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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6340 Flank Drive, Harrisburg, PA 17112-2764

(800) 222-3352；(717) 901-2145
TTY 用户：PA Relay 711

www.odr-pa.org

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DE) 通过争议解决办公室 (Offic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ODR) 履行法定责任，维护一个特殊教育正当程序系统。PDE 与 Central Susquehanna 
Intermediate Unit (CSIU) 签约，为争议解决办公室提供财务和某些管理方面的支持，但不介入实质性业
务。对于可能左右每场调解和正当程序听证会结果的任何因素，听证官和调解员都不受其干预或影响。这包括
但不限于任何实体、个人或团体的干预或影响，比如家长、倡权团体、学区、中间单位（包括 CSIU）、ODR 
工作人员和 PDE。同时，这些听证官和调解员能得到行政支持，并由同样不受干预或影响的 ODR 提供培训，
帮助保持他们的公正立场。

Central Susquehanna Intermediate Unit 在教育计划、活动或招聘和工作中不会歧视种族、肤色、原国
籍、性别、残疾、婚姻状况、年龄、宗教、性取向、血统、工会成员身份或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类别。此政策
的公布符合《1964 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第六篇、《1972 年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 第九篇、《1973 年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第 504 节，以及 
 《1990 年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员工和计划参与者如果对骚扰或
歧视有疑问或要投诉，或需要有关残障人士便利安排的信息，请联系 Director of Human Resources, CSIU, 
90 Lawton Lane, Milton, PA 17847，或拨打 570-523-1155。

http://www.odr-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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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各所学校，IEP 团队都
合作为儿童制定 IEP。大部分时候，您和学校能
就孩子的教育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但有时候，尽管大家都竭尽全力，也都是出于
善意，但还是对孩子的教育有分歧。

正当程序听证会（诉讼）并不是解决这些分歧
的唯一途径。

第一部分

解决特殊教育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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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殊教育主任交谈

请求评量

请求调解

致电 ConsultLine

要求 IEP 团队开会

向 PDE 提起投诉

从非正式讨论开始

有时，只需要与孩子的老师或学校行政人员交谈，就可能解
决问题。学校可能并不知道您的疑虑。家长和学校之间进行
坦诚沟通，对每个人都有益，尤其是学生。 

首先，与孩子的老师交谈。联系老师，安排一个见面的时
间，或通过电话交谈。这样，您可以确定老师有时间与您交
谈。在见面前，向老师发送一份您的疑问或疑虑的清单可能
有帮助，这样老师可以做好准备。在见面时，表达您的疑
虑，但也请有耐心倾听老师的想法。通常，你们将能够合作
解决问题。

您也可能想找其他人交谈。无论您与谁交谈，如果有不明确
之处，就要求获得解释。如果您无法与孩子的老师解决问
题，那么建议考虑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解决特殊教育分歧的方式

小提示

可能有帮助的做法是，对您与学校之间的
沟通记日记或日志。与学校人员交谈后，
最好向学校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或信函，
总结你们讨论的内容。这样您便有一份
讨论的记录。而如果学校人员对讨论的理
解与您的总结不同，那么他们也会有机会
重探这个议题。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沟 
通问题。

进行非正式讨论

咨询其他资源

请求 IEP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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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殊教育主任见面

您可能想与特殊教育主任见面，讨论您的疑虑。如果您愿意
的话，可以在见面前向特殊教育主任发送一封信函，让他们
大致了解您想谈论什么。如果您认为有哪个文档对讨论很重
要，那么您可以将该文档附于发送的信函或电子邮件。请耐
心倾听特殊教育主任的说法。很多时候，你们可以一起解 
决问题。 

联系特殊教育 ConsultLine

宾州居民请拨打：800-879-2301； 

非宾州居民请拨打：717-901-2146；

TTY 用户 – PA Relay 711

ConsultLine 是帮助热线，服务于 5 至 21 岁残障儿童的
家长和倡权人。信息类型包括：

• 为孩子进行评量、鉴定以及提供特殊教育、便利安排和相
关服务所涉及的流程；

额外资源

在特殊教育领域，有许多术语都使用缩略词或缩写词。例如，个别化教育计划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为 IEP；免费适当公共教育 
(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 简称为 FAPE（与“cape”一词
押韵）。如果在准备听证会时熟悉一些常用的缩略词/缩写词，那么可能有帮助。

请查询这个网站，上面有常用缩写词/缩略词的清单。

• 家长的权利和程序保障，包括关于条例的信息；

• 解决与孩子的特殊教育计划有关的分歧的争议解决服务和
选项；

• 来电者的活跃案件在 IEP 引导、调解和正当程序听证会方
面的流程与程序；

• 与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局 (Bureau of Special 
Education, BSE) 管理的州投诉程序相关的信息、协助和
渠道；以及

• 残障相关组织的资源、出版物、网站和转介

ConsultLine 在程序保障通知的清单里，位于“附录 A——
资源”部分。

https://www.pattan.net/getmedia/da01570c-65aa-4b13-b5d5-de8cdf7fbcf4/Education_ABCs_0117
https://www.pattan.net/assets/PaTTAN/42/42c19055-0511-4d4a-a4f7-3740c388ebb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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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您的孩子是婴儿或者不超过 5 岁，那么有
以下资源供您使用： 

• CONNECT 早期干预的信息服务：800-692-7288

• 儿童发展和早期学习办公室 (Offic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Learning, OCDEL) ： 
717-346-9320

咨询其他资源

程序保障通知列出了许多面向家长的资源，包括：

The Arc of Pennsylvania
301 Chestnut Street, Suite 403
Harrisburg, PA 17101
免费语音：877-337-1970
语音：717-234-2621
www.thearcpa.org

Disabilities Rights Pennsylvania
www.disabilityrightspa.org

哈里斯堡办公室
301 Chestnut Street, Suite 300
Harrisburg, PA 17101
免费语音：800-692-7443
TDD：877-375-7139
语音：717-236-8110
传真：717-236-0192

费城办公室
The Philadelphia Building
1315 Walnut Street, Suite 500
Philadelphia, PA 19107-4798
语音：215-238-8070
传真：215-772-3126

匹兹堡办公室
429 Fourth Avenue, Suite 701
Pittsburgh, PA 15219-1505
语音：412-391-5225
传真：412-467-8940

Hispanics United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Philadelphia HUNE, Inc.)
2215 North American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33
语音：215-425-6203
传真：215-425-6204

http://www.thearcpa.org
http://www.disabilityrights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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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Empower
1611 Peach Street, Suite 120
Erie, PA 16501
免费语音：844-370-1529
语音：814-825-0788
www.missionempower.org

争议解决办公室
争议解决办公室 (ODR) 执行全州范围内的调解和正
当程序系统，并提供关于替代争议解决方法的培训和
服务。

6340 Flank Drive
Harrisburg, PA 17112-2764
免费语音（仅限宾州）：800-222-3353
语音：717-901-2145
TTY 用户：PA Relay 711
www.odr-pa.org

Parent Education and Advocacy 
Leadership Center (PEAL)
2325 East Carson Street, Suite 100A
Pittsburgh, PA 15203
免费语音：866-950-1040
语音（匹兹堡）：412-281-4404
语音（费城）：215-567-6143
TTY：412-281-4409
传真：412-281-4408

