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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如果您的孩子因有身心障礙而影響其教育，或您的孩子被懷疑可能有身心障礙，本手冊將可做為
孩子的珍貴教育資源。
《這是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 把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簡稱 IDEA) 的文字濃縮摘要成重點，將可協
助您有效地參與孩子的教育。 本指南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特殊兒童辦公室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稱 ODE/OEC) 編製。
下文將說明如何與本地學區以及其他公家機構合作，以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 並且列出
重點步驟，協助您確定孩子的身心障礙是否符合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的資格。
這份出版物也被稱為您的「程序保護通知」(procedural safeguards notice)，針對在特殊教育法下
符合身心障礙資格的兒童，為您建立享有「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的權利。 本指南將告訴您特殊教育服務是如何提供的，以及列出您可以
聯絡和尋求協助的資源。
由於本指南中所包含的權利和程序最初是列在聯邦法律中，因此您可能會看到陌生的法律名詞。
為了便於資訊的了解和使用，我們已經儘可能簡化這些法律文字。 任何繼續被使用的法律名詞都
在本指南中標題為「定義」(“Definitions”) 章節，以及儘可能地在正文中作充分的解釋。 即使如
此，您最好還是在開始之前先熟悉一下這些名詞。 您可以在自第 49 頁起的「定義」章節中找到
這些名詞。
本家長指南以摘要的方式概述俄亥俄州行政法規第 3301-51 章 (Chapter 3301-51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俄亥俄州服務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機構之作業標準」(Operating Standards for Ohio Educational
Agencies Serv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中的特殊教育規定。 本指南並不包括所有的規定，也不提供法
律服務或針對規定進行法律詮釋。有關完整的規定，請參考公佈在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簡稱 ODE) 網站上的作業標準，www.ode.state.oh.us，關鍵字搜尋： 身心障礙作業標準
(Operating Standards Disabilities)。有關法律服務或法律詮釋，也請諮詢您的律師。作業標準是基於州法
(俄亥俄州修訂法規第3323 章)，聯邦法律 (2004 年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即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以及聯邦法規 (美國聯邦行政法典第34 篇第300 節) 中有
關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這些資源也公佈在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網站 (edresourcesohio.org) 上。

假如我的孩子在學校
有學習的問題，怎麼辦？

如果您的孩子有需要的話，一般被稱為 IDEA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的聯邦法律
已經建立了一個程序，可以確定您孩子的教育需求以及獲得特殊教育服務。 該程序如下，大
致以執行的順序排列：
1. 要求協助 — 這個程序協助您與所在學區開始建立關係，以便當孩子在學校出現困難時，共同處理
任何初期警訊。
2. 要求進行評估 — 學區在評定兒童在學校學習和活動的情況方面經驗豐富， 因此，如果您的孩子需
要進行評量，他們可以提供寶貴的資源。
3. 評估 — 這個步驟讓學區準確地評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並需要特殊教育服務 (不是所有的身心
障礙都需要)。 這項評估將建議您的孩子需要哪種特殊教育服務，或確定您的孩子能夠跟其他學生
一起在普通教育的教室裡學習。您是這個評估過程的參與者，也是您孩子的評估小組成員。
4. 制定個別化教育課程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 — 假如評估結果顯示您的
孩子有身心障礙並需要特殊教育，這項量身訂製的課程將為您的孩子設定學習目標，並確保其一直
沿著軌道前進。
5. 年度回顧 — 每年公立學區都將回顧您孩子的 IEP 的成效，並在有需要時調整計劃，以確保孩子有
適當的進步。
6. 再評估 — IDEA 法案定明您的孩子可以每三年再接受一次評估，以偵測他或她的學習能力是否有任
何重大的改變。 這項「再評估」也讓您和學區知道，孩子所用的支援和服務是否正確， 然後學區
可以依情況採取行動。
7. 獨立教育評估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簡稱 IEE) — 如果您不完全相信學區對您
孩子所作評估的準確性，您可以安排一位非受聘於學區的合格專業人士來為您的孩子進行評估。
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相關費用可以由學區負擔。

尋求服務的步驟
下表提供上頁所列七大步驟的摘要，供您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尋求教育服務。 在本指南稍後
的常見問答集中，有這些步驟更詳細的資訊。 您可以透過問問題、提供資訊和協助針對您孩
子的教育做決定，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家長
要求協助

學區

 聯絡老師，以討論有關孩子可能有身心
障礙的任何關切。

 如果懷疑孩子可能有身心障礙，聯絡家
長提供資訊。

 提供任何關於孩子、可能有幫助的資
訊。

 嘗試不同的教學策略，以協助孩子學
習，並記錄成果。

 要求學區提供協助。

 聯絡家長參加會議，以決定孩子是否應
該進行特殊教育服務的評估。

 協助學區確定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
 利用「介入協助小組」(intervention
assistance team) 來建議新的教學方法，
並記錄成果。 (「介入協助小組」詳見
「定義」章節)。
要求進行評估

 口頭或書面要求為您孩子疑有的身心障
礙進行評估。 我們建議您以書面方式要求
進行評估，這樣才有學區在何時開始回應
的時間記錄。

 開始評估過程

 詢問有關家長支援團體的資訊。

 給家長一份事前書面通知。 (在學區提
議任何關於您孩子符合資格或接受特殊教
育服務的行動之前，應先寄這份通知給家
長。 當學區拒絕任何關於您孩子符合資格
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行動之前，也應寄
事前書面通知表格給家長。) (詳見「通
知」章節。)

 提供書面同意 (准許) 讓孩子接受評估。

提供同意表示您已充分獲知所有關於您孩
子進行評估的必要資訊。 同意孩子接受評
估時，您並非同意學區為您的孩子提供特
殊教育服務。

 聯絡家長，解釋整個要求 (轉介) 的過
程以及提供一份《這是誰的 IDEA？》
(Whose IDEA Is This?)

 假如學區懷疑孩子有身心障礙，請家長
提供書面同意讓孩子接受評估。
 收妥家長有關評估的書面同意。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要求

家長
評估

 參加評估小組的活動，包括確定您的孩
子是否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為評估過程提供資訊 (諸如醫療、家族
和教育史，以及您對孩子的長處和需求的
看法)。
假如您的孩子被確定為不符合接受特殊教
育和相關服務的資格，然而您不同意，您
可以:
 要求進行「獨立教育評估」。 (這是由
非受聘於學區的人士來進行評估， 詳見
「定義」章節。)
 要求舉行「正當程序聽證會」(這是一種
解決爭議的聽證會形式。 詳見「定義」章
節。)

學區
 聯絡家長參加評估過程。
 和家長共同擬定評估計劃，並將摘要納
入評估小組報告。
 提供家長事前書面通知，並包括一份有
關評估計劃的描述。
 向家長、老師和其他人收集有關孩子的
資訊。
 在收到家長評估同意後 60 天之內完成
評估。
 舉行評估小組會議，並邀請家長參加。
 對評估結果進行摘要和詮釋。
 確定孩子是否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
資格。 假如您的孩子符合資格，將在轉介
評估後 120 天之內，或您簽署同意後 90
天之內完成個別化教育課程，即 IEP。 會
議參加者稱為「IEP 小組」(詳見「定
義」)。
 在舉行評估小組會議後 14 天之內或在
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會議之前 (以先進行
者為準)，提供家長一份評估小組報告。
假如您的孩子不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
資格，學區將:
 提供家長一份評估小組報告。
 確定其他適當的改變和「介入」(協助
的形式)，以幫助孩子。
 考慮您的孩子是否在另一聯邦法律，即
1973 年復健法案第 504 條 (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下符合
接受服務的資格。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要求

家長
在個別化
教育課程
(IEP) 會議
之前

 要求一份學區所作個別化教育課程的建
議。

 通知家長和/或學生有關 IEP 會議以
及誰將出席。 (詳見「通知」章節。)

 如果想要的話，請一位家屬、朋友或支
持者跟您一起出席會議。

 確定各方都同意的會議時間及地點。

 如果需要的話，邀請一位或多位對您的
孩子具有特殊專業或知識的人跟您一起出
席會議。
 以書面準備任何有關個別化教育課程的
關切、問題或建議，並在 IEP 會議前跟學
區分享。

 家長的選擇

學區

 學區的選擇

 預先準備以及跟家長分享任何有關個
別化教育課程的關切、問題或建議。
 在適當時以及在討論孩子自高中過渡
時，邀請孩子參加 會議， (「過渡」一
詞詳見「定義」。)

學區要求

家長
在初次 IEP 會議期
間

 參加 IEP 會議活動，包括：
o 分享有關您孩子的長處和需求的資
訊；
o 協助設定年度目標和短程目標，或可
測量的標準；以及
o 跟學區共同確定您孩子將接受的合適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同意讓您的孩子接受使他可以在普通課
程中參加並進步 (也就是一般某年級的學生
所學習的內容) 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或
拒絕同意。
o 假如您拒絕同意某一種服務，學區不
能拒絕讓您孩子享有其他服務的益
處。
o 假如您拒絕您的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和
相關服務，學區不須提供「免費適當
的公立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而
且您的孩子不會受到 IDEA 的任何保
護。 (「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一詞
詳見「定義」。)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
 跟家長一起審閱評估結果以及您的孩
子是否符合資格的問題。
 假如您的孩子符合資格，研擬 IEP，
列明以下各項：
o 您孩子的長處和需求；
o 可衡量的年度目標和短程目標或
標準；
o 使孩子可以在普通課程中參加並
進步的合適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以及
o 其他基於您孩子之需求的考量。
 給家長一份學區有提供特殊教育服務
意願的事前書面通知。 假如家長拒絕同
意某「一種」服務，學區不能拒絕讓您
孩子享有其他服務的益處。
 在 IEP 會議後 30 天之內給家長一份
最終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確保每一位正規教育老師、特殊教育
老師及任何其他負責教育您孩子的服務
提供者都可以拿到您孩子的個別化教育
課程。

學區要求

家長
年度回顧

 要求一份學區所作 IEP 的建議。
 收集孩子的學校報告和其他可能對會議
有幫助的資訊。
 如果想要的話，帶一位或多位支援人士
一起參加會議。
 回顧目前的 IEP。
 預先以書面準備有關 IEP 的關切、問題
或建議，並跟學區分享。
如果您不同意孩子的 IEP，您可以利用
衝突解決程序，嘗試解決不同的意見。
 假如您的孩子要調離到新的地點以接受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請提供書面同意。
如果您孩子的調離是因為違反校規而受到
紀律，以及此調離是學區的紀律之一，則
不需要您的准許同意。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
 聯絡家長以參加初次 (第一次) 個別化
教育課程 (IEP) 會議的方式來參與年度
回顧。
 收集有關孩子進步之資訊。
 預先以書面準備有關 IEP 的關切、問
題或建議，並跟家長分享。
 在會議中，回顧目前的 IEP，如果適
當的話，加以修改。
 假如在 IEP 會議之後，各方不完全同
意個別化教育課程上的每一項，提供家
長年度審閱的事前書面通知。
 在會議後 30 天之內給家長一份孩子
的 IEP 的最終版本。
 確保每一位正規教育老師、特殊教育
老師及任何其他負責教育您孩子的服務
提供者都可以拿到您孩子的 IEP。

學區要求

家長
再評估

學區

 參與詳閱有關您孩子的現有資訊。

 邀請家長參與再評估的過程。

 參與再評估的過程。

 解釋再評估的過程，包括家長有權利
要求額外的評量，以確定孩子是否繼續
符合資格。

 可以要求額外的評量。 評估由各種不同
階段的活動組成，以測量您孩子的表現、
進步、身心障礙或資格。 (詳見「定義」中
的評量。)

 提供家長有關孩子再評估的事前書面
通知。

 針對額外的評量提供書面同意或拒絕同
意。

 假如額外評量是必要的，或假如您要
求的話，收妥您對再評估的書面同意。

 協助確定孩子是否繼續符合接受特殊教
育服務的資格。

 提供家長有關哪些職員將為您的孩子
進行評量的資訊，以及如果有的話，將
使用哪種評估。

 假如您孩子的需求有所改變，可以提早
在一般三年期間之前要求進行評估。

 召開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會議，並邀
請家長參加。
 提供家長機會，以協助確定孩子是否
繼續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在家長和學區討論報告的會議後 14
天之內，給家長一份評估小組報告。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要求

家長
獨立教育評估

 如對學區評估有不同意見，通知學校。
 可以要求獨立評估人的名單以及學區對
獨立教育評估的標準 (必備條件)。 這些必
備條件包括諸如評估的地點和費用，以及
執行評估者的訓練和資格等項目。
 可以公費負擔為您的孩子要求獨立教育
評估，除非學區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以
顯示其本身的評估是適當的。 正當程序的
投訴是關於孩子符合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投訴。 (「正當程
序投訴和聽證會」詳見「定義」)。

 家長的選擇

 學區的選擇

學區
 假如家長不同意學區的評估，
通知家長有權利要求進行獨立教
育評估。
 詢問家長反對學區評估的原
因。 (您沒有必要一定得回應這
個要求。)
 提供有關哪裡可以獲得獨立教
育評估的資訊。
 提供獨立教育評估，或提供家
長事前書面通知。 這份通知告
知家長，學區因為相信本身的評
估是正確的，所以正在要求正當
程序聽證會。

學區要求

常見問答集

要求協助

假如我的孩子在學校有學習困難，我該怎麼辦？
您可以:
• 聯絡老師，以討論您的關切，並提供可能有
幫助的資訊；
• 要求協助；
• 假如懷疑您的孩子有身心障礙，出席會議以
協助確定。

假如老師報告說我的孩子有學習困難，我該怎麼
辦？
學區或會採取以下行動：
• 聯絡您以了解更多資訊；
• 嘗試用不同的策略來教您的孩子並記錄成
果；
• 利用介入協助小組，以找出更多教您孩子的
方法並記錄成果；和 / 或
• 假如懷疑您的孩子有身心障礙，聯絡您參加
會議以協助確定。

不論何時，只要您懷疑孩子有身心障礙，就可
以要求為孩子進行評估。 這個要求評估的動作
被稱為「轉介」(referral)。
評估包括多種方法，以收集有關您孩子的發展
情況以及其學習和活動的資訊。

轉介

誰可以提出轉介 (要求評估)？
假如您或其他人認為您的孩子可能有身心障礙，
而且可能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下列人士可
以提出評估轉介:
• 您 (家長)；
• 學校職員；或
• 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其他公立機構。

假如學校職員、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其他公立機構
提出轉介：
•

學區將派人跟您聯絡。

在提出轉介之後和在開始評估之前：
•

•

•

您必須在轉介日期起計 30 天之內收到「事前
書面通知」(prior written notice)。 事前書面
通知告知您學區提議就您孩子符合資格或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問題採取行動；或學區拒
絕就此問題採取行動。不論是哪一種情況，
學區都會說明其決定。
假如學區懷疑您的孩子可能有身心障礙並需
要評估，學區必須獲得您的書面同意才能評
估您的孩子。
假如您拒絕同意讓您的孩子接受評估，學區
可以用「調解」(mediation) 或「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來獲得評估您孩子的許可。
(這些名詞的解釋詳見「定義」章節對。)

在聯邦和州的法律下，每一種受到認可的身心障
礙都有關於孩子符合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資
格的要求條件。 在本文件中標題為「身心障礙名
詞定義」” (Definitions of Disability Terms) 章節
中，有各種身心障礙的定義。

通知

什麼是程序保障通知 (procedural safeguards
notice)？
法律規定，在特定的時候必須給家長「程序保障
通知」。 本通知以摘要的方式列出您有讓身心障
礙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的權利，並且
引導您執行這些權利。 您手上這本指南，《這是
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就是
程序保障通知。 本指南也包含您可以聯絡以尋求
協助的資源。 (詳見「如何解決衝突或關切」章
節。)

假如您，即家長提出轉介：

學區在何時必須提供程序保障通知給我？

•

學區一年只須給您一次這本《這是誰的
IDEA？》。 在下列每一種情況中則必須另外再
給您一份：

您可以口頭或書面要求為孩子疑有的身心障
礙進行評估。 我們建議您以書面方式要求評
估，這樣才有學區在何時開始回應的時間記
錄。

•
•
•
•

•

在第一次 (通常稱為「初次 (initial)」) 轉介或
您要求評估時；
當您在學年中第一次向俄亥俄州教育廳提出
投訴時 (詳見「投訴」章節)；
當您在學年中第一次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
時；
在因對您的孩子採取紀律行動，而導致教育
地點 (通常稱為您孩子的「安置
(placement)」) 變更時；和
在您提出要求時。

如果有網站的話，學區或會把最新版本的《這是
誰的 IDEA？》放在其網站上。 但學區必須繼續
在上述情況中提供家長一份程序保障通知印刷
本。

什麼是事前書面通知 (prior written notice)？
你應該在學區提議任何關於您孩子符合資格或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行動之前的一段合理時間內，
收到書面的資訊。 當學區拒絕就有關您孩子的符
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而採取
任何行動時，您也將收到書面的資訊。 此資訊被
稱為事前書面通知。
在下列情況中學區也必須給您預先事前書面通
知：
• 在轉介日期起計 30 天之內；
• 在因紀律行動而變更您孩子的安置時。
除非您不同意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否則您孩子
的 IEP 就是事前書面通知。 假如您不同意 IEP，
學區必須在執行您孩子的 IEP 之前，另外給您一
份事前書面通知。
事前書面通知必須：
• 說明學區提議或拒絕採取的行動；
• 解釋學區或機構提議或拒絕採取行動的原
因；
• 說明 IEP 小組考慮的其他選擇以及這些選擇
被拒絕的原因；
• 說明學區用以做決策的每項評估程序、評
量、記錄或報告；
• 說明學區做此決策的其他因素；
• 包括聲明家長的權利受到程序保障的資訊。
(假如這份事前書面通知不是您孩子的第一份
評估轉介，學區就沒有義務再另外給您一份
程序保障通知，即《這是誰的 IDEA？》；但
是，學區會告訴您如何索取指南；和

•

列出您可以聯絡和協助您了解事前書面通知
權利的資源。

給家長的事前書面通知必須用一般大眾可以了解
的文字撰寫。 學區必須用您的母語或您使用的其
他溝通模式來提供通知，除非很明顯不切實際。
假如您的母語或其他溝通模式不是書面語言，學
區必須採取步驟，以口語或其他方式翻譯通知，
以確保您了解通知內容。 學區必須保留一份書面
記錄，證明已經採取了這些行動。
如果事前書面通知中有任何資訊您跟學區意見不
一，詳見「如何解決衝突或關切」(How to
Resolve Conflicts or Concerns) 的指示。

我可以選擇用電子郵件 (e-mail)接收學區發出的
必要通知嗎？
可以，如果學區提供這項選擇的話，您可以選擇
用電子郵件接收必要的通知。

代理家長

•

什麼是代理家長？
代理家長是一位在關於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或
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各項事務方面都可以代表一個
身心障礙孩子的人。
當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發生時，學區就會指派一位
代理家長：
• 無法確認家長的身份；
• 學區經過合理的努力之後，還是無法找到家
長；
• 孩子是一個沒成人照顧的無家可歸青少年；
或
• 孩子是州受監護人 (ward of the state)。
註: 如果孩子是州的受監護人，其代理家長將由監
督該孩子案例的法官指定，而不是由學區指定，
只要該代理家長符合下列的第一點和第四點：
代理家長必須：
• 不是學區、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其他任何參與
教育或照護該孩子機構的員工，包括公立的
兒童服務機構。 (當為沒成人照顧的無家可歸
青少年指定暫時的代理家長時，本規定有某
些特例)；
• 在個人或專業的利益上，跟所代表的孩子沒
有利益衝突；
• 具有能適當地代表孩子的知識和技能；和
• 已成功完成州許可的代理家長訓練。
滿 18 歲的孩子可以要求一位代理家長。
代理家長可以在關於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或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各項事務方面代表孩子。 必須儘
快指派代理家長，自確定孩子需要代理家長當日
起計 30 天之內要完成指派。
如果學區要求而且各方都同意的話，孩子的學
區、郡心智遲緩和發展障礙理事會或另一教育機
構可以指派代理家長。

同意

同意 (consent) 是什麼意思？
同意是指：
• 就某建議的活動，您已充分獲知做決定所需
的所有資訊。 此資訊必須以您的母語或您使
用的其他溝通模式來提供給您。

•
•

您了解建議的活動，並以書面方式表示同
意。 您簽署的同意書必須說明建議的活動，
以及列出任何您孩子將被披露的記錄。 同意
書也必須列出誰將收到這些記錄。
您了解您給予同意是自願的，而且可以隨時
撤銷同意。
您了解假如您撤銷同意，將無法推翻在您給
予同意後和撤銷同意前已經採取的行動。

學區必須在什麼時候得到我的書面同意？
學區必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的同意：
• 在第一次評估開始之前；
• 在第一次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之前；
• 在再評估開始之前，假如評估包含新的測
驗；和
• 在變更服務地點之前 (詳見「定義」章節中的
「繼續替代性安置選擇」)。特例： 如果您的
孩子是因為紀律問題而離開其現在的地點，
學區就不需要得到您的同意 (詳見「定義」章
節)。
學區必須保留為徵求您同意所作努力的記錄。
當您同意孩子接受第一次評估時，您並非同意學
區開始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假如我不同意孩子接受第一次評估，怎麼辦？
學區必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對第一次評估
的同意，以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礙的
孩子 (child is a child with a disability)」。 (「有
身心障礙的孩子」是一個法律名詞，意思是這個
孩子因為有身心障礙，所以導致其需要接受特殊
教育服務來學習。 不是所有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都
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或符合資格。)
假如您不同意孩子接受第一次評估，或您不回應
徵求您同意的要求，學區可以：
• 對您提出「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投訴」(詳見
「定義」章節)；
• 要求您跟學區參加由俄亥俄州教育廳舉辦的
調解聽證會。 調解的目的是讓學區和您就如
何協助您的孩子學習達成共識；或
• 決定不進行評估。 在這個情況下，學區可能
認為您的孩子不符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
資格。

