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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视通知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在其项目、活动及招聘实践中不会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婚姻状
况、国籍/民族、年龄、性别、性取向、或残疾而对任何人产生歧视。
您若对反歧视政策有任何疑问，请向以下专门人士咨询： 人力资源主管 Shelia Miller,
(603) 271-6642 Sheila.Miller@doe.nh.us

颁发单位：（请在此处填写 地方教育机构（LEA）的名称和地址）

简介
残障儿童要想学业有成，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协作必不可少。联邦法和州的法律法规为残障儿童的
家长提供了很多参与子女特殊教育规划和决策的机会。
本手册旨在让家长、成人残障学生、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人，明确在特殊教育过程中家长和子女的
权利。这些权利被称为“程序保障”。家长是“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小组中必不可少的成
员。对于残障儿童特殊教育需求和服务，“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对大多数重大决定有决策权。家
长是该小组中的正式成员。
“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负责学生的评估、资格认定、个别化教育计划以及学生教育安置。小组的
正式名称是“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简称 IEP 小组），但是根据小组的功能或者活动的不同，也
会使用不同的名称。您也是 IEP 小组的重要成员，您的意见非常宝贵。特殊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家
长有机会和小组中的其他人分享自己对孩子的认知和经验。法律的初衷就是要给家长提供参加自己
孩子特殊教育过程的机会，促进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交流。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及时的沟通及相互合
作将使特殊教育的程序更加有效。
尤为重要的是家长和特殊教育过程中的其他成员明确他们的权利以及法令的限制以及其它规范，从
而全面的参加免费适当公共教育（FAPE）。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IDEA 2004）要求学区每学年给家长提供一份程序保障手册（家长权
利须知）。在以下情况您将额外获得一份该手册：(1)最初推举人或家长要求评估时；(2)在一个学
年收到第一个州投诉或者正当程序投诉时；(3)在做出涉及转置的管教行为决定时；(4)家长要求
时。
请注意，本手册符合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IDEA 2004）的规范要求，该法规定家长有权
获取一份写有程序保障的书面文件。本手册不包括联邦特殊教育法或州特殊教育法规的全文规定。
《新罕布什尔残障儿童教育条例》比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更加完善，这有例可证。
《新罕布什尔残障儿童教育条例》的全文规定请请见新罕布什尔教育部网站：
http://www.education.nh.gov/instruction/special_ed/documents/nh_rules_amendment_may_2014.pdf
如想获得免费装订的《新罕布什尔残障儿童教育条例》（新罕布什尔法规），请拨打新罕布什尔教
育部电话 27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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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尔特殊教育程序简介
本小节对特殊教育程序进行简要介绍，旨在为您阅读《新罕布什尔程序保障手册》提供参考。附录
中的附加材料有助于您全面理解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程序包括具体的步骤，并且每一步有单独的要求。特殊教育的每个步骤都包括您和学区合
作的具体程序。特殊教育程序的顺序如下：
身份识别/寻找学生
新罕布什尔法规— Ed 1105； 37 页


推举
新罕布什尔法规—Ed1106； 41 页


评估
新罕布什尔法规—Ed1107； 43 页


资格认定
新罕布什尔法规—Ed1108； 56 页


IEP 小组的形成及表决
新罕布什尔法规—Ed1109； 57 页


年度
考评

安置
新罕布什尔法规—Ed1111; 69 页


IEP 小组的持续监督
新罕布什尔法规 Ed1109.06 (67 页)
特殊教育程序包括对个别化教育计划和安置的年度总评，总评主要基于正式和非正式评估、观察、
当前个别化教育计划目标及其进展等信息而决定。
身份识别/寻找学生 任何人若怀疑孩子有残障或者需要特殊教育，便可推举。此外，凡设有特殊教
育程序的学区均需负责寻找、识别、评估所有被怀疑有残障的 2.5 岁以上到 21 岁以下人士，以确
保发现和识别符合条件的孩子，从而提供所需服务。
推举和对推举的处理 当您、老师或其他人怀疑小孩患有残障或需要特殊教育时，都可以向学区推
举。如果不是您而是其他人，包括学生的老师进行了推举，您将立即收到书面通知，告知您有人推
举你的孩子。同时您将被邀请参加一个推举处理会议。该会议将在收到推举的 15 日内举行。该会
议（和其它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一样）的时间、地点需经您和学校双方的共同同意。个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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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计划小组可能会决定您的孩子没有残障，不需要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学校提供普通教育服务
将满足您孩子的需要。相反，如果他们决定您的孩子有残障，那么孩子将接受评估。
学校必须将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的决定书面通知您。此通知即此手册第六页所述的“预先书面通
知”。若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决定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测试，预先书面通知上会包括一份父母同意请
求信，以决定您的孩子是否有残障。
评估 评估是决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接受特殊教育的一部分。如果您的孩子被认为有接受特殊教
育的必要，在任何测试进行以前均需取得您的书面同意。您所在的学区会安排所需测试，您不必付
任何费用，测试者均为训练有素、知识广博、取得相应证书的专业评估者。学区在收到您的书面同
意书以后，需在 45 日内完成测试（除非您和学区双方同意延期一次 15 日）。测试完成之后，您将
获得一份书面报告。在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召开 5 日之前，您可以书面请求查看测试结果和其
它相关教育记录。若您对学区的评估不满，可以请求学区进行一次独立教育评估，您不需要支付任
何费用。
一旦您的小孩开始接受特殊教育，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将至少每三年一次召开会议讨论该生接受特
殊教育的资格，以确保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继续掌握做出决定的最新信息。如若出现新的情况，您
或者学区都可以请求进行评估。
资格确认和残障分类 评估完成以后，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将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您的孩子是否符
合残障特殊教育的条件。您的孩子如有任何一种残障，则符合条件，需要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以
从获得教育。您的孩子将根据新罕布什尔 Ed1102.01(f)上的规定，来确定是否患有一种或多种具体
的残障。
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的发展 在您的孩子被确认有资格参加残障特殊教育后的 30 日内，个别
化教育计划小组将一起讨论，制定适合您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如没有您的签署同意，则该计划
无效。该计划包括新罕布什尔 Ed1109.01 和 1109.03 上的特殊规定。如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决定
您的孩子需要比传统学年更长的学习时间，学区会提供延长学年服务。
针对您的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将由 IEP 小组每年开会进行评估和修改。每学年的开始，必须确保
您的孩子有一份针对他/她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教育安置的确定 个别化教育计划制定以后， 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将决定最少受限制的教育环境
（LRE）内学生的安置，该生将接受其个别化教育计划中所规定的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在新罕布
什尔 Ed1103 中，有对残障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连续统一教育环境的规定。
执行和监督 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参与孩子教育的人员持续监督教育进展以确保孩子的教育
需求被满足。如果出现对孩子教育进步的任何顾虑，可以立即要求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举行会议，
并无耽延的计划召开会议。
一旦您的孩子开始接受特殊教育，IEP 团队将至少每三年开一次会来讨论相关资格，以确保 IEP 团
队继续持有据以作出决定的最新信息。

家长同意书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Ed1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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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残障儿童提供的特殊教育及其相关服务，或者其他属于特殊教育程序的活动，除了在特殊场
合下外，学区必须获得家长的书面同意。

同意书是指：
(a) 您已经完全获悉与此计划有关的所有信息，该信息是以您的母语或者其它的沟通发生传达
的；
(b) 您理解并以书面的形式同意实施此计划，同意书对此计划有详细描述并列明将公之于众的
记录以及公布对象；同时
(c) （1）您清楚签署该同意书纯属自愿，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该同意书；
（2）您撤销该同意书不会使在您撤销之前、签署同意书之后发生的事情无效。
自学区发出请求的之日起，您有14日的时间进行书面答复。如您和学区双方同意延长时间，便可延长14
日。
家长同意书必须为书面，同时您具有被“告知”的权利，即您必须了解学校提议的内容、学校提议的行为
的结果（利与弊）以及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提议此修改并请求您同意的原因。
学区在采取以下行动以前必须尽告知的义务，并获得您的书面同意：
 举行首次评估会议；
 首次为残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时；
 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年度考评和对残障儿童的安置；
 决定或改变残障分类；
 改变特殊教育或者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重新评估；
 根据 34 CFR 300.154(d)要求参加公共保险；同时
 每次学区请求查看私人保险时。
以下情况也需要家长同意：
 考评时间一次延长到 15 天时(Ed1107.01(d))。
 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成员因特定原因缺席时(Ed 1103.01(a))。

注意：对初次评估的同意书不能等同于对初次转置的同意书。
以下情况学区不需要提前获得您的同意：
 作为对学生的考评或再考评的一部分而对已有信息的审查；或者
 对所有学生进行测试或者其他，除非有必要需要所有学生家长的同意书。

特殊情形：如果学区在14日内没收到您的书面同意书，学区可视为已经采取合理的措施获得您的同
意，学区可采取以下措施：





对个别化教育计划进行年度总评并安置残障学生；
决定或更改残障类型；
更改特殊教育或者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重新评估。