Pennsylvania Bar Association
100 South Street
Harrisburg, PA 17101
语音：800-932-0311
www.pabar.org

The Pennsylvania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Network (PaTTAN)
http://www.pattan.net

中央办公室
6340 Flank Drive
Harrisburg, PA 17112
免费语音（仅限宾州）：800-360-7282
语音：717-541-4960
视频电话 VP：717-255-0869

东部办公室
333 Technology Drive
Malvern, PA 19355
免费语音：800-441-3215
语音：610-265-7321
视频电话 VP：610-572-3430

西部办公室
3190 William Pitt Way
Pittsburgh, PA 15238
免费语音：800-446-5607
语音：412-826-2336
视频电话 VP：412-265-1002

Public Interest Law Center of 
Philadelphia (PILCOP)
United Way Building, 2nd Floor
1709 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
Philadelphia, PA 19103
语音：215-627-7100
传真：215-627-3183
https://www.pubintlaw.org/

州教育权特别工作组
免费语音：800-360-7282，选项 5
语音：717-541-4960，选项 5
https://www.pattan.net/about-us/
partners/state-task-force/

http://www.missionempower.org
http://www.odr-pa.org
http://www.pabar.org
http://www.pattan.net
https://www.pubintlaw.org/
https://www.pattan.net/about-us/partners/state-task-force/
https://www.pattan.net/about-us/partners/state-tas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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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权特别工作组 (LTF)
宾夕法尼亚州有 29 个 LTF，他们按照中间单位地区划分。LTF 代表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倡权，并提出必要
的建议，以改进他们所代表地区的特殊教育水平。想要了解更多您所在区域的 LTF，请拨打州教育权特别工作组
下方列出的电话号码。

请求评量

您或许想让您的学校对孩子进行评量或重新评量。评量或 
重新评量的结果可能帮助您和学校来决定应采取哪些后续
步 骤 。 为 孩 子 执 行 的 评 量 是 有 次 数 限 制 的 。 想 了 解 更 多
评量的信息，您可以咨询一位 ConsultLine 专家，电话 
800-879-2301（TTY 用户：PA Relay 711）。

额外资源

PaTTAN 制定了一种注解评量报告，这种
报告描述了宾夕法尼亚州评量报告表格的
内容。该表格可以在 PaTTAN 网站获取： 
www.pattan.net/forms/，或者在 
ODR 家庭资源库网页获取：https://odr-
pa.org/parents/parent-resource-
library

http:// www.pattan.net/forms/
https://odr-pa.org/parents/parent-resource-library.
https://odr-pa.org/parents/parent-resource-library.
https://odr-pa.org/parents/parent-resourc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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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IEP 团队会议

您可以要求 IEP 团队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您的疑虑。想请求
这个会议，请向校长写一封信或电子邮件，抄送特殊教育主
任。保留这封信/电子邮件的副本供参考。 

请求 IEP 引导

宾州居民请拨打：800-222-3353；  
非宾州居民请拨打：717-901-2145 
TTY 用户：PA Relay 711

您可能想要求引导员出席孩子的 IEP 会议，为团队提供协
助。在 IDEA 主张案件中，ODR 免费向家长和学校提供 
IEP 引导。并非所有 IEP 会议都需要引导。通常，如果家
长和学校认为，沟通问题正妨碍 IEP 团队就 IEP 达成一致意
见，那么可以请求引导。引导员不成为 IEP 团队的成员。引
导员参加会议不是要提供建议，或者告诉团队做什么。引导
员的作用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并合作来努力达成协
议。IEP 引导的目的是就 IEP 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您认为引导员可能协助 IEP 团队更好地沟通，请联系 
ODR。您可以告诉学校，您已提出了这种请求，虽然这并非
硬性规定。ODR 工作人员将联系学校，了解学校是否同意
您的引导请求。（学校也可以请求引导员出席 IEP 会议。） 

小提示

接下来的两个服务，引导和调解，是对您和
学校免费提供的。但是，您和学校必须都同
意使用这些方式才行。如果只有一方想使用服
务，ODR 是无法安排的。引导适用于 IEP 会
议；调解适用于特殊教育分歧。 

ConsultLine 有专家
与您讨论这些服务。 
ConsultLine：800-879-2301； 

ODR：800-222-3353； 
TTY 用户：PA Rela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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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调解

宾州居民请拨打：800-222-3353； 
非宾州居民请拨打：717-901-2145
TTY 用户：PA Relay 711

您可以向 ODR 请求调解。与 IEP 引导员一样，调解员不是
决策人。调解员可以引导您与学校之间的沟通。调解的目的
是让您和学校解决问题，并将你们的协议落实于书面。这称
为调解协议。 

您可以请律师随您参加调解。如果您选择请律师，那么您需
要通知学校，因为 LEA 也可能想请律师参加。

小提示

您可以同时请求调解和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听
证会不会因为您请求了调解而推迟。由于调解
通常更容易安排，并且通常只需要一天就能完
成，所以结果可能是您已解决了疑虑，而不再
需要正当程序听证会。

ODR 调解案件经理以及 ConsultLine 专家都可以与您讨论这些服务。 
ConsultLine：800-879-2301；ODR：800-222-3353；TTY 用户：PA Relay 711

额外资源 

ODR 准备了介绍 IEP 引导的一段短视频，可以在 ODR 网站观看。
以下是关于 IEP 引导的额外资源：

IEP 引导申请表格
IEP 引导手册
准备您的 IEP 引导

https://odr-pa.org/facilitation/iep-ifsp-facilitation/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IEP-Facilitation-Request-Form.pdf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IEP-Facilitation-Brochure-English.pdf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rep-your-IE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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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宾 州 教 育 部 ： 儿 童 发 展 和 早 期 学 习 办 公 室 
(OCDEL) 或 特 殊 教 育 局  (BSE) 提 起 投 诉

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没有正在接受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 
(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s Plan, IFSP) 或个
别化教育计划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所述的服务，那么您可以向教育部提起投诉。如果您
认为技术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时间线，那么您也可以向
教育部提起投诉。向哪里提起投诉取决于孩子的年龄（请 
见下文）。

这类投诉与正当程序听证会投诉/听证会请求不同（后者将在
下文讨论），并且处理方式也不同。

一般来说，您必须在违规发生起的一年内提起
这种类型的投诉。

如果您的孩子是婴幼儿或学前儿童：
您可以向儿童发展和早期学习办公室 (OCDEL) 提起投诉，
电话 717-346-9320。

如果您的孩子是学龄儿童：
您 可 以 向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局 的 合 规 处 
(Division of Compliance, DOC) 提起投诉 (http://odr-
pa.org/parents/state-complaint-process)， 
电话 717-783-6913。