假如我不同意讓學區或其他公立機構為我的孩子
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怎麼辦？
假如第一次評估顯示您的孩子是有身心障礙，學
區將針對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而
跟您討論。 學區必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
對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同意。
假如您不回應，或假如您在這個階段拒絕同意讓
學區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學區
不可以對您提出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投訴。 學區也
不可以要求您跟學區參加州級的調解以得到您對
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同意。

o 學區將繼續執行您孩子的 IEP，直到學區為您
提供一份事前書面通知 (prior written notice)為
止；
o 事前書面通知將包括下列資料：
• 概要說明孩子的教育需求；
• 概要說明孩子將不再接收的所有支持和服
務；以及
• 一旦孩子退出特殊教育，將不再提供任何的
權利和保護給有身心障礙兒童的事實；
o 一旦學區為您提供事前書面通知，告訴您學區
將不再執行您孩子的 IEP，並將把您的孩子視
同沒有任何身心障礙的孩子。這意指：

假如您拒絕同意讓學區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
及相關服務，或假如您不回應徵求您同意的要
求，學區就沒有義務為您的孩子提供免費適當的
公立教育。 學區也沒有義務為您的孩子提供個別
化教育課程 (一般稱為 “IEP”)。此外：
• 假如學區沒有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就沒有違反讓您的孩子享有免費適
當的公立教育的規定；和
• 學區沒有必要召開 IEP 小組會議，或為您孩
子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而設計個別化教育
課程。

如果您決定撤銷您的同意，您可能無法對您孩子
的部分 IEP 撤銷同意。您必須同意撤銷對全部
IEP 的同意。如果您僅對您孩子的 IEP 的某部分
不同意，則您應該遵循衝突解決程序來解決不同
意見。(詳見「如何解決衝突和關切」。)

假如我拒絕同意初次 IEP 內的一項服務或活動，
但同意某些其他服務，怎麼辦？

答案是否定的。學區將把您的孩子當作沒有任何
身心障礙的兒童一樣對待，並且不需對您的孩子
提供「免費適當公共教育」負責。

學區或其他公立機構不可以利用您對一項服務或
活動的不同意，而拒絕為您或您的孩子提供任何
其他您孩子符合資格的服務或活動。
僅在初次 IEP 中，您可選擇拒絕同意一項或多項
特定的服務，您的孩子將會得到 IEP 提供的其他
服務。

如果在我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年度審查期間，
我不同意特定的服務或活動時怎麼辦？

• 學區將不再進行 3 年一次的重新評估；
• 學區將不會舉行更多的 IEP 會議；以及
• 您的孩子將在各方面被視為正規教育的學
生，包括學生紀律和測試。

如果我撤銷我的同意，學區是否會從我孩子的教
育記錄中刪除所有獲得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的資
料？
不會，學區不會因為您撤銷同意而修改您的孩子
的記錄，以移除任何提到孩子獲得特殊教育和相
關服務的資料。

一旦我撤銷我的同意，我可以改變主意並要求特
殊教育和相關服務嗎？

在初次 IEP 後的所有 IEP，如果您不同意某項特
定服務的提供，則必須使用衝突解決程序來解決
分歧意見。

可以。如果您改變主意，您的孩子將被視為初次
轉介以獲得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學區將為執行
初步評估而徵求您的同意，並在為您的孩子提供
服務之前，進行初步的評估。

如果我改變主意，希望撤銷我對特殊教育和相關
服務的同意時該怎麼辦？

假如我不同意我的孩子接受再評估，怎麼辦？

您可以撤銷您的同意，並將您孩子從所有特殊教
育和相關服務中移除。該撤銷同意必須以書面形
式提出。一旦學區收到您的書面撤銷同意後則會
執行下列事項：

學區有責任讓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
的公立教育，也必須在您的孩子需要再評估時，
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的同意。 (這個概念在
「再評估」章節中有充分的解釋。)
假如您不回應，或假如您拒絕同意讓您的孩子接
受再評估，學區可以：

•
•
•
•

透過審查學區已有的關於您孩子的資訊直接
進行再評估，並不做任何新的測驗；
要求您參加由州指定的調解人所主持的調
解，以試圖解決問題；
要求舉行正當程序聽證會，由聽證官裁定您
的孩子是否需要再評估；或
決定不進行再評估。 在這個情況下，學區可
能認為您的孩子不符合服務的資格。

為州的受監護人取得同意有什麼規定?
• 只適用於第一次評估： 假如孩子是州的受監
護人而且沒有和家長住在一起，在下列的情
況中，學區就不需得到家長的同意來進行第
一次評估以確定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假如：
o 經過合理的努力之後，學區還是無法找到
孩子的家長；
o 孩子家長的權利已經依州法被剝奪；
o 依據州法，法官已經剝奪家長為孩子做教
育決定的權利，並把評估的同意權交給另
一人。

在評估或再評估的過程中，什麼時候不需要我的
同意？
在以下情況中不需要您的同意：
• 當學區正在審閱已經為評估或再評估所收集
的資訊；或
• 當學區正在為所有學童進行測驗或評估，除
非每人都需要給予同意。

評估

什麼是評估?
評估是用來收集資訊，以協助確定您的孩子是否
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一個過程， 並有助於確定
您孩子的教育需求。
評估您孩子的理由是：
• 先完全了解您孩子的能力，再以此為基礎，
計劃教育服務。 這包括您孩子在學業方面的
表現以及您孩子的發展情況；
• 建議可以滿足您孩子教育需求的方法；和
• 確定您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

誰可以要求進行第一次評估，來確定我的孩子是
否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家長您、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另一公立機構可以要
求進行第一次評估，來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為有身
心障礙的孩子。
在收到第一次評估要求的 30 天之內，居住地的學
區將：
• 徵求您對第一次評估的同意；或
• 寄給您事前書面通知，聲明學區並未懷疑您的
孩子有身心障礙，也不會進行評估。

我的孩子在什麼時候需要評估?
假如我讓我的孩子在家自學，或已經自費把我的
孩子送到私立學校：
• 我不為孩子的評估或再評估給予同意；或
• 不回應徵求同意的要求時，會怎麼樣？
假如您讓您的孩子在家自學，或已經自費把您的
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學區：
• 不可以對您提出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投訴，或
要求您跟學區一起參加由州所協調的調解以
得到您對您孩子接受評估或再評估的同意；
• 沒有義務考慮您的孩子是否符合享有服務的
資格；
• 必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的同意，而且
必須保留為徵求您同意所作努力的記錄；
• 沒有義務考慮您的孩子是否符合享有服務的
資格；和
• 必須作出合理的努力來得到您的同意，而且
必須保留為徵求您同意所作努力的記錄。

當居住地的學區懷疑您的孩子有身心障礙時，您
的孩子就需要評估。
假如您的孩子已經在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學區會進行再評估，以確認您的孩子仍符合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的資格，並確定您孩子現在正接
受的服務是合適的。

完成評估有哪些步驟？
學區將先得到您對進行評估的同意，而且在您給
予學區同意之日起計 60 個日曆日之內完成評
估。
一旦您給予同意，您和學區將一起設計評估計
劃。
您孩子的評估必須：

•

使用各種評量方法和活動，以收集有關您孩
子在發展、學習和功能性方面的資訊， 方法
之一是採用您提供的資訊；
• 不採用任何一種測量方法或評量來做為確定
您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和為您孩子確定合適
教育課程的單一原因；
• 使用可靠的測驗和評量方法，顯示您孩子的
智力、行為、身體狀況和發展程度等每一項
跟您孩子身心障礙的關係；
• 使用以您孩子的母語或其他溝通模式來進行
的評量工具，必須儘最大的可能提供有關您
孩子在發展、學習和功能性方面的準確資訊
(除非很明顯不切實際)；
• 使用公正的評量工具： 換言之，不論您孩子
的文化背景、種族或身心障礙，進行評估時
不得歧視他 / 她；
• 採用由家長您提供的資訊， 可能包括任何由
學區外專業人士所提供的報告；
• 收集可用於協助您孩子在普通課程裡進步的
資訊，或如果是學齡前兒童的話，參與同年
齡層的典型活動；
• 包括以顯示特定教育需求為設計目標的材
料，而不只是測量智力。
• 使用測驗和評量時，只用於其設計和被認為
可靠的目的；和
• 包括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所執行的測驗和
評量，並使用由測驗原創者所提供的用法說
明。
評估必須評量所有跟您孩子疑有的身心障礙有關
的領域，包括下列各項 (如適用)：
• 健康；
• 視力；
• 聽力；
• 社交能力和情緒發展；
• 一般智力；
• 學業成績；
• 溝通能力 (聽、說和寫)；
• 運動能力 (需要動作和協調的能力)；或
• 當您的孩子有影響感官、協調或說話的限制
時，評定才能、成就水平或其他因素。
您也可以要求評量其他領域，以做為您孩子評估
的一部分。
您和學區所同意的評估計劃中的所有部分，包括
醫療評估，都由學區提供，您不必付費。 假如您
和學區無法同意評估計劃中的所有部分，您可以
開始採取步驟，跟學區解決衝突。 (詳見「如何
解決衝突或關切」章節。)

評估完成了，接下來呢？
當評估的所有部分都完成時，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和其他合格的專業人士 (如合適) 必
須：
• 詳閱評估結果；和
• 準備評估小組報告。 報告必須把在評估過程
中所收集到的資訊加以摘要。
多位合格的專業人士和家長您將組成專責小組共
同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
假如專責小組確定您的孩子是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IEP 小組將為您的孩子設計個別化教育課
程。

假如我的孩子在閱讀和數學方面有困難，那我的
孩子會被認為是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嗎？
專責小組將不會認為您的孩子是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假如您孩子有的唯一困難是：
•
•
•

沒有受過適當的基本閱讀教育；
沒有受過適當的數學教育；或
使用英語的能力有限。 這也叫做「有限的英
語能力」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簡稱
LEP)。

專責小組將如何確定我的孩子是否有特定的學習
障礙？
在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有特定的學習障礙時，專責
小組：
• 或會採用某些經研究證明對跟您孩子同年齡
或同年級的兒童成功有效的教學方法，再以
您的孩子對這些教學方法的反應做基礎來實
施：
• 或會採用其他經研究證明成功有效的方法；
和
• 不必考量在您孩子的智力和述說想法、書寫
想法、閱讀、理解聽到和讀到的東西以及解
決數學問題等成就之間是否有嚴重的差異。

確定我的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需要多少
時間？
第一次評估： 第一次評估必須：
•

在收到您評估同意的 60 天之內進行；和

•

由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以及確定您孩子的教育需求的活動所組
成。

特例： 第一次評估沒有必要在 60 天之內完成，
假如：
• 您屢次不帶孩子來接受評估；或
• 在您已給予同意的 60 天之內，您的孩子在新
的居住地學區註冊，而且您孩子的前一個學
區還沒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 這只有在下列的情況會發生，假如：
1. 新學區在完成評估方面有令人滿意的進
展；和
2. 您和新學區同意評估將在某特定時間完
成。
更多的資訊請參考「轉移」(Transfers) 章節。

篩選 (Screening)：由一位老師或專家為學生做簡
單的篩選，以確定教導您孩子所用課程的合適策
略，這種簡單的篩選不會被認為是確定您的孩子
是否符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資格的評估。

評估小組報告： 學區將在 IEP 會議前提供一份
評估小組報告給您，並在發現您的孩子符合資格
的 14 天之內寄出 (詳見「定義」章節中的「評
估小組報告」)。
再評估

•

在確定您的孩子不再是個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之前。

註： 假如您孩子的資格因為高中畢業並拿到正規
文憑或因為您的孩子滿 22 歲而終止，就不需要再
評估。
再評估：
• 您不可以在一年之內要求超過一次，除非您
和學區同意；和
• 必須至少每三年做一次，除非您和學區同意
沒有必要進行再評估。

如果該為我的孩子進行特殊教育服務再評估的時
候到了，怎麼辦？
學區將：
• 邀請您參與再評估的過程：
• 解釋再評估的過程，包括您有權利要求進行
評量，來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持續為有身心障
礙的孩子，以及確定您孩子的教育需求；
• 提供您程序保障通知；和
• 假如有必要採用新的評量方法或假如您要求
採用新的評估方法，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再評估的過程，包括新的測驗和評量方法，可以
著手進行，假如學區顯示並保留記錄，證明其已
經作出合理的努力徵求您的同意但您並未回應。
這包括打電話、書面通知或家訪。

再評估的目的是什麼？
再評估的目的是為了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持續有身
心障礙，以及確定您孩子的教育需求。
所收集到的資訊將被審閱和用來決定：
• 您的孩子是否持續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和
• 是否需要增加或更改任何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使您的孩子可以：
1. 達到 IEP 中所設定的年度測量目標；和
2. 參與普通教育課程 (如適用)。

再評估必須在何時完成？
假如出現下列情況，就必須進行再評估：
• 假如學區確定教育或相關服務需要再評估；
• 假如您或您孩子的老師要求再評估；
• 當您的孩子從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轉到學齡
特殊教育服務時；
• 變更您孩子的身心障礙類型；或

再評估的過程是什麼樣的情況？
在再評估的過程中，IEP 小組 (包括您) 和其他合
格的專業人士 (如合適)，詳閱您孩子先前的評估
資訊和：
• 確定是否需要和需要哪些額外的評量方法和
資訊 (由學區提供)，以確定您的孩子是否仍
符合資格以及您的孩子是否需要變更服務；
或
• 確定您的孩子不需要額外的資訊來繼續其資
格，而且學區有足夠的資訊來確定您的孩子
需要什麼服務。 假如小組確定再評估不需要
額外的資訊，您將收到學區寄來的預先書面
通知，告知您為什麼不需要進一步資訊的原
因，以及您的孩子繼續符合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的資格。
假如 IEP 小組和其他合格的專業人士確定不需要
額外的資訊，學區必須讓您知道您有權利要求評

量以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持續為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以及確定您孩子的教育需求。

如果我不同意學區的評估，怎麼辦？
假如您不同意學區的評估，您可以：
• 要求獨立教育評估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簡稱 IEE)；或
• 採取步驟跟學區解決爭議。 (詳見「如何解決
衝突或關切」章節。)

獨立教育評估

我必須解釋我為什麼要求獨立教育評估嗎？
假如您要求獨立教育評估，學區或會請您說明反
對學區評估的理由。 假如您不願意，可以不給予
解釋。

假如我要求獨立教育評估，接下來呢？
假如您要求以公費進行獨立教育評估，居住地的
學區必須立即：
• 以公費為您的孩子提供獨立教育評估；或
• 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要求舉行聽證會來證明
學區的評估是正確的。

獨立教育評估是什麼？
獨立教育評估 (IEE) 是由一位非受聘於您孩子學
區的合格人員來進行評估。
假如您不同意學區對您孩子所做的評估，在特定
的情況下，您可以用公費 (表示您不用付費) 為您
的孩子取得獨立教育評估。

要符合什麼樣條件才可以用公費為我的孩子取得
獨立教育評估？
當您不同意學區的評估，您就可以用公費為您的
孩子取得獨立教育評估。當您要求獨立教育評估
時，您的學區可能提供您一份適用於評估的規
定，包括：評估人員的資格、地區限制和合理控
制成本的標準。 為了使學區支付獨立教育評估，
您必須遵從下列標準或出示此類標準不適用於特
殊情況的證明。學區不可對公費支付的獨立教育
評估設置任何其他限制。作為部分獨立教育評估
而執行的測試和評估，取決於學區對管理評估行
為的規定。

我可以如何取得獨立教育評估？
在您的要求之下，學區必須提供您可以在哪裡為
您的孩子取得獨立教育評估，以及學區對以公費
支出進行獨立教育評估的要求之相關資訊。
您可以用學區所提供的名單上的評估人員，或由
您自行選擇符合學區要求的評估人員。

我可以取得幾個獨立教育評估？
每次學區進行評估，假如您不同意，就有權利以
公費取得一次獨立教育評估。

假如我不告訴學區我在為我的孩子取得獨立教育
評估，卻只告訴他們我不同意學區的評估，會怎
麼樣呢？
只要您取得的獨立教育評估符合學區對獨立教育
評估的規定，學區收到評估後，將：
• 支付獨立教育評估的費用；或
• 提出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以證明您選擇的
獨立評估人並不符合學區的要求，或證明學區
的評估是正確的。

其他任何人也可以要求獨立教育評估嗎？
是的，假如您因為不同意學區的評估而要求正當
程序聽證會，聽證官或會要求把獨立教育評估做
為聽證會的一部分。 在這個情況下，獨立教育評
估必須以公費進行。

假如正當程序聽證官裁定學區的評估是適當的，
那怎麼辦？
假如聽證官裁定學區的評估是適當的或正確的，
您還是有權利以自費進行獨立教育評估。

學區會考量我已經為我孩子取得的獨立教育評估
嗎？
假如您以公費取得獨立教育評估，或假如您跟學
區分享您以自費取得的獨立教育評估，則獨立教
育評估的結果：
• 假如符合學區的規定，在學區做任何有關為您
的孩子提供免費適當公立教育的決策時，就必
須受到學區的考量。
• 在有關您孩子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中，任何一方
都可以用評估結果做為證據。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什麼是個別化教育課程？

•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是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準
備的一份書面陳述，以摘要的方式列出您的孩子
在下個年度要達到的教育目標； 並以摘要的方式
列出您的孩子所需要的支援和服務，以達成 IEP
中所設定的目標。
聯邦和州法規規定，IEP 必須在由合格人士 (包括
家長您) 召開的會議中加以設計、審閱和修訂。

•

IEP 會議必須在何時召開？
設計 IEP 的會議必須在決定孩子需要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的 30 天之內召開。 IEP 必須在 IEP 的
會議後儘快執行。
•
IEP 必須在何時完成和生效？
• 最初 (第一或原始) 的個別化教育課程必須在下
列幾項中最短的一段期間內完成設計：
o 在決定孩子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
30 個日曆日之內;
o 在收到家長評估同意的 90 個日曆日之
內；或
o 在家長或學區要求評估的 120 個日曆日
之內。
• 個別化教育課程必須在孩子的三歲生日前，以
及在之後的每個學年度開始時生效。

•

•

•
IEP 包括哪些內容？
IEP 包括：
• 關於您孩子未來的資訊；
• 關於您孩子目前的學習和活動狀況的資訊。
o 此資訊應該告訴您，您孩子的身心障礙如
何影響其在普通課程 (教導非身心障礙兒
童的課程) 的參與和進步。
o 對學齡前 (3-5 歲) 的兒童來說，此資訊應
該告訴您，在適合一般學齡前兒童的學校
活動中，身心障礙如何影響您孩子的參
與；
• 一份可以每年衡量的目標聲明，包括您孩子
的學習和活動目標；
• 此資訊也應該包括有關學習和活動的標準和
短程目標，其設計目的為：
o 滿足您的孩子因為其身心障礙而導致的需
求，以便您的孩子可以參與普通教育課程
並獲得進步；和

滿足您的孩子因為身心障礙而導致的其他
教育需求；
描述：
o 將如何衡量您孩子達成年度目標的進展：
和
o 什麼時候將提供關於您的孩子達成年度目
標的定期進度報告。 這些可以是跟成績
單同時發出的季度報告或其他定期報告；
一份有關提供給您孩子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
務以及補充的 (額外的) 輔助和服務的聲明，
以及一份給學校人員的課程修訂或支援聲
明，將使您的孩子可以：
o 向達成年度目標前進；
o 參與普通課程並獲得進步，以及參與課堂
外的學校活動 (如適用)；和
o 跟其他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一起學習和參
與學校活動。
如適用，解釋在什麼情況下您的孩子將不會跟
其他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一起在教室上課或參
與其他學校活動；
一份有關任何個別調整的聲明，這在測量您孩
子在全州和全學區評量中的表現時是不可或缺
的。 假如 IEP 小組確定，您的孩子將在某特
定、固定、全州或全學區的成就測驗中接受不
同的評量時，要有一份聲明解釋為什麼您的孩
子不能參加一般的測試；以及為什麼這項已選
定的不同的評量是適合您孩子的。
學區決定開始 IEP 中所列的服務和修訂之日
期，以及需要這些服務和調整的地點、頻率和
期間。 (詳見「定義」章節中的「修訂」)；和
至少在您的孩子屆滿成年 (在俄亥俄州是 18
歲) 的一年前開始一份聲明，說明您的孩子已
經充分獲知在滿 18 歲時即將依身心障礙者教
育改進法案 (IDEA) 轉移給他 / 她的權利。
o

在設計 IEP 時，IEP 小組必須考慮哪些方面？
IEP 小組必須考慮：
• 您孩子的長處；
• 您對改善您孩子教育的關切；
• 您孩子的第一次或最近一次評估的結果；
• 您的孩子在任何全州或全學區的評量中的表
現；和
• 您的孩子需要些什麼，以適當地學習、發展
和活動。
IEP 小組還必須考慮哪些方面？
IEP 小組也必須考慮下列的特別因素：

•
•

•

•

•
•
•
•

•

•

您的孩子從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 (3-5 歲) 過
渡或轉移到學齡特殊教育服務 (6-21 歲)；
從 14 歲開始 (或更早一點，假如個別化教育
課程小組認為有需要的話)，一份您孩子從高
中過渡到成人生活所需服務的聲明。 這份 14
歲的過渡聲明集中於您孩子的學習課程 (諸如
高等課程或職業教育課程)。 這份聲明必須每
年更新；
從 16 歲開始，一份每年更新的聲明：
o 基於評量結果，為您的孩子設定的合適目
標，這跟您孩子準備未來就業及在畢業後
獨立生活 (如適用) 的訓練和教育有關；
和
o 協助您的孩子達到這些目標所需的過渡服
務 (包括學習課程)；
假如您孩子的行為干擾其學習或其他人的學
習，使用正面的方法來鼓勵良好的行為，以
及其他的策略來糾正該行為；
滿足您孩子個別需求的體育課程；
您孩子需要延長的學年服務 (提供超過傳統的
一學年 180 天的服務)；
假如您的孩子有視力障礙需要布萊爾點字法
(Braille) 教學；
您孩子的溝通需求，包括聽、說、讀和寫。
假如您的孩子失聰或有聽障，個別化教育課
程小組必須考慮您孩子的語言和溝通需求，
必須考慮您的孩子在什麼情況下有機會以您
孩子的語言和溝通方式來跟同學、老師和治
療師進行直接溝通，以及您孩子的學業程度
和各種需求。 這包括用您孩子的語言和溝通
方式來進行一對一教學的機會;
您孩子基於個別化教育課程的語言需求，假
如您孩子使用英語的能力有限 (您的孩子顯示
「有限的英語能力」，簡稱 LEP)； 和
您的孩子對輔助性科技設備和服務的需求。