“合理措施”包括给您打过电话的详细电话记录以及这些电话的结果、寄给您的信件复印件（证明
信件，需出具回执）、其他收到的回复、拜访您家及工作所在地的详细记录及这些拜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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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州政府监护的未成年人，学区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尽详细告知义务以获得家长对初次评估
的同意，以下情况除外：不知道家长所在地或家长已被剥夺监护权（或被剥夺孩子的教育决策
权）。如果该孩子是受州政府监护的未成年，必须积极为其任命代理父母。
在考虑表示同意时，您有权对所同意的活动的任何方面提问。
请注意，您需要在14日内或约定的时间内将同意书寄回学区。时间从学区寄发给您的同意书之日算
起。如果该同意书是以信件的形式寄出，当您收到同意请求时，14日的期限已经过了多日，您有责
任做出答复。
您可以对学校的同意请求作出四种不同答复。您选择的每种方式的后果如下：
1. 您同意：
 后果：所提议的改变将生效。
2.您拒绝同意：
 学区不能执行所提议的修改内容，但学区可以选择继续以其他方式获得您的同意；
a.学区可能再次举行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以讨论您的顾虑；
b. 学区可能邀请您参加一个自愿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比如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促进会议、
调节或中立会议以达成协议；
c.针对具体的提议，学区应当申请正当程序听证。请参考正当程序部分（第14-18页）。
例外情形:如果您拒绝同意或未能回复以下请求，学区不可以使用否决权程序：
 第一次同意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请求；
 若您已经自费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若您自己根据RSA 193-A对孩子进行在家教育。
若您第一次拒绝同意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学区不需提供这些服务，这并不违反为您孩子
提供免费适当公共教育（FAPE）的原则，所以也就不必举行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以及为您的孩子
发展一份个别化教育计划。
3.您同意该提议的部分请求：
后果: 学区会执行双方都同意的内容。对于您没同意的内容，拒绝某项服务、利益、活动的
拒绝，不会影响您和孩子根据特殊教育法规而享有的其它服务、利益和活动。
4.在14日内或双方约定的延长期限内，您未能回复, 若学区能证明其已采取合理措施以获得您的同
意，学区可以根据以下情况执行：
i. 举行初次评估
通过选择性争议解决，学区可继续评估（第13-14页及第18-24页）或请求正当听证程序。
ii. 第一次为残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学区不可使用选择性争议解决或请求正当听证程序。
iii．

对个别化教育计划进行年度评估及对残障儿童的转置

学区可执行其提议。但您可以随时请求举行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重新考虑该提议。
 决定或改变残障分类
 改变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重新评估
 每次公共机构提议查看私人保险时，学区可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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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拒绝意指反对校方所有提议或只同意部分提议，与撤销对所有个别化教育的同意
有所区别

5. 取消
如果家长不同意所有个别化教育计划，应向学区提出书面申请：
1. 应提交预先书面通知，以便学区停止所有个别化教育服务。
2. 必须停止所有的个别化教育服务。
3. 不得使用调解或者正当程序获取协议。
4. 提供免费适当公共教育不被视为违反规定的行为。
5. 不得要求学区召开IEP小组会议。

提出书面申请之后，学区会取消所有的个别化教育服务。

预先书面通知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Ed1120.03
预先书面通知必须在决定提议改变之后，真正改变还未发生以前，以书面形式发送给您。该书面通
知中重要的内容是，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所推荐的改变是什么及其原因。若您要求孩子的教育计划
中要有所改变，而该小组拒绝进行改变的话，此书面通知会给予为何拒绝的缘由。
以下情况，您所在的学区需给您预先书面通知：
 提议开始或改变给您孩子资格审查/身份识别、评估、教育安置或者为您的孩子提供特殊教
育及相关服务（免费适当公共教育）；或
 拒绝发起或修改您孩子资格审查/身份识别、评估、教育安置或者为其提供的免费适当公共
教育。
预先书面通知明确表明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所提议的修改及其原因。至少在该小组提议做出修改的
14日以前，您必须收到书面通知。
预先书面通知 (WPN) 需包含以下内容：
 详细说明学区所提议的或者拒绝采取的行动；
 解释学区提议采取行动或者拒绝采取行动的原因；
 详细说明学区决定提议或者拒绝采取行动而使用的每次评估程序、考核、记录或者报告；
 声明您受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中的程序性保护措施的保护；
 若学区提议采取的行动或拒绝采取的行动不是首次举荐评估的内容，应告知您如何可获得
程序性保障措施的具体内容。
 包括理解《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时可寻求帮助的联系方式；
 包括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考虑采取的其它措施，以及这些措施被拒绝的原因；以及
 说明您所在的学区提议采取的措施或拒绝采取措施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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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书面通知必须使用公众可理解的语言，即易懂、通俗的语言。预先书面通知必须使用家长的母
语或家长使用（除非明显不可能）的其他交流方式（如手语）。
若该家长的母语或其他的交流形式不能被书写，学区必须确保以口头或其他方式将同意通知以家长
理解的方式翻译给家长，需要有翻译内容以及家长理解通知内容的书面证据证明。

独立教育评估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Ed1107.03, 1120.07
作为残障儿童（或被鉴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的家长，您有权为您孩子申请独立教育评定。
独立教育评估是一种由非学区雇佣的但有资格进行评估的人所进行的评估。
若您对学区的评估不满意，学区可公费进行独立的教育评估（该正式词组“公费”的意思是或者学
区付全款、或者学区确保评估不需家长付款）。对于每次学区进行的教育评估，您不同意的，您只
有一次要求以公费进行独立教育评估的权利。若您要求独立教育评估，学区可能询问您反对学区评
估结果的原因。然而，您有权对此保持沉默，学区也不当延迟决定支付独立评估的费用。
如果您要求公费进行独立教育评定，学区必须毫不迟疑的采取以下措施：
 同意公费进行独立教育评估；或者
 举行一个正当程序听证会表明学区的评定合格。
如果您要求进行独立教育评估，学区需通知您以下事情：
 独立教育评估的地点；以及
 适用于学区独立教育评估的标准，包括：
a. 评估的地点；以及
b. 鉴定人员的资格 (即考核人员)。

该标准必须与学区进行评估使用的标准一致。除了评估的地点和鉴定人员的资格以外，学区不得对
家长获得独立教育评估有其它的限制、条件或者期限限制。
家长有权随时自费进行独立教育评估。您还有权将家长自费进行的评估带到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用
于决定孩子的教育需求。您也有义务和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分享家长自费进行的评估。然而，学区
可通过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发现程序而获取家长自费进行的评估结果。不论谁为评估付费，若该评估
符合学区标准（如上解释），在做有关为您的孩子提供免费适当公共教育的决定时，个别化教育计
划小组必须考虑独立教育评估的结果。此外，任何独立教育评估的结果都可以作为证据在正当程序
听证会上被出示。
若听证会官员要求为听证会进行另外的独立教育评估，学区需为此评估付费。
若听证会官员决定学区评估是适当的，学区则不必为你自费的独立教育评估付费，也不必为您报
销。

电子邮件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Ed 1102.02
如果您所在的学区提供电子邮件发送文件的服务，您可以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接收以下文件：
1.预先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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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性保障措施通知；以及
3.有关正当程序申诉的通知。

代理家长教育制度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 Ed 1115
在特殊教育过程中，会出现没有父母代表孩子的情况。在这些实例中，代理家长就被选派为“在教
育决策程序中担任儿童家长的角色。”关于代理家长的权利和义务的其他相关信息请参见《新罕布
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第 Ed 1115 条。

信息保密制度
《新罕布什尔州残疾儿童教育条例》 ~ Ed 1119.02
学区拥有多种类型的有关儿童或者服务对象的教育记录。教育记录是指美国《联邦法规》第 34 部
第 99 条（1974 年《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FERPA）， 20 U.S.C. 1232g）中所规定的“教育
纪录”。该记录可以包括孩子的成绩单，进报告，考勤以及健康记录，录像带，纪律报告以及文档
的电子副本。
包含“识别个人身份”信息的教育记录必须保密。
识别个人身份是指以下的信息：
 您孩子的姓名，家长的姓名，或者家庭其他成员的姓名
 您孩子的家庭住址
 个人身份识别标志，如您孩子的社会保险号码或学生标号；或者
 人物特征清单或有合理的确定性可能识别您的孩子的信息。
致家长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或其它州立机构有时会获取，保留或使用一些学校记录。这些机构必
须遵守儿童的任何识别个人身份信息的保密性规定。（更多信息请参考《联邦法规》第 34 部第
300.612 条的规定。）
使用权限 学区以及其他机构搜集信息，保留，或使用识别个人身份的教育记录必须完全对私人信
息保密，并必须使你可以检查或审查您孩子的记录。在有关个别化教育计划的任何会议或者任何正
当程序听证会（包括决议会议或者处罚听证会）之前，学区必须毫不迟延的满足您检查和审查任何
有关你的孩子的教育记录的请求，必须在你做出请求以后 45 日内进行回复。根据 Ed 1107.04(d)
的规定，如果由于您的孩子正在接受评估或再评估，您请求检查或审查教育记录，该学区必须在在
个别化教育小组会议召开 5 天之前让您的查阅测试结果及其它相关教育记录。
使用记录 学区必须记录收集，保留，或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而使用过教育记录的人
员，除了您自己和学区内经过授权的工作人员以外。信息使用记录必须包括组织的名字，使用的日
期，以及该授权组织使用教育记录的目的。
多个儿童的记录 如果某教育记录包含了多个儿童的信息，您有权利要求查看和审查您孩子有关的
记录或获得某一特定信息。
信息的类型和存储位置清单 根据您的要求，学区必须提供包括学区所收集、保留或者使用的教育
记录的类型和存储位置的清单。
您的教育记录检查和审查权包括：
 您有权要求学区对您孩子的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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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权要求学区提供孩子教育记录的复印件，如果出现特殊情形导致您无法检查和审查教
育记录，您至少应该收到记录的复印件；同时
您有权委派代表检查和审查记录。