想了解更多婴儿至 5 岁儿童的投诉流
程，您可以致电 CONNECT，电话 
800-692-7288；或 OCDEL， 

电话 717-346-9320。 

想了解更多 5 至 21 岁儿童的投诉流程，您
可以致电 ConsultLine，电话 800-879-
2301；TTY 用户：PA Relay 711。

额外资源 

ODR 准备了介绍调解的一段短视频，可以在 
ODR 网站观看。以下是关于调解的额外资源：

调解申请表格
调解指南
关于律师参加特殊教育调解的常见问题
保持原样的程序
关于待定的常见问题

http://odr-pa.org/parents/state-complaint-process
http://odr-pa.org/parents/state-complaint-process
https://odr-pa.org/resources/odr-training-videos/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Mediation-Request-Form.pdf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medguide.pdf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Attorney-Participation-Mediation-FAQ.pdf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Stay-Put-Procedures.pdf
https://odr-pa.org/mediation/faqs-regarding-pendency-during-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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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如果在已经尝试了一些或全部这些建议之后，您仍对孩子的教育有疑虑，那么或许是时候考虑是
否要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正当程序听证会可不是随便就能开始的。

联邦政府（美国教育部的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或简称 OSEP）建议，只有当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
解决问题时，家长和学校才使用正当程序听证会。

正当程序听证会是正式、复杂的程序。

正当程序听证会可能对家长造成经济、身体和情绪上的压力。对学校教职员来说也是艰难的。

您有权利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有时，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

建议您最好先确定，以其他办法无法解决问题，然后再请求听证会。

甚至在请求听证会之前，您就需要查清法律是否支持您为孩子提出的诉求。听证官将以法律为准
绳，判断在听证会上陈述的事实。听证官将不仅考虑您陈述的事实，也会考虑 LEA 陈述的事实。

要确定法律是否支持您的立场，第一步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以便作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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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法律不支持您的立场，那么您就不要花费时
间、精力、金钱去参加正当程序听证会了。换句话
说，听证官是会赞同您对法律的观点，还是会赞同
学校的立场？

下一步，想明白您是否有胜算：

• 听证官对法律的解读与您一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 法律有什么规定？

• 您需要什么文档和证人来证明您的案情？

•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流程是怎样的？

这些问题或许听起来让人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一步
一步来分析。

第二部分

评估您的立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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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收集您孩子的所有
相关教育信息

收集您孩子的所有相关教育信息。

理解学校的立场，无论您是否赞同。

理解正当程序听证会流程。

了解法律对于孩子的具体处境有什么规定。

确定听证官对您的问题是否有管辖权。

基于以上全部信息，判断正当程序听证会是 
否是您想往下继续的方向。

您需要完全理解孩子的需求和教育计划。您可以按以下方法
做好准备。

下面更详细地概述了步骤，建议您了解这些步骤，帮助您决
定是否要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

小提示

在您着手收集这些信息时，不要停止与学校交
谈和合作。分享您收集到的信息，可能帮助您
和学校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处境。分享信息或许
能促进解决问题，或者防止未来发生问题。大
多数正当程序案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听证会环
节就和解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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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您的记录

首先，整理您的记录。以下是可能对您有帮助的文档的清
单。如果您没有这些文档的副本，现在就应该获取，然后仔
细审阅。

成绩单
成绩单是否显示您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还是有学习困
难，甚至完全跟不上？老师的评语都说了什么？

家庭作业和测试
家庭作业和测试能揭示出两点：1) 孩子在学校都学了什么；
和 2) 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诸如 PSSA，Keystone 
考试以及其他考试等标准化测试，也可能很重要。

与学校教职员之间的书面沟通
孩子的学校记录包括发给您或其他教职员的有关孩子的便条
和电子邮件。这些沟通揭示了什么？您是否向学校表达了疑
虑？或者学校是否向您表达了疑虑？学校或您是怎样回应
的？是否有进展？

普遍分发的学校信息
这是指学校令许多（或全体）学生带回家的，或者在学校网
站上公布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小册子、通知、日程表或
政策。考虑这其中是否有任何信息很重要，与您对孩子计划
的疑虑有关。

其中一些文档或者全部这些文档都可以在正当
程序听证会上作为证物，所以越早收齐这些文
档，准备就会越充分。

评量
孩子的评量通常是正当程序听证会的重要部分。请确保您拥
有孩子完成的所有评量的报告副本，无论这些评量是由学校
还是私人评量者完成的。

小提示

有三种文档几乎在任何正当程序听证会上都始
终有重要性：

1. 评量报告；
2.  建议教育安置通知（简称“NOREP”）；

以及
3.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评量报告、NOREP 和 IEP 共同确定您的孩
子需要的计划。

建议教育安置通知 (NOREP)
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一份重要的文档，因为它指出了 IEP 
团队最终确定您的孩子需要什么教育计划。



争议解决办公室  |  19

每次学校进行了评量，但您不赞同，您只有权
要求学校出钱进行一次独立教育评量 (IEE)。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这是蓝图（或路线图），描述了您的孩子将接受的教育和服
务。请确保收集每一份与您的疑虑有关的 IEP 的副本。仔细
审阅每一份文档。

课堂走访
您或许想走访孩子的课堂。您的学校会有相关政策，规定了
家长走访课堂的事宜。请联系学校，咨询有关此类走访的政
策。遵守有关走访的所有学校规定。

检查学校保管的记录
学校保管着有关孩子的教育记录。您有权审阅这些记录。在
您要求审阅记录后，学校必须及时回应您的要求。在您提出
要求后，学校必须准备好记录提供给您，最多不能超过 45 
个日历日。针对您要求复印的任何文档，学校可能“按页”
收取少量费用。

考虑独立教育评量 (IEE)

如果您不赞同学校为孩子完成的评量，那么您可以要求独
立评量。独立教育评量或简称 IEE，是由合格考官执行的评
量，该考官不是学校的工作人员。

如果您要求 IEE，那么学校将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 去哪里获得 IEE；

• 有关 IEE 的要求；以及

• IEE 考官的资质

学校可能询问您为什么不赞同学校的评量。您不用一定给出
理由，但如果给出理由，可能促进您和学校讨论您的疑虑，
甚至解决问题。

在您要求 IEE 之后，学校将做以下两件事情之一：

1. 学校将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以证明其评量是适当的；或

2. 学校将确保 IEE 由学校（而不是您）出钱完成，并向您提
供将要遵守的指导准则，这些准则都与上述要点有关。如果
听证官赞同学校的评量是适当的，您仍有权利获得 IEE，但
这次要自费。如果您由学校出钱获得 IEE，或者您与学校分
享了您自费进行的 IEE 的评量，那么评量的结果：

• 必须是学校在确定孩子的教育计划时考虑的因素（除非该
评量未满足学校的要求）；以及

• 必须由您、学校，或你们双方同时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用
作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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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法律有什么规定？

我必须遵循什么时间线？

听证官对类似案件有过什么裁决？

哪些证人和证物将有助于证明我的案情？

学校的立场是什么？

现在，您已经收集了对于孩子的教育计划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步骤二的问题是： 
 “法律是否支持我对于孩子教育的观点？”