IEP 小組會議是如何安排的？
IEP 會議由學區依照下列各項安排：
• 您和 / 或您的孩子將儘早收到會議通知，以
確保您有機會出席。
• 會議的時間和地點將由各方同意。
• 會議通知應該包括會議的目的、時間和地點
以及誰會出席。
• 假如您無法出席，學區必須用其他方法來讓
您參加會議，諸如個別電話或電話會議。
• 假如學區無法說服您出席，會議可以在您缺
席的狀況下召開。
• 學區必須要有嘗試要找到您的記錄。

•

•

學區必須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來確保您了
解 IEP 會議中的情況，包括假如您有聽障或
假如您聽不懂英語，安排口譯員。
學區必須在個別化教育課程會議結束後的 30
天之內，免費給您一份您孩子的完整 IEP。

如果學區跟我不同意個別化教育課程的內容時，
怎麼辦？
如果您跟學區不同意 IEP 的內容時，您可以：
• 要求「IEP 的促進」(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facilitation);
• 要求調解；或
• 採取其他解決衝突的方法。 (詳見「解決衝突
和關切」章節。)

IEP 小組的成員是誰？
學區必須確定每個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都
包括：
• 您，也就是家長；
• 您的孩子 (如合適)；
• 至少一位您孩子的正規教育老師 (假如您的孩
子是，或可能，參與正規教育的環境)；
• 至少一位特殊教育老師或至少一位您孩子的特
殊教育提供者 (如適用，比如：職能治療師或
語言病理學家) ；
• 有資格提供或監督特別為滿足身心障礙孩子需
求而設計授課方法的學區代表。 學區代表必須
了解普通課程和學區資源的可利用性；
• 一位可以解釋評估結果如何影響教學的人士。
此人可以是上述各點小組成員之一；
• 由您或學區酌情決定，其他具有關於您孩子的
知識或特殊專業的人士，包括相關服務人員
(如合適)；
• 假如會議的目的是考量孩子畢業後的目標，以
及協助孩子達成目標所需的過渡服務，學區必
須邀請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出席孩子的個別化
教育課程小組會議；和
• 在家長或滿 18 歲的孩子的同意下，學區必須
邀請任何在適當的情況下可能參與提供或支付
過渡服務的機構代表。

在什麼時候 IEP 小組的成員可以不必出席 IEP 小
組會議？ IEP 小組的成員怎麼樣才可以不必出席
IEP 小組會議？
•

假如家長和學區以書面同意不需要成員出席
時，IEP 小組的成員就沒有必要出席 IEP 小
組的任何一部分會議。 這只有在成員所負責

•

•

的課程領域 (科目) 或相關服務不會在會議中
受到變更或討論的時候才會發生。
在下列情況下，即使會議確實涉及變更或討
論成員所負責的課程領域或相關服務，IEP
小組的成員可以不必出席 IEP 小組的任何一
部分會議：
1. 家長和學區分別以書面同意成員可以不必
出席；和
2. IEP 小組的成員在會議前預先為 IEP 的
設計提供意見。 這個意見必須以書面的
形式提供給家長和 IEP 小組；
假如您的孩子之前依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
案的 C 部分 (Part C of IDEA，給出生至 2 歲
的孩童) 而受到服務，則初次個別化教育課程
的會議邀請函必須在您的要求之下，寄給
Part C 的服務協調人或 Part C 系統的其他代
表，以協助服務的順利轉移。

在 IEP 和相關的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會議中所做
的變更將如何處理？
IEP 的變更和為變更而召開的必要會議，可用下
列的方式處理：
• 當在一學年的年度 IEP 小組會議後對您孩子
的 IEP 進行變更時，您和學區可以同意不召
開 IEP 小組會議來進行變更。 取而代之的方
法是，您和學區可以確定需要哪些變更，並
以書面方式寫下來。 假如您以這個方式進行
變更，學區必須確定您孩子的 IEP 小組獲知
這些變更。
• 在儘可能的情況下，學區必須嘗試結合您孩
子的再評估會議和其他種類的 IEP 會議。
• 一旦 IEP 小組或家長和學區同意對個別化教
育課程進行變更，這些變更可以用三種方式
被納入 IEP：
o 可以在原始的 IEP 文件上做標記，寫上
同意的變更；
o 新寫下來的變更可以用附件的方式，附加
在原始的 IEP 中；或
o 可以撰寫新的 IEP ，並把變更納入其
中。
在您的要求之下，學區必須執行第三選項。 學區
必須在修訂的 30 天之內，把 IEP 的任何修訂版
本寄給您。

當學區和我需要開會的時候，我們必須面對面開
會嗎？
不必。您和學區可以同意用不同的方法和在不同
的地方開會。 比如說，您可以選擇邀請各方召開

電視會議和電話會議。 下列的任何項目都可以用
這些方法討論：
• 評估；
• 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符合資格；
•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 教育安置 (您孩子將進行學習的地點)；
• 諸如調解和解決會議的程序保障；和
• 在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IDEA) 的程序保障
下，執行行政事務 (諸如安排時間表、交換證
人名單和進度會議)。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小組的責任是什麼？
IEP 會議的參加者必須依此順序完成下列的活動:
第 1 步：
討論未來的計劃。
每個人都對未來懷有夢想，這個夢想引導行動、
思想和計劃。 把夢想化為文字，是為您有身心障
礙的孩子所做之持續的、長程的計劃之一。 做為
該努力的部分之一，IEP 小組將討論您孩子的喜
好和興趣，以及您家人為孩子所設的長程目標。
這些可能包括您孩子的職業生涯、生活安排和特
殊專長訓練。
第 2 步： 討論目前的學業成績水平和日常生活技
能。
IEP 小組將審閱您孩子的相關資訊，包括您孩子
的目前的學業成績和日常生活技能。 此資訊包括
您孩子在目前的 IEP 中所獲得的進步、評估小組
報告、您孩子的老師和參與支援您孩子的學校職
員的意見，以及您和您孩子的意見 (如合適)。 這
些資訊提供一幅您孩子的「圖像」，包括您孩子
的長處和需求。
第 3 步： 設定年度目標，包括學業和生活技能
的目標，以及可測量的標準或短程目標。
IEP 小組將設定可測量的年度目標，包括學業和
生活技能的目標，以及有相應評估程序的標準或
短程目標。 這些將使您的孩子能夠參與普通教育
課程並獲得進步。 然後小組會確定哪些必要的服
務可以滿足您孩子的需求。
第 4 步：確定需要的服務。
IEP 小組決定學區將提供哪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給您的孩子、多常提供以及由誰來提供。 這部
分的 IEP 應該包括 (假如認定合適)：住宿、調
整、輔助性科技設備和服務，以及一份學校職員
將提供什麼支援的聲明。 IEP 中所列的支援和服
務應該基於科學性的研究，顯示哪種支援和服務

可以確實地幫助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參與普通課程
和其他課堂外的活動，並獲得進步。
第 5 步： 確定最少限制的環境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簡稱 LRE)。
法律認為，您孩子的學習地點以正規的教室或其
他普通教育環境為優先。 假如 IEP 小組確定，您
的孩子需要一個不同的環境來接受任何服務，它
將告訴您為什麼您的孩子不能參與普通教育的環
境，以及您孩子的環境和活動跟其他沒有身心障
礙孩子的有什麼不同。

我孩子的 IEP 是如何被回顧和 /或修訂？
IEP 小組必須定期回顧您孩子的 IEP (至少一年一
次)，以確定您的孩子確實達成年度的目標。
IEP 小組必須因為下列的理由修訂 IEP：
• 缺乏預期的進步以達成年度目標，以及在普
通課程中缺乏進步 (如適用)；
• 任何再評估的結果；
• 提供給您或由您提供的關於您孩子的資訊；
• 您孩子預期的需求；或
• 任何其他可能出現的事件。

在我的孩子成年前 (在俄亥俄州是 18 歲)，會是什
麼樣的情況？
至少在您孩子滿 18 歲的一年前開始，您孩子的
IEP 必須包括一份聲明，說明您的孩子已經充分
獲知在 18 歲時即將轉移給他 / 她的所有權利。

延長學年服務

什麼是延長學年服務？
延長的學年 (Extended school year，簡稱 ESY)
服務是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在超過正規的一學年
180 天之外，可以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延長學年服務的提供：
• 超過學區的正規學年；
• 跟您孩子的 IEP 上所列的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一致；
• 您，也就是家長無需付費；
• 和俄亥俄州教育廳對延長學年服務的要求
一致。

學區在什麼時候必須提供我的孩子延長學年服
務？

只有在您孩子的 IEP 小組決定，延長學年服務對
提供您孩子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來說是必要時，
學區才必須讓您的孩子享有延長學年服務。
在 IEP 小組做決定時，必須考慮下列各項：
• 延長學年服務，對防止您孩子經歷重大的
技能喪失或重大的知識喪失是必要的嗎？
• 這個技能或知識的喪失，會嚴重地影響您
的孩子達到其教育目標的進展嗎？
• 延長學年服務，對防止技能或知識的喪失
(一旦喪失，您的孩子就無法再足夠地重
新獲得) 是必要的嗎？
延長學年服務，可以跟您孩子的正規學年服務是
相同的或不同的。 IEP 小組將做這個決定。 延長
學年服務並不是每年自動提供。

學生轉移

假如我的孩子要轉移學區，有哪些規定？
假如您的孩子要轉移學區，有下列規定：

在俄亥俄州內轉移：
假如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在前一個俄亥俄州的
學區內有生效的 IEP)
• 轉移到俄亥俄州內的新居住地學區；和
• 在同一個學年內向新的學校註冊：
新的居住地學區，在跟您討論後，必須提供免費
適當的公立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給您的孩子 (包括跟前
一個學區的 IEP 類似的服務)，直到新學區：
• 採用您孩子的前一個學區的 IEP；或
• 設計並執行一份符合聯邦和州法律的新的
IEP 。 假如新的學區進行評估，這項評估就
被視為再評估。

從外州轉移到俄亥俄州：
假如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在別州的學區內有生效
的 IEP，然後：
• 轉移到俄亥俄州內的新居住地學區；和
• 在同一個學年內向新的學校註冊：
新的居住地學區，在跟您討論後，必須提供免費
適當的公立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給您的孩子 (包括跟前一
個學區的 IEP 類似的服務)，直到新學區：
• 如果需要的話，和進行評估；和
• 如果需要的話，設計並執行一份符合聯邦和
州法律的新的 IEP。 假如新的學區進行評
估，這項評估就被視為再評估。

把記錄從前一個學區傳送 (轉移)到新的學區：
輔助您孩子的轉學：
• 您孩子註冊的新學校必須採取合理的步驟，儘
快從您孩子的前一所學校取得其記錄；和
• 您孩子就讀的前一所學校必須採取合理的步
驟，儘快回應新學校的要求；和
• 轉移的記錄必須包括 IEP 和支持文件，以及任
何其他對提供您孩子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所必
要的記錄。
假如您欠前一個學區學費，學區可以扣留您孩子
的成績和學分，直到您付清為止。 但是，前一個
學區不可以扣留您孩子的特殊教育記錄，包括目
前的評估和 IEP。

假如我的孩子在仍受評估的期間轉移到新學區，
怎麼辦？
假如您的孩子在同一個學年度從一個學區轉到另
一個學區，您將需要告訴新的學區，您的孩子正
在前一個學區接受疑有身心障礙的評估，以及您
希望評估能繼續。

心障礙並可能符合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下列的活動則必須發生：
• 在您孩子三歲生日的 120 天前，您孩子的早期
介入服務協調人應該跟您安排一個會議，以討
論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 必須要有您的同意才
能跟提供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學區分享資
訊。
• 假如您同意跟學區分享有關您孩子的資訊，您
跟其他的與會者 (早期介入服務提供者和學區
職員) 將審閱您孩子的記錄，並確定您是否懷
疑您的孩子有身心障礙。
假如任何人懷疑您的孩子有身心障礙，學區將：
• 告知您有關您的教育權利，以及您為了保護這
些權利可以採取的行動；
• 分享有關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資訊；
• 徵求您的同意以評估您的孩子；
• 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資訊以進行評估；和
• 計劃您孩子的評估。

新的學區將繼續評估或給您一份事前書面通知，
聲明其並未懷疑有身心障礙，以及將不會繼續測
驗。

最初 (第一次) 的評估必須在您給予學區評估同意
後 60 個日曆日之內進行，而且第一次的 IEP 必
須在您給予學區評估同意後 90 天內完成。 假如
您的孩子符合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IEP
必須在您孩子的三歲生日前準備妥當。

假如您不同意新學區的決定，您可以開始採取步
驟跟學區解決衝突。 (詳見「如何解決衝突或關
切」章節。)

假如我的孩子不符合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資
格，怎麼辦？

過渡

「過渡」(transition) 是什麼意思？
過渡是計劃活動的變更過程，可能包括服務以及
提供服務人員的變更。 在一個孩子的教育生涯
中，至少會發生三次過渡活動：
• 當孩子從早期介入服務 (出生到 2 歲) 轉移到
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 (3-5 歲)；
• 當孩子從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轉移到學齡特
殊教育服務 (6-21 歲)；和
• 當孩子從學齡特殊教育服務轉移到社區生活
(22 歲或以上)。
(詳見「定義」章節中的「過渡服務」。)

從早期介入服務轉移到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
假如您的孩子正在接受早期介入服務 (給從出生
到 2 歲的孩子)，而且有人懷疑您的孩子可能有身

假如，在完成新的評估之後，IEP 小組確定您的
孩子不需要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在您的准許之
下，學區可以轉介您到其他或許可以幫助您孩子
的社區服務和課程。 學區也將寄給您事前書面通
知，其中說明您有透過調解或正當程序的投訴及
聽證會的要求來挑戰 IEP 小組決定的權利。 (詳
見標題為「如何解決衝突或關切」章節。)
即使您的孩子不符合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的資
格，假如您的孩子在正規教室裡需要某些支援，
學區或會提供。 例如，假如您的孩子有無法專心
的問題，就把您孩子的書桌移到靠近教室前面的
地方。

從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轉移到學齡特殊教育服
務。
假如您的孩子一直在接受學齡前特殊教育服務而
且快要滿 6 歲，IEP 小組將進行再評估，其中包
括：
• 召開會議以確定適當的學齡教育服務；

•
•

審閱您孩子教育課程現有的資訊；和
推薦可以協助您的孩子在普通課程中成功的
教學策略。

•

假如合適的話，獲得日常生活技能和功能性
職業評估，這是一個觀察您孩子的工作特性
和訓練需求的過程。 (詳見「定義」章節。)

假如 IEP 小組確定您的孩子需要學齡特殊教育服
務，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將：
• 審閱現有的評估資料 (尚未滿一年的資訊)；
• 根據學齡特殊教育服務的規定，確定和推薦
所需的額外評量資訊；和
• 設計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假如您的孩子高中畢業拿到正規文憑，或滿 22
歲，學區就不再有義務讓您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
的公立教育。

在完成新的評估之後，假如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確定您的孩子不需要學齡特殊教育服務，在
您的准許之下，學區可以轉介您到其他或許可以
幫助您孩子的社區服務和課程。 學區也將寄給您
事前書面通知，其中說明您有透過調解或正當程
序的投訴及聽證會的要求來挑戰 IEP 小組決定的
權利。 (詳見標題為「如何解決衝突或關切」章
節。)

高中畢業拿到正規文憑或滿 22 歲被認為是安置的
變更 (換言之，就是您孩子地點的變更)。 因此，
學區必須：
• 給您或您的孩子事前書面通知；和
• 給您的孩子一份其學業成績及功能性表現的摘
要。 這份摘要必須包括如何協助您的孩子達到
那些為高中畢業後所設定和包含在 IEP 內的目
標之相關建議。

即使您的孩子不符合學齡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假如您的孩子在正規教室裡需要某些支援，學區
或許可以提供。 例如，假如您的孩子有無法專心
的問題，就把您孩子的書桌移到靠近教室前面的
地方。

註： 「正規的高中文憑」(regular high school
diploma) 一詞不包括替代性的文憑或學位，諸如
證書或一般教育發展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簡稱 GED) 學位並未完全達到俄
亥俄州的學術標準。 俄亥俄州的 GED 並未完全
達到俄亥俄州的學術內容標準。 因此，假如您有
身心障礙的孩子已經獲得了 GED，孩子可以回到
學校繼續修讀其正規高中文憑，直到滿 22 歲。

從學齡特殊教育服務轉移到社區生活。
從您孩子 14 歲開始 (或更早一點，假如個別化教
育課程小組認為您的孩子有此需要)，個別化教育
課程必須包括：
• 有關過渡服務需求的資訊，集中於您孩子的學
習課程 (諸如修習高等課程或職業教育課
程)。
從 16 歲開始 (或更早一點，假如個別化教育課程
小組認為您的孩子有此需要)，個別化教育課程必
須包括：
• 基於測驗和評量，為您的孩子設定合適的目
標，這跟您孩子就業和可能的話在畢業後獨
立生活所需的訓練和教育有關；和
• 協助您的孩子達到這些目標所需的過渡服務
(包括學習課程)。
過渡活動包括：
• 教學；
• 相關服務；
• 社區經驗；
• 設定畢業後的就業或人生其他方面的目標；
和

當我的孩子從高中畢業或滿 22 歲時，接下來
呢？

記錄

我可以查看我孩子的教育記錄嗎？
您有權利查看關於您孩子的所有教育記錄，在您
孩子的就學過程中，這些教育記錄由下列各單位
收集、保留或使用：
• 學區；或
• 任何其他參與的機構 (participating agency) 或
單位 (請參照本章節中的「機構」)
(「參與的機構」表示在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的 B 部分下，任何收集、保留或使用個人可辨識
資訊的機構或單位，或資訊的來源。 B 部分適用
於 3-21 歲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這包括所有關於您孩子符合特殊教育資格以及為
您的孩子提供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的記錄。

學區或機構何時必須同意我所提出的查看我孩子
教育記錄的要求?

學區或機構必須同意您所提出的查看您孩子教育
記錄的要求:
• 儘速，不可有不必要的耽擱；
• 在任何關於個別化教育課程的會議之前，或任
何正當程序聽證會或解決會議之前；和
• 在您提出要求後，45 天內。

假如任何教育記錄包括一個孩子以上的資訊，您
只有權利檢查和審閱跟您孩子有關的資訊，或獲
知該特定資訊。
在您的要求下，學區或機構必須給您看一份由學
區或機構所收集、保留或使用的教育記錄類型和
地點的清單。

關於我孩子的教育記錄，我有哪些特定的權利？
您有下列檢查和審閱您孩子教育記錄的權利：
• 您有權利提出解釋記錄的合理要求，並由學
區或機構給您回應；
• 您有權利請您的代表檢查和審閱教育記錄；
和
• 假如沒有副本會妨礙您檢查和審閱教育記錄
(例如，假如您住得離學校很遠或無法親身到
學校)，您則有收到教育記錄副本的權利。
在把您孩子的個人資訊交予學區或機構以外的人
前，學區必須先得到您的同意，除非其依據美國
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99 節 (34 CFR Part
99) ，也就是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簡稱
FERPA)，獲准在沒有您的同意下轉交資訊。
家長的同意，或已滿 18 歲的合格孩子的同意，在
下列的情況中是必要的：
• 在把個人資訊交予提供或支付過渡服務的機
構官員之前；和
• 假如您的孩子現正就讀於或將就讀於不位於
居住地學區的非公立學校，孩子記錄中任何
個人資訊在非公立學校學區和居住地學區的
官員之間傳閱之前，您必須先給予同意。 在
居住地學區或非公立學校所在的學區跟非公
立學校分享個人資訊之前，您也必須先給予
同意。
個人資訊包括，但不限於：
• 您孩子的姓名、您的姓名或另一位家屬的姓
名；
• 您孩子的住址；
• 個人辨識碼，諸如您孩子的社會安全號碼或
學生號碼；和
• 一份個人特性列單或其他可能讓別人相當確
定地辨識您孩子身份的資訊。
學區或機構可以假定您，也就是家長，有許可權
來檢查和審閱您孩子的記錄，除非學區或機構已
經獲知，在管轄諸如監護、分居和離婚的俄亥俄
州法律下，您並沒有許可權。

學區或機構在保護我孩子的教育記錄方面的總體
責任為何？
學區或機構在收集、儲存、跟他人分享或銷毀您
孩子個人資訊的整個過程中，都必須保護您孩子
個人資訊的隱私。
學區或機構必須指定一位官員來負責確保此資訊
的隱私。 學區或機構也必須向所有收集或使用資
訊的職員提供有關州政策和程序的訓練。 對於可
能有管道使用學生個人資訊的學區或機構員工，
每一個學區或機構都必須保留一份最新的姓名和
職稱清單，以供公眾檢查。
學區或機構必須保留一份誰獲准查看教育記錄的
記錄 (除了家長和獲授權的學區或機構員工以
外)。 這份記錄必須包括該方的姓名、該方獲准
查看教育記錄的日期，以及該方獲准使用教育記
錄的目的。

關於銷毀教育記錄或資訊，我有哪些權利？
當學區或機構不再需要您孩子的個人資訊來為您
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務時，學區或機構必須告知
您。
在告知您之後，學區或機構可以銷毀您孩子的個
人資訊。 而且在您的要求下，學區或機構必須銷
毀資訊。 但是學區或機構可以保留一份學生姓
名、住址、電話號碼、成績、出席記錄、上過的
課、完成的年級和完成年份的永久記錄，沒有時
間的限制。

我如何可以改正我孩子的教育記錄？
假如您相信您孩子的教育記錄中有任何不準確、
誤導的或違反您孩子權利的資訊，您可以要求保
留該資訊的學區或機構加以更改。 學區或機構必
須在您提出要求後一段合理的時間內決定是否更
改資訊。