学区将假设家长都有权检查和审查和他们孩子有关的教育记录。除非在相关的州法律规定下，该家
长因为监护权，分居，离婚等问题无权查阅。
费用 在收取费用不会阻止您行使检查和审查教育记录的权利的条件下，学区会对记录的副本收
费。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学区对于搜索和检索记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家长要求修改记录 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第二部分规定，如果您坚信教育记录中所收
集，保持，或使用的有关您孩子的信息有错误并造成误解，或是违反了孩子的隐私权或其它权利。
您可
以要求保持该记录的学区做出修改。根据您的请求，学区必须决定是否修改信息，并且在收到要求
的合理期限内告知您他们的决定。
参加听证会的机会 如果学区决定拒绝修改，您将会收到通知，并会告知您在合理期限内有权进行
参加关于此问题的听证会。
听证会程序 主持听证会的人必须是与听证会的结果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您有权收到听证
会的通知，有权出示和议题有关的证据，并有权由一人或多人协助参加听证会，其中可包括律师。
听证会的决定必须根据在听证会上所出示的证据在合理期限内做出。该决定必须包括对证据的概括
和做出决定的原因。如果根据听证会的结果，学区决定此信息不准确并造成误解，或侵犯您孩子的
隐私权或者其他权利，学区就必须立即修改这些信息并且以书面形式通知您。
听证会的结果 如果根据听证会的结果，学区决定信息并非不准确，也未造成误解或侵犯您孩子的
隐私权或者其他权利，学区就必须通知您，告知您有权发表一份声明评论信息或者提供您对学区的
决定提出异议的原因。只要该记录（或有争议的部分）由学校保管，本声明就必须作为孩子的记录
的一部分由学校予以保管。如果学区向任何组织公开此记录（或有争议的部分），也必须向此方公
开本声明。
同意公开个人身份信息 除非被公开的信息是包含在教育记录中或根据《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
的规定不需要家长同意授权的，在向任何组织公开个人身份信息之前，必须获得您的同意，参与机
构的官员除外。以下特定条件下，如果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要求向参与机构的官员
公开个人身份信息时，不需要征得您的同意。
在向提供转衔服务或者为转衔服务付费的参与机构的官员公开个人身份信息时，学区必须征得您的
同意或者征得已满 18 周岁的合格的学生的同意。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或即将就读于一所不在您所居住的学区内的私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所处的学区和
您所居住的学区之间的官员们公开有关你的孩子的个人身份信息以前，他们必须事先获得您的同
意。
信息的保护 您的学区必须在个人身份信息的收集、存储、公开和销毁等步骤中对个人身份信息进
行保密。每一学区内必须有一个官员为保证任何个人身份的信息安全承担相应的责任。所有人在收
集或使用个人身份信息时，都必须接受培训或遵循国家在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案》和《家庭
教育和隐私法》中所规定的州级政策和程序。为便于公众监督，每个学区都必须有一份名单，名单
内应详细列明目前在该机构内有权获取个人身份信息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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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销毁
当您的学区不再需要所收集、保留或使用的个人身份信息对您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时，必须对您尽到告知义务。在您请求之下，可以销毁信息。销毁是指物理上的摧毁信息，或清除
信息
中的身份标志，从而使这些信息不再能证明个人身份。然而，学区必须保留一份关于学生的姓名，
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所在年级，考勤记录，所修课程，年级水平，毕业时间的永久记录。
权利转移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 34 部《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的第 99.5（a）条的规定，
家长对子女教育记录享有的权利将在子女年满 18 周岁时转移给子女。

申诉程序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Ed 1121
除非在合理延长期限的情况下，教育机构工作人员通常必须于 60 个公历日之内解决州级申诉，然
而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官员必须听取正当程序的申诉（如果未能通过争端解决会议或者调解解决）并
应当根据本文件争端解决程序条款中规定的，在决议期限结束之后 45 个日历日内做出书面决议，
除非听证会官员在您或者学区的请求下准许一个具体的延长期限。下文有对州级申诉和正当程序申
诉，争端解决和听证会的程序更详细的描述。
正当程序听证会和申诉的区别 正当程序听证会和申诉具有独立的程序。您、组织，或个人，都可
以提出书面的申诉报告，主张某学区侵犯了您孩子接受特殊教育的权利。但只有您或学区有权针对
启动或者改变残障儿童的身份、评估或者教育安置等问题的提议或者否决案，或者为儿童提供免费
适当公共教育（FAPE）的问题而提起正当程序听证会。
提出申诉 申诉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1. 学区违反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声明
2. 声明的事实基础
3. 申诉者的签名以及联系信息
4. 如果申诉针对某一特定儿童而主张违反了规定的，则应包括：
a. 本儿童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b. 本儿童所在的学校名称；
c. 对于无家可归的儿童或青少年，该生的联系方式以及其就读学校的名称；
d. 关于该儿童问题性质的描述，包括与此问题相关的事实；和
e. 递交申诉时当事人一方熟悉的范围内提出的对此问题的相关解决办法。
申诉所主张的违规行为必须发生在申诉收到之日一年以内。
申诉需邮寄到：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厅教育局长
普来森特大街 101 号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 03301
申诉人在向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提出申诉的同时，必须将申诉状的复印件寄送学区。本规则存在例
外情形。如果您希望得到关于免责条款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局。
注：如果书面申诉状的主题同时也是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主题，或申诉状包含多项议题，其中一项或者多项
是听证会的部分内容，州政府必须驳回申诉中和正当程序听证会解决中所涉及到的重复的内容，直到听证
会结束。然而任何在申诉中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中的，就必须按照政府申诉时间限制
和程序来解决。如果申诉中提出的问题早已经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中予以解决，听证会的决定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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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必须将听证的效力告知申诉人。主张学区未能成功实施正当程序决定的申诉必须由新
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来解决。

申诉程序
1. 收到由家长，组织或者是来自其他州的个人提出的申诉后，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局申诉
办公室将对申诉人进行审查。
2.如果所提出的问题符合申诉程序，那么：
a.一名独立的调查员将被指定对个案件进行独立调查，部分调查将会在学区内进行。
b.学区的特殊教育负责人将收到电话被告知有人提起申诉，并告知申诉人，申诉内容，以及涉及到
联邦和/或州的法律法规。
c.家长和学区将各收到一封信，信中注明调查员的姓名，以及附随申诉状的复印件，并阐明所涉及
到的联邦和/或者州级的法律法规。
3．申诉人将有机会口头或书面纠正在概括申诉的问题中出现的错误，也可递交附加信息。
4. 调查员将审查所有相关信息，包括适当的教育记录，采访家长和学区的官员以及决定事实的员
工。调查完成时，调查员会向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呈交一份书面报告。
5.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申诉办公室的官员将会审查报告以决定学区是否侵权。申诉办公室官员将根
据调查员发现的事实以及包括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在内州级法规以及联邦政府的相关法
律做出决定。报告将具体说明州政府做出的最终决定的理由。
6. 教育部长会审核决定并做出保证采取何种矫正措施的决定。部长签发决定。此决定应该在新罕布
什尔州教育部收到申诉之后的六十天内发布。如果教育部认为存在造成拖延决定的特殊情况，那
么可以延长期限。
7.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必须注明有效实施最终决议的程序，包括技术援助活动，谈判协商和可达到
法律规定标准的矫正措施。
8. 任何当事人不满意此决定，均可在收到决定起的十天内提出复议。在接受到复议请求的 20 天
内，部长将会决定进行复议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如果适当即进行复议，并发布最终决定。任何当
事人如果仍然不满意，可请求召开正当程序听证会或根据 Ed 200 条的规定提出上诉。
9．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必须向您或其他感兴趣的个人宣传申诉程序，包括通过家长培训和信息中
心，保护和宣传机构，独立生活中心以及其他合适的社会实体。
10.当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决定没有能够提供合适的服务时，它可以授予其财政补偿或采取其他合
适的矫正措施以满足儿童的需要，确保在未来能够提供给残障儿童恰当的服务。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条例》~Ed 1122
家长和学区共同努力尽可能使用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分歧。当您对学区有异议或者与其产生分歧
时，应该尝试尽可能使用最低行政层级的方法解决。当努力不可能实现或未成功时，请使用正式的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如调解，中立会议。学区可能制定程序给您机会和无个人利益或者专业利益
关联的人会面。如果这些替代解决方案都不合适，或者不成功，申诉人可以发起正当程序的申诉，
可以由任何一个当事人提出，可能最后导致正当程序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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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化教育计划协调员 为帮助不能达成统一意见的不同团队，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为个别化教育
小组配备经过培训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协调员。学区和家长双方需要共同同意配备一名个别化教育计
划协调员。个别化教育计划协调员是由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提供的免费服务。
中立会议 中立会议是对学区和家长开放的选择。它是由受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士（中立方）听取
双方争论的焦点并提出建议，双方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此建议。家长可以要求孩子所在学区向新罕
布什尔州教育部提出请求。中立会议是由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提供的免费服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的信息，请致电立法和听证处，电话号码：（603）271-2299。
学区必须提供调解的机会，以便家长和学区能够解决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中所规定的任何
分歧。本法列举了特殊教育的程序，包括在提起正当程序申诉之前会产生的问题。因此，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无论您是否已提起申诉要求召开正当程序听证会，调解都是可供选
择的解决争议的方法。
程序必须确保调解的步骤：
 是您和学区自愿提出的
 不是用来否定和拖延您参与正当程序听证会的权利，也不是用来否定您根据 2004 年《残
障个体教育法》所应该享有的其它权利；同时
 由专业且公正的调解人员主持，调解人员需受过有效调解技巧的培训。
学区 如果没有经过调解程序，学区会向您和学校提供争议解决程序。学区会给您机会在您方便的
时间和地点的会见与此纠纷结果没有任何私人或专业利益的个人，本人将：