以下是一些您需要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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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s u l t L i n e  也 有 专 家 可 以
帮 助 审 阅 特 殊 教 育 法 律 和 条 例 ， 
电话：800-879-2301，

TTY 用户：PA Relay 711。

步骤 2：了解法律

特殊教育条例和法律

您需要对特殊教育法律有起码的基础了解，并知道这些法律
怎样适用于您孩子的教育计划。 

适用于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两部主要联邦法律（法规）是：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IDEA”）；以及

•《1973 年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第 504 节（简称“第 504 节”）

IDEA 法规和条例列出了教育机构要接受用于特殊教育的联
邦资助，就必须遵守的全部要求。第 504 节是反歧视法规/
条例。第 504 节禁止在接受美国教育部联邦财政援助的计划
或活动中歧视残障。

IDEA 与第 504 节之间有许多相似点。有关这两部法
规 之 间 差 异 的 更 多 信 息 ， 请 查 看 美 国 教 育 部 的 网 站 ：  
http://www.ed.gov，或者建议您致电 ConsultLine，
电话：800-879-2301，TTY 用户：PA Relay 711。

州对于特殊教育也有法律和条例。与 IDEA 法律相对应的州法
律见于《宾夕法尼亚州法典》(Pennsylvania Code)， 
位于第 14 章。您会听到有人称州条例为“第 14 章”。第 14 

额外资源 

有许多网站都介绍特殊教育法律。其中一些网站的权威性更高。一个较知名和权威的全国性
网站 Wright’s law 主要面向家长。

ODR 网站上的家庭资源库为家长提供了有关特殊教育条例、权利和程序的信息。

http://www.ed.gov
http://www.wrightslaw.com
http://odr-pa.org/parents/parent-resource-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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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阅读 IDEA 条例。

阅读第 504 节条例。

章不适用于上特许学校或网络特许学校的学生。特许学校和
网络特许学校遵守另一套州特殊教育条例，这些条例也见于 
 《宾夕法尼亚州法典》，位于第 711 章。

与第 504 节法律相对应的州法律也见于《宾夕法尼亚州法
典》，位于第 15 章。您会听到有人称州条例为“第 15 章”。
第 15 章不适用于上特许学校或网络特许学校的学生；但是，
特许或网络特许学校必须遵守第 504 节。

再多说点法规和条例…
每部联邦法规都有条例，这些条例是实施法规
的细则。条例更具体解释了如何遵循法规。

相比之下，阅读法规没那么重要。但阅读条例
就非常重要了。

https://sites.ed.gov/idea/statuteregulations/#regulations
https://www2.ed.gov/policy/rights/reg/ocr/edlite-34cfr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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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示

如果比较州和联邦的条例，会发现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是一样的。宾夕
法尼亚州条例与联邦条例在若干章节有所不同。重要的差异包括：

• 宾夕法尼亚州条例规定，有智力障碍的学生至少每
两年接受一次重新评量，而联邦条例仅要求至少每三
年重新评量一次。

• 对于被鉴定为有智力障碍的学生，宾夕法尼亚州条
例将任何从学校调离的行动定义为安置变更。这与联
邦条例不同，联邦条例未作此区分。

• 宾夕法尼亚州条例规定了对学生进行约束时要遵循
的某些程序和限制。联邦条例未涉及约束事项。

• 宾夕法尼亚州条例规定，14 岁或以上的学生获得
过渡计划，作为其 IEP 的一部分。联邦条例要求在学
生达到 16 岁才实施过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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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阅读更多关于第 14 章条例的信息 

阅读更多关于第 711 章条例的信息。

阅读更多关于第 15 章条例的信息。 

有关教育的州条例也见于《宾夕法尼亚州法
典》网站。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特 殊 教 育 局 编 写 了 一 份 关 于
第 14 章的常见问题。这些常见问题见于 
PaTTAN 网站的“法律”部分。

请务必要理解，不能仅由于您不赞同孩子的教
育计划，就表示您已经符合了证实学校违反州

或联邦法律的法律标准。

根据 IDEA 法规证明您的案情

特殊教育法律可能较复杂。但有一个基础概念是很重要的：
学 校 并 非 一 定 向 学 生 提 供 最 好 的 计 划 ， 但 必 须 提 供 适 当 
的计划。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重点通常在于什么是“适当”这一分歧。

建议您注册 ODR listserv，以及时了解最近
颁布的听证官裁决，以及其他争议解决信息。

http://www.pacodeandbulletin.gov/Display/pacode?file=/secure/pacode/data/022/chapter14/chap14toc.html&d=
http://www.pacodeandbulletin.gov/Display/pacode?file=/secure/pacode/data/022/chapter711/chap711toc.html&d=
http://www.pacodeandbulletin.gov/Display/pacode?file=/secure/pacode/data/022/chapter15/chap15toc.html&d=
http://www.pacodeandbulletin.gov/Display/pacode?titleNumber=022&file=/secure/pacode/data/022/022toc.html&searchunitkeywords=&operator=OR&title=null
http://www.pacodeandbulletin.gov/Display/pacode?titleNumber=022&file=/secure/pacode/data/022/022toc.html&searchunitkeywords=&operator=OR&title=null
https://www.pattan.net/Legal/PDE-Resources/Special-Education-Question-and-Answer-Compendium
http://odr-pa.org/subscribe-to-o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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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504 节证明您的案情

想要证明学校违反了第 504 节，您必须证明以下情况：

1. 学生患有残障，符合条例的定义；

2. 学生在其他方面符合参加学校活动的资格；

3. 学校或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财政援助；以及

4. 在学校提供的计划或其他服务中，学生被阻止参加，被剥
夺利益或者受到歧视。

找到以前议题与您相似的案件，阅读并理解这些案件的法
律裁决，可能有帮助作用。这可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自己
案件中的法律问题。ODR 网站提供了近期听证官裁决的副
本。ODR 网站并不提供法庭裁决，法庭裁决可能需要懂法律
知识的人获取并为您解读。 小提示

IDEA 要求为残障儿童提供个别化教育计划。
对一名儿童可能适当的教育，不一定就是适合
您的孩子的计划。请阅读听证官的裁决。您可
以与其他家长交谈，但记得，孩子的 IEP 团
队（包括您）是根据孩子独特、个体的需求来
确定孩子需要什么，而不是根据另一个孩子可
能正在接受什么服务。

仅仅因为您不满意孩子的计划，或甚至是学校
对待孩子的方式，并不一定说明学校歧视了您
和您的孩子。您必须符合以上列出的所有四条
法律要求。



争议解决办公室  |  26

对于是否请求正当程序的决定， 
您并不是有无限制的时间。

时间线

以下是法律的规定：

(e) 请求听证会的时间线。家长或机构必须在他们知道或
本应该知道形成正当程序投诉的依据的声称行为之日起的两
年内，请求对他们的正当程序投诉举行公正听证会，或如果
州对于根据本部分请求此类正当程序听证会有明确的时间限
制，则是在州法律允许的时间内。

