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fornia’s Advocacy and Protection System

17 个特殊教育宣传建议
刊号 #5130.04 Simplified Chinese –2020 年 6 月
本文件将针对 IEP i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的事项为你提供建议，帮助你为孩
子争取权益。
个性化教育计划会议前
1. 整理孩子的 IEP 记录
在孩子的 IEP 会议举行之前，整理孩子的 IEP 记录。选择一种适合你的整理
方式，这将有助于你为会议做好准备。确保有一份关于孩子最新信息的记
录，例如与学校职员讨论孩子的电子邮件；所有评估要求、评估计划和评估
报告；孩子的 IEP 和你可能收到的任何事先书面通知副本 ii；你的程序性保
障措施副本；成绩卡和进展报告；工作样本；以及（如适用）行为干预计划
和任何行为事故报告。
2. 请求评估
学区必须评估学生在所有方面的疑似残疾。你也可要求孩子的学区对孩子的
任何疑似残疾进行评估。你还可要求孩子的学区对孩子可能需要的任何服务
进行评估，如语言治疗。你应该以书面形式向学区提出所有评估请求。
请求提出后，学区应在 15 天内向你提供一份评估计划。一旦你签署并将该
计划交还给学区，学区将有 60 天时间来完成评估并召开 IEP 会议。
如果你对学区的评估结果有异议，你可以要求学区支付独立教育评估或 IEE
费用。学区必须支付独立评估的费用或申请正当程序听证会（学区必须证明
其评估结果是合理的）。
3. 在 IEP 会议前一周要求提供所有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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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和州法律要求学区在 IEP 会议之前提供评估报告的副本。但是，对于学
区在 IEP 会议前多少天必须给你评估报告的副本，并没有明确要求。请学区
尽量在 IEP 会议前一周给你评估报告的副本。这非常重要，这样你就能阅读
报告，写下你对报告可能存在的疑问，并为 IEP 会议制定计划。
4. 与朋友或权益维护人一起为 IEP 会议制定计划
与朋友或权益维护人一起为 IEP 会议制定计划可帮助你更好地准备 IEP 会
议。
家长团体，如家庭资源中心和家长培训与信息中心，可能会有帮助你计划
IEP 会议或与你一同参加 IEP 会议的权益维护人。你也可以与另一个家庭结
伴并互相帮助。如果你的孩子是区域中心的客户，孩子的区域中心服务协调
员应该帮助你计划 IEP 会议。
与朋友或权益维护人一起，
•
•
•
•
•

阅读所有评估报告，
明确你在 IEP 会议上的目标，
审查孩子当前的 IEP 目标和所有与这些 IEP 目标相关的进展报告，
确定孩子的所有需求，包括你希望学区关注的特殊困难，以及
自上次 IEP 会议以来，孩子取得的成绩和你希望孩子学习的技能。