和适当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家长信息中心，或者新罕布什尔州的社区家长信息中心
签订合同；同时
向您解释调解程序的益处并鼓励您使用调解程序。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拥有一群专业的调解员，他们了解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
服务的法律法规。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必须随机、任意或者采取其它公平的方法调解人员。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承担调解程序所包含的费用，包括召开会议的费用。调解程序中的每一次会谈
的时间都需要提前安排好，及时与会，并选择对您和学区都方便的地点进行。
如果您和学区通过调解程序解决了争议，双方都必需达成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规定达成的决
议，同时：
 协议需声明，双方对在调解过程中所有的谈论保密，并不会在以后任何的正当程序听证会
或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呈现；同时
 协议需由您及由学区授权的代表签字。
书面和经签署的调解协议在任何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州立法庭（一类在州法授权下可以审理此类案件
的法庭）或美国的地区法庭都可执行。无论协议是否达成，在调解程序中的讨论内容都必须保密。
任何讨论内容都不能在今后正当程序听证会或任何联邦法院或获得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资
助的州立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出现。
调解员的公正性




调解员：

不应该为州级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不应该为本人孩子接受教育和照顾所在的学区的工
作人员；同时
保持调解员的客观性，与冲突没有任何私人或公共利益。
接受专业调解技巧的培训，熟悉与特殊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并且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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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合资格的调解员，不可以是学区或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仅仅是政府机构或学区支付
费用聘请其担任调解员。

正当程序申诉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条例》~ Ed 1123
关于正当程序的基本内容 您或学区可就任何与提议或者否决您孩子的身份证明，评估或教育安
置，或者接受免费公共教育（FAPE）等问题提出正当程序申诉。听证程序的期限是 45 天但不包括
30 天的决议时间。如有家长申请了正当程序听证会，学区则必须召开一次纠纷解决会议。
正当程序的申诉必须表明作为正当程序申诉的基础的违规行为发生在自您或学区得知此情况或应当
知道此行为起两年以内。如果您申请正当程序的听证会来弥补您单方安置的费用，您必须在单方安
置发生 90 天之内提出请求。
如果由于学区的以下行为导致您无法在时间期限内进行正当程序申诉，上述的申诉期限不适用于
您：
 故意虚报申诉中提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者
 隐瞒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应当向您提供的信息。
如果您提出要求，或者您或者学区提起正当程序申诉，学区必须告知您在这个区域内您可以获得的
免费或便宜的法律服务或其他相关服务。
提起正当程序申诉 为了要求听证会，您或学区（您的律师或学区的律师）必须交给对方一份申诉
状。申诉状必须包括下列所有内容，各方需要对此保密：
无论是您还是学区提起申诉，都必须向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提供一份申诉状的副本。没有递交正当
程序申诉状将导致正当程序的听证会无法召开。
正当程序申诉状必须包括：
1． 孩子的姓名
2． 孩子的家庭住址
3． 孩子学校的名称
4． 如果此儿童或少年是无家可归的，需要该生的联系方式以及学校名称的
5． 详述与提议或者否决行为中与此儿童问题的性质，包括与问题相关的事实材料；同时
6． 在您或学区当时能掌握的信息范围内提出一个问题解决办法。
正当程序申诉 正当程序申诉状必须为充分才能获得接受。正当程序申诉状将被视为充分（满足上
述内容的要求），除非当事人（您或学区）收到正当程序申诉状并在 15 天（公历日）之内发出书
面通知，告知听证会官员或其他当事人接收方认为正当程序申诉状没有满足上述要求。
在收到接收方（您或学区）认为正当程序申诉条件不充分的通知的 5 天（公历日）之内，听证会官
员必须做出判断申诉是否满足上诉条件并且立刻以书面形式通知您和学区。
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要求快速听证，通知必须陈述请求的纪律理由。
修改申诉状 您或学区修改申诉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另一个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修改，并且有机会通过纠纷解决会议解决正当程序听证
会的申诉，如下所述；或者
 至少在听证会开始之前的五天前提出，并获得听证会官员的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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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诉方（您或学区）要对正当程序申诉状进行修改，纠纷会议召开的期限（在收到申诉状的
15 个公历日内）以及纠纷解决的期限（收到申诉状的 30 个公历日内）都自修改过的申诉状递交之
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学区对申诉的回复 如果学区没有就申诉中的主要问题向您发送预先书面通知，学区必须在收到申
诉状之日起 10 个公历日内向您寄送学区的回复，回复需包含以下内容：
 解释学区为何提议或拒绝采取在申诉中提到的措施；
 列举您的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考虑的其它方法，及其遭到拒绝的原因
 详述学区提议或拒绝采取此行动所依据的评估程序、考核、记录或报告；同时
 详述与学区提议或拒绝采取行动相关的其它因素。
学区提供上述的信息并不妨碍学区主张您的正当程序申诉状不充分。
家长对正当程序申诉的回复 当您作为正当程序申诉的被申诉方，被学区和原告申诉，您必须作出
回复向学区和另一方阐明申诉状中提到的问题。
独立的正当程序听证请求 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 B 部分（联邦法规第 34 卷从第
300.500 条到第 300.536 条）的联邦程序性保障部分的规定不限制您就已经提出正当程序申诉的问
题之外的独立问题提起正当程序申诉。
样本 新罕布什尔州的州教育部已经制作了多种样本帮助您提出正当程序申诉和州级申诉。您可通
过联系您孩子的学校，新罕布什尔州的州教育部来获得，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地址是：新罕布什尔
州曾特街康科德 101 号，，邮编 03301。或者可以登录教育部的网站
http://www.education.nh.gov/instruction/special_ed/complaint.htm. 您并非必须使用这些样本。您
可以使用本样本或或其它适当的样本，只要它们包含了提出正当程序申诉和州级申诉所必需的信
息。
调解 学区必须做出具有可行性的调解，以便您和学区解决各种分歧，包括和 2004 年《残障个体教
育法》有关的任何问题，以及在提交正当程序申诉之前出现的问题。因此，不管您是否提出正当程
序申诉并要求正当程序听证，都可以使用调解解决和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有关《的纠纷。
调解的条件
 个人和学区双方自愿进行调解；
 不能用于拒绝或延误您进行正当程序听证的权利，或拒绝您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
法》而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以及
 由接受过有效的调解技术培训并且合格公正的调解人负责执行。
新罕布什尔州州教育部有调解员名单，他们都是合格的调解员，并且精通有关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的法律法规。调解员的选择必须是随机的、轮流的，或者使用其它公正的办法。调解费用由新罕布
什尔州教育部承担。
调解员的公正性
 调解员不可以是参与您的孩子教育或者照顾工作的州立教育机构或学区的工作人员；以及
 调解员不能有与调解员公正性冲突的个人的或职业的利益。
然而，一名合资格的调解员不可以是学区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仅仅是机构或学区支付调解员的
费用。
调解过程中的每次会面必须及时安排，并且会面当选择对您和学区都方便的地点。
如果您和学区通过调解解决了纠纷，双方必须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提出解决方案的调解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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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双方对在调解过程中所讨论的内容保密，不得在以后任何正当程序听证或者民事
诉讼中作为证据出示；同时
和经授权的学区代表签署协议。

书面签署的调解协议在任何有裁判权的州法院（国内法的范围内有权审理这类案件的法院）或者美
国地区法院都有强制执行力。
正当程序申诉和听证未决时孩子的安置 在正当程序申诉期间，您的孩子必须在当前的教育位置，
“处分的变动，临时替代安置”的情况除外。如果正当程序申诉包括初次进入公立学校的申请，在
您同意的情况下，您的孩子会被安置在普通公立学校学习，直到申诉结束。
如果正当程序申诉包括对您孩子早期服务的申请，即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 C
部分规定的早期支持和服务进行转衔，或者因为您的孩子三岁，学区就不需继续向您的孩
子提供早期支持和服务。如果根据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规定您的孩子有资格接受
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并且您对此表示同意，那么在等待诉讼结果期间，学区必须向孩子
提供没有争议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即您和学区都同意的服务）。
纠纷解决会议 在收到您的正当程序申诉通告的 15 日内，并在正当程序听证开始之前，学区必须与
您及对正当程序申诉方面的事实知情的有关人员或者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小组的成员召开一次
决议会议。会议：



