时鼓励他们采取行动的信息和实践
指导。培训和教育可以包括向旁观者提供适当干预的技能和信心的练习，以及他们可以请
求支援其干预的资源。

CRD 有合资格的外部培训提供商名单吗？或者，CRD 可以推荐或批准外部培
训提供商供我的企业使用吗？
CRD 不对培训机构进行批准。CRD 不能提供有关其他培训机构的建议或批准。

我认为我可能有资格成为一名培训师；我如何对此进行验证？
目前对培训师的资格没有认证要求，CRD 无法就一个人是否符合培训师的资格提供指导。

如果某位培训师同时也是一名雇员，他/她是否需要接受性骚扰预防培训？
否。根据《加州法规》第 2 篇第 11024(a)(A) 条的规定，作为合格培训提供者的个人（以及
提供培训的个人）无须参加单独的性骚扰预防培训以使其雇主符合培训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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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培训的人需要什么文件？
法律要求雇主保存其向其雇员提供培训的文件至少两年，包括但不限于接受培训的雇员姓
名、培训日期、签到表（如果使用）、所有出席或完成证明的副本（如果颁发）、培训类
型、包含培训的所有书面或记录材料的副本以及培训提供者的姓名。跟踪个人合规性的文档
例子包括证书和/或签到表，其中包括学员完成培训的验证。培训文件不应发送到 CRD，而
应保存在雇主的场所。

如果员工放错地方或未能保存（或打印）CRD 在线培训结束时提供的完成证
明，他们是否可以要求补发证书？
否。CRD 不予存储或跟踪他们的证书或培训完成情况。如果员工的浏览器上仍有培训课程
打开，他们可以尝试点击 “PREVIOUS”（前一页）按钮以退回，并重新生成证书。否则，他
们应该重新参加培训以获取结业证书。

我的员工是否应该就培训内容的问题联系 CRD？
否。《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规定，如有 CRD 在线培训课程相关问题，应直接向受训者
雇主的人力资源部门或同等资格的专业人员提出。

除了《政府法规》第 12950.1 条的要求之外，雇主是否必须向其员工提供任何
其他信息？
是的，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由 CRD 制作的关于性骚扰的海报或概要介绍，或同等信息。此
外，《加州法规》第 2 章，第 11023(b) 条要求雇主制定并向员工提供防止骚扰、歧视和报复
的政策。

其他培训问题：shpt@calcivilrights.ca.gov

参加培训的地址
www.calcivilrights.ca.gov/sh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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