这种限制或时间线叫做诉讼时效。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针对
正当程序听证会请求设定明确的时间范围。

这条两年期规则有两种例外情况：

IDEA §300.511——公正正当程序听证会

(f) 时间线的例外情况。如果由于以下情况，妨碍了家长提
起正当程序投诉，那么本节 (e) 段描述的时间线不适用于该
家长——

1. LEA 明确做出误述，称他们已解决形成了正当程序投诉的
依据的问题；或

2. LEA 拒绝向家长披露根据本部分须向家长提供的信息。

如果您认为发生了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那么您必须准备好予
以证明。只说这种情况发生了，并不是足够的证明。如果学
校以诉讼时效为由提出异议（学校会在对您的投诉通知的答
辩或在动议中提出），那么听证官可能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
行动：

1. 要求您在听证会之前解释，为什么您认为您是及时地请求
了听证会（这叫做提供证明；请参阅“第六部分，提供证
明”）；

2. 在听证会上，采纳您和学校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关于
您何时知道或本应该知道孩子的计划有问题，以及您是否未
能在之后的两年内提起正当程序投诉；

3 . 在 听 证 会 上 ， 采 纳 与 上 述 例 外 情 况 有 关 的 证 据 
(§300.511(f))。

听证官将判断您的请求是否及时。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1. 您请求听证会的时机太晚了，您的投诉将被驳回。您有权
利向州或联邦法院对此裁决上诉。

2. 您及时地请求了听证会，该听证会将举行。

3. 您没有对投诉中的一些（但不是全部）议题及时地请求
听证会。听证会将审理您及时提出的议题。在听证流程结
束后，您有权向州或联邦法院对听证官裁决的任何方面上
诉，包括听证官对于哪些议题及时提出（或未及时提出） 
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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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补救措施

用尽补救措施的概念基本上表示，一方必须首先走完正当程
序听证会的流程，然后才能向州或联邦法院提起法律诉讼。
换句话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您必须首先利用正当程序系
统，尝试解决您的疑虑。IDEA 规定，如果一方正根据 IDEA 
寻求救济（补救措施或解决方案），那么该方必须对所提出
的主张用尽行政补救措施。

州法律有一些方面的不同。《宾夕法尼亚州法典》第 15 章规
定，对于歧视主张，一方可以利用正当程序系统，提出与剥
夺渠道、平等待遇或歧视残疾有关的主张，然后再诉诸法院 
 （如需要），但家长不必从正当程序系统开始。

小提示

程序保障通知可以在 ODR 网站找到。 
音频版也可以在这个网页找到。

ConsultLine 也有专家可以帮助
审阅与正当程序听证会有关的特殊
教育法律和条例，电话：

800-879-2301，
TTY 用户：PA Rela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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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考虑学区的立场

理解您的案件包括理解学校的立场。问您自己以下问题：

• 学校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立场与我有何不同？为什么？

•  （如果您知道）学校将在听证会上请出哪些证人？他们会说
什么？

•  （如果您知道）学校将在听证会上使用哪些文档（证物）？
这些文档是支持学校的说法还是我的说法？

• 法律是支持我的立场还是学校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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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听证官的管辖权

您还需要确定，您对孩子教育计划提出的议题，是正当程序
听证官可以裁决的议题。换句话说，您的疑虑是否为听证官
有职权（管辖权）审理并作出裁决的问题？

听证官的职权通常涵盖以下广泛的类别：

• 确定某个计划或安置的适当性； 

• 确定儿童是否被妥善鉴定为需要某些服务； 

• 命令或否决任何救济，比如学费报销和/或补偿教育服务，
或 IEE。

您应该问自己，您的问题是否属于上述一种广泛类别。如果
没有律师或倡权人的帮助，那么这些问题可能难以回答。请
务必要理解，虽然听证官有广泛的管辖权，但听证官并不是
对您孩子的所有教育领域都有管辖权。

例如，要判断某个计划或安置的适当性，听证官可以裁决非
常具体的计划类问题，比如 IEP 的内容和范围；孩子应该接
受的治疗类型；交通是否是必要的相关服务，等等。但是，
听证官无法举行听证会，审理家长对于家长与老师之间个性
冲突的问题。

利用您可以获得的所有资源，协助您进行分析。最终，只有
您可以决定是否往下进行，提出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请求。

步骤 5：理解正当程序听证会流程

正当程序听证会是由听证官审理的法律诉讼程序。在宾夕
法尼亚州，听证官是律师。每名听证官都在特殊教育法律
和听证程序领域有丰富的背景经验。在听证会上，您和学
校（统称为“双方”）各自有机会传唤证人并呈交文档来支
持你们的立场。与任何法庭诉讼程序一样，您将必须证明您 
的案情。

为此，您将：

• 通过“开场陈述”，向听证官概述议题；

• 向听证官呈交证物，证明您在案件中的立场；

• 向您的证人和学校的证人提问；以及

• 很可能需要自我作证。（如果父母二人均参与，并想对相
同的事实作证，请挑选一人作为证人。）

法庭记录员（或称速记员）出席每场听证会，记录下“公
开”陈述的所有话语。法庭记录员编制的文档叫做笔录。家
长（或家长的代表）免费获得一份笔录副本。LEA 需要付款
以获得他们的笔录副本。

额外资源 

听证官个人简介网页始终提供当前宾夕法尼
亚州听证官的名单。您和学校不能选择听证
官；ODR 会做出公正的人选指派。

https://odr-pa.org/due-process/hearing-officer-b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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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上的大部分经过都将由法庭记录员记录（“做笔录”）。 
但有时候，听证官将告诉法庭记录员“不公开发布”。如果
没有必要让法庭记录员记录讨论（比如讨论日程安排），那
么听证官将指示不公开发布。听证官决定讨论是公开还是非
公开的。

听证官以法律为准绳判断在听证会上呈交的证据，从而颁发
书面裁决。您或学校（或双方同时）可以向州或联邦法院对
听证官的裁决上诉。建议您咨询律师，帮您决定是否上诉以
及向哪个法院上诉，并协助您遵循任何时间线和程序要求。
听证官将在分发他们的裁决时向您提供上诉信息。

想要了解更多正当程序听证会，建议您考虑以下一些或全部
资源：

额外资源 

审阅通用听证前说明。

审阅 ODR 的家庭资源库——正当程序页面。

再通读一遍程序保障通知，并观看 ODR 关于“
程序保障通知——一般信息”的视频。

观看 ODR 的视频，了解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各
个方面。

请致电 ConsultLine，获取与
正 当 程 序 听 证 会 有 关 的 一 般 信

息，电话：800-879-2301，TTY 用户： 
PA Relay 711。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rehearing-Directions.pdf
https://odr-pa.org/parent-resources/parent-resource-library/due-process/.
https://odr-pa.org/due-process/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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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收集了与您的孩子有关的信息。