必须包括一名有决策权的学区代表；以及
不包括学区的律师，除非您有律师陪同。

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您的正当程序申诉以及申诉所依据的事实，以便学区有机会来解决这一争议。如
果出现下列情形，纠纷解决会议就没有必要：
 您和学区书面同意取消会议；或者
 您和学区同意使用调解程序。
解决期限 如果学区在收到正当程序申诉状 30 天内（在解决过程期间），没有能够按照您满意的解
决正当程序申诉提出的问题，正当程序听证就会举行。
如下所述，在30天解决期限期满后，做出最终决定的45天的期限便开始计算特殊情况期限将调整
30天的解决期限。除非您和学区都同意放弃决议程序或使用调解，否则如果您未能参加纠纷解决会
议将推迟纠纷解决程序的时间以及正当程序听证会的时间，直到您同意参加会议。。
如果学区经过有文件记载的适度的努力，仍然没有促使您参加学区的纠纷解决会议，那么，在30天
纠纷解决期限结束之日起，学区可以请求听证官员驳回您的正当程序申诉。
证明学区的努力的文件必须包括学区尝试安排双方都同意的时间和地点的记录，例如：
 拨打电话或电话结果的详细记录;
 发送给您的信函副本及收到的答复;
 对您的家里或工作地点的访问以及这些结果访问的详细记录。
如果学区在收到您正当程序申诉通告的15日内没有召开纠纷解决会议，或者没有参加此会议，您可
以要求听证官员命令可开始计算45天的正当程序听证期限。
对 30 天纠纷解决期限的变更 如果您和学区书面同意取消纠纷解决会议，那么 45 天的正当程序听
证期限自第二天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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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解或纠纷解决会议开始之后，30 天纠纷解决会议期限届满之前，如果您和学区在书面上认为
没有可能达成一致，那么 45 天的正当程序听证期限自第二天开始计算。
如果您和学区同意使用调解程序，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在 30 天纠纷解决期限届满之时继续进行调解
直到达成协议。但是，如果您或学区从调解过程撤出，那么 45 天的正当程序听证期限自第二天开
始计算。
书面谅解协议 如果纠纷解决会议上达成谅解协议，您和学区必须签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谅解
协议：
 协议由您和经授权的学区代表签署；
 书面签署的谅解协议在任何有裁判权的州法院（国内法的范围内有权审理这类案件的法
院）、或美国地区法院，或者如果您的州有另一种机制或程序能够允许双方寻求决议协定
的实施，国家教育机构都具有强制执行力。
协议审查期限 如果您和学区在决议会议上签署谅解协议，任何一方（您或学区）可以在签署协定
后三个工作日内宣布协议无效。

正当程序听证会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Ed1123
在新罕布什尔州，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负责召开正当程序听证会，对正当程序听证决议的上诉请求
直接递交到法院。
新罕布什尔州州教育部将安排听证会前的会议以及听证会的日期。为了澄清将在听证会解决的问
题，听证官员将召开一次听证会前会议。听证会前会议也是一个讨论纠纷解决方法的机会。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举办应当在听证会前会议结束之日起 14 天内召开。除了有明显的正当的理由
外，行政正当程序听证会应限制在 2 天内。
听证权利 参加正当程序听证会（包括有关纪律程序的听证会）的任何一方均拥有下列权利：
 有律师或对于残障儿童的问题有专业知识或接收过训练的人士的陪同并给予建议；
 提供证据并当面对质，进行盘问，并要求证人出庭；
 否决没有在会议之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向另一方展示的证据；
 获得书面的听证会记录，或者根据您的选择电子记录或录音记录；同时
 获得书面的事实和决定，或者根据您的选择获得电子记录。
听证会上家长的其它权利 家长必须有权：
 让您的孩子在场；
 要求听证会对公众开放；以及
 免费获得听证会的记录，事实和调查结果。
额外的公开信息 至少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之前 5 个工作日，您和学区必须向对方披露所有的书面证
明，证人名单及其评估，其中包括在规定日期内完成的独立教育评估，同时内容是基于您或学区打
算在听证会上使用的评估。
听证官会阻止任何不遵守要求的一方在听证会上没有经过另一方的同意而采用相关评估和建议。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主题 要求听证的一方（您或学区）在没有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可以提出正当程
序申诉状中没有提到的问题。

15
新罕布什尔特殊教育程序保障手册

2014.10

公正的听证官 听证官至少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绝不能是国家教育机构或者教育或照顾小孩的学区的工作人员，然而，他或她仅仅因为机
构支付他们作为听证官的费用并不构成机构的员工；
 不能有和听证官客观性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或专业利益；
 一定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熟悉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条款，以及与此相关的联邦法
和州级法规的规定，以及联邦和州法院对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法定解释；同时
 必须具备指挥引导听证会的知识和能力，并能做出并写出与适当、标准的法律惯例一致的
决定。
听证会的决定 听证官对关于您的孩子是否能得到免费合适的公共教育(FAPE)的决定，必须基于实
质性的理由。对于违反程序的问题，听证官也许决定您的孩子没有得到免费合适的公共教育的权利
是因为程序上的不足：
 与您的孩子得到免费合适的公共教育（FAPE）的权利相抵触；
 有关为您的孩子提供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FAPE）明显与您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相抵触；
 造成剥夺教育权益。
如果您或学区不同意听证官的决定，双方可以自收到最终决定之日起120天以内向新罕布什尔州的
高级法院或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建设性条款 上述规定不能被理解为听证官不能命令学区遵守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联邦法
规 34 卷第 300.500 条到第 300.536 条)中的程序保障措施的要求。
向顾问团和公众公布事实及决定 新罕布什尔州州教育部在删除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后，必须：
 向州特殊教育顾问团提供正当程序听证会程序中的事实和决定；同时
 把这些调查事实和决定公之于众。
快速听证会：45 天内完成正当程序听证会，不得延长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在收到召开此类听证会
的请求之后，将在 20 个教学日内安排快速听证会。纠纷解决会议必须在 7 日内举行，并在 10 日内
做出决定。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就会安排快速听证会：
1、学区认为继续让孩子在目前的教学计划中成长很可能会给该孩子和其他孩子造成伤害，因此，
学区想要把小孩安置在临时替代性的教育环境中 45 天或以下，但是家长不同意；
2、家长认为孩子已经辍学连续 10 天以上或在一学年旷课 10 天以上学校没有履行适当的程序；
a) 父母不同意把小孩安置在临时替代性的教育环境中；
b）在父母不同意对学生表现做出的决定。
当孩子被安置在临时替代教育环境（IAES）中 45 天时，孩子应该留在此教育环境中直到：
（1）听证官做出不同的决定；（2）45 天期限届满；
（3）双方同意不同的安置。在出现纠纷时，临时替代的教育环境成为孩子的“固定”环境，孩子
要在此临时替代教育环境（IAES）中停留 45 天。当临时替代教育环境（IAES）的 45 天届
满后，孩子回到 45 天临时安置之前的学校计划中，除非听证官下令安排一个新的 45 天临时
替代性教育环境。
最终决定、上诉、公正审查 如果父母或学区对听证官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在收到听证官最终裁决
之后 120 天之内向高级法院或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处理上诉的法院会收到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记录，如果家长或学区有要求，法院还要听取额外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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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院会就上诉作出决定，并且坚持法院的判决是合理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决定将基于证据上
的优势（51％或以上）。
在这部分中，任何内容都不得限制或制约《宪法》，1990 年《美国残障人法》，1973 年《康复法》的第五
条，或者其它保护残障儿童权益的联邦法规中的权利、程序和补救措施。除了提出民事诉讼之前，根据第
615 章的规定寻求救济。但是在使用第 615 章规定的救济之前必须穷尽第 300.507 条 和 第 300.510 条规定
的救济。

听证和审查的期限及安排 新罕布什尔州州教育部必须确保在 30 天纠纷解决会议的期限届满之后
45 天内，或者，根据 30 天纠纷解决期限的变更一条中规定的变更期限届满后 45 天以内：
 在听证会上达成最后决定；以及
 将决定的副本邮寄给各方当事人。
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听证官可准许超出规定的 45 天期限的具体延长期限。
每次听证会必须在方便您和您的孩子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民事诉讼：包括递交诉讼的期限 如果任何一方（您或学区）不同意正当程序听证会（包括有关处
罚程序的听证会）的裁决和决定，都有权就正当程序听证会的问题提起民事诉讼。对于听证官的最
终决定的上诉必须在收到听证官最终决定的 90 天内向州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提起。新罕布什尔州
州教育部必须将这些决定以挂号信的形式寄送给各方当事人，并要求回执。
律师费和专家证人费用的报销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罕布什尔州 RSA 186 - C：16(b)(V)，依
照《美国法典》第 20 部第 1415(i)(3)条的规定提起报销律师费或专家证人的费用的请求，应该根据
RSA 186-C:16-b, IV 的规定在收到最终决定 120 天内请求。所有这些决定须以挂号信形式寄送给各
方当事人，并要求回执。
1、在下列情况中，法院可以报销残障儿童的家长支付的专家证人费用。比如，在正当程序申诉
中，家长是胜诉方；法院认为学区在发展和执行包括孩子教育安置的个别化教育计划中没有尽诚信
义务。
2、如果出现以下情形，听证官可以决定驳回或者减少专家证人费用报销的请求数额：
a）专家
证人并不是家长申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b）专家证人费用超过了合理的数额，考虑特定的服务类型和服务地点，专家证人的技能、声
誉和经验；
c）家长或其律师没有通知学区会有专家证人参加正当程序听证会。