什麼是記錄聽證會？
假如學區或機構拒絕依您的要求更改資訊，必須
告知您，您有要求記錄聽證會的權利。 記錄聽證
會是一個會議，假如您覺得您孩子的教育記錄不
準確、誤導的或違反您孩子的隱私或其他權利，
您在會議中有機會提出反對。
在記錄聽證會之後，假如學區或機構與您意見一
致，就必須更改資訊並以書面通知您。 假如學區
或機構與您意見不一致，就必須告知您，您有權
利在記錄中放一份聲明。 這份聲明包含您對該資
訊的意見評論，以及您不同意學區或機構決定的
原因。
這份聲明將被放在您孩子的教育記錄中，而且只
要記錄或您不同意的這部分記錄還被保留，學區
或機構必須一直保留這份聲明。 每當學區或機構
分享您孩子的記錄，或把您不同意的部分交予某
人時，都必須包括您的聲明。

審閱我孩子的教育記錄的費用是多少？

給您孩子的相同。 這包括一份本指南《這是誰的
IDEA？》 (Whose IDEA Is This?)、事前書面通
知和任何關於您孩子的正當程序投訴通知。

如何解決衝突或關切

假如我對我孩子的教育有問題或關切，我應該跟
誰聯絡？
俄亥俄州教育廳負責確保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都可
以依「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簡稱 IDEA) 和相關的
聯邦法規、州法律和州規定的要求，在最少限制
的環境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中接受免
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最少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的意思是，學區或機構將儘可能在
正規的教室或普通教育的環境中教育您的孩子。

對於搜尋或調出資訊，學區或機構都不可收費，
但可向您收取記錄的副本費用，只要此費用不會
讓您無法行使您檢查和審閱您孩子教育記錄的權
利。

假如您對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教育有問題或關
切，或您懷疑您的孩子可能有身心障礙，您應該
先跟您孩子在學的本地學區聯絡。 跟您孩子的老
師、校長和負責特殊教育的職員討論您的關切。

如果我撤銷我的同意，學區是否會從我孩子的教
育記錄中刪除所有獲得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的資
料？

其他可以協助您的組織：
• 俄亥俄州支援小組 (Ohio’s State Support
Teams，簡稱 SSTs)
您的本地學區有就近的俄亥俄州支援小組
(SSTs) 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或瀏覽網站
education.ohio.gov，查詢關鍵字：SST。
• 俄亥俄州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聯盟 (Ohio
Coali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Bank One Building
165 W. Center Street, Suite 302
Marion, OH 43302-3741
(800) 374-2806
• 俄亥俄州法律權利服務 (Ohio Legal Rights
Service)
50 W. Broad Street, Suite 1400
Columbus, OH 43215-5923
(800) 282-9181 或 (614) 466-7264
•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不會，學區不會因為您撤銷同意而修改您的孩子
的記錄，以移除任何提到孩子獲得特殊教育和相
關服務的資料。

我可以查看我孩子教育記錄的權利，會在某個時
間轉移給我的孩子嗎？
當您的孩子滿 18 歲時，學區將確定所有關於教育
記錄的權利都會從您轉移給您的孩子。 假如孩子
依照州法被判定為沒有行為能力，那些權利將不
會轉移給您的孩子。 (沒有行為能力的意思是孩
子不符合照顧自己的資格。) 您和您的孩子必須
獲通知任何權利的轉移。
但是，假如學區知道法院已經為您有身心障礙的
孩子指定法定監護人，學區將指定監護人來代表
您孩子的教育利益，直到您的孩子滿 22 歲 (假如
您的孩子不是州的受監護人)。
註： 即使在您的家長權利已經轉移給您的孩子之
後，學區仍必須給您程序保障通知，跟學區必須

25 South Front S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io 43215-4183
電話號碼 (614) 466-2650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傳真： (614) 728-1097

假如學區跟我在我孩子符合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
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方面有不同意見，怎麼辦？
透過跟您孩子的老師、校長或其他的學區人員溝
通，可以解決很多的意見不一。
聯邦和州法律也建立「爭端解決」(dispute
resolution) 的程序，來協助您跟學區解決您的關
切問題。 這些程序以重點式列於下方，每個程序
在下頁都有定義和解釋。
• 行政審查 (Administrative review)
• 調解 (Mediation)
• 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IEP facilitation)
• 州的投訴程序
• 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Impartial due
process hearing)；和
• 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之前的解決會議的促
進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
最好先嘗試透過在行政審查 (跟學校職員或您的
學區總監討論) 中跟學區職員討論您的關切，以
解決意見不一的問題。
但是，您可以選擇直接進入州的爭端解決程序，
諸如調解、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州的投訴、
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或解決會議的促進。 學
區也可以採用這些地方級或州級的選擇。

誰可以提出投訴或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 透過
提出投訴，可以提出和解決哪些問題，以及透過
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可以提出和解決哪些問
題？

俄亥俄州特別教育法下，符合特殊教育服務的
資格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問題。 可以針對影
響超過一個以上的身心障礙孩子的特殊教育系
統進行投訴，並在投訴中提出相關問題。
正當程序聽證會 (Due Process Hearing)：
• 家長或公立機構可以要求舉行正當程序聽證
會。
• 家長或公立機構 (包括學區) 可以聲稱有違反身
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的法律或俄亥
俄州特別教育法的情況。
• 家長或公立機構可以提出有關孩子在身心障礙
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的法律或俄亥俄州特
別教育法下，符合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或接受
特殊教育服務的問題。
• 家長只能提出有關家長自己本身孩子的問題，
但不可以提出有關涉及其他孩子的特殊教育系
統實行作法的問題。
• 公立機構可以提出有關某特定孩子的問題，但
不可以提出有關涉及其他孩子的特殊教育系統
實行作法的問題。
行政審查 (Administrative review)
您有權利把有關您孩子的評估和安置，以及有關
您孩子接受適當教育服務的投訴呈送給學區總
監。 行政審查涉及下列的過程：
• 在收到您的投訴的 20 天之內：學區總監 (或
總監指定的人) 1) 將儘速進行審查；2) 可以
召開行政聽證會；和 3) 以書面形式將決定通
知各方。
• 審查將在對各方都方便的時間和地點舉行。
• 學區總監必須進行審查，並可以召開行政聽
證會。
• 必須盡一切的努力，在行政審查時解決任何
的意見不一。
• 您和學區有權利邀請其他人參加行政審查，
包括您的律師。

調解 (MEDIATION)

其中的差異如下：
投訴 (Complaints)：
• 任何一方 (包括家長和學區或機構) 都可以提出
一份正式的書面投訴。
• 任何一方都可以聲稱有違反身心障礙者教育改
進法案 (IDEA) 的法律或法規，或俄亥俄州特
別教育法的情況。
• 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有關某特定孩子在身心障
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的法律或法規，或

什麼是調解？
調解是一個解決雙方爭端的自願過程。 調解的前
提是雙方都必須同意解決他們的關切問題。 由一
位受過訓練、中立的第三者 (稱為調解人) 來主持
調解的過程。調解人協助其他各方表達他們的關
切，以及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法。

調解的好處是什麼？

•
•
•
•
•

•

家長和學區領導層一起達成最終的協議，而
不是由一個外人來做。
雙方一起合作並掌控結果。
由雙方達成的協議，將為各方帶來更大的滿
意。
調解提供各方一個了解不同觀點的機會。
比起透過正當程序聽證會或法院程序，調解
的費用比較低，而且爭端可以比較快速地解
決。
當透過調解達成書面協議時，雙方往往比較
會遵守協議。

•
•

•
•
•
•

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調解？
在下列的情況中可以用得到調解：
• 每當您或學區對為您的孩子所提供的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有關切時。 您不必提出正式的
書面投訴，也不必提出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
求，就可以立即要求調解。
• 當您提出正式的書面投訴或正當程序聽證會
的要求時，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將為雙方提供調解。
• 調解對雙方來說都是免費的。 俄亥俄州教育
廳會支付調解過程的費用，包括會議的開支
和調解人的時間。 但是，雙方負責支付任何
的個別費用，包括他們選擇採用的任何律師
的費用。
• 一旦雙方同意參加調解，特殊兒童辦公室會
給雙方選擇調解人的機會。
• 一旦選定了調解人，調解人將聯絡雙方，以
安排調解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
•

•
•

•

調解人不可以是俄亥俄州教育廳或涉及教育
或照護孩子的學區的員工。
符合調解人資格的人不應因為他 / 她由機構
付費來擔當調解人，而被視作學區或俄亥俄
州教育廳的員工。
您和學區都必須參與調解人的選擇，以及必
須就選擇的結果達成一致意見。
調解人絕不能有會導致偏袒任何一方的個人
或專業利益衝突。
在跟調解會議有關的未來活動中，調解人不
可以證人的身份被傳訊。
調解過程中的每一個會議都必須儘速安排不
得拖延，而且必須在對各方都方便的地點舉
行。
涉及意見不一的學區或機構，必須指派一位
有權力可以承諾資源的代表。
假如您和學區透過調解而解決爭端，雙方必
須達成一項法定協議，該法定協議以摘要形
式列出決定，並約束您們每一方遵守協議中
屬於您的部分。 在會議結束時，每一方都必
須收到一份簽名的調解協議副本 。
假如達成協議，學區和家長將執行協議中所
有的條款。
假如調解協議要求在您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
程中做任何的變更，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會議必須在簽署協議後 20 天內，或調解中同
意的任何期限內舉行。
假如您已要求舉行正當程序聽證會或提出正
式的書面投訴，然後所有的問題在調解期間
達成協議，則您必須撤回您對正當程序聽證
會的要求或投訴調查的要求。

調解協議是否有約束雙方履行承諾的法律效力？
我對調解應該有哪些了解？
知道下列有關調解的重點是很重要的：
• 參加調解是雙方自願的。
• 調解不可以用來拒絕或拖延您對正當程序聽
證會的權利，或其他任何在身心障礙者教育
改進法案 (IDEA) 下的權利。
• 雙方在調解過程中的討論必須受到保密，而
且不可以在任何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中或在調
解之後的法院訴訟中用作證據。
• 不可用電子方式記錄調解的任何部分。
• 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保留一份對提供特殊教
育及相關服務的相關法律和法規有豐富知識
的合格調解人名單。

假如透過調解過程來解決意見不一，各方將擬定
一份以摘要形式列出協議的書面文件。 假如違反
協議，每一方都將面臨被提起訴訟。 本文件還：
• 聲明所有在調解過程期間發生的討論必須受
到保密，而且不可以在任何的正當程序聽證
會中或在調解之後的任何相關法院訴訟中用
作證據；
• 由家長和有權力為機構做承諾的機構代表共
同簽名；和
• 可以在美國任何適當的法院中被強制執行。
註： 對於選擇不採取調解過程的家長和學校，學
區可以提供其他解決衝突的方式。 這些程序可以
提供家長和學校一個機會，來跟與俄亥俄州家長
訓練和資訊中心 (Ohio’s 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 或另一個適當的組織有合約
關係的中立人士見面。 (詳見「如何解決衝突或
關切」章節。) 此人將解釋調解過程的益處，並
鼓勵家長採用。 俄亥俄州教育廳將承擔本會議的
費用。 假如家長沒參加本會議，學區不可以拒絕
或拖延家長使用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權利。

我可以拿回我為調解所支付的律師費用嗎？
您負責支付您的律師費用，除非在調解協議中有
聲明由學區負責您的律師費用。

我如何要求調解，或得到有關調解的更多資訊？
假如想要求調解，請聯絡：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15-4183
電話號碼 (614) 466-2650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IEP FACILITATION)

投訴程序 (COMPLAINT PROCEDURES)
您可以透過電話、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索取
有關特殊兒童辦公室的資訊：
• 投訴程序；
• 規定和法規的副本；
• 更多有關某一問題的資訊；或
• 協助在學區、機構或組織中找到可以聯絡詢
問的人士。
這些一般資訊的聯絡、電話上的一般詢問，並不
被認為是投訴。
您可以在下列的地址，向俄亥俄州教育廳詢問有
關身心障礙的孩子的公立教育：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15-4183
電話號碼 (614) 466-2650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什麼是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當一位曾受過設計 IEP 專業訓練的中立、特殊教
育調解人被請來協助 IEP 小組為一位孩子設計
IEP 時，這就叫做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IEP
facilitation)。 「促進者」協助小組成員之間開啟
溝通，引導討論和協助小組化解意見不一。 促進
者不做決策，但協助小組成員找出他們自己的解
決方法。

投訴過程都做些什麼？
投訴過程為違反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
案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簡稱 IDEA) 和俄亥俄州的作業標準
(Ohio’s Operating Standards) 和法律的行為提供
一種補救。 這個過程允許在家長或學區都不用付
費的情況下，迅速地將投訴解決。 投訴過程也比
正當程序聽證會少一些爭議性。

我如何要求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假如想要求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請聯絡：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15-4183
電話號碼：(614) 466-2650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為了順利進行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學區跟您
都必須自願參加。 特殊兒童辦公室將協助您跟您
的學區聯絡，看其是否有興趣參加個別化教育課
程的促進。

哪一條聯邦法規賦予州行使投訴過程的公權力？
聯邦法規，即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 (34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簡稱C.F.R.) 第
300.151 至 300.153 節 (§300.151-§300.153) 的
「採用州投訴程序」(Adoption of State
Complaint Procedures)，賦予州處理投訴的公權
力。

我如何以及在哪裡提出投訴？
書面的投訴必須有投訴方的原始簽名正本 (不是
影印副本或蓋章)，而且必須寄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15-4183
俄亥俄州教育廳將不接受：
• 傳真投訴；
• 透過電子郵件寄來的投訴；或
• 匿名的投訴。

什麼是充分性 (sufficiency)？
一份投訴書要獲得調查的前提是，這份投訴書必
須包括列於前一個問題「我的投訴書必須包括什
麼內容？」 (What does my complaint have to
include?)之下的所有資訊。 假如您的投訴書沒有
包括所有這些資訊，俄亥俄州教育廳可以認為您
的投訴書的全部或部分「不充分」(insufficient)。

我必須把我的投訴書轉寄給學區嗎？
是的。 根據聯邦法規，即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3(c) 節 (34 C.F.R. §
300.153(c))，提出投訴的一方 (即投訴人) 必須寄
一份投訴書給被投訴的學區總監。

我的投訴書必須包括什麼內容？
投訴書必須包括：
• 公立學區違反了適用於特殊教育的聯邦和 /
或州法律和 / 或法規的聲明；
• 您的投訴所基於的事實。 (「事實」的定義為
已經發生的真實事件或事情。 這包括有關問
題的解釋以及問題發生的日期)；
• 投訴人的原始簽名和聯絡資訊；
• 針對問題所提議的解決方法。 請注意，您所
提議的解決方法將被考慮。 但是，有關投訴
的最終解決方法，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特
殊兒童辦公室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稱 OEC) 裁定；
• 假如您聲稱的違法行為是有關某特定的孩子
或多個孩子，請也包括：
1. 跟投訴有關的孩子或其他孩子的姓名；
2. 孩子的住址；
3. 投訴人的住址 (假如跟孩子的住址不同)；
4. 如果是無家可歸的孩子或青少年，請包括
可以聯絡到孩子的資訊 (假如孩子符合美
國法典第 42 篇第 11434a(2) 節的麥金尼
—凡托無家可歸者援助法案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 下的第
725(2) 節中有關無家可歸孩子的定義)；
和
5. 孩子就讀的學校名稱；
• 投訴書所聲稱的違法行為，必須發生於收到
投訴書日期的過去一年之內；和
• 提出投訴的一方必須在向俄亥俄州教育廳提
出投訴的同時，也把一份投訴書轉寄給被投
訴的學區。

假如我整份投訴書都被認為不充分，怎麼辦？
假如您整份投訴書都被認為不充分，投訴書將不
會受到調查，而且您會收到一封「資訊不充分信
函」(insufficiency letter)，解釋為什麼這整份投
訴書不會受到調查。 這封信會告訴您，您需要對
投訴書做哪些更改或增添，這樣特殊兒童辦公室
才會接受您的投訴書並進行調查。
在您收到「資訊不充分信函」之後，您可以把欠
缺的資訊補齊，再重新提出投訴書。 重新提出的
投訴書中所聲稱的違法行為，必須發生於俄亥俄
州教育廳收到「重新提出」投訴書的日期的過去
一年之內。

假如我的投訴書只有一部分被認為不充分，怎麼
辦？
假如您的投訴書欠缺一個事實或另一個要素，則
只有一部分被認為不充分。
假如您的投訴書，不管是全部還是部分，欠缺一
個事實，則這份投訴書跟欠缺的事實直接相關的
問題就會被認為不充分。 投訴書中未包含事實的
部分將不會受到調查。 假如投訴書中包含了其他
有提供事實的問題，則那些問題將會受到調查
(假如該問題是隸屬於特殊兒童辦公室的公權力之
內)。

假如我的投訴書是欠缺一個要素，而不是欠缺一
個事實，怎麼辦？
假如您的投訴書欠缺此處所列的任何一項：
• 孩子的姓名；
• 孩子的住址；
• 投訴人的住址 (假如跟孩子的住址不同)；
• 聯絡資訊；或
• 孩子就的學校名稱，

教育顧問將跟投訴人聯絡，告訴他們投訴書中欠
缺以上所列的一個或多個項目。 投訴人將有五天
的時間 (從跟教育顧問聯絡當日算起)，把所欠缺
的必要資訊轉寄給教育顧問。 投訴人將以書面的
方式，把資訊寄給即將調查投訴書的教育顧問。
假如欠缺的要素未能在五天之內轉寄給教育顧
問，這份投訴書將不會受到調查。

•
•

•

假如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投訴書將不會受到調
查，或假如我需要協助修正我的投訴書，誰可以
幫我？
可以幫您的機構：
•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簡稱 ODE)：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 俄亥俄州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聯盟 (Ohio
Coali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OCECD)；和
• 俄亥俄州法律權利服務 (Ohio Legal Rights
Services，簡稱 OLRS)。
聯絡資訊詳見第27、28頁。

•

通知各方或第三方投訴人 (如合適)，有機會
可以提供額外的資訊；
通知將在特殊兒童辦公室收到投訴書日期後
60 個日曆日之內發出一封調查結果信函
(letter of findings)，除非獲准延期。 在這個
情況下，調查結果信函將在延期信
(extension letter) 中所訂的日期那天發出。
通知投訴書受到「暫擱」(暫停)，正在等候正
當程序聽證會的結果。 在這個情況下，60天
的期限將開始自 (a) 聽證官做出裁定的日期，
而且特殊兒童辦公室確定聽證官的裁定並未
解決所有投訴的問題；或 (b) 撤回或駁回正當
程序聽證會的要求時；和
通知各方有機會可以進行投訴的調解。

註： 假如由律師代表任一方，律師有責任跟教育
顧問溝通，並要求把所有通信的副本都轉寄給他 /
她。

學區可以在特殊兒童辦公室發出調查結果信函之
前，向家長提出投訴的解決方案嗎？
可以。學區可以在特殊兒童辦公室發出調查結果
信函之前，向家長提出投訴的解決方案。

誰來裁定哪一條法律、法規或規定可能遭違反？
特殊兒童辦公室將裁定哪條法律被聲稱可能遭違
反，以及哪條法律、法規或規定將在調查中被引
用。

我如何知道特殊兒童辦公室已經收到我的投訴
書？
特殊兒童辦公室在收到書面的、已簽名的投訴書
的五個工作天之內，將寄一封確認信
(acknowledgment letter) 給提出投訴書的人。 辦
公室也會把信寄給下列各方 (假如不同於提出投
訴書的人)：
• 家長/監護人；
• 學生 (假如學生已經滿 18 歲)；和
• 學區總監。

確認信 (acknowledgment letter) 包括什麼內
容？
確認信將包括下列資訊：
• 通知特殊兒童辦公室收到投訴書的日期；
• 確認受到指派即將調查該投訴書的教育顧問
的聯絡資訊；

投訴書中所涉及的各方，可以透過使用特殊兒童
辦公室的調解人來調解投訴書中的問題嗎？
可以。假如您是家長或學區或其他公立機構，希
望透過使用特殊兒童辦公室的調解人來調解您投
訴書中的問題，請通知被指派負責該投訴書的教
育顧問。

投訴調查是什麼樣的情況？
特殊兒童辦公室必須進行投訴調查，其中必須包
括所有相關記錄的審查，以及可以包括現場調
查。
調查結果信函將在特殊兒童辦公室收到書面和簽
名的投訴書之日起算的 60 個日曆日之內寄出。
根據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2 (b)(1)
節，特殊兒童辦公室可依如下兩種理由允許延長
特定時間；(1) 各方已同意進行調解或解決爭端的
替代性方法；(2) 某種特殊狀況 。特殊狀況將由
特殊兒童辦公室視不同個案而定。
假如投訴書也是正當程序聽證會的主題，特殊兒
童辦公室將暫擱投訴書或屬於正當程序聽證會一
部分的投訴問題，直到正當程序聽證會結束。 當

正當程序聽證官做出裁定或聽證會被撤回或駁回
時，這些問題才將被審查。 假如有投訴的問題未
在聽證會的過程中獲得解決，那些問題將在調查
顧問決定問題未因聽證官的裁定得到處理的日期
起 60 天之內被調查。

當特殊兒童辦公室結束調查時，接下來呢？
當調查完成時，特殊兒童辦公室將裁定學區是否
遵守 (服從) 所適用的特殊教育法律和法規。 對於
學區在每個問題上是否遵守的裁定，特殊兒童辦
公室必須基於事實以及所適用的法律和法規或標
準， 而且必須以書面方式通知各方調查發現的結
果，以及這些結果的原因。