了解了法律对于您的具体疑虑有什么规定。

确定了学校对于此事的立场是什么。

考虑了听证官对您的疑虑是否有管辖权。

了解了与正当程序听证会有关的一些基础信息。

现在，您已经完成了以下事情：

下节将提供关于听证会的详细信息，包括如何请求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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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提供关于正当程序流程的详细信息。

本节首先总体概述听证会，然后再介绍请求正当程序， 
针对正当程序听证会的流程提供分步式指南。

虽然反对和动议是正当程序流程的一部分，但我们将在
单独的章节予以阐述：第四部分（反对）和第五部分 
 （动议）。

第三部分

正当程序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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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正 当 程 序 听 证 会 / 加 急 听 证 会 上 
的代表

在决定谁将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代表您和您的孩子时，您有
两个选择：

1. 您可以选择在听证会上代表自己。当家长参加正当程序听
证会而不请律师时，这叫做“亲自到庭”。

2. 您可以决定请律师代表您。如果您选择请律师，那么您将
负责律师的费用。如果您在听证会上胜诉，那么您可以在正
当程序听证会结束之后寻求索偿律师出庭费。

您可以找在特殊教育领域有专长或受过培训的人陪同并由他
们提供建议，比如倡权人。但务必要注意的是，倡权人只有
同时身为律师时才能在听证会上代表您。

学校必须由律师代表，包括出席听证会的学校任何行政人员
或其他员工。

加 急 听 证 会

您应该知道的一种特殊类型听证会是加急听证会。加急听证
会是在大幅缩短的时间线内举行的特殊教育听证会，也就是
从提起投诉/听证会请求到听证官作出裁决。

以下是加急听证会的示例：

纪律处分问题

家长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来解决以下问题：

• 孩子有某些不端行为。学校想惩罚孩子的这种不端行为。
该纪律处分会导致孩子的教育安置变化，这表示孩子将被学
校驱逐：超过连续 10 个上课日；或在一个学年总计超过 15 
个上课日；或总计超过 10 个上课日，在一个学年内形成调离
模式。家长认为，孩子的行为是其残障的症状导致，不应该
像任何其他孩子一样惩罚孩子；而学校不同意，并想跟任何
其他孩子一样惩罚孩子。

• 家长不同意临时替代教育安置（不超过 45 天）。

• 学校/教育提供者请求听证会，以证实让孩子继续留在当前
教育安置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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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童有智力障碍（以前叫做“智力迟
钝”），那么任何从学校调离的行为都是教

育安置的变化。

对于所有其他儿童，如果调离的期限少于连
续 10 个上课日、一学年内少于总计 15 个上
课日或没有形成调离模式，那么这些保护措

施不适用。

延长学年服务 (ESY)

家长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来解决以下问题：

• 家长不同意学校的裁定，也就是学校称孩子不符合延长学年
服务的资格。

• 家长不同意学校裁定的向孩子提供的特定 ESY 服务类型。

小提示

一个案件不是仅因为双方想快速处理就被视
为加急。换句话说，“加急”的常见定义并
不适用于正当程序听证会。加急听证会只适
用于纪律处分和 ESY 服务。请参阅第三部分
步骤 8：加急 IDEA 纪律处分案件，以及第
三部分步骤 8：加急 IDEA 延长学年案件，
了解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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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听证会做准备

标记证物 复印证物请求传票（如必要）

确定共同证物 审阅学校的证人或证物清单为听证会整理证物

正当程序的流程

向 ODR 和学校发送投诉 审阅 ODR 提供的信息完成正当程序投诉

审阅学校对投诉的答辩 满足争议解决会议要求回应针对投诉的任何充分性挑战

理解时间线和裁决截止日期 向学校披露证据和证人开始熟悉听证官的听证前说明

以下流程图列出了流程中的每一步。每个步骤都将在下文充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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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特殊教育局还有单独的一套“投诉”流程，
叫做“DOC 投诉”。请参阅“第一部分，解
决特殊教育分歧的方式”下的“向宾州教育
部……”一节。

步骤 1：完成正当程序投诉

想要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您必须首先：

• 在 ODR 的正当程序网页填写文档（“正当程序投诉”
或“投诉”），或者

• 将所有要求的信息整合到正当程序投诉通知（例如信件或
电子邮件）。

该投诉是一份重要的文档，在于：

• 它正式通知了学校您的疑虑；以及

• 它启动了完成听证会的时间线。

实际的正当程序投诉表格并不是硬性规定，但
您可以获得这份表格，以帮您确保您加入了
所有要求的信息。如果您更愿意写信或电子邮
件，而不是填表格，您可以不填。只是要确
定，您加入了该表格索要的所有必要信息。

额外资源 

获取一份空白的正当程序投诉表格。

附录 A 提供了正当程序投诉通知范本。

程序保障通知可以在 ODR 网站找到。
音频版也在这个网页。

https://odr-pa.org/due-process/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Due-Process-Request-Form.pdf
https://odr-pa.org/parent-resources/procedural-safeguards-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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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投诉中必须包括什么信息。
投诉表格（或信件或电子邮件）必须包括：

1. 儿童的完整姓名：名字、中间名、姓氏。

2. 儿童的住址。

• 如果您与另一个人分担监护权，请列出儿童的主要
住址。如果您认为解释任何住址问题很重要，那么您可
以在听证会请求中作解释。 

3. 儿童就读学校的名称。同时注明学区（叫做 LEA）和儿童
学校的真实名称。

• 尤其在大型学区里，学区包括若干小学、初中和高
中，注明孩子的学校名称就很重要：

• 示例：“我的孩子在 School District 
of America 的 Hamilton Elementary 
School 上学。”

• 如果与您有分歧的学区不是孩子目前上学的学区，
请列出应参加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学校的名称。

• 示例：“我的孩子目前在 American 
Academy 上学，但我要投诉的是 USA 
School District。”

4. 联系信息
ODR 和听证官都将需要获得您的可靠联系电话号码，以方便
联系您；如果您有电子邮件的话，也需要电子邮件地址。与
听证官之间往来的大部分通信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如
果您没有电子邮件，将通过美国邮政寄送信件，但送达的时
间可能更长。

5. 对问题性质的描述，包括与问题有关的事实。

• 只在投诉通知里说您的孩子没有接受 免费适当公共
教育（或简称 FAPE）是不够的。这既没有告诉学校，
也没有告诉听证官您的疑虑是什么。您可以说，您的
孩子没有接受 FAPE，然后给出具体事实，证实您为什
么认为孩子没有接受 FAPE。如果您认为孩子受到了歧
视，则给出使您相信受到歧视的具体事实。无论您的议
题可能是什么，您都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让学校和
听证官能充分理解您的疑虑。

6. 您提议的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您在填写投诉表格时已想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您要在投诉中包含足够的信息，这点极为重
要，这样学校可以理解您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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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向学校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那么学校可能对投诉提
出挑战，称投诉信息不充分。如果您没有提供充分的信息，
那么听证官可能驳回您的听证会请求。尽可能详细描述，包
括您想获得的救济（或结果）。有关充分性挑战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4。