律师费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 Ed 1123.01
无论在正当程序听证会或上诉听证官决定的法院，胜诉的家长（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裁定，或者在某
些情况下，比较有利于自己的裁定）有权报销适当的律师费。根据 RSA 186 - C：16(b) (IV),家长必
须在接到听证官决定的 120 天内向州或联邦法院提出报销律师费的要求。
能够报销的合理数额的律师费主要根据当地普遍的价格水准计算，也基于社区中为听证会和诉讼提
供服务的质量。在计算报销的费用时，不能包括奖金或费用的倍数。
家长的律师出席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的费用不能报销，除非该会议是由听证官或法院下令举行的。
律师出席纠纷解决会议或调解的费用均不得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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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学区已经做出私下解决本问题的书面请求以后，家长的律师费以及相关费用无法被报销。
家长的律师费用在下列情形中可以被考虑报销：
 学区在听证会开始前超过 10 天才作出书面提议；
 家长在 10 天内没有接受学区书面提议；
 最后给予家长的救济少于之前解决问题的书面提议。
如果法院认为家长在听证会或法庭上诉中取得成功，并且有很好的理由不接受学区为解决问题提出
的书面提议，那么法院可以报销家长的律师费用。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法院可以减少家长律师费报销的数额：
 在听证会或法院上诉期间，您或您的律师无故推演解决纠纷的最终决定；
 律师费用的数额高于社区中提供相同类型的服务，有相同的技能、声誉和经验律师的计时
工资，；
 考虑听证会或法院上诉的类型以及提出的问题，所花在法律服务上的时间和法律服务多
余，的；
 家长的律师在正当程序请求通知中没有向地方教育机构提供适当的信息。
然而，如果法院发现州或学区无故推迟诉讼的最终决定，或者违反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的
程序保障条款，那么法院会也许不会减少报销的费用。
在以下情形中，胜诉的国家教育机构或学区也可以报销其律师费：
 如果家长的律师提出的正当程序申诉或者后来的法律诉讼是不重要、不合理或无依据；
 如果家长律师的申诉明显为不重要、不合理或无依据之后，却继续提出诉讼；
 如果家长的正当程序申诉或后来的法律诉讼有任何不正当的目的，比如骚扰，造成不必要
的延误，或不必要地增加诉讼费用，那么家长的律师或家长都要遭到反对。

残障学生处分条例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 Ed 1124
休学造成安置的改变 由于处分问题造成学生休学，如果连续超过10个教学日或短期的变动总共达
到10个教学日，那么就构成“安置的改变”。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必须要收到程序通知保障的副
本。然后，在决定作出的十日内必须举行一个个别教育计划小组会议，以便改变您的孩子的安置。
个别教育计划小组必须作出决定你的孩子的行为是否是其残障的“行为表现”。此行为表现决定将
是个别教育计划小组决定您的孩子的行为是否跟他或她的残障有关。为了做到这一点，个别教育计
划小组必须审视两种可能性：
1、行为（“表现”）是由孩子的残障引起的或跟孩子的残障有直接的实质性的关系”；
2、受到质疑的行为（“表现”）“是学区没有行个别教育计划造成的直接结果”。
如果个别教育计划小组确定该行为是您孩子残障的表现，那么个别教育计划小组必须采取下列措
施：
 进行功能行为评估，除非学区已经着手并发展了行为干预计划；
 审查行为干预计划，并根据需要加以修改。
行为表现认定 当您孩子被停学，即教育安置做出变更，一旦做出了采取措施的决定学区必须立即
通知您，并提供程序保障措施通知。随即，在作出的决定后不超过10个教学日，个别化教育计划小
组和其它合格的专业人士，比如学校心理学家等，必须举行会议进行行为表现认定。如果没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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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要实施功能行为评估，并且发展行为干预计划。这可以和行为表现认定在同一个会议上进
行。
一般都要举行行为表现认定会议，除非孩子的行为涉及下列的“特殊情况”：
 在学校、学校处所或校园功能范围内携带或使用武器；

故意在学校携带或使用违禁药物，或在学校和校园功能范围内出售受限制的物品；或者
 “在学校、学校处所或校园功能范围内对另一人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攻击”。
转到临时替代性教育环境 (IAES)
在“特殊情况下”（注意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中允许在学生处分问题上使用“个案”方
法），学校工作人员可将学生转置于临时替代性教育环境，但时间不得超过45个教学日。“不论该
生的行为是否是残障的表现，以下情况学校将有权转置：
 在校或学校活动中携带、使用武器；
 在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违禁毒品、在校或在学校活动中出售或使用学校违禁物质；
 在校期间或在学校活动中造成他人严重身体损害。”
此外，在举行快速正当程序听证会后，若在此环境中，学生对自身或他人造成威胁，听证会官员可
将学生转到临时代替性教育环境，时间最多45个教学日。
不管谁决定转置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团队将决定临时代替性环境。虽然环境变迁，此环境必须保
证学生可继续正常课程，并完成教育计划中的目标。还需保证此环境有必要措施防止类似的事情发
生。
学生在临时代替性教育环境中，个别化教育计划团队需给该生进行功能行为评估，并制定一个积极
行为干预计划（若仍未形成的话）。还需举行一次行为表现认定会议。学生在临时代替性教育环境
期间，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的成员可采取以下措施：
 将学生转出现在的安置；
 在适当时机，考虑个别化教育计划的适当性并提出修改意见；同时
 在适当时机，考虑事故发生地的教育安置的适当性，并建议修改。将事情发生地作为学习
环境是否合理并提出修改。
定义: 管制物品意为毒品或其他被指定的违禁物质，详见《管制物质法》(《美国法典》21卷第812(c)
条)202（c）节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或第5条的规定。202(c))。
违禁药品意为管制毒品，但不包括在联邦法律或该法规保护下的合法使用或拥有的药品。
武器此处意为“有杀伤力的武器”，详见《美国法典》，第18条目，94\30部分，第一小部分的第二
段。
严重的人身伤害的解释详见《美国法典》，第18条目，1365条，h部分的第（3）点的规定。

上诉权 对于任何因行为表现认定或临时替代教育环境的安置决定提起正当程序听证会请求的，您
或学区都可以提出上诉。您或学区都可以请求举行“快速听证会”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针对处分问题的快速正当程序听证会 当涉及到处分问题时，快速正当程序听证会：
 必须在一位正当程序听证官的指导下进行，该官员必须符合州教育部制定的听证会官员标
准；
 必须在 20 个教学日内举行，同时必须在 10 个教学日内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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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任何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决定一样，也可按照新罕布什尔州教育厅的规定对此听证会
的决定提起上诉。在上诉的过程中，直到听证会官员做出他/她的裁定或者期满 45 个教学
日的期限届满，该生将被一直安置于临时替代教育环境。在此期间，此安置将被视为该生
的“固定”安置。

如果学区认为这名儿童仍然对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它仍然可以要求将这名儿童继续安置于
“临时”环境中，或是将他/她安置于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提议的其它教育环境。这名儿童将在听
证会期间回到他/她原来的环境中，除非学区认为这名儿童的回归将对他/她本人或他人的安全构成
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学区可以要求召开快速听证会。如有需要，此程序可以反复进行。如果在将
残障儿童安置于临时替代教育环境还是听证官选择的其它安置环境上存在分歧，则听证官必须保证
在他/她选择的安置环境与临时替代教育环境达到同样的要求。
如果学区要采用适用于全体儿童的程序来处分一名残障学生，那么这个学区必须将特殊教育和处分
的相关记录送达处分行为的最终裁定者。
尚未被认定有特殊教育资格的学生 对于那些尚未被认定，但是已经涉及到处分程序的学生，这部
分叙述的保护方案只有在学区通过以下途径了解到这名儿童是残障儿童的情况下才生效，如：
 家长已经向校方提出书面申请担心，他们的孩子需要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儿童的家长已经申请对他们孩子进行评估；
 老师（或是其他校方员工）也根据学区的儿童发现或者推举程序向特殊教育主管或其他管
理人员表达了对这个学生行为或表现的担心。
处分期间的评估 如果您要求对您的孩子在处分期间进行评估，那么评估必须尽快（快速）得以实
施，同时您的孩子将继续停留教育专家为原先停学期间而定的教育环境，可以是休学或者开除学籍
而没有任何教育服务的情况。如果您的孩子被认定为残障，则学区必须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
也包括上诉期间以及/或该生被安置于临时替代性教育环境期间。
向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举报及其执法的转介和执行 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并没有禁止代理机
构向有关部门报告残障儿童的犯罪行为，也不禁止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根据州级和联邦法律履行职
责。

法令限制
州级法律规定了明确的时间限制，称作“法令限制”。法令限制涉及正当程序听证会、向州级法院
和联邦法院的上诉、报销律师费用和报销您当方安置学生支付的学费。

如果家长或学区未能遵守时间限制，则他们可能失去正当程序听证会或向法院对听证官决定提起上
诉的权利。
下面简要列举几项重要的时间限制：
 家长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所谓的违规行为两年之内申请正当程序听证会；
 为了取回单方安置的费用，家长必须在单方面安置行为发生的 90 天之内申请正当程序听
证会；
 家长必须在收到听证官最终决定 120 天之内向州高级法院或者联邦法院提起律师费和合理
的法庭费用的补偿请求诉讼。所有这些裁定应 由州教育部挂号寄给双方当事人 ，请求回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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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单方安置子女进私立学校获得公费补偿的条件
《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 ~ Ed 1112
如果学区为您的孩子提供免费恰当的公立教育，但您选择将您的孩子送去私立学校，那么学区就不
需要支付您教育费用，其中包括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然而，根据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家
长将子女安置于私立学校的条款的规定，私立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将您的子女包括在需要得到满足
的学生总数之内，即。这些儿童没有权利享受学区付费的特殊教育。根据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
法》的规定，决定服务范围的责任已经落在了私立学校所在的学区，而不是您和您的孩子居住的学
区。
联邦法律已经为公立学校规定了几项程序。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要求地理界限内包含任何
私立学校的学区应与私立学校官员及在这些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的家长代表进行磋商。私
立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制 定计划，明确如何使用根据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分配给这些残障
儿童的基金。这就意味着，一名、部分或全部被家长送去私立学校的学生在上学期间有机会接受部
分特殊教育服务。这些提供给被父母送去私立学校残障儿童的服务必须标示在其个人服务计划里。
与《2004年残障个体教育法案》一致，这些学生将继续有资格在最少受限制的环境里接受免费恰
当的公共教育。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进入其居住地的学区，并且仍然有权接受居住地学区个别化教
育计划的全部服务。
当适当的免费公共教育出现问题时的安置办法 如果您认为您和您的孩子居住地的学区不能为您的
孩子提供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您可以申请一次公正的正当程序听证会请求学区（居住地的学区）
支付此项目的费用。这项权利仅适用于已经通过他们居住地的公共学校（包括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
选择的私立学校的项目）安置环境是小组选择的私立项目）接受了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学生的家
长。如果听证官或法庭发现儿童居住的学区未能在儿童加入私立计划前为儿童及时提供免费恰当的
公共教育，那么听证官或法庭就可以要求居住地的学区偿还您全部或部分的注册费用。