什麼是進一步調查 (further inquiry)？
在正式的投訴調查期間，特殊兒童辦公室可能發
現其他額外學區可能未遵守法律的部分。 這些額
外的「不守法」(noncompliance) 的問題並未包
括在投訴人提出的原始投訴書中。
做為一個執行法律和法規 (包括 2004 年身心障礙
者教育改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簡稱 IDEA) 的機
構，，特殊兒童辦公室在認為學區可能有不遵守
法律的地方時，必須就關切的部分通知學區。 假
如發現學區可能有不遵守法律的地方，特殊兒童
辦公室將在調查結果信函的最後加一段文字，說
明有令人關切的部分，而且特殊兒童辦公室將聯
絡學區以討論關切的問題和提供技術性的協助。
這個技術性的協助就叫做「進一步調查」(further
inquiry)。
進一步調查將跟原始的調查分開處理。 進一步調
查中的資訊將不會轉寄給投訴人，除非投訴人對
進一步調查的記錄提出要求。
在進一步調查中，特殊兒童辦公室會針對可能不
守法的部分，另寄一封信給學區。 進一步調查可
以包括要求額外的記錄或資訊，或包括安排由特
殊兒童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進行現場訪問。 假如學
區被發現並未遵守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或州對服務身心障礙孩子的規定，特殊兒
童辦公室將提供技術性的協助來改正問題。

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什麼是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impartial due
process hearing)？
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是一個為解決意見不一而
召開的正式聽證會。 這些意見不一可能是有關您
孩子的評估、IEP、服務、教育安置 (環境) 或其
他跟為您的孩子提供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有關的
事情。 聽證會可以包括老師或其他的學校職員，
以及跟您孩子特殊教育有關的其他服務人員。

誰可以要求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家長、學區或其他公立機構 (諸如郡的發展障礙
董事會、發展中心和州的青少年服務部門)，都可
以要求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在開始正當程序聽證會的過程之前，一方先填妥
並提交在本指南最後可以找到的「正當程序的投
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Due Process
Complaint and Request for Due Process
Hearing) 表格。 在本出版物接下來的版面中，這
個過程將被稱為「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的要
求」 (due process complaint and hearing
request)。

誰將主持正當程序聽證會？
一位公正的 (中立的) 聽證官 (IHO) 將主持這個聽
證會。
在俄亥俄州，聽證官：
• 必須是一位律師；
• 必須完成由俄亥俄州教育廳所提供的訓練。
• 不可以是學區、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其他涉及教
育或照護您孩子的公立機構的員工；
• 不得有導致在聽證會中偏袒任何一方的個人或
專業利益；
• 必須知道和了解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的法律、相關的聯邦和州法規，以及聯
邦和州法院如何詮釋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 必須具有採用標準法律慣例來主持聽證會的知
識和能力；和
• 必須具有根據適當的標準法律慣例以做決定和
書寫決定的知識和能力。
州和本地學區可以提供一份聽證官及其資格的清
單。 這份清單公佈在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網站上
education.ohio.gov 找到，關鍵字搜尋： 正當程
序聽證官 (due process hearing officers)。

誰支付聽證會的費用？
學區支付正當程序聽證官的費用。 但是，聽證官
不應因為他 / 她是由學區付費來擔任聽證官，而
被視作學區的員工。
您必須支付任何因為您的行動而產生的花費，包
括任何您使用的律師、證人和專家的費用，以及
您的影印和郵寄開支。

我必須要有一位律師幫我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和
聽證會的要求，以及在聽證會中代表我嗎？
不用，您可以自己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
的要求，而且如果您願意的話，您可以在聽證會
中代表您自己。 學區將有一位律師。

我如何要求一個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您可以透過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的要
求，來要求一個正當程序聽證會。 您的投訴通知
(詳見下一個問題) 必須以書面的形式寄給下列各
方：
• 把原始的正當程序投訴書正本 (不是影印副本)
寄給您孩子的居住地學區總監；
• 以郵寄或傳真的方式，寄一份您的正當程序投
訴書至：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io 43215-4183
傳真 (614) 728-1097
您可以填妥並提交俄亥俄州教育廳 (ODE) 的「正
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Due
Process Complaint and Request for a Due
Process Hearing) 表格，或您可以準備並提交您
自己撰寫的正當程序投訴書。 您不是一定得使用
此表格，但您必須確定要包括所有必要的資訊。
您可以在本指南的最後部分找到此表格，而且此
表格也公佈在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網站上網站上
education.ohio.gov 找到，關鍵字搜尋： 正當程
序 (due process)。
「正當程序的投訴」(due process complaint) 一
詞，跟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一起相關使用。 每
當提出一個正當程序的投訴時，您必須有機會進
行一個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我的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的要求必須包括哪
些資訊？
您的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的要求必須包括：
• 您孩子的姓名；
• 孩子居住地的地址；
• 孩子就讀的學校名稱；
• 假如是無家可歸的兒童或青少年 (依照美國法
典第 42 篇第 11434a(2) 節 (42 U.S.C.
11434a(2)) 的麥金尼—凡托無家可歸者援助
法案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 下的第 725(2) 節中的定義)，包括孩子
的聯絡資訊和孩子就讀的學校名稱；
• 說明問題的性質，以及問題如何跟您孩子符
合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和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有關係；
• 跟問題有關的事實；和
• 基於您在提出要求的當時所知道的一切，針
對問題提出建議的解決方案。
註： 根據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508
節 (34 C.F.R. Section 300.508)，您要等到您或
代表您的律師提出包括所有上述資訊的正當程序
的投訴後，您才可以進行正當程序的聽證會。

對於我可以在正當程序聽證會所提出的問題，有
任何的限制嗎？
除非另一方同意，否則您不可以在正當程序聽證
會中提出您未在正當程序投訴中提到的問題。

針對我未在已經提出的正當程序投訴中提到的問
題，我可以另外提出一個正當程序投訴嗎？
可以。 您可以針對問題另外提出一個正當程序投
訴，這跟您已經提出的正當程序投訴是分開的。

要求一個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截止期限是何
時？
一般的規定是，您必須在您知道或應該已經知道
您的正當程序投訴相關行動日期的兩年之內，要
求一個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特例： 假如您因為下列原因而被阻止要求聽證
會，兩年的截止期限則不適用：
• 學區蓄意誤導您，讓您以為已經解決問題；
或
• 學區扣留依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規定應該要提供給您的資訊。

假如學區認為我的正當程序投訴不充分時，怎麼
辦？

除非發生下列情況，否則您的正當程序投訴將准
許您進行正當程序的聽證會：
• 在收到您的正當程序投訴後 15 天之內，學區
以書面的方式通知聽證官、俄亥俄州教育廳
(ODE) 和您，說明學區認為您的正當程序投
訴尚未符合正當程序的規定。 (有關要求的規
定，詳見問題「我的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
會的要求必須包括哪些資訊?」 (What
information does my due process complaint
notice and hearing request have to
include?”)。)
• 在收到學區通知後五天之內，聽證官必須裁
定您的正當程序投訴是否符合這類投訴的規
定。
• 在做出裁定之後，聽證官必須立即以書面方
式通知您、學區和特殊兒童辦公室其裁定。

假如聽證官裁定我的正當程序投訴不符合所有規
定，怎麼辦？
聽證官的書面裁定必須包括下列資訊：
• 您的投訴被裁定為不充分的理由。
• 一份以明確文字撰寫的聲明，說明該案例尚
未被駁回。
• 說明該案例不可以進入聽證會的程序，直到
提出正當程序的通知並包括所有規定要求的
資訊之聲明。 有關此規定要求的資訊，請參
照問題「我的正當程序的投訴和聽證會的要
求必須包括哪些資訊？」(What information
does my due process complaint notice and
hearing request have to include?”)。
• 一份資源清單，這些資源可以協助您完成正
當程序的投訴以及改正任何被裁定為不充分
的部分。 這些資源之一是俄亥俄州教育廳特
殊兒童辦公室程序保障組 (the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of the ODE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的職員。 您可以聯
絡：
Sandy Kaufman, 顧問 (Consultant)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25 South Front St.
Columbus, OH 43215
電子郵件：
sandy.kaufman@ode.state.oh.us
電話： (614) 466-2650 或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假如我的投訴是充分的，但我想更改投訴內容，
怎麼辦？
如果您想做一些更改或增加新的問題，您可以申
請許可來「修正」(amend) 您的投訴，或您可以
針對新的問題提出新的投訴。

只有在學區或聽證官同意下列修正方式之一時，
您才可以修正您的正當程序投訴：
• 學區以書面方式同意修正，並且有機會透過
解決會議來解決經過修正的正當程序投訴；
或
• 聽證官授予許可。 聽證官可以在正當程序聽
證會至少五天之前授予此等許可。 例如，假
如您的聽證會日期是 8 月 15 日，而且聽證官
在 8 月 1 日收到您要修正通知的要求，聽證
官可以在 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之間授予您許
可。
假如您收到許可並且修正您的正當程序要求，則
您提出您原始的正當程序要求的日期也適用於修
正內容。
例如，假如您在 2008 年 7 月 1 日提出要求，並
在 2008 年 8 月 1 日修正要求，則您的提案日期
並未更改。 原始的提案日期 7 月 1 日適用於整個
正當程序的要求，包括修正內容。

假如我因為聽證官裁定我的投訴為不充分而需要
修正我的正當程序投訴，我有多少時間可以提出
修正的投訴？
您必須在聽證官裁定投訴為不充分之日起算 14 天
之內，向聽證官提出一份修正的正當程序投訴通
知。 假如您不在這段期間內提出一份修正的通
知，聽證官將駁回您的正當程序投訴並且結案。
註： 假如您提出一份修正的正當程序投訴，解決
會議的時間 (15 天，或假如是一場「快速」(比較
迅速) 聽證會，則為 7 天) 和解決正當程序投訴的
時間 (30 天，或假如是一場快速聽證會，則為 15
天)將自提出修正的正當程序投訴當日再開始算。

假如我的要求被裁定為不充分，但我不修正投
訴，還可以怎麼做？
您可以向學區總監重新提出您的投訴，並寄一份
重新提出的投訴給特殊兒童辦公室。 您的投訴將
以新的要求被處理，而且必須符合一份新要求的
所有規定。

重新提出的投訴跟修正的投訴有什麼不同？
重新提出的投訴是一份新的要求。 修正的投訴不
是一份新的要求，而是您現有要求的變更。
重新提出的投訴有一個新的提案日期； 修正的投
訴保留原始的提案日期。

您將需要確定您在二年的截止期限之內重新提出
您的投訴，或符合二年截止期限的特例情況。 如
欲進一步確定，請參照前面的問題「要求一個公
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截止期限是何時？」
(What is the deadline for requesting an impartial
due process hearing?) 。

是不是只有在我的要求被裁定為不充分的情況
下，才可以修正或重新提出正當程序投訴和聽證
會要求？
不是。可以因為其他的原因而修正或重新提出要
求，包括下列原因：
• 您可能想修正要求，以澄清或添加問題；或
• 假如您撤回您的要求，然後決定再次提交要
求，則可以重新提出要求。

•

聽證官授予許可。 聽證官可以在召開正當程
序聽證會的至少五天之前授予此等許可。

學區將回應我的正當程序聽證會要求嗎？
假如學區還沒寄給您有關您的正當程序投訴主旨
的事前書面通知，則學區必須在收到您的投訴後
10 天之內寄一份回應給您。 回應必須包括：
• 解釋學區為什麼提議採取您在您投訴中反對
的行動，或拒絕採取行動；
• 說明 IEP 小組所考慮的其他選擇，以及那些
選擇被拒絕的理由；
• 說明機構做為提議或拒絕行動之基礎的每一
個評估程序、評量工具、記錄或報告；和
• 說明其他有關學區提議或拒絕行動的因素。
註： 假如學區寄此通知給您，學區還是可以聲稱
您的正當程序投訴不充分。

假如學區已經提出正當程序的投訴並要求一場正
當程序聽證會，但我認為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不
充分，我可以怎麼做呢？
假如您認為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不充分，可以採
取下列步驟：
• 在收到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後 15 天之內，
您以書面通知聽證官和學區，說明您認為學
區的正當程序投訴並未符合適用於投訴通知
的規定。 把一份您的通知寄給俄亥俄州教育
廳特殊兒童辦公室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 假如您還沒從特殊兒童辦公室收到相關資
訊，請聯絡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ODE)，詢問您必
須聯絡的聽證官的姓名。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 在收到您的通知後五天之內，聽證官必須裁
定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是否符合適用於正當
程序投訴的規定。
• 在聽證官做出裁定的同一天，他 / 她必須以
書面方式通知您、學區和特殊兒童辦公室其
裁定。

假如聽證官裁定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為不充分，
或假如學區自己想更改投訴，學區可以修正投訴
嗎？
學區只有在下列情況才可以修正投訴：
• 您以書面方式同意修正，並且有機會透過解
決會議來解決經過修正的正當程序投訴；或

學區收到我的正當程序投訴後，接下來將怎麼
做？
在您要求一個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後：
• 假如這是您在學年期間提出的第一個正當程
序投訴，學區將提供您一份「這是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
• 您將獲知有調解可供利用，並獲得有關調解
的資訊。
• 假如您要求正當程序投訴聽證會，學區將召
開解決會議 (細節討論如下)。
• 特殊兒童辦公室將把被指定負責您個案的公
正正當程序聽證官的姓名寄給您和學區。
• 假如您 (或學區) 要求一場聽證會，學區將通
知您任何您可能需要的並在您的地區內的免
費或便宜的法律或其他服務。
• 學區職員在諮詢聽證官和您之後，將安排公
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的地點、日期和時間。
• 至少在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的五個工作天
之前，每一方都必須把截至該日所完成的所
有評估，以及所有基於這些評估和有意在聽
證會中使用的建議，展示給所有其他各方
看。 您可以請聽證官發出傳票，以要求證人
出席聽證會或帶特定的文件到聽證會。
• 假如任何一方不符合上述規定，除非得到另
一方的同意，否則聽證官可以禁止該方在聽
證會中介紹相關的評估或建議。
• 將召開一場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並將把裁
定寄給每一方。 學區必須確保這在解決期間
結束後 45 天之內發生，除非您或學區要求把
聽證會的時間延至超過 45 天，而且公正的聽
證官同意延長時間。

•

除非您或學區在被通知裁決後 45 天之內提出
上訴，否則在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中所做
的裁決將是最終的。

假如學區是提出正當程序投訴的一方，當我收到
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書時我必須怎麼做？
在收到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書後 10 天之內，您必
須把您的回應寄給學區，而且該回應必須就學區
在正當程序投訴書中所提到的問題提出解決。

什麼是解決會議 (resolution meeting)？
假如您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解決會議將在正當
程序聽證會之前先行召開。 這個會議給您一個機
會來討論您的投訴，以及給學區一個機會來解決
您的投訴。
學區將跟您和對您在投訴書中所指出的問題有特
別知識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的成員舉行
會議。 學區和您將確定哪些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的成員將參加解決會議。
會議必須：
• 在學區收到您的正當程序投訴通知後 15 天之
內舉行。 如果這是一個快速的或比較迅速的
要求，則在 7 天之內舉行。
• 包括一位學區或其他公立機構的代表，此代
表要有權力代表機構做決定。
• 除非您由一位律師陪同，否則不包括學區的
律師。

解決會議 (resolution meeting) 的目的是什麼？
會議的目的是讓您討論您的正當程序投訴以及您
的投訴所基於的事實，以便學區有機會解決您的
投訴所基於的爭端。
本會議必須要舉行，除非您和學區以書面同意不
舉行會議，或同意採用「調解」(Mediation) 章節
中的調解過程來代替本會議。

「促進者」(facilitator) 協助您和必要的個別化教
育課程 (IEP) 小組成員來解決基於投訴的爭端。
促進者：
• 協助各方之間保持溝通的暢通；
• 引導討論；和
• 協助各方解決意見不一。
促進者不做決策，但協助各方找出他們自己的解
決方法。

我如何要求解決會議的促進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
如欲要求解決會議的促進，請聯絡：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假如學區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那麼學區會被要
求召開解決會議嗎？
不會。當學區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時，則沒有解
決會議的必要和 30 天的解決期限。
假如學區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做出聽證會裁決
的 45 天期限，將從您收到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書
時開始算起。
在您收到學區的正當程序投訴後 45 天之內：
• 必須召開聽證會；
• 必須做出聽證會裁決；和
• 必須寄出裁決書，除非您或學區以書面要求，
並獲得聽證官延長時間。

假如我的投訴在解決會議中獲得解決，那下一步
呢？

解決會議中所發生的討論必須被保密，以及不可
以在正當程序聽證會或該決定的上訴中被用做證
據。

假如意見不一在解決會議中獲得解決，您和學區
必須執行一份法律協議，該法律協議約束您們雙
方遵守協議內容，也就是：
• 由您和有權力簽名的學區代表共同簽名；和
• 可以在美國任何適當的法院中被強制執行。

什麼是解決會議的促進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

審查期間 (REVIEW PERIOD)： 假如您和學區執
行一份書面解決協議，您或學區可以在簽署協議
的三個工作天之內取消協議。

當特殊兒童辦公室提供一位受過完整的特殊教育
訓練、有專業技能的調解人 (或裁判) 來出席解決
會議時，這就叫做「解決會議的促進」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

假如我的投訴並未透過解決會議獲得解決，怎麼
辦？

假如學區未能在其獲知正當程序投訴後 30 天之內
以讓您滿意的方式解決投訴，此解決期限則已屆
滿而且正當程序聽證會可以舉行，除非 30 天的解
決期限已獲調整。
30 天的解決期限可以調整，假如：
• 您和學區以書面同意放棄 (省略) 解決會議；
或
• 您和學區以書面同意一旦您們開始在解決會
議或調解會議中討論問題後，便無法達成解
決；或
• 您和學區以書面同意延長 30 天的期限，以便
您繼續調解，然後您或學區撤出調解。
假如出現任何一個這種情況，解決期限便會屆
滿，聽證會 45 天的期限開始計算。 30 天的解決
期限屆滿後的 45 天之內:
• 必須召開聽證會；
• 必須做出聽證會裁決；和
• 必須寄出一份裁決書，除非您或學區以書面要
求，並獲得聽證官延長時間。

假如正當程序聽證會繼續進行，我有哪些權利？
假如您涉及一場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您有權
利：
• 讓做為聽證會主題的孩子出席；
• 將聽證會開放給公眾參加；
• 由律師和對身心障礙的孩子有特別知識或訓
練人士陪同和建議；
• 呈示證據，跟其他各方對質和交叉詢問，以
及要求證人出席；
• 禁止引用任何未在聽證會前至少五個工作天
先給您看過的證據；
• 取得聽證會的書面或逐字的電子 (假如您偏好)
記錄；
• 取得調查結果和裁決的書面或電子 (假如您偏
好) 記錄；和
• 免費收到聽證會記錄以及調查結果和裁決。

聽證官將如何跟我以及學區溝通？
在正當程序聽證會所有部分舉行期間，聽證官將
在相同的時間提供相同的通知給您和學區。

假如我不參加解決會議，會怎麼樣？
假如您不參加解決會議，解決過程一般的期限
(30 天) 以及正當程序聽證會一般的期限 (45 天)
將被延長直到召開解決會議，除非您和學區一起
以書面方式：
• 省略解決過程；或
• 採取由州協調的調解，以代替解決會議。

假如我不參加解決會議，當解決期限屆滿時會發
生什麼樣的情況？
假如學區在作出合理的努力之後 (而且保留相關
記錄) 還是不能說服您參加解決會議，在 30 天的
期限屆滿時，學區可以要求聽證官駁回您的正當
程序投訴。 如果這是一個快速的或比較迅速的要
求，則在 15 天之內。

假如學區不召開解決會議或不參加解決會議，會
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假如學區 (a) 不在收到您的正當程序投訴通知後
15 天之內召開解決會議 (如果是快速的要求，則
在 7 天之內) 或 (b) 不參加解決會議，您可以要求
聽證官介入，並開始 45 天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期
限。

聽證官將如何做出其裁決？
一般而言，聽證官有關您的孩子是否接受免費適
當的公立教育的裁決，必須只基於您的孩子接受
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基於學區沒
有遵守規定。 例如，假如學區沒有按照規定經常
開會、沒有邀請合適的人出席會議或沒有給您足
夠的通知，但無論如何您還是出席了會議，則您
的孩子仍接受了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聽證官可
以用未提供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為理由，而做出
不利於學區的裁決，但不可以只用沒遵守規定為
理由，而做出不利於學區的裁決。 假如學區只是
不遵守規定，聽證官可以下令要學區開始遵守規
定和程序。
特例： 假如您聲稱學區違反有關您孩子符合特殊
教育服務資格或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程序，聽證
官可以裁決您的孩子未接受免費適當的公立教
育。 這只有在下列情況中發生，假如程序的違
反：
• 妨礙您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的權
利；
• 嚴重地妨礙您參與有關提供您的孩子免費適
當公立教育的決策過程；或
• 導致您的孩子被剝奪教育利益。
聽證官還是可以下令要學區符合程序的要求。

註： 任何這些聽證會措施都不會剝奪您向俄亥俄
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提出
上訴的權利。

在正當程序聽證會舉行期間，我的孩子是處於什
麼狀況？
•

•

•

•

•

除非您正等待正當程序聽證會、審查或司法
程序的裁決，而孩子是在臨時性的替代教育
環境 (interim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簡稱 IAES – 在學校外的一個暫時的
學習環境，適用於當孩子受到紀律的時候)，
否則您的孩子必須留在目前的教育安置 (教育
環境)，除非您和州或學區同意採取別的方
法。 這叫做「維持現狀」(stay-put)。
假如正當程序投訴涉及尋求申請公立學校的
初始入學許可 (original admission to public
school)，則孩子在家長的同意下，必須被安
置於公立學校，直到所有的程序都結束為
止。
假如正當程序的投訴涉及申請按法案學齡
(school-age) 部分開始服務，因為孩子已滿 3
歲，已不再符合法案早期介入 (Early
Intervention) 部分，則公立機構沒有義務提
供早期介入服務。
假如孩子被裁定符合按 B 部分 (Part B) 接受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資格，而且家長同意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初期提供，則公立機
構必須提供那些非家長和公立機構之間爭端
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假如一位州級審查的審查官 (review officer)
同意家長，認為變更安置 (教育地點) 是適當
的，則該安置必須被視為州和家長之間以維
持現狀 (stay-put) 為目的的協議 (詳見上述重
點一)。