听证官只能对投诉中确定的议题进行裁决。请
确保您已在投诉中说明了您想由听证官审理的
所有议题和疑虑。如果您后来发现，您忘了说
明什么事，请告诉听证官。您可能被允许再提
起一份投诉，在该投诉中包含这些议题，并请
听证官对这些议题也进行裁决。另一方面，听
证官可能告诉您，现在已经太迟了。最好的做
法就是始终在第一次投诉中就说明所有事情，
以避免发生任何延误。

步骤 2：发送正当程序投诉 

填 完 纸 质 投 诉 表 格 后 ， 或 者 写 完 信/ 电 子 邮 件 ， 您 必 须 
这样做：

• 向学校寄送或用电子邮件发送投诉的副本，并且（同时），

• 向 ODR 邮寄一份副本，地址：

Offic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6340 Flank Drive
Harrisburg, PA 17112-2764

• 或者，如果您能使用扫描仪，将投诉表的副本发电子邮件
至 ODR： odr@odr-pa.org

如果您完成了在线投诉表格：

• 向学校发送投诉的副本；可选以下任一方式：

• 将从 ODR 收到的确认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寄送到学
校，或者

• 将确认电子邮件转发给学校。

mailto:odr@odr-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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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关于如何用电子邮件发送投诉的说明，见于
ODR 的正当程序页面。

同时向 ODR 和学校发送正当程序请求的副
本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向学校提供投诉的副
本，那么争议解决流程和正当程序听证会时

间线可能延后。

步骤 3：审阅 ODR 提供的信息 

在您向学校和 ODR 发送正当程序投诉后，ODR 将立即向您
发送以下信息：

• ODR 案件经理的一封信或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听证会通
知，提供听证官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并列出首场听证会的日
期和时间。

• 补充材料，提供了额外资源和信息。

• 您还将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或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
收到听证官的信息。听证官将提供有关听证前说明、时间线
和截止日期的信息，还有面向自我代表家长的其他信息。

如果您由律师代表，那么听证官将向作为您的代表的律师发
送这些信息。

如果您对信息有疑问，您可以联系为您的案件
指派的 ODR 案件经理。虽然听证官决定案件
的所有方面（日程安排、动议等），但 ODR 
案件经理可以回答您对于这个流程可能有的一
般疑问。

https://odr-pa.org/du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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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4： 回 应 针 对 投 诉 的 任 何 充 分 
性挑战

在您向学校和 ODR 提起投诉后，学校自收到投诉起有 15 个
日历日联系听证官和您，挑战投诉的信息充分性（叫做“充
分性挑战”）。学校只有在认为您没有在正当程序投诉中提
供足够的信息，无法使学校理解您的疑虑时，才可以提出充
分性挑战。

因此，您的投诉一定要尽可能多地罗列信息，尽量降低学校
提出充分性挑战的机率。

听证官必须在收到充分性挑战后的 5 个日历日内裁决该
投诉是否满足法律要求。听证官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 
该裁决。

小提示

如果学校提出正当程序，那么您有同样的权利
挑战学校投诉的信息充分性。当您是充分性挑
战提出方时，适用相同的程序。

听证官 (HO) 裁定充分性：

1. HO 将裁定您的投诉理由充分，这说明您提供了法律要求
的全部信息。

• HO 将驳回充分性挑战。

• 将往下进行正当程序听证会。

或

2. HO 将裁定，您的投诉没有提供法律要求的全部信息， 
并且

• HO 将为您提供机会，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供缺失
的信息。

或

•  学校可能书面同意向您提供机会，修补投诉存在 
的问题。

听证官对充分性挑战所作的裁决，将让您更好
地了解您的投诉还缺少什么。请确保您已清楚
地说明您的议题，使学校可以理解问题。只有
当您妥善地完成投诉后，正当程序听证会才会
往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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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将通常要求您向学校发送修改过的投诉，
抄送 HO。

• HO 将告知双方，时间线和裁决截止日期（请
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8）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 作为同意修改的条件，学校有机会与您见面，
争取在继续至正当程序听证会以前解决问题。

或

• HO 将裁定投诉里有太多错误，应予以驳回。

• 您的听证会请求被否决。

• 您必须再从头开始：完成投诉，并将投诉发送
给学校和 ODR（这是罕见情况）。

步骤 5：审阅学校对投诉的答辩 

在充分性挑战（如有）得到裁决后，如果学校以前没有提供
过事先书面通知/建议教育安置通知 (NOREP)，那么学校会
对您的投诉提交“答辩”。学校的回复将包括以下内容：

• 解释学校为什么提议或拒绝采取正当程序投诉中指出的 
行动；

• 描述 IEP 团队考虑的其他选项，以及拒绝这些选项的 
原因；

• 描述学校用作提议或拒绝行动的依据的每个评量程序、 
评估、记录或报告；以及

• 描述与学校提议或拒绝的行动相关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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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如果是学校提起的投诉，那么您必须在收到投
诉起的 10 个日历日内提交答辩。您的回复应
明确回应正当程序投诉中提出的议题。

以下是提交答辩的要求：

• 没有专供提交答辩的表格。使用信件/电子邮件都可以。

• 提交答辩一方必须在收到投诉副本之日起 10 个日历日 
内行动。

• 学校（或者您，如果是学校提起的投诉通知）必须在答辩
中阐明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答辩必须正面回应投诉中的
信息。

•  示例：如果您的投诉指出，您认为孩子没有接受 
FAPE，那么学校的答辩将指出，学校为什么认为您的
孩子事实上接受了 FAPE。

• 示例：如果学校请求听证会，以证实学校对孩子的
评量是适当完成的，那么您应该在答辩中指出，您认为
评量并非适当的全部理由。

• 答辩应发送给听证官和对方。还应向 ODR 发送一份 
副本。

请仔细阅读学校对投诉的答辩。答辩将帮助您
理解学校对于投诉通知所载信息的立场（或看
法）。这样，您将更好地了解学校对孩子处境
的观点与您有何不同，以及学校打算在正当程
序听证会上证明什么。

步骤 6：争议解决会议要求

在安排正当程序听证会之前，您和学校必须遵守争议解决会议
（或争议解决会面）的要求。此会议的目的是让你们讨论您的

投诉，让学校有机会解决您的问题，避免开听证会。

您和学校可以在诉讼程序期间的任何时间和解案件，不只是在
争议解决会议上。大部分时候，双方真的都能和解，听证官也不
需要颁发书面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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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放弃会议，但学校不想，那么您必须参加争议解 
决会议。

如果学校想放弃会议，但您不想，那么会议必须举行。只有
当您和学校共同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会议，您才不必参加争
议解决会议。放弃该会议将影响时间线，并且听证会日期可
能需要更改。

在您请求听证会后，将发生以下三种情况之一：

• 学校将期望您参加争议解决会议。

• 您和学校都同意，不需要开争议解决会议。您和学校将同
意“放弃”此要求；放弃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 您和学校将同意使用调解代替争议解决会议流程。此时，
您和/或学校将联系 ODR 请求调解。