虽然家长的安置不符合州级或当地教育机构教育中的州立标准，听证官或法庭也可以认定家长的教
育安置是恰当的。
费用偿还的限制 在下列情形中，偿还家长“单方面”的安置的费用的请求可能会遭到拒绝，或者
获得部分偿还：
 当您居住地学区最近一次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早于您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而您未
告知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您将拒绝公立机构为您孩子提供的免费恰当的公共教育，未说明
您使用公共费用将孩子送去私立学校的考虑和打算；或是您在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出的 10
个工作日之前未书面通知您的此项打算；
 在您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出之前，学区已经给您发了书面通知，准备对您的孩子进行评
估，但是因为您的原因孩子未能接受此项评估；或是
 法庭裁决您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然而，在以下情形下，偿还的费用不会被减少或拒绝：
 学校阻止了给您发送通知；
 您未接到关于通知规定的的通知；或者
 遵从发出通知要求可能会危害儿童的身体；同时根据法庭或听证官的酌情考虑，虽然您没
有发出所要求的通知，但是报销的费用不会被减少或不会遭拒绝；
 您是文盲，不会书写英文；或者
 遵从发出通知的要求可能会严重危害儿童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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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方面安置来说，如果学区没有合理的机会对儿童进行评估以及发展个别化教育计划，您要等到
学区有机会对儿童进行评估和发展个别化教育计划之后，才可以申请偿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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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免费或低价援助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免费和低价服务帮助您理解和行使特殊教育及其方法的权利。以下为提供此项援助的机构。
学区特殊教育主任
（学区必须提供一张列有免费或低价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机构的清单，可以包含地方机构）
新罕布什尔州教育厅
特殊教育局
地址：新罕布什尔州03301-3860康科德幸福大道101号
电话：(603) 271-3741
传真：(603) 271-1099
电子信箱：Barbara.Raymond@doe.nh.gov
残障权利中心公司
地址：新罕布什尔州03301康科德
3660号邮政信箱
电话：(603) 228-0432 or 1-800-834-1721
传真：(603) 225-2077
电子信箱：advocacy@drcnh.org
新罕布什尔律师协会/法律援助
地址：新罕布什尔州03301康科德幸福大道112号
电话：(603) 224-6942，1-800-852-3799
（收入来源于残障权利中心）
家长信息中心（PIC）
地址：新罕布什尔州 54 Old Suncook 路 邮区编号
电话：(603) 224-7005， 1-800-947-7005
传真：(603) 224-4365
网址（与员工电子信箱相联）：www.parentinformationcenter.org
家长信息中心提供一本名为《特殊教育程序中的步骤》的免费单张，包含特殊教育的及法律规
定。

注：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您所在的学区，或者致电新罕布什尔州教育部（603）271-3741，或访问
教育部网站 http://www.education.nh.gov/instruction/special_e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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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日”的定义及类型
在《新罕布什尔州残障儿童教育条例》中使用的日的类型
“日”在《残障个体教育法》300.9 中被定义为：
（一） 日是指日历里的日，注明为工作日或教学日的除外；
（二） 工作日指星期一至星期五，除去联邦和州的法定节假日（除非在 300.403(d)(1)(ii)明确
指出包含在工作日内的节日）；
（三） （1）教学日指任何儿童以教育为目的需要上学的日子，也包括不完整的一天。

日历日
日
15
45
30
10
5
45
45+
10
45
45
45
14
30
30
30
55
45
14
14
14
60
90
10
20
5
30
10
30
5

在收到推举以后召开的推举处理会议 – Ed 1106.01(d)-(e)
完成考评– Ed 1107.01(c)-(d)
举行会议发展首次个别化教育计划，并在 30 天内达成可行性的决定– 34 CFR 300.323(c) (1)-(2)
向家长发送由当地教育机构发出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的书面通知– Ed 1103.02(a)
向家长发送由当地教育机构发出的行为表现认定会议的书面通知– Ed 1103.02(a)
临时家庭辅导计划持续期间 – Ed 1111.05(g)
45 日以上或家庭辅导计划 – Ed 1111.05(h)
早于第 46 日-当地教育机构向特殊教育主管呈交文件支持继续进行家庭辅导的期限– Ed 1111.05(h)
因为毒品和枪支，当地教育机构作出的转入临时替代教育环境的期限– Ed 1124.01
因为安全原因，听证官做出的转入临时替代教育环境的期限– Ed 1124.01
快速听证会期间在 45 日内送达挂号信至双方当事人 – Ed 1123.25
在调查委派代理家长需要确认函收到后，他/ 她的家长向负责人送达有效的通知 – Ed 1115.03(c)
在呈交的 30 日内，当地教育机构做出需要委派代理家长的决定– Ed 1115.03(g)
经教育部长调查后，结束代理家长的委任 – Ed 1115.05(d)
教育部向当地教育机构发出书面通知，结束代理家长的委任– Ed 1115.05(d)
如果家长反对委任代理家长，裁决将在 55 日作出– Ed 1115.09(b)(2)
收到通知不超过 45 日内家长检查教育记录– Ed 1119.02(a)
家长须回复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家长预先书面通知的期限– Ed 1120.03(a)
家长须对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其做出预先书面通知表示拒绝的期限– Ed 1120.04(c)
如果家长没有对预先同意通知的请求作出回复，当地教育部门可以实施所提出的变更–Ed 1120.06(a)
投诉解决期限 – Ed 1121.02(e)
如果做出重新考虑的请求，解决投诉的期限– Ed 1121.04
10 内可请求部长重新考虑对投诉的裁决 – Ed 1121.04(a)
部长完成重审投诉的期限– Ed 1121.04(b)
参加调解的人员通知 – RSA 186-C:24 I(b)
调解应当在请求做出 30 内进行– RSA 186-C:24 II(b)
调解之前当事人递交对案件主要内容的总结– ED 205.03(h)
初次调解会议召开的 30 日内调解者向立法办公室和听证会报告调解的情况– ED 205.03(m)
中立会议召开之前调解双方递交对其案件主要内容的总结– RSA 186:C:23-b 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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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5
30
90
20
20

正当程序听证会召开 120 日之内提出上诉– RSA 186-C:16-b IV – V
在正当程序听证会前双方交换事实材料 – Ed 1123.15(b)
30 日内全面执行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裁决– Ed 1123.22(a)
向立法和听证会机构提交书面报告，叙述听证会裁决的执行情况– Ed 1123.22(b)
请求作出 14 日之内要召开首次快速听证会会议– Ed 1123.25(c)(2)
当地教育机构有责任在 20 日内负责将规定的信息输入新罕布什尔州特殊教育信息系统– Ed 1126.07

10
10
180
10+
10
45
非固定
期限

处分性停学的第一个 10 日内不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向非残障学生提供服务）– Ed 1124.01
连续处分的期限，即转置的连续天数– Ed 1124.01 – Ed 1124.02
每学年的天数 – RSA 189:1
处分停学的总天数– Ed 1124.01
从做出转置的裁决 10 日内，学区必须进行行为表现认定审查– Ed 1124.01 (34 CFR 300.530(e))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裁决发布，并寄信给双方的期限（准许缺席和延长期限） – Ed 1123.18(e)
在休学及开除学籍处分超过 10 日，应当提供适当的免费公共教育 10 日 – Ed 1123.01 – Ed 1123.02

教学日

工作日
10
2
2
5
5
10
5

将子女公费转入私立学校之前的预先通知（工作日内的节假日也计算在内） – Ed 112.02 (34 CFR
2000.148(d)(I)(iii)
快速听证会——正当程序听证会未向对方展示过的新证据的时间限制 – Ed 1123.25(g)
快速正当程序听证会首次会议之前交换证据的时间限制– Ed 1123.25(g)
常规正当程序听证会首次会议之前交换证据时间限制– Ed 1123.15(b)
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限制介绍未向对方展示过的新证据– Ed 1123.17(c)(3
休学处分发生后的不超过 10 日内个性化教育计划小组需要会面– Ed 1124.01
正当程序听证会首次会议之前呈递事实证据的期限– Ed 1123.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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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缩略词
下列是广泛使用的与特殊教育过程和特殊教育法律条例相关的缩写词。本手册只包含下列部
分缩写词。虽不完全但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特殊教育的材料。
缩写词
ABA
ADA
ADD/ADHD
APE
ASL
AT(S)
CAPD
CASA
CEC
CF
CFR
CHINS
CMHC
CP
DD
DDC
DHHS
DOE
DRC
DCYF
DS
DP
ED
EI
EIN
ELL
ESL