註： 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的 B 部分 (Part B
of IDEA) 適用於 3 歲到 21 歲的孩子。 身心障礙
者教育改進法案的 C 部分 (Part C of IDEA) 適用
於出生到 2 歲的孩子。

假如我不同意聽證官的裁決，我可以怎麼做？
假如您或學區不同意聽證官所做的裁決，您們各
方都可以在獲知裁決後 45 天之內，以書面的方式
向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提出上訴。
• 把您的原始上訴書 (不是影印副本) 郵寄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 把一份您的上訴書副本寄給學區總監。
當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收到您的上訴時，將指定一位州級的
審查官 (state-level review officer，簡稱 SLRO)
來對聽證官的裁決進行公正的審查。 州級的審查
官：
• 檢查整個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記錄；
• 確保聽證會的程序遵循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規
定；
• 假如有需要的話，尋求額外的證據。 假如召
開聽證會來收集額外的證據，則您的正當程
序聽證會的權利仍適用；
• 假如您或學區提出要求，可以准許延長時
間；和
• 在完成審查之後，做出獨立的裁決。
有關您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權利的資訊，詳見上述
的問題「假如正當程序聽證會繼續進行，我有哪
些權利？」(If the due process hearing goes
forward, what are my rights?)
在俄亥俄州教育廳收到上訴要求後 30 天之內，教
育廳將確保：
• 在州級的審查聽證會中做出獨立的裁決；和
• 假如您選擇的話，有關調查結果和裁決的書面
副本或逐字的電子記錄將被寄給所有各方。
假如任一方要求延長時間，而且州級的審查官以
書面的方式准許延長時間，則州級審查聽證會的
30 天期限可以延長。

假如我不同意州級審查官的裁決，可以怎麼做？
如果您對州級審查的調查結果和裁決感到不滿
意，您有權利向州法院或聯邦法院提出訴訟。
您可以向下列機構就裁決結果提起上訴：
• 在州級審查官做出裁決之日起算 90 天之內，
向美國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提起上訴；或
• 在收到州級審查官的命令通知後 45 天之內，
向孩子居住地學區所在的郡的民訴法院
(court of common pleas) 提起上訴。

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上訴： 假如您向美國地方法
院就裁決結果提起上訴，需先向地方法院詢問，
以確定法院的提案要求。

向俄亥俄州的民訴法院提起上訴： 假如您向俄亥
俄州的民訴法院就裁決結果提起上訴，您必須：
• 把您的原始上訴書 (不是影印副本) 郵寄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io 43215-4183；以及
• 寄一份您的上訴書給適當的法院以及您要上訴
的對方。
在任何的上訴中，法院都會：
• 收到正當程序聽證會和州級審查聽證會的記
錄；
• 在一方的要求下審理額外的證據；和
• 基於所有的證據，授予法院裁定為適當的救
濟。

我要支付我自己的律師費嗎？
您負責支付您自己的律師和專家證人費用。 但
是，假如您在任何跟您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有關的
訴訟或程序中打贏官司 (您因此成為「勝訴的一
方」(prevailing party))，您可以請法院下令要對
方賠償您 (付給您) 合理的律師費。 聽證會官員和
州級的審查官不能判給律師費。
您必須注意的是，假如對方是勝訴的一方，您或
您的律師可能必須支付勝訴一方合理的律師費。
假如勝訴一方是俄亥俄州教育廳或學區，則列於
下方 1-4 項的各方可能必須賠償俄亥俄州教育廳
或學區法律費用：
1. 提出投訴或輕率、不合理或沒有根據後續訴
訟的家長的律師；或
2. 在訴訟已經明顯地成為輕率、不合理或沒有
根據的之後，仍繼續進行訴訟的家長的律
師；或
3. 家長的律師，假如該家長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要求以及後續的訴訟是因為任何不適當的目
的而提出，諸如騷擾、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或
不必要地增加法律辯護的費用；或
4. 家長，假如這個家長的正當程序聽證會要求
以及後續的訴訟是因為任何不適當的目的而
提出，諸如騷擾、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或不必
要地增加法律辯護的費用。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會議 —解決會議
任何有關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的會議都不
會被判給律師費，除非會議是 1) 因為正當程序聽
證會、州級審查或法院案件的結果；或 2) 因為州
出面協調的調解而由州召開。 也不能以正當程序
的解決會議來收取律師費。
沒有紅利 (Bonus) 或倍增率 (Multiplier)
法院將根據進行訴訟或程序的社區的一般價格，
以及所提供服務的類型和品質，來決定被認為合
理的律師費。
不得用紅利 (bonus) 或「倍增率」(multiplier) 來
計算由法院判予的律師費。 例如，假如您的律師
費是 40,000 美元，您不得收到額外的 10,000 美
元 (紅利) 或不得收到 80,000 美元 (雙倍費用) 或
120,000 美元 (三倍費用)。

有時候法院是否不會判給我在書面調解提議後所
執行的服務的律師費？
是的。任何依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第
615 節，在您收到書面的調解提議之後的相關訴
訟或程序的服務，您都不會被判給律師費也不會
得到賠償，除非：
• 這個提議是在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第 68 條
規則所規定的時間之內提出，或在審查程序
的案例中，是在程序開始前超過 10 天的任何
時間內提出；
• 您並未在 10 天之內接受提議；和
• 法院或行政聽證官裁定，您最終收到的救濟
並不如調解的提議對您有利。
特例：假如您是勝訴的一方，而且您證明有充分
理由拒絕調解的提議，則您可以被判給律師費和
相關費用。

有時候法院是不是會減少在書面調解提議後所執
行的服務的律師費？
是的，假如：
• 您或您的律師，在訴訟或程序的過程中，以
不合理的方式拖延爭議的最終解決；
• 您的律師費不合理地高於具有類似技能、名
譽和經驗的律師在社區中所提供的類似服務
所收取的一般時薪；
• 鑑於訴訟或程序的性質，所花費的時間和提
供的法律服務是超過所需的；或

•

代表您的律師並未依照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00.508 節 (34 C.F.R. Section 300.508)，在
正當程序的要求通知中提供學區適當的資
訊。

特例：假如法院裁定，州或學區以不合理的方式
拖延訴訟或程序的最終解決，因此違反身心障礙
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的第 615 節，則上述的
情況不適用於任何訴訟或程序。

我如何可以獲得更多有關正當程序的資訊？
如欲索取更多有關正當程序的資訊，請聯絡：
•

•

•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io 43215-4183
電話號碼 (614) 466-2650,
俄亥俄州教育廳 (ODE) 免付費電話 (877)
644-6338.
請參照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簡稱 IDEA) 第
615 節，108-446 公法，第 108 屆國會，
2004 年 12 月 3 日制定 (H.R.1350) 以及
2005 年 7 月 1 日生效，美國法典第 20 篇第
1415 節 (20 U.S.C. 1415)：美國聯邦行政法
典 (34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簡稱
C.F.R.) 第 34 篇第 300.507 至 300.518 節的
聯邦法規；俄亥俄州修訂法規 (Ohio Revised
Code) 第 Sections 3323.04 至 3323.05 節以
及俄亥俄州行政法規 (Ohio Administrative
Code) 3301-51-05 的規定。 俄亥俄州服務身
心障礙兒童教育機構之作業標準 (Operating
Standards for Ohio Educational Agencies
Serv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諮詢您的律師。
紀律 (DISCIPLINE)

名詞「紀律」(discipline) 和「處罰」(punishment)
時常被交替使用，指改善行為的作法。 跟某些觀
點相反的是，這二種作法並不相同。 了解二者之
間的不同，對成功的教室教學和成功的子女教養
是很重要的。 這個了解將協助教育者和家長鼓勵
所有學生培養更合作、負責、安全和健康的行
為。

處罰 (Punishment) 只不過是一個「快速的解決
方法」(quick fix)。 處罰通常並不能解決問題，而
且單獨使用的時候，只能制止眼前的行為。 處罰
幾乎不會令您孩子的信念或想法有任何改變，而
且通常對您孩子的學習沒有一點價值。 處罰將不
會改變長期的行為，因為導致孩子這個行為的基
本需求被未被滿足。 處罰集中在孩子的行動，而
不是原因。 處罰通常導致孩子覺得生氣、不受到
尊重、報復或打擊。
但是紀律 (Discipline)，是一種透過計劃、教導
和評估來改變行為的方法。 有效的紀律為您孩子
的行為提供適當、有邏輯性的結果，並且在行為
上帶來正面、長期的改變。 真正的紀律不是集中
在個別的行為，而是在一個學習過程，這個學習
過程提供孩子學習所需的各種技能。 紀律致力於
行為的原因，並協助為大家創造一個安全、正面
的學習環境。
紀律是堅定、公平的，而且適合於行為。 紀律需
要堅持、計劃和持續地解決問題。*
*摘錄自： 《發展全面的教室管理系統之策略》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System)

什麼是停學 (suspension from school)？
停學是因為您孩子不當的行為，而把您的孩子從
目前的安置 (教育環境) 中進行的一種「紀律性」
(disciplinary) 的調離。 停學可以在同一學年中達
到連續 10 個上學日之久。 至於更長時間的調
離，可以被稱為「開除」(expulsion)。
請注意，學區可以因為您孩子個別的不當行為事
件，而在同一學年中分別每次調離您的孩子最多
連續 10 個上學日，只要期間不會把您的孩子從教
育環境中調離。 「變更安置」(Change of
placement) 將在下段中有進一步的討論，以及在
本出版物的「定義」(Definitions) 章節中有定
義。
在停學期間，學區不能讓您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
的公立教育或執行您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停學有不同的類型，包括：
• 正式的停學；
• 緊急的調離；

•
•

•

•

在正規的學年結束之前，把您的孩子從學校
調離；
中止公共汽車服務，假如交通工具是個別化
教育課程內的相關服務而且沒有提供其他的
交通工具。 (註： 假如您的孩子在中止公共
汽車服務期間上學，那些日子不算為停學的
日子)；
校內停課 (in-school suspension)，不提供特
殊教育服務。 假如您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正在執行中，校內停課則不算在 10 天的停學
之內；或
校內停課，您的孩子被調離到學校的另一個
地點 (諸如辦公室)，在那裡您孩子的個別化
教育課程會長時間或屢次不執行。

假如我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在同一學年裡被停學 10
個或少於 10 個上學日，怎麼辦？
教育理事會針對任何停學學生的政策也適用於您
的孩子。
學區沒有義務：
• 創始行為評量計劃 (來更了解您孩子的行為)
或制定介入行動 (協助改善行為的形式)；
• 進行表現確定 (確定您孩子的行為是因為其身
心障礙而導致)；或
• 其他服務。

3. 因為諸如每次調離的長度、您孩子被調
離的時間總數以及調離的頻密度等額外
的因素。
註： 在同一學年裡超過連續 10 天的調離，或暗
示著某種模式的一連串調離以及在同一學年裡累
積超過 10 個上學日，都可以被稱為開除
(expulsion)。

誰來決定紀律性調離的模式是否構成安置 (教育
環境) 的變更？
學校領導層視不同個案而定，決定紀律性調離的
模式是否構成安置的變更。

假如我孩子的安置受到變更，這會是什麼樣的情
況呢？
在因為您的孩子違反校規而變更您孩子的安置之
前，學區必須為您的孩子提供特定的保護。 這些
保護之一是學區必須做一個「表現確定」
(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換言之，就是確
定您孩子的行為是否跟您孩子的身心障礙相關或
是否導致於您孩子的身心障礙。

假如我不同意安置的變更，我可以怎麼做？

但是，在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可以確定：
• 您孩子的 IEP 是否適當；
• 您孩子的 IEP 是否如實執行；
• 是否需要一個評量計劃來觀察造成您孩子行
為的可能原因；和
• 是否需要協助、策略和支援來幫您的孩子發
展正面的行為。

您可以要求一個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以挑戰
變更您孩子的學習環境的決定。 聽證官將裁定當
學區變更您孩子的安置時，學區是否證明已遵循
規定。 有關聽證會的過程，在下段中會有詳細的
討論，並詳見本文件中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 章節。 「快速的」 (expedited) 正當程
序聽證會比「正規的」(regular) 正當程序聽證會
更快地舉行，在下面有詳細的討論。

在何時我孩子由於紀律原因的停學會被視為安置
(教育環境) 的變更？

什麼是「表現確定」(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

由於紀律原因的停學會被視為安置的變更，當：
• 在同一學年裡，調離的時間超過連續 10 個上
學日；或
• 您的孩子已經經過一連串的調離，這暗示著
一種模式：
1. 因為這一連串的調離在一個學年裡累積
超過 10 個上學日；
2. 因為您孩子的行為，跟在之前的情況中
導致他一連串調離的行為非常類似；或

「表現確定」確定您孩子的行為是歸因於其身心
障礙 (換言之，是其身心障礙的表現)。 這個確定
是由學區、家長您和 IEP 小組的相關 (必要) 成員
決定 (「相關的成員」(relevant members) 由您和
學區確定)。

何時進行表現確定審查？ 誰進行表現確定？
表現確定在任何因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違反校規
而做成的變更安置 (教育環境) 決定的 10 個上學
日之內執行。

由學區、家長和 IEP 小組的相關成員進行表現確
定。 他們必須審查在孩子的檔案中所有相關的資
訊，包括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任何老師的觀
察以及任何家長提供的相關資訊。
相關的資訊會用來確定：
1. 您孩子的問題行為是否導致於孩子的身心障
礙，或是否跟孩子的身心障礙有直接和重要
的關係；或
2. 孩子的行為是否直接歸因於學區沒有具體執
行 IEP。
假如您、學區和 IEP 小組的必要成員決定孩子的
行為符合上述第一點或第二點的情況，則對您孩
子的身心障礙進行表現確定。
假如符合上述第二點的情況，學區必須採取立即
的行動來具體執行個別化教育課程。

假如我不同意表現確定，我可以怎麼做？
您可以要求一個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以挑戰
這個決定。 聽證官將裁定，學區是否根據上述的
規定證明您孩子的行為是或不是您孩子的身心障
礙的表現。 有關聽證會的過程，在下段中會有詳
細的討論，並詳見本文件中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 章節。

假如行為被確定是我孩子身心障礙的表現，IEP
小組必須怎麼做？
假如行為是您孩子身心障礙的表現，則 IEP 小組
必須：
1. 二者選一:
• 在表現確定後 10 天之內，開始執行功能性
行為評量 (function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詳見「定義」章節)，並且儘
速完成評估，除非學區在導致安置變更的行
為發生之前就已經執行了功能性行為評估，
並為您的孩子制定了行為介入計劃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plan)；或
• 假如已經制定了行為介入計劃，在表現確定
後 10 天之內，審查該計劃及其實踐情形，
而且視需要加以更改，以針對行為提出解
決；和
2. 把您的孩子送回其被調離的安置，除非家長和
學區同意變更安置做為修正行為介入計劃的一
部分。

「行為介入計劃」(behavioral intervention plan)
是一個解決您孩子在學校的不適當行為的計劃。

假如我孩子的行為被確定是其身心障礙的表現，
他 / 她將被送回其被調離的安置，有任何特例
嗎？
有。假如您的孩子因為某些行為被調離，學區就
不必把您的孩子送回被調離的安置。 即使您孩子
的行為是其身心障礙的表現，學區可以把您的孩
子調離到一個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nterim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簡稱 IAES – 意
思是一個不同的教育環境) 最多 45 個上學日，假
如您的孩子：
• 攜帶武器到學校、學校的場地或到在學區或
俄亥俄州教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或在
學校、學校的場地或在學區或俄亥俄州教育
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擁有武器；
• 在學校、 學校場地，或在學區或俄亥俄州
教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故意擁有或使用
非法毒品， 或販賣，或試圖購買或販賣管
制藥品；或
• 在學校、學校的場地或在學區或俄亥俄州教
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對他人造成嚴重的
身體傷害。

假如我孩子的問題行為不是其身心障礙的表現，
他 / 她將如何受到紀律？
假如行為不是歸因於您孩子的身心障礙，學校職
員會遵循學校的一般紀律程序。 學校可以用紀律
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相同方法和相同的期間來
紀律您的孩子。
假如您的孩子從目前的教育安置 (環境) 中被調
離，您的孩子必須：
• 繼續接受教育服務，以便您的孩子可以繼續
參加普通教育課程 (雖然是在另一個環境)，
以及達到個別化教育課程中所設定的目標。
• 在被認為是適當時，接受以預防行為再次發
生為設計目的的功能性行為評量以及行為矯
正 (behavioral modifications)。
註： 學校職員在決定是否下安置變更的命令給您
違反學生行為準則的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時，學校
職員或會視不同個案而定，考量任何特殊情況。

假如學區因為我的孩子違反校規而決定變更其安
置，我將如何被通知？
在因為您的孩子違反校規而決定變更其安置的當
天，學區必須：
• 通知您這個決定；和
• 提供您一份您的程序保障通知 (《這是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

誰決定哪一種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nterim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簡稱 IAES—
或不同、暫時的環境) 以及我的孩子將接受哪一
種服務？
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決定臨時性的替代教
育環境 (IAES) 和適當的服務，每當：
• 您的孩子違反校規，而且教育環境的變更超過
連續 10 個上學日。 您的孩子從正常教育環境
的調離呈現出某種模式，並且這些調離在同一
學年裡累積超過 10 個上學日；或
• 因為涉及武器、毒品或對他人造成嚴重的身體
傷害等特殊情況，導致您孩子的安置受到變
更。

我的孩子可以在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待多久的
時間？
假如您孩子的行為不是直接歸因於您孩子的身心
障礙，您的孩子可以在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AES) 中跟受紀律的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待上相
同的時間。
假如您孩子的行為是直接歸因於您孩子的身心障
礙，以及：
• 您孩子的行為涉及違反校規： 您的孩子必須被
送回到被調離的教育環境，除非您和學區同意
變更環境做為修正行為介入計劃或個別化教育
課程的一部分；
• 您孩子的行為涉及武器、毒品犯罪或對他人造
成嚴重的身體傷害： 您的孩子可以被調離到臨
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AES) 最多 45 天。

假如我不同意因紀律行動而作出的安置決定，怎
麼辦？
您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以反對
紀律行動的安置決定。 有關聽證會的過程，在下
段中會有詳細的討論，並詳見本出版物中的「正
當程序」(Due Process) 章節。

我如何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當您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 以書面的方式向您的學區總監提出要求，並
寄一份副本給特殊兒童辦公室：
1. 把原始的正當程序投訴書正本寄給您孩子
的居住地學區總監；
2. 把一份您的正當程序投訴書郵寄或傳真
至：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 學區必須在下一個工作天結束之前，聯絡在
特殊兒童辦公室負責正當程序聽證會的人
員。
• 學區通知特殊兒童辦公室有關要求後，特殊
兒童辦公室將在下一個工作天結束之前，指
定一位正當程序聽證官。
• 正當程序聽證官將在受指定的 24 小時之內跟
您聯絡，以安排聽證會。
• 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將在提出聽證會要求
的 20 個上學日之內舉行，而且必須在聽證會
後 10 個上學日之內做出裁決。
有關您必須包括在正當程序聽證會要求中的資
訊，請參照「正當程序」(Due Process) 章節。

假如學區認為把我的孩子留在目前的安置 (教育
環境) 非常有可能會造成對我的孩子或其他人的
傷害，學區可以怎麼做？
假如學區認為把您的孩子留在目前的安置 (教育
環境) 非常有可能會造成對您的孩子或其他人的
傷害，則學區可以：
• 召開 IEP 會議以審查個別化教育課程，以及
跟您和其他的 IEP 小組成員討論關切問題。
假如您和學區對於如何解決學區的關切問題
意見不一，學區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
序聽證會；或
• 立即要求召開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不必
召開 IEP 會議；或
• 向法院尋求命令或其他法律准許的補救措
施。

假如學區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下一
步呢？

假如學區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學區
必須：
• 假如這是您在學年中的第一個正當程序投訴，
學區必須提供您一份書面的要求以及程序保障
通知 (《這是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和
• 在決定停學後 10 個上學日之內執行表現確定
(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

假如我不同意聽證官的裁定，怎麼辦？
在收到裁定後 45 個日曆日之內，您可以用書面的
方式反對聽證官的裁定。 把您的上訴書寄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聯絡資訊詳見第 27、28 頁。
把一份您的上訴書寄給居住地學區總監。
更多有關上訴過程的資訊，詳見本出版物中的
「正當程序」(Due Process) 章節。

在我針對聽證官的裁定提出上訴的期間，我的孩
子會在哪裡？
假如聽證官下令把您的孩子安置在臨時性的替代
教育環境 (IAES)，則您的孩子將留在臨時性的替
代教育環境 (IAES) 中到最多 45 個上學日。 在
45 個上學日結束時，假如學區認為把您的孩子送
回原始的安置非常有可能會造成對您的孩子或其
他人的傷害，則學區可以提出新的快速正當程序
聽證會的要求。

我在何時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您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但只用
來挑戰：
• 有關您孩子的表現確定；或
• 有關您孩子在紀律行動中的安置決定。
如上述，假如學區認為繼續您孩子的安置非常有
可能會造成對您的孩子或其他人的傷害，則學區
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

在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期間，我的孩子在哪
裡受教育？

您的孩子必須留在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AES，暫時的教育環境) 中，直到聽證官做出裁
決或直到停學或開除結束 (以先到者為準)。

我如何針對在快速的正當程序聽證會中做出的裁
決提出上訴？
您必須在收到聽證官書面裁決通知當天起算 45 個
日曆日之內，以書面的方式向特殊兒童辦公室提
出您的要求。
• 把您的上訴書郵寄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程序保障組 (Procedural Safeguards Section)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io 43215-4183
傳真 (614) 728-1097
• 把一份您的上訴書寄給學區總監。
州級的審查官必須在 30 個日曆日之內完成審查以
及發出書面的裁決。30 天的期限不可以延長。
您可以針對州級審查官的裁決，向適當的民訴法
院或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上訴。有關如何針對州級
審查官的裁決提起上訴的資訊，詳見「正當程
序」 (Due Process) 章節。