与你的朋友或权益维护人讨论你想向 IEP 团队建议的任何 IEP 目标。
此外，还要讨论完全融入或增加融合的选择。法律规定，根据 IEP 团队的决
定，在最大限度的适当范围内，残疾儿童必须在其附近的学校接受教育，并
加入正常班级（按需提供辅助性教具和服务）。如果希望让孩子完全融入或
增加融入度，例如参加实地考察或课外活动，如俱乐部和体育活动，请说明
孩子在校外如何与非残疾儿童互动，以及是什么使孩子成功地完成互动。
5. 列出你想在 IEP 会议上讨论的要点
无论你为 IEP 会议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你都可能在会议上紧张或分心。
准备一份书面清单，列出你想讨论的要点和问题，防止在 IEP 会议上遗漏或
忘记。在 IEP 会议上，你可以核对讨论重点，并记下问题的答案。
6. 提交一份书面通知以记录 IEP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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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对 IEP 会议录音，你可以使用录音机或手机上的录音应用。前提是
提前 24 小时书面通知学区你想要记录会议。如果你对 IEP 会议录音，学区
也可以录音。
在 IEP 会议上
7. 带上朋友、权益维护人和/或一位了解孩子的人
你可以邀请你想邀请的任何人参加孩子的 IEP 会议。有个人陪你总是好的。
考虑带上孩子的日托人员、祖父母、家教或任何其他了解孩子和其学习风格
的人。如果你计划带一名权益维护人，包括区域中心服务协调员，你可能需
要提前约定。
8. 不要害怕提问，确保理解所有「行话」
即使你过去参加过 IEP 会议，你还是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提问是帮
助你了解情况并做好准备的重要方法，这样你就可以为你的孩子辩护。
学区必须用容易理解的语言解释所有调查结果和建议。学区工作人员每天使
用相同的术语，他们可能会忘记其他人不熟悉这些术语。如果你不明白 IEP
会议上的某些内容，不要害怕提问并要求工作人员提供更多信息。
9. 讨论孩子目前的表现
IEP 团队将讨论孩子目前在不同领域的表现。这将包括审查所有报告和评
估。孩子的老师和服务提供者将讨论他们对孩子表现的观察。确保说出你对
孩子表现的观察，包括孩子的优势和/或你对孩子的所有关注。
10. 设定年度 IEP 目标，并制定适当的 IEP 目标进展监控计划
IEP 团队将审查孩子在过去年度目标上的进展，然后制定新的年度目标。如
果孩子没有达到年度目标，IEP 团队应该审查该目标。IEP 小组应该对该目
标进行修改，使其适合你的孩子，和/或提供额外的服务和支持，以帮助孩子
在该目标上取得进展。IEP 小组应根据孩子的情况，大胆制定具有挑战性的
目标。
一旦 IEP 团队为孩子制定新的年度目标，他们必须让你知道多久会向你提供
孩子的目标进展报告。如果 IEP 团队将使用替代的成绩标准而不是学区的普
通教育标准（如“加州学生表现和进步评估”，即 CAASPP）对你的孩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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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IEP 必须将年度目标分解为短期目标，并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进行
审查，确保孩子在年度目标上取得进步。确保短期目标是明确的，并指定进
步审查日期。如果 IEP 团队将使用普通教育标准测试对你的孩子进行评估，
孩子的 IEP 将不包括短期目标。
11. 确定完全融入或融合的机会，以及成功所需的支持。
学区必须提供额外辅助工具和服务，以满足残疾学生在融合环境中的需求。
这包括训练有素的助手，使用录音机或行为干预计划来解决行为问题。
12. 描述孩子的安置情况，并确定具体的相关服务和支持。
一旦 IEP 团队为孩子制定年度目标，他们应该讨论帮助孩子在年度目标上取
得进步所需的服务、支持和安排。应明确所有相关服务，如语言治疗，包括
孩子将接受多少分钟和多少次（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服务。
在孩子的 IEP 中，应清楚地描述安置情况。例如，“Natasha 将完全融入二
年级并安排一名全职助手，融合专家将每周为 Natasha 提供 5 小时的支
持”。你无权要求学区在特定教室里由特定人员提供服务，具体的安置方案
应当与 IEP 团队讨论。
13. 只在你满意的情况下签署 IEP
你不需要在会议上签署 IEP - 你可以带回家思考并与其他人讨论。你可以同
意 IEP 的部分内容，以便开始提供你同意的服务。如果你签署 IEP，但不久
后又改变主意，你可以写信给特殊教育管理员，撤回你的同意。撤回你的同
意不会使你同意后但在你撤回同意前发生的教育和服务失效。如果你和学区
未就建议的 IEP 达成一致，在争议通过未来的会议、调解或正当程序听证会
得到解决前，你同意的上一个 IEP 仍然有效。
IEP 会议之后
14. 尽可能参与孩子的课堂/学校活动。
不同家庭有不同的时间安排和经济状况。你可以联系孩子的老师或学校，询
问如何在孩子的课堂或学校里提供帮助。你可以在上课期间在教室做志愿
者，也可以在学校活动中做志愿者，如果你白天工作，你可以利用晚上的时
间在家里准备材料。积极参与孩子的课堂/学校活动，可以帮助你更熟悉学校
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包括孩子的老师，并有助于让孩子感到被关爱。
4

15. 帮助孩子与同学建立友谊
通过组织校外活动，帮助你的孩子与同学建立友谊。与同学建立友谊有助于
你的孩子融入社会。
16. 监督孩子的进步
你可能想与孩子的老师建立一个定期沟通的系统，比如在学校使用的笔记
本。笔记本可以帮助你跟踪孩子是否接受了服务和支持。你可能想与孩子的
相关服务提供者（如语言治疗师）建立一个沟通系统，以了解孩子的进步。
你应该写下孩子学习特定技能的预计日期，例如孩子 IEP 目标中短期目标的
日期。
17. 如果进展不顺利，你有哪些选择
如果你认为学区没有遵守特殊教育法律或程序，和/或未能提供已签署的 IEP
所要求的服务，你可以向加州教育部（CDE）提出合规投诉。学区或 CDE
将对该投诉进行调查，并以书面形式决定该学区是否不合规。详见《特殊教
育权利和责任》第 6 章。
如果你和学区对孩子的资格、安置、计划需求、融合或相关服务意见不一
致，你和学区任何一方都可要求举行正当程序听证会。如果你决定提出正当
程序听证请求，请在你得知（或有理由知道）投诉事实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请
求。在听证会上，双方都要向加州聘请的独立听证官提交证据。听证官将根
据事实和法律做出裁决，并出具书面决定。详见《特殊教育权利和责任》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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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計划。在至少有家长、孩子的老师和学区行政人员参与的会议上
制定。
ii
学区必须在拒绝启动或改变身份鉴定、评估、安置或提供免费、适当的公共
教育（FAPE）之前，适时向你发出事先书面通知。相关法规中没有定义
“合理时间”。通知中必须包含学区拒绝提供的服务或安置、对拒绝的解
释、对学区做决定时使用的各项评估程序、评估结果、记录或报告的描述。
通知还必须告知你对该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34 C.F.R. Sec.300.503; Cal.
Ed. Code Sec. 56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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