FAS

全称
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美国残障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Hyperactivity Disorder
）
适应性体育课程（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辅助器材（服务）(Assistive Technology (Services))
中枢听觉处理障碍(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Disorder)
法院任命的特别辩护律师(Court Appointed Special Advocate)
特殊儿童委员会(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囊性纤维病变（Cystic Fibrosis）
联邦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需要服务的儿童（Children in Need of Services）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脑性麻痹（Cerebral Palsy）
发育迟缓（0-9 岁）/智障人士（Developmental Delay (birth through 9)/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智障人士委员会（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ouncil）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残障人士权利中心（Disabilities Rights Center）
幼儿、青少年及家庭分部（Division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唐式综合症（Down syndrome）
正当程序（Due Process）
情感障碍（Emotional Disturbance）
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
早期干预网络（Early Intervention Network）
英语学习者(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英语作为第二外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Y/EYP 延长学年/延长学年计划（Extended School Year/ Extended Year
Program）
免费适当的公共教育（Free and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
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
FBA
功能行为分析或功能行为评估（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 or
Function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FCESS 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支持和服务（Family Centered Early Supports and
Services）

HI

FERPA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
听力损伤（Hearing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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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2004
IEE
IEP
IFSP
ISP
IQ
LD
LEA
LEP
LRE
MA
MD
MICE
NCLB
NF
NHSEIS
NVLD/NLD
OCD
OCR
ODD
OHI
OSEP
OT
PBIS
PDD
PDD/NOS
PIC
PTI
PL
PT
PTAN
PTSD
RAD
RSA
SEA
SAC
SAIF
SAU
SI
SIS
SLD
SLP
SLS
SPP

IDEA 智力残疾
2004 年《残障个体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2004）
独立教育评估（Independ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个别家庭支持计划（Individualized Family Support Plan）
个别服务计划（Individualized Service Plan）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
地方教育机构（Local Education Agency）
英语水平有限（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最少受限制的教育环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
心理年龄（Mental Age）
肌营养不良症（Muscular Dystrophy）
通过咨询和教育的多元感官干预（Multi-sensory Interven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Education）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神经纤维症(Neuro Fibrosis)
新罕布什尔特殊教育信息系统(New Hampshire Speci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非语文学习障碍(Nonverbal Learning Disability)
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民权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
对立违抗性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其它健康障碍（Other Health Impairment）
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职业治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
正面行为干预和帮助（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广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未分类广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家长信息中心（Parent Information Center）
家长培训与信息中心（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
公法（Public Law）
物理治疗（Physical Therapy）
技术援助网络预备学校（Pre School Technical Assistance Network）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反应性依恋障碍（Reactive Attachment Disorder）
有注解的修订法令（Revised Statues Annotated）
州教育机构（State Education Agency）
州咨询委员会（State Advisory Committee）
智力功能评估专家（Specialist in the Assessment of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学校管理部门（School Administrative Unit）
感觉统合（Sensory Integration）
婴儿摇晃症候群（Shaken Infant Syndrome）
具体学习障碍（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
语言失调症（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
语言专家（Speech and Language Specialist）
代理家长计划（Surrogate Paren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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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SS
SSI
SSDI
TBI
TTD/TTY
VA
VR
WAIS
WISC
WPN
WPPSI
YDC
YSDU

等级分（Scaled Score）
标准分（Standard Score）
社会安全辅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社会残障保障金（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come）
疾病常识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电传打字机（Tele-typewriting device）
志愿倡导者（家长资讯中心训练认证）（Volunteer Advocate (Trained &
certified by PIC)
职业康复(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
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预先的书面通知(Written Prior Notice)
韦氏学龄前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Pre 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
青年发展中心(Youth Development Center)
青年服务拘留所(Youth Services Deten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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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在家接受教育的残障学生的权利
与非残障学生家长一样，残障学生家长同样有权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在家受教育的儿
童，无论是否符合特殊教育资格，新罕布什尔的法律(RSA 193 and 193-A)都赋予他们与学区公共
教育学生参计划和服务的同等的权利。然而，在家受教育的残障学生不能持续享受学区为公共学校
残障学生提供的免费适当公共教育的权利。
RSA 193:1-c and RSA 193-A:9 中规定有关家长选择在家教育孩子权利的更多信息。
RSA 193:1-c 非公立学校的学生或在家受教育的学生有权参与的公共学校项目。
I.
非公立学校的学生或在家受教育的学生有权使用学区为本地学生提供的课程及辅助课程项目。地方学校
董事会可以采取政策规范对课程及辅助课程项目的参与，但是规范不能对非公立学校的学生或在家受教
育学生较学区的在校生有更多的限制。本条规定中，“课程”应该包括旨在补充和丰富常规学习课程的
活动，并提供社会发展的机会，鼓励参加社团、运动、表演队及学校与社区服务。为了允许学生参与上
述活动“在家受教育的学生”不应包括任何受家庭教育程度达高中毕业水平，或同等学力的学生，或年
满 21 周岁的学生。
II. 本部分不可以要求家长建立超过 RSA 193:1.要求的家庭教育项目。

资料来源 2002, 202:1，2002 年 7 月 14 日起生效
RSA 193-A:9 责任限额
居住地所在的学区、学区董事会及根据本章规定与在家受教育学生相关的居住地学区教职员工，对由于学生
在家接受教育导致的儿童、家长或其他人造成的民事伤害、死亡或人身、财产损失有关的的民事诉讼责任一
概不负责，包括但不仅限于儿童因未能接受免费恰当的公共教育而导致的任何责任。

资料来源 1990, 279-3，199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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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关于使用公共福利或保险的书面通知
关于使用公共福利或保险的书面通知

尊敬的家长或监护人：
您收到此书面通知，其目的是向您介绍美国联邦特殊教育法律和《残障个体教育法（IDEA）》中
关于使用您或您子女之公共福利或保险的权利和保护方面的信息。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共福利或
保险”系指通过本州的“学校医疗补助计划”所提供的医疗补助，包括通过管理式医疗组织提供的
医疗补助计划。通过“学校医疗补助计划”，新罕布什尔全州的学区每年要收到数百万美元的资
金，如果没有该计划，上述金额则将会出自本州和地方的资金来源。
IDEA 资金将支付您子女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费用的一部分。您所在学区也可以使用来自公共福利
或保险计划的资金（在新罕布什尔州即为医疗补助），以便根据您子女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来帮助您支付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费用，但前提是您选择提供您的同意书。如果这会给您
造成开销，例如降低您的收益或增加保费，则您所在学区不能动用您子女的医疗补助。
无论您是否同意学区使用您或您子女的公共保险或福利，学区均负责确保您的子女能够接受其
“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中的所有服务。如果您未提供同意书，或您在提供同意书后又将其
撤销，您子女的服务不会受到影响；仍将继续提供您子女“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中的所有
服务。您亦无须申请或注册医疗补助计划，您的子女即可接受特殊教育服务。
必须提供书面通知的时间
在您所在学区首次要求您提供同意书以访问您子女的医疗补助计划之前，其必须向您提供关于
IDEA（智力残疾）所赋予您之权利和保护的通知。


IDEA 要求学区在首次寻求使用您子女的医疗补助之前，必须向您提供本通知；
 在其首次获得您的同意来使用上述福利之前；以及
 此后每年一次。
此书面通知必须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您的母语或以另一种交流方式进行书写，除非这样做显然是
行不通的。
家长同意书
在您所在学区首次使用您或您子女之公共福利或保险来支付 IDEA 规定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费用
之前，其必须获得经您签字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同意书。您所在学区将向您提供待签字和注明日期的
书面同意书。您所在学区仅需要征得您的同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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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的要求包括两部分：
1）同意向负责管理医疗补助计划的州立机构披露您子女的个人身份信息。
 如欲访问您子女的医疗补助计划，出于计费之目的，学区需将特定的个人身份信息披露给
本州的医疗补助机构或医疗补助结算代理人。根据联邦法律，学区必须事先获得您的书面
同意书，才可以将您子女之教育记录中的个人身份信息（如您子女的姓名、地址、学号、
IEP 或评价结果）披露给您所在学区以外的其他方，但也有一些例外。为了使用您子女的医
疗补助，您最初的同意书允许您所在学区将医疗补助报销所需的个人身份信息披露给本州
的医疗补助机构或医疗补助结算代理人。
2）访问您子女之医疗补助的声明：
 您允许学区使用您子女之医疗补助的同意书不会花费您任何费用，其不会对您子女可能会
通过医疗补助系统收到的任何其他必要医疗服务造成负面影响。有关于使用医疗补助的具
体保护措施如下：
o 在首次使用您子女之医疗补助之前，学区必须提前得到家长的书面同意。
o 如果会造成以下后果，则您所在学区不得动用您子女的医疗补助：
 减少可用的寿命覆盖或任何其他医疗补助福利；
 导致家庭支付本应由子女医疗补助来支付的 （无论是学校或其它机构提供
的）必要医疗服务费用；
 增加保险费（如适用），或导致福利或保险终止；或
 基于与健康相关的总支出，造成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之减免资格的
风险损失。
 同意书撤销函
 如果您提供了允许学区向负责管理医疗补助计划的州立机构披露您子女个人身份信息的
同意书，根据联邦法律您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撤销上述同意书。
 如果您不希望您所在学区继续收取您或您子女在 IDEA 项下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之公共福利
或保险计划的费用，则需要撤销您允许学区访问您子女之医疗补助的同意书。通过撤销您
的同意书，您将终止学区访问您子女之州立公共福利或保险计划的权限。该同意书的撤销
将于学区收到经您签署的撤销函之日起生效。

下面的部分仅当家长/监护人同意撤销访问其子女医疗补助计划时必须完成
同意书撤销函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识别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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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学生的家长/监护人，本人兹撤销允许学区访问子女医疗补助之同意书。本人理解，这
意味着学区将不再能够使用本人子女之医疗补助来帮助支付本人子女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费用。
该同意书的撤销将于学区收到经家长/监护人签署的撤销函之日起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今天的日期

原件存入学生档案-----副本交由家长/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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