我的孩子尚未被認定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但我
認為我的孩子有身心障礙並需要特殊教育。 假如
我的孩子違反了校規，他或她有任何的保障嗎？
假如學區在您的孩子違反校規之前就知道您的孩
子有身心障礙，您可以要求學區給予您的孩子跟
其他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相同的權利。
假如下列任何一項在您的孩子違反校規之前發
生，則學區就被認為已經知道您的孩子是有身心
障礙的孩子：
• 您以書面的方式向學區的領導層或行政人員
或向您孩子的老師表達您認為您的孩子需要
特殊教育的關切；
• 您要求為您的孩子進行評估；或
• 您孩子的老師或其他的學區人員：
o 直接向特殊教育主任或學區的其他監督人
員表達有關您的孩子正在顯現的行為模式
的關切。
您的學區將不會被認為已經知道您的孩子是有身
心障礙的孩子，假如：

•

•

您：
1. 尚未允許您的孩子接受評估；或
2. 已經拒絕讓您的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或
您的孩子已經接受評估，而且並未被認定為
是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假如學區在採取紀律行動之前知道您的孩子有身
心障礙，您的孩子可能會接受跟行為類似、沒有
身心障礙的孩子相同的紀律。

假如我或另一方在我的孩子被紀律的期間為我的
孩子要求評估，會怎麼樣？
假如您或另一方在您的孩子被紀律的期間為您的
孩子要求評估，則您的孩子必須儘快地接受評
估。
在評估完成之前，您的孩子留在由學校當局決定
的教育安置，包括沒有教育服務的停學或開除。
當評估完成時，由多位合格的個別人士和家長您
組成專責小組，來確定您的孩子是否為有身心障
礙的孩子。
專責小組做決定時將考量來自學區評估的資訊以
及您提供的資訊。

假如我的孩子被確定是個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學
區可以把我的孩子移交給警察和法院，並且把我
孩子的教育記錄提供給警察和法院嗎？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確實准
許學區或機構把身心障礙的孩子所犯的罪向適當
的當局報告。 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也准許州的執法單位和法院執行其責任，對由身
心障礙的孩子所犯的罪執行法律。
假如學區或機構呈報您的孩子所犯的罪，則學區
必須確定，學區或機構呈報犯罪的有關當局也有
您孩子的特殊教育記錄的副本以及紀律的記錄。
只有在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簡稱
FERPA) 准許的情況下，呈報犯罪的學區或機構
才可以寄出您孩子的特殊教育記錄以及紀律記錄
的副本。

非公立 (私立) 學校

在俄亥俄州，私立學校被稱為非公立 (nonpublic)
學校。

非公立學校有哪些種類，對我或我的孩子來說有
差別嗎？
非公立學校是由私人個人或私人公司或組織營運
管理的學校。 有兩種非公立學校： (1) 特許的
(chartered)，由俄亥俄州授權和 (2) 非特許的
(nonchartered)，被准許營運，但並未符合州授權
所規定的所有條件。 (詳見「定義」章節中有關
非公立學校的定義)。
被家長安置在非公立學校 (特許的或非特許的) 的
有身心障礙的個別學生，還是可以接受本章節中
所描述的公共學區服務。 但是，這是沒有保證
的。 如欲知道您的孩子是否將接受服務的決定因
素，詳見下面的問題。

假如我正考慮在沒有學區的同意和轉介下，把我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安置在一所非公立學校，我有
哪些權利呢？
假如您正考慮在沒有學區的同意和轉介下，把您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安置在一所非公立學校：
• 您居住地的學區沒有義務支付教育費用，包
括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除非學區並未讓您
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這表示
您的學區曾提供您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但
您已拒絕接受)。
• 假如您的孩子符合服務的資格，您居住的學
區 (叫做居住地學區) 有責任讓您的孩子享有
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假如您清楚地表達您
要讓您的孩子在非公立學校註冊的意願，您
居住的學區就不需要為您的孩子設計個別化
教育課程。
• 假如您選擇讓您的孩子在非公立學校註冊，
而不是在您的學區註冊，則您的學區沒有義
務支付教育費用，包括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除非學區並未讓您的孩子享有免費適當
的公立教育。
• 您有權利讓您的孩子接受非公立學校所在學
區的評估，那可以不是您的居住地學區。
• 非公立學校所在的學區，將就該學區會如何
撥款以服務非公立學校的兒童，來跟非公立
學校諮詢。
• 學區可以決定撥出部分經費以服務您的孩
子，但學區沒有義務服務您的孩子。 換言
之，您的孩子沒有個別的權利來接受服務。

•

•
•

學區會就您的孩子是否將接受任何服務，以
及假如將接受服務，是什麼服務做出最終決
定。
假如決定為您的孩子提供服務，學區將設計
一項服務計劃 (service plan)。
服務計劃有別於 IEP，因為服務計劃不提供
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更多資訊詳見《為由家長安置於俄亥俄州特許及
非特許學校之身心障礙兒童提供服務指導方針》
(Guidelines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Parentally Placed in Ohio
Chartered and Nonchartered Nonpublic
Schools) (2005 年 9 月出版；2006 年 5 月修訂；
2008 年 7 月修訂)。 這些資訊公佈在俄亥俄州教
育廳的網站 education.ohio.gov，關鍵字搜尋：
為身心障礙兒童提供服務指導方針 (Guidelines
f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假如我孩子就讀的非公立學校沒有跟非公立學校
所在的學區諮詢如何撥款以服務非公立學校的兒
童，我該怎麼辦？

投訴 (Complaints)： 您確實有權利就下列項目向
俄亥俄州教育廳提出書面投訴：
• 「兒童篩檢」(Child find) (辨識、找出和評估
您孩子)；
• 辨識和評估；
• 執行學區同意提供的服務；
• 學區必須撥款；
• 服務的地點；
• 交通；
• 分班；
• 不給非公立學校經費的規定；
• 使用公立學校的職員；
• 使用非公立學校的人員；和
• 有關所有權、設備和供需品的規定。
有關如何提出書面投訴的資訊，詳見本文件的
「投訴」章節。

公立學區何時必須支付我孩子全部或部分的非公
立教育？

在非公立學校所在的學區跟您居住地的學區分享
有關您孩子的個人資訊前，您必須先給予您的同
意。

假如您的孩子從您的學區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而您在沒有學區的同意或轉介的情況下讓您
的孩子在非公立學校中註冊，正當程序聽證官或
法院可以要求學區償還您在非公立學校安置的費
用，假如：
• 居住地的學區並未在您的孩子在非公立學校
註冊前一段合理的時間內，讓其享有免費適
當的公立教育；和
• 把您的孩子安置在非公立學校是適當的。

當我把我的孩子安置在非公立學校時，我是否放
棄任何的權利？

聽證官或法院可以裁定家長的安置 (您把孩子安
置在非公立學校的決定) 是適當的，即使這個安
置不符合適用於州和學區所提供的教育標準。

在這個情況下，您可以聯絡學區，直接為您的孩
子要求服務。

非公立學校所在的學區可以跟我們居住地的學區
分享資訊嗎？

您應該注意的是，假如您選擇把您的孩子安置在
非公立學校，您就沒有相同的程序保障通知的權
利。

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您的正當程序的權利
僅止於「兒童篩檢」(Child find)，即學區辨識、
找出和評估您孩子的責任；學區為您的孩子提供
適當的課程，不論您是否選擇利用這個課程；學
區提供法定合理數額的經費，來為由家長安置在
非公立學校的學童提供一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
此外，您的孩子並未獲保證一定會享有就讀於公
立學校所享有的任何服務或某服務的任何數量。

聽證官或法院可以減少或拒絕非公立學校的賠償
費用 (學區必須償還給您的數目)，假如：
• 在您把孩子從公立學校調離前所出席的最近
一次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會議中，您並未
通知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您將拒絕提
議的安置 (意思是學區為教育您的孩子所做的
安排)，而且您並未表達您的關切以及您想利
用公費 (您學區的經費) 讓您的孩子在非公立
學校註冊的意圖；
• 在您把孩子從公立學校調離前，您並未在至
少 10 個工作天之前 (包括任何剛好是假期的
工作天) 給學區書面通知，說明您將拒絕學區
所提議的為您的孩子提供免費適當公立教育

•

•

的安排。 這份書面通知應該包括有關您的關
切以及您打算利用公費讓您的孩子在非公立
學校註冊的意圖之聲明；
在您把您的孩子從公立學校調離前，學校通
知您要評估您的孩子的意願，但您並未帶孩
子來接受評估；或
您採取的行動在法律上被裁定為不合理。

非公立學校安置的賠償費用 (再次強調，是您將
被償還的數額) 將不會被減少或拒絕，假如您是
因為下列理由之一未提供書面通知：
• 您不會以英文閱讀或書寫；
• 提供書面通知可能會導致對您的孩子造成身
體或嚴重的情緒傷害；
• 學區禁止您提供此等通知；或
• 您沒有收到您的程序保障通知 (本文件，《這
是誰的 IDE？》(Whose IDEA Is This?))，而
且並未獲知您必須提供書面通知。

我的孩子可以在非公立學校的大樓裡接受服務
嗎？
假如公立學區選擇，而且非公立學校同意，則您
的孩子可以在非公立學校的大樓裡接受服務。

會為我的孩子提供交通工具嗎？
假如您孩子就讀的是特許的非公立學校，您的孩
子確保可以跟任何就讀於特許非公立學校的沒有
身心障礙的孩子一樣享有相同程度的交通工具。
假如您孩子就讀的是非特許的非公立學校，您的
孩子不能確保享有交通工具，除非交通工具在您
孩子的服務計劃中被列為是一項相關的服務。
假如您孩子就讀的是一所特許的或非特許的非公
立學校，而且您孩子的服務計劃需要在另一地點
提供的服務，則必須提供往返那個地點的交通工
具。
視服務的時間，必須提供從您孩子的非公立學校
或住家往返服務地點的交通工具。

定義
行政審查 (Administrative Review)

標準 (Benchmark)

在這個會議中，您可以把有關您孩子的評估、教
育安置或提供特殊教育的投訴呈送給學區總監。

一項有關您的孩子在學年中特定的時間內，應該
知道要做的以及能夠做到的特定聲明。 標準說明
按照年度目標您的孩子預期會有多少進步，以及
何時做到。

合法年齡 (Age of Majority)
在這個年齡，特殊教育的權利從您轉移給您的孩
子 (在俄亥俄州是 18 歲)。 一份有關這些權利的
解釋 (一份《這是誰的 IDEA？》(Whose IDEA Is
This?))，必須至少在您孩子 18 歲生日的一年前
提供給您的孩子。

年度目標 (Annual Goals)
在您孩子的 IEP 上的聲明，說明他 / 她預期在一
年中完成的項目。

評量 (Assessment)
用來測量下列各項的方法或工具：
• 目前的學業表現和教育需求；
• 符合服務的資格；
• 達到目標的進度；和
• 身心障礙的種類。

因紀律而變更安置 (Change of Placement for
Discipline)
當下列的情況發生時，因為紀律的原因而被調離
學校被視為一種安置的變更：
• 調離在同一學年內超過連續 10 個上學日；或
• 您的孩子已經經過一連串的調離，這暗示著
一種模式：
o 因為這一連串的調離在同一學年裡累積超
過 10 個上學日，
o 因為您孩子的行為，跟在之前的情況中導
致一連串調離的行為非常類似；和
o 因為諸如每次調離的長度、您孩子被調離
的時間總數以及調離頻密度等額外的因
素。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Child with a Disability)
輔助性科技設備 (Assistive Technology
Device)
任何用來增加、保持或改善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的能力之設備和產品。 此名詞不包括外科植入的
醫療器材，或此類服務的替代品。

輔助性科技服務 (Assistive Technology
Service)
任何直接協助您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選擇、取得或
使用輔助性科技設備的服務，包括：
• 評估您孩子的需要；
• 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提供輔助性科技設備；
• 協調和使用其他的治療或服務來配合輔助性
科技設備；
• 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或孩子的家人 (如合適)
提供訓練或技術性的協助；和
• 為參與孩子的重大生活功能的專業人士提供
訓練或技術性的協助。

以下二者之一 :
(a) 孩子有身心障礙，並符合「身心障礙名詞的定
義」(Definitions of Disability Terms) 章節中所包
括的某一身心障礙名詞的定義，或
(b) 如學區選擇，孩子發展遲緩 (developmental
delay，詳見本章節稍後的定義)，需要特殊教育
和相關服務。

社區學校 (Community School)
依俄亥俄州修訂法規第 3314 章 (Chapter 3314.
of Revised Code) 成立的公立學校，獨立於任何
學區和州教育課程的部分。 當社區學校依俄亥俄
州修訂法規第 3323 章 (Chapter 3323. of the
Revised Code) 和俄亥俄州行政法規第 3301-51
章 (Chapter 3301-51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來教育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則社區學校就被視為
學區。

行為介入計劃 (Behavior Intervention Plan)
一項解決您的孩子在學校的不適當行為的計劃。

投訴 (Complaint)
投訴是一份正式的書面文件 (一份表格)，由家長
或其他一方向俄亥俄州教育廳的特殊兒童辦公室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提出，這份書面文件聲稱
學區或其他的公立機構並未遵守有關孩子符合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資格或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的法律或法規。

繼續替代性安置選擇 (Continuum of Alternative
Placement Options)
(教育環境)
可供選擇的服務包括特定課程或特殊學校的教
學；在家裡、醫院或機構教學；以及跟提供給有
身心障礙的孩子的正規課程相配合的補充輔助的
服務 (諸如資源室和來訪教師)。
註：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處於某特定地點的時間長
短改變，並不被視為是安置 (教育環境) 的變更，
而且不需要家長的同意。 從一棟大樓換到另一棟
大樓的改變，也不被視為是需要家長同意的安置
變更，只要新的安置是跟前一棟大樓相似的環境
(例如資源室)。 例如，假如一個孩子之前有一半
的時間在正規的教室，有一半的時間在資源室，
然後轉移到一個新的大樓，在那裡這個孩子有一
半的時間在正規的教室，有一半的時間在資源
室，此等轉移並不是需要家長同意的安置變更。
假如這個孩子有四堂課在正規的教室，有二堂課
在資源室，然後這個孩子的時間表被改成有三堂
課在正規的教室，有三堂課在資源室，此等變更
也不是需要家長同意的安置變更。

發展遲緩 (Developmental Delay)
一個 3 到 5 歲的兒童，被一個由合格專業人士組
成的評估小組確定為在下列一個或多個方面有遲
緩： 身體發育；認知發展；溝通發展；社交或情
緒發展；或適應性發展。 此名詞可以用來代替下
列的身心障礙種類： 認知障礙；情緒障礙；言語
障礙。

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列舉於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of 2004) 中，有關保障家長及其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的權利之一系列步驟。

正當程序的投訴 (Due Process Complaint) 和正
當程序聽證會 (Due Process Hearing)

提供給從出生到 2 歲之間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
的孩子。

評估 (Evaluation)
用來確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身心障礙，以及確定您
的孩子所需要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評估小組 (Evaluation Team)
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以及其他被
認為是必要的合格專業人士。

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簡稱 FAPE)
在公立機構的監督和指導下，用公費提供的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家長不必付費。 這些服務必須
符合俄亥俄州教育廳的標準必須包括在州內的適
當學前教育、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以及必須基
於您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
功能性行為評量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一個可以包括面談訪問、直接觀察和其他評估學
生行為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用來確定在您孩子的
環境中，什麼會引發不適當的行為，以及確定需
要教導孩子哪些替代性的行為，來讓孩子得到正
面的結果和反饋。 功能性行為評量中會問的一些
問題包括： 在行為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在行為
期間，發生了什麼事？ 行為導致了什麼結果？ 這
個行為在什麼環境中發生？ 孩子的用藥改變了
嗎？ 孩子有按時用藥嗎？

功能性職業評估 (Functional Vocational
Evaluation)
一個用來辨識學生的工作特性，以及跟真實工作
要求有關的訓練和支援需求的過程。 收集功能性
評量的資訊，以便為學生確定最適合的工作。
普通課程 (General Curriculum)
跟教導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一樣的課程。

無家可歸的孩子 (Homeless Children)

公正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是一場在家長或公立機構
的要求下而召開的正式聽證會。 這是用來解決有
關孩子符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資格或接受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的正當程序投訴。

詳見美國法典第 42 篇第 11434a 節 (42 U.S.C.
11434a) 中修正的麥金尼—凡托無家可歸者援助
法案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42 U.S.C. 11431 et seq.) 中有關「無家可
歸孩子或青少年」(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s)
章節。

早期介入服務 (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簡
稱 EIS)

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美國法典第 20 篇第 1400 節 (20 U.S.C. 1400) 的
2004 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簡稱 IDEA)，第 108 屆國會 108-446 公法
(Public Law 108-446 of the 108th Congress)，
2004 年 12 月 3 日制定。

介入協助小組 (Intervention Assistance
Team，簡稱 IAT)
由您孩子學校的教育者組成的小組，小組成員召
開會議來為您有困難的孩子開發各種不同形式的
協助。 您或許會獲邀參加有關您孩子的介入協助
小組 (IAT) 會議。

獨立教育評估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簡稱 IEE)
由非學區聘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來為孩子進
行的評估。

最少限制的環境 (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簡稱 LRE)。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包括公立或非公立學校，或
其他照護設施的孩子) 儘可能地跟其他沒有身心
障礙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 只有在當孩子的身心
障礙嚴重到孩子無法在正規的課堂上使用補充輔
助和服務來受教育時，身心障礙的孩子才會從正
規的教育環境中被調離。

個別化教育課程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
為您的孩子準備的一份書面聲明，這份聲明依法
聯邦和州法規而設計、審查和修訂。
個別化教育課程小組 (IEP Team)
一群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設計、審查和修訂個別
化教育課程的個人。

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nterim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簡稱 IAES)
當一個孩子受到紀律時，學區可以把孩子從目前
的教育安置 (環境) 中調離。 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
程 (IEP) 小組將為孩子決定一個適當的暫時安
置，這就叫做臨時性的替代教育環境 (interim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簡稱 IAES)。 在
下列的情況中，任何學校官員都可以決定臨時性
的替代教育環境 (IAES)：
當孩子：
• 攜帶武器到學校，或在學校、學校的場地中
擁有武器，或攜帶武器到學區或俄亥俄州教
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或在學區或俄亥
俄州教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擁有武器；
• 故意擁有或使用非法毒品，或在學校、學校
場地，或在學區或俄亥俄州教育廳管轄下的
學校活動中販賣，或試圖購買或販賣管制藥
品；或
• 在學校、學校的場地或在學區或俄亥俄州教
育廳管轄下的學校活動中對他人造成嚴重的
身體傷害。

個別化教育課程的促進 (IEP Facilitation)
一位受過訓練、中立的專業人士協助個別化教育
課程 (IEP) 小組為孩子設計高品質的個別化教育
課程。

有限的英語能力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簡稱 LEP)
孩子說、讀、寫或理解英語的能力有限，或完全
沒有能力。 詳見本名詞在 1965 年初等和中等教
育法案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 中第 9101 節中的定義。

表現確定 (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
確定您孩子的行為歸因於其身心障礙。 由學區、
家長您和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的相關成員
(「相關成員」(relevant members) 由您和學區來
決定) 共同做出確定。

調解 (Mediation)
一個解決雙方之間的爭端的自願性過程，由一位
受過訓練、公正的第三者 (被稱為調解人) 主持。
調解人可以從俄亥俄州教育廳所持有的調解人名
單中選出。

變更 (Modification)
任何在您孩子的學校、工作或環境中的改變，以
符合他 / 她的個別教育需求。

母語 (Native Language)
1. 對一個英語能力有限的人來說，這包括：
• 那個人平常使用的語言，或在您孩子的情
況，是您做為您孩子的家長平常所使用的
語言，除了下列各項以外。
• 在所有跟您孩子的直接接觸中 (包括為您
的孩子做評估)，您孩子平常在家或在學
習環境中使用的語言。
2. 對一個失聰或失明的人來說，或對文盲的人
來說，則是那個人平常使用的溝通工具 (諸如

手語、布萊爾點字法 (Braille)、或口語溝
通)。

非公立學校 (Nonpublic School)
非公立學校是由私人個人，或私人公司或組織成
立和管理的學習機構。 特許的非公立學校被認為
是必須符合依俄亥俄州行政法規 (Administrative
Code) 第 3301-35 章所制定適用的「俄亥俄州學
校作業標準」 (Operating Standards for Ohio’s
Schools) 的「私立學校」(private schools)。 非
特許的 (Nonchartered)、不受稅收支援的學校，
則因為真誠的宗教信仰而不受州教育理事會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的特許，也不會尋求
特許。

目標 (Objective)
您的孩子必須熟練的一項比較小的、比較可以掌
控的學習任務，以達成年度目標。 目標把年度目
標中所描述的技能分割成單獨的組成要素，如果
您的孩子熟練，將可以達成年度目標。

家長 (Parent)
(A)「家長」(Parent) 的意思是：:
(1) 孩子的親生父母或領養父母，但不是寄養
父母， (註： 俄亥俄州法律禁止寄養父
母做為家長，因為寄養孩子的法定監護權
是為兒童服務機構所有，而不是為寄養父
母所有。 假如寄養父母符合適用的條
件，寄養父母可以被指定為代理家長)；
(2) 監護人通常被授權做為孩子的家長，或被
授權為孩子的教育做決定 (但假如孩子是
州的受監護人，則不然)；
(3) 跟孩子住在一起、代替親生父母或領養父
母 (包括祖父母、繼父母或其他親屬) 的
個人，或在法律上為孩子的福利負責的個
人；或
(4)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519
節 (34 C.F.R. 300.519) 或身心障礙者教
育改進法案 (IDEA) 第 639(a)(5) 節而被
指定的代理家長；
(B) 除了本定義的 (C) 部分之外，當親生父母或
領養父母試圖依身心障礙者教育改進法案
(IDEA) B 部分做為家長，以及當有一方以上
依本定義 (A) 部分符合做為家長的資格時，
親生父母或領養父母必須被認定為符合本章
目的之家長，除非親生父母或領養父母沒有
法律權力來為孩子做教育的決定。
(C) 假如一項司法判決或命令，依本定義中的
(A)(1) 至 (3)，認定某特定個人或幾個人來做
為孩子的「家長」(parent) 或代表孩子做教育

的決定，則這個人或幾個人將以本章的目的
被確定為「家長」(parent)。
註： 滿 18 歲的學生可以代表自己。

安置 (Placement)
包括提供給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服務、服務的地
點以及服務的提供者。

有身心障礙的學齡前兒童 (Preschool Child with
a Disability)
1. 至少滿 3 歲但還未滿 6 歲的兒童；和
2. 符合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定義，或在學區的
選擇下，是符合下列情況的兒童：
• 有下列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遲緩： 身體發
育、認知發展、溝通發展、社交或情緒發
展、或適應性發展；和
• 因此而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人。

學齡前教育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為滿足 3 歲到 5 歲之間有身心障礙孩子的需求而
特別設計的教學。

目前的表現水平 (Present Levels of
Performance，簡稱 PLOP)
源自於孩子的資訊的聲明。 此資訊包括孩子目前
在 IEP 上的進展、評估小組報告、來自您和孩子
的意見、介入、評估、觀察和特別因素。 此資訊
提供一幅孩子的「圖像」，包括孩子的長處和需
求。

程序保障 (Procedural Safeguards)
在聯邦和州法律以及法規下制定的程序，可以在
孩子接受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方面，保障有身心
障礙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

公立機構 (Public Agency)
包括學區、郡心智遲緩和發展障礙董事會 (county
boards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其他的教育機構、社區學校和其他
負責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提供教育的州政府分支
機構。

公費 (Public Expense)
由學區支付，或家長不必付費。

再評估 (Reevaluation)
用來確定孩子是否繼續有身心障礙，以及確定孩
子的教育需求的過程。

轉介 (Referral)

家長、學區或其他的教育機構要求為疑有身心障
礙的孩子或已確定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進行第一次
評估或再評估。

州級的審查 (State-Level Review)
審查由家長或學區提起上訴的正當程序聽證會裁
決。 由特殊兒童辦公室指定的州級審查官執行審
查。

相關服務 (Related Services)
為協助孩子受益於他或她的特殊教育而所需要的
交通和發展的、矯正的和其他支援的服務， 包括
列於聯邦法規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節 (34
CFR 300.34) 下的服務。

維持現狀 (Stay-Put)

解決會議的促進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
當一位受過訓練、中立的專業人士受召到由學區
安排的解決會議以試圖解決正當程序的投訴，這
就叫做解決會議的促進。 「促進者」(facilitator)
試圖協助家長和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的小組成
員解決意見不一。

補充輔助和服務 (Supplementary Aids and

學區 (School District)

代理家長 (Surrogate Parent)

一個城市、地方、豁免的鄉村學區，或一所社區
學校。

代理家長是一位在所有關於孩子符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資格或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事務
方面，都可以代表身心障礙孩子的人。 假如無法
確認孩子家長的身份或找到家長的行蹤，孩子就
是州的受監護人或沒成人陪伴的無家青少年，就
會被指定一位代理家長。

居住地的學區 (School District of Residence，
簡稱 DOR)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家長居住的學區。 假如您的
孩子在社區學校裡註冊，則社區學校就被視為您
孩子的學區。

服務計劃 (Services Plan)
這是一份書面聲明，說明將由學區為被家長安置
在非公立學校並且被指定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孩
子所提供的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這項計劃包括
服務的地點以及任何必要的交通工具。

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特別為滿足身心障礙孩子的特殊需求而設計的教
學課程 (家長不必付費)，包括在教室、在家裡、
在醫院或機構、以及在其他的環境中進行的教
學；以及體育教學，並包括在美國聯邦行政法典
第 34 篇第 300.39 節 (34 CFR 300.39) 中明確列
出的條例。

標準化測驗 (Standardized Tests)
每次都用相同的方式進行的測驗，並且分割成子
題，以評估不同的能力領域。 智商 (IQ) 測驗，成
就或語言、發展性、適應性的行為、行為評估和
精細運動 (fine motor)、大肌肉運動 (gross
motor)、視知覺 (visual perceptual) 測驗都是標
準化測驗的例子。

在正當程序聽證會的期間，您孩子的教育狀態。
您的孩子必須留在目前的教育環境，除非州或地
方機構以及家長同意採取別的方法。

Services)
這些是在正規的教育課程、其他的教育相關環
境、以及課外和非學業的環境中提供的輔助、服
務和其他支援。 目的是要讓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儘
可能地受到跟沒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一樣多的教
育。

停學 (Suspension)
當學校因為您孩子違反行為，而把您的孩子從目
前的教育安置 (環境) 中調離最多連續 10 天。

過渡服務 (Transition Services)
為 16 歲或更年幼的孩子而設互相配合的一套活
動，集中於改善有身心障礙的孩子的學業表現。
過渡服務支援孩子從學校進入成人生活，包括高
等教育、職業訓練、找工作、繼續教育和成人教
育、成人服務，以及獨立生活或社區參與。 過渡
服務是基於孩子個別的需求，考量孩子的長處、
偏好和興趣。 過渡服務可以包括教學、相關服
務、社區體驗，以及職業發展和其他成人生活目
標，以及發展日常生活技能和提供功能性的職業
評估 (如合適)。 對於 14 歲或更年幼的孩子，假
如個別化教育課程 (IEP) 小組認為適當，過渡服
務可以集中在學生的學習課程。

州的受監護人 (Ward of the State)
「州的受監護人」(ward of the state) 一詞的意思
是指一個被所居住的州裁定為寄養兒童、州的受
監護人或由公立兒童福利機構監管的兒童。

身心障礙名詞的定義
聽力障礙 (Hearing Impairment)
自閉症 (Autism)
這是一種發育障礙，會明顯地影響口語和非口語
的溝通以及社交互動，通常在 3 歲之前顯現，對
孩子的教育表現造成不利影響。 其他通常跟自閉
症有關的特性為重覆的活動和刻板印象動作，抗
拒環境或日常習慣的改變，以及對感官的體驗有
不尋常的回應。 假如孩子的教育表現是受到嚴重
的情緒障礙 (emotional disturbance) 的不利影
響，則此名詞不適用。 假如符合本定義前兩個句
子中的必要條件，一個在三歲之後才表現出自閉
症特性的孩子還是可能被認定為有自閉症。

認知障礙 (Cognitive Disability)
明顯地低於一般平均的智力，同時缺乏適應性的
行為 (換言之，就是缺乏適應的能力) 。 這會在孩
子的發育期間顯現出來，並對孩子的教育表現造
成不利影響。

會不利地影響孩子教育表現，但不包括在失聰定
義下的永久的或不穩定的聽力障礙。

多重障礙 (Multiple Disabilities)
同時發生的多重障礙 (諸如認知障礙和失明、以
及認知障礙和肢體障礙)，這個組合造成嚴重的教
育問題，以致不能適應於只為單一障礙而設計的
特殊教育課程。 這個名詞不包括聾盲。

肢體障礙 (Orthopedic Impairment)
一種會不利地影響孩子教育表現的嚴重肢體障
礙。 此名詞包括由先天畸形 (例如畸形足、缺肢)
造成的障礙；由疾病 (例如小兒麻痺症、骨結核)
造成的障礙；以及其他原因 (例如腦性麻痺、截
肢以及由骨折或燒傷引起的攣縮) 造成的障礙。

其他健康障礙 (Other Health Impairment)

同時發生的聽力和視力障礙。 這種組合造成嚴重
的溝通和其他發育和教育的問題，以致聾盲的孩
子不能適應於只為聾童或只為盲童而設計的特殊
教育課程。

有限的體力、活力或警覺性(包括對環境刺激的高
度警覺性)，因為慢性或急性的健康問題，諸如氣
喘、注意力不足症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糖尿
病、癲癇、心臟問題、血友病、鉛中毒、白血
病、腎炎、風濕熱或鎌狀細胞貧血和妥瑞氏症
(Tourette syndrome)， 而造成對教育環境的警覺
性不足，並不利地影響孩子的教育表現。

失聰 (Deafness)

特定的學習障礙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嚴重的聽力障礙，以致不論孩子有沒有使用擴音
器，都不能透過聽力來處理語言，並影響孩子的
教育表現。

一種關於理解或使用口語或書寫語言的基本心理
過程的障礙，外在表現為不完美的聽、想、說、
寫、拼字或數學計算的能力。 此名詞包括諸如知
覺障礙 (perceptual disabilities)、腦傷 (brain
injury)、輕度腦功能不全 (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誦讀困難 (dyslexia) 以及發展性的
失語症 (developmental aphasia)。 此名詞不包括
其學習困難主要導因於視覺、聽覺或運動能力，
認知障礙，或環境、文化或經濟等不利因素的孩
子。

聾盲 (Deaf-blindness)

情緒障礙 (Emotional Disturbance)
在長時期中或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下列一個或更多
會影響孩子教育表現的特性，這個狀況導致：
• 不能用智力、感官或健康因素來解釋的無學
習能力；
• 沒有能力跟同儕或老師建立或維持令人滿意
的關係；
• 在正常的情況下，有不適當的行為或感覺；
• 一種普遍不快樂或憂鬱的情緒；或

言語障礙 (Speech or Language Impairment)
一種溝通的障礙，諸如不利地影響孩子教育表現
的口吃、發音受損、語言障礙或聲音障礙。

•

因為個人或學校的問題而發展出生理症狀或
恐懼的傾向。
此名詞包括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此名詞
不適用於社交不適應的孩子，除非確定孩子有嚴
重的情緒障礙。

創傷性腦損傷 (Traumatic Brain Injury)
由外力或其他醫療狀況造成的腦部損傷，包括但
不限於中風、缺氧症 (anoxia)、感染疾病、動脈
瘤 (aneurysm)、腦瘤和因為醫療或外科治療造成
的神經損害。 這些傷害造成全部或部分的功能性
障礙和 / 或心理障礙，以致不利地影響孩子的教
育表現。 此名詞適用於開放性或閉鎖性頭部損

傷，以及其他導致後天腦部損傷的醫療狀況。 導
致下列一項或多項損傷的傷害，諸如認知、語
言、記憶力、注意力、推理能力、抽象思考、判
斷力和、解決問題；感官、知覺和運動的能力；
心理社會行為、身體功能、資訊處理和說話。 此
名詞不適用於先天的或退化的腦部損傷，或因為
出生創傷而引起的腦部損傷。

•
•

在根本上不屬於知覺性質的視覺障礙，導致
較好的一眼在矯正後的測量視覺敏銳度為
20/70 或更差；或
一種影響視覺功能的生理視覺狀況，以致在
教育的環境裡需要特殊教育安置、材料和 /
或服務。

包括失明的視覺障礙 (Visual Impairment
Including Blindness)
即使在矯正之後，還是不利地影響孩子教育表現
的視覺障礙。 此名詞包括部分視力和失明。 任何
孩子有視覺障礙即表示：

生效日期： 2010 年 6 月 14 日
之前的生效日期： 2000 年 2 月；2004 年 11 月；2004 年 11 月附錄： 2005 年 7 月 1 日生效；2005 年 9
月 (技術性修訂 9/23/2005, 11/7/2005, 11/17/2005)；2007 年 3 月 1 日；
2007 年 3 月 1 日： 2007 年 4 月 3 日修訂；2008 年 7 月 1 日：2009 年 9 月修訂。

調解、投訴和正當程
序的表格

特殊兒童辦公室

調解的直接要求書 (DIRECT REQUEST FOR MEDIATION)
我向我孩子的學區要求調解，以解決關於我的身心障礙孩子的問題。 請代表我向學區聯絡。

日期：

孩子的姓名：

孩子的年級：:

孩子就讀學校和學區：

家長姓名 (請用正楷書寫):

家長簽名：

住址：

城市、州和郵遞區號：

電話號碼 (請列出所有適用號碼)：

請郵寄和/或傳真至：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調解協調人 (Mediation Coordinator)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31-4183
電話號碼： (614) 752-1679
傳真： (614) 728-1097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此致: Assistant Director of Procedural Safeguards
25 South Front Street, 2nd Floor, MS 202
Columbus, OH 43215
投訴書表格 (COMPLAINT FORM)
投訴人的姓名：
投訴人跟學生的關係：
投訴人的住址：
城市、州和郵遞區號：
投訴人的電話號碼 (請列出所有適用號碼)：
辦公室電話號碼： (
住家電話號碼：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可選填)：
學生的姓名：
學生的住址 (假如跟投訴人的住址不一樣)：

學生的年齡：

學生的年級：

學生被認定/懷疑的身心障礙領域:
學生的居住地學區：
學生就讀學校的名稱：
請確認您的孩子是否參與自閉症助學計畫
說明問題，包括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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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的日期：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 300.153(c) 節 [提出投訴]，宣稱的違法行為日期不可超過您提出本投訴日期的一年以前。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解決方式將會受到考量，但是，投訴的最終解決方式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決定。
說明問題，包括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 300.153(c) 節 [提出投訴]，宣稱的違法行為日期不可超過您提出本投訴日期的一年以前。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解決方式將會受到考量，但是，投訴的最終解決方式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決定。
說明問題，包括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 300.153(c) 節 [提出投訴]，宣稱的違法行為日期不可超過您提出本投訴日期的一年以前。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解決方式將會受到考量，但是，投訴的最終解決方式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決定。
說明問題，包括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 300.153(c) 節 [提出投訴]，宣稱的違法行為日期不可超過您提出本投訴日期的一年以前。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解決方式將會受到考量，但是，投訴的最終解決方式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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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問題，包括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違反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3(c) 節 [提出投訴]，宣稱的違法行為日期不可超過您提出本投訴日期的一年以
前。
針對問題的建議解決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解決方式將會受到考量，但是，投訴的最終解決方式將由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決定。
列出您針對這些問題已經聯絡過的學校官員：
姓名 / 職稱頭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人簽名：

根據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3 節，這份表格必須有簽名，否則將不受理，並將退還給您簽名。
• 特殊兒童辦公室僅接受有投訴人本人簽名的正式投訴書，傳真或透過電子郵件寄來的投訴書將不被接受。
• 根據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3 (c) 節，投訴人必須寄一份本投訴書給被投訴的學區。
 假如您已經寄一份本投訴書給被投訴的學區總監，請勾選這個空格 (此項為必填)。
在特殊兒童辦公室做出審查的結論之後，除非投訴人已經針對資訊的公開獲得並提出所需的同意，否則調查結果只
會發給家長或已屆成年的學生以及學區。 假如投訴沒有資訊公開所需的同意，投訴人會收到一封確認信，說明任何
已確定不遵從的部分都已經獲得解決。

註： 投訴人並不一定要使用本表格。 您可以提交自己撰寫的投訴書以取代本表格，但您的要求書裡必須包括聯邦法規
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153 節中要求的所有資訊。
請把所有的投訴書郵寄到下列地址：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Attn: 程序保障助理主任 (Assistant Director of Procedural Safeguards)
25 South Front Street, 2nd Floor, MS 202
Columbus, OH 43215
如果您對完成本表格或投訴過程有任何問題，請聯繫特殊兒童辦公室，電話號碼是 (614) 466-2650。

生效日期：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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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 (DUE PROCESS COMPLAINT AND REQUEST FOR A
DUE PROCESS HEARING)
指示說明
請提供每項所要求的資訊。
1. 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年級。
2. 身心障礙的類型：提供一份所有目前適用於孩子的身心障礙的清單。 假如孩子尚未被確認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請
在提供的空白處寫下「孩子尚未被確認」。
3. 孩子居住地的地址；或在無家可歸兒童或青少年的情況下，可用的聯絡資訊。
4. 孩子就讀學校的名稱和地址。
5. 家長的姓名和地址，假如地址跟孩子的地址不一樣；或在無家可歸兒童或青少年的情況下，可用來聯絡孩子的聯絡
資訊： 「無家可歸」(Homeless) 的意思是符合美國法典第 42 篇第 11434a(2) 節 (42 U.S.C. 11434a(2)) 的麥金尼
—凡托無家可歸者援助法案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 下的第 725(2) 節中有關無家可歸的定義；
以及電話號碼。
6. 調解 (Mediation)： 調解是一種由州提供以解決爭端的免費服務。 參加調解是完全自願性的，而且必須由雙方同
意。 調解人將為雙方安排日期，以討論解決爭端的補救方法。 調解跟正當程序同時進行，但調解會議通常將安排在
正當程序聽證會之前召開。 假如您對調解有興趣，請勾選適用的項目。
7. 描述問題以及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針對您要求的正當程序聽證會所基於的問題，提供一份問題性質的說明，並提供
跟問題有關的事實。 問題舉例： 問題是學區沒有實施我孩子的個別化教育課程。 跟問題有關的事實舉例： 我的孩
子尚未受到她的 IEP 中所明確指定的說話和語言服務。
8. 描述建議的解決方法: 就您目前所知和可得到的資訊，陳述您提議的解決方法。 建議的解決方法舉例: 我建議讓我
的孩子接受在她的 IEP 中所明確指定的說話和語言服務。
9. 律師或代表： 假如您在本個案裡有律師或代表，請提供律師或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假如家長或地方教育機構 (LEA)
填寫這部分，則所有關於正當程序的通信和資訊都將寄給律師或代表，而不是給家長或地方教育機構。
10. 簽名： 要求聽證會的一方必須在投訴通知 / 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書上，以正楷書寫姓名、簽名和填寫日期。
11. 假如適用的話，快速聽證會： 只有在家長不同意關於紀律性調離的安置 (placement for disciplinary removals) 或表
現確定 (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 的決定時，家長才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 只有當地方教育機構 (LEA)
認為維持孩子目前的安置非常有可能導致對孩子或其他人的傷害時，地方教育機構才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
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原因來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
12. 提出要求： 把填妥的要求書原始正本寄給另一方，並寄一份副本給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程序保障組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Procedural Safeguards)，25 South Front Street,
Columbus, Ohio 43215-4183，或傳真一份到 (614) 728-1097。
13.
註： 您並不一定要使用本表格。 您可以提交自己撰寫的正當程序要求書以取代本表格，但您的要求書裡必須包括聯邦
法規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508 節 (34 CFR §300.508) 中要求的所有資訊。

正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2008 年 8 月 28 日修訂

第1

正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 (DUE PROCESS COMPLAINT AND REQUEST FOR A
DUE PROCESS HEARING)
由代表要求聽證會的孩子姓名

孩子的出生日期 (月/日/年)

年級

身心障礙的類型

孩子居住地的地址；或在無家可歸兒童的情況下，孩子的聯絡資訊

孩子就讀學校的名稱和地址

家長的姓名和地址 (假如地址跟孩子的地址不一樣); 或在無家
可歸兒童或青少年的情況下，孩子的聯絡資訊

電話號碼
(
)
日間電話號碼
(

)

需要雙語口譯員或手語翻譯員
是

否

如果選是，請指明語言 / 溝通模式

學區總監的姓名以及居住地學區
調解
是

否。我有興趣參加調解。

說明問題 (說明孩子有關建議開始安置或變更安置，或提供免費適當的公立教育等問題的性質) (如有需要，請自行
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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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 (續)
說明問題 (續)

事實 (提供有關上述問題的事實) (如有需要，請自行加頁)。

說明您所尋求的建議解決方法 (就目前所知和可得到的資訊，提供建議的問題解決方法。) (如有需要，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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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程序的投訴和正當程序聽證會的要求 (續)
家長 / 監護人或地方教育機構 (LEA) 之律師或代表的姓名和地址。 假如填
寫這部分，則所有關於正當程序要求的資訊和通信都將寄給律師或代表，而
不是給家長或地方教育機構。

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

要求正當程序聽證會的一方是 (請勾選一項)：
______代表孩子要求聽證會的家長 / 監護人
要求聽證會一方的姓名 (請用正楷書寫)
______ 居住地學區 (總監)
______ 其他教育機構 (名稱)：
要求聽證會一方的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至少滿 18 歲，但還未滿 21 歲的身心障礙學生
簽名日期

快速聽證會的要求 (REQUEST FOR EXPEDITED HEARING)
(只有在當您要求快速聽證會時，才需要填寫這部分)

只有在適用下列原因時，才可以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
家長： 做為家長/監護人或學生，我在此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因為 (請勾選下列一項)：
______ 我不同意有關紀律性調離的安置；或
______ 我不同意表現確定 (manifestation determination) 的決定。

學區: 做為學區，我在此要求一場快速的聽證會，因為：
______ 我認為維持孩子目前的安置非常有可能導致對孩子或其他人的傷害。

提出要求： 把填妥的要求書原始正本寄給另一方，並寄一份副本給俄亥俄州教育廳特殊兒童辦公室程序保障組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Procedural Safeguards)，25 South Front Street,
Columbus, Ohio 43215-4183 或傳真一份副本至 (614) 728-1097。註： 您並不一定要使用本表格。 您可以提交自
己撰寫的正當程序要求書以取代本表格，但您的要求書裡必須包括聯邦法規美國聯邦行政法典第 34 篇第
§300.508 節 (34 CFR §300.508) 中所要求的所有資訊。 詳見第一頁的指示說明。
2005 年 7 月 1 日制定，2007 年 2 月 1 日修訂，2008 年 7 月 1 日修訂，2008 年 8 月 28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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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DRAWAL 撤銷
正當程序和 / 或投訴的撤銷表格
只有在撤銷投訴和 / 或正當程序時才需要填寫

案例號碼：

撤銷投訴

撤銷正當程序

本文件確認介於
和

(在此文中稱為「雙方」) 之間的調解或和解協

議， 達成雙方同意的協議。 由於已達成協議，

在此撤銷針對

的投訴，提出投訴的日期為

。

家長簽名：

日期：

學區代表簽名：

日期：

證人簽名：

日期：

請郵寄和/或傳真到:
俄亥俄州教育廳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特殊兒童辦公室 (Office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調解協調人 (Mediation Coordinator)
25 South Front Street, Mail Stop 202
Columbus, OH 43231-4183
電話號碼： (614) 752-1679
傳真： (614) 728-1097
2008 年 7 月 1 日生效

撤銷投訴和 / 或正當程序的表格，2008 年 7 月 1 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