如果开争议解决会议，以下是相关要求：

日程时间线

IDEA 案件
在非加急 IDEA 案件中，有 30 天的争议解决期。

学校在收到投诉后的 15 个日历日内，必须与您开争议解决
会议，还要邀请 IEP 团队内对于投诉所述事实有专业知识的
相关成员参加。如果学校没有按要求开争议解决会议，或如
果您和学校放弃争议解决会议，那么您应该通知听证官。之
后，听证官可能更改正当程序听证会的日期。

争议解决会议只适用于家长根据 IDEA 请求的
正当程序听证会。如果学校请求正当程序，那
么不要求双方开争议解决会议。

小提示

ODR 提供听证官和解会议 (HOSC)服务，
适用对象是接近达成解决方案的双方，但他
们遇到瓶颈或障碍，妨碍他们达成和解。如果
双方都同意，那么 ODR 将指派一名和解听证
官，判断是否可以克服障碍，让双方避免听证
会并达成和解。

https://odr-pa.org/due-process/hearing-officer-settlement-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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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案件
在加急 IDEA 案件中，有 15 天的争议解决期。

学校在收到投诉后的 7 个日历日内，必须与您开争议解决会
议，还要邀请 IEP 团队内对于投诉所述事实有专业知识的相
关成员参加。

第 504 节案件
如果您的案件与 IDEA 和第 504 节议题同时相关，那么将适
用与 IDEA 案件的争议解决会议相关的规定。

学区提起投诉
当学校是请求听证会的一方时，法律不要求开争议解决会
议。

即使学校已对您的正当程序投诉提出充分性挑
战，学校也会举行争议解决会议。请参阅第三部
分步骤 4，了解关于充分性挑战的更多信息。

谁必须出席

• 您，即家长或监护人；以及

• IEP 团队内对于投诉所述事实有专业知识的相关成员。 
您和学校确定谁是 IEP 团队内的相关成员；以及

• 有决策权的学校代表。换句话说，在会上必须有人有权力
代表学校承诺投入资源。

出席争议解决会议的律师

如果您不请律师参加争议解决会议，那么学校也不能请律师
与会。如果您要请律师参与，那么学校可以请律师。

小提示

可能有罕见的情况，您无法在最初 15 个日历
日内的任何时间参加争议解决会议。此时，不
要求学校一定在这 15 天内安排会议。学校将
把争议解决会议的日期安排在 30 个日历日争
议解决期内您有空的时间。但是，您最好在前 
15 个日历日期限内抽出时间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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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如果您请律师参加了争议解决会议，但没有
提前通知学校，那么会议可能延期，以让学
校也可以安排请律师与会。为了避免此类延
期，请一定提前通知学校您将请律师与会。

您参加争议解决会议

除非您和学校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争议解决会议，或者想寻
求调解（请参阅第一部分，解决特殊教育分歧的方式：请求
调解），否则您必须出席会议。如果您没有出席，那么正当
程序听证会不举行，甚至您的听证会请求也可能被驳回。因
此，请出席会议并尽最大努力与学校解决问题，这点非常重
要。（当然了，学校人员也应该尽最大努力与您解决问题。）

争议解决会议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 您和学校无法达成协议。您将往下进行正当程序听证会。
听证官应收到通知。通常，学校律师通知听证官这个结果，
但您也可以自己联系听证官（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7：与听
证官的沟通）。

• 您和学校在争议解决会议上就一些（不是全部）议题达成 
一致意见。需要开正当程序听证会，解决剩下的议题。通
常，学校律师通知听证官这个结果，但您也可以自己联系听
证官（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7：与听证官的沟通）。

• 您和学校在争议解决会议上就全部议题达成完整协议。 
不再需要开正当程序听证会。您必须联系听证官以取消听证
会（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7：与听证官的沟通）。

虽然您和学校以前可能尝试过解决争议，但不
要假定争议解决会议将毫无成果或只是浪费
时间。很少有人真正想进入正当程序听证会环
节。这个争议解决会议可能是您和学校达成协
议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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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会议书面协议

如果在争议解决会议上达成了争议解决会议协议，那么应该
以书面形式落实协议的条款。这样既保护您，也保护学校，
双方能确切理解达成了哪些协议。这份书面协议具有法律执
行力。这表示，如果您或学校任何一方认为，对方未能履
行协议的条款，那么任何一方有权向州或联邦法院提起法 
律诉讼。

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格

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简称 OSEP）要求，所
有州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争议解决会议的信息和成果。宾夕
法尼亚州完成此要求的方式是，要求学校完成一份“争议解
决会议数据表格”。表格只能以电子方式，通过网页版的密
码保护程序完成。学校完成表格并向 ODR 提交后，包括您 
 （或您的律师，如有）以及听证官的各方都将收到电子邮件，
邮件包含已完成表格的副本。

法律经常对学校作出要求，让校董会批准
某些法律协议，比如争议解决会议协议。
这表示，只有在经过校董会的批准后，您
的问题才会被视为完全解决。如果您对此

有疑问，请咨询学校或学校律师。

小提示

IDEA §300.510(e)：“如果双方根据本节 
(d) 段签订协议，那么一方可以在协议签订
后 3 个工作日内废止该协议。”
(https://sites.ed.gov/idea/regs/
b/e/300.510)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e/300.510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e/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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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程序的阶段；如果听证会已快要完成，那么听
证官就不太可能准许此请求。

•  学校（或者您，如果是学校想撤销其投诉通知的
话）是否同意撤销。

• 如果学校不同意撤销，那么撤销可能对学校（或者
您，如果是学校想撤销其投诉的话）造成的伤害程度。

• 未来对相同议题必须再举行一次听证会的可能性。

额外资源 

附录 C 提供了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格的副本。

O D R  准 备 了 介 绍 争 议 解 决 会 议 的 一 段 短
视 频 ， 视 频 可 以 在  O D R  网 站 观 看 ： 进 入  
Facilitation（引导）> Resolution Meeting  
Facilitation（争议解决会议引导）。 

听证会请求的撤销

以下是撤销听证会请求的情况：

• 您和学校已通过争议解决会议、调解或其他途径解决了问
题，所以不再需要正当程序听证会。请立即通知听证官，您
将出于以上原因之一撤销投诉通知。听证官一般都会准许您
的撤销请求。

• 如果由于其他原因，您决定不想使用正当程序听证会，那
么您必须通知听证官您希望撤销投诉。听证官将决定是否允
许撤销投诉。在决定是否允许您撤销投诉时，听证官可能考
虑的一些因素有：

https://odr-pa.org/facilitation/resolution-meeting-facilitation/
https://odr-pa.org/facilitation/resolution-meeting-fac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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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开始熟悉听证前说明 
听证官准备了一份叫做“听证前说明”的文档，该文档提供
了一般的听证会信息，与谁是被指派的听证官无关。

听证前说明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后文章节介绍了听证前
说明中的关键主题；但是，我们仍建议您阅读完整版，以熟
悉这些规则。

额外资源 

听证前说明可以在这里找到。

与听证官的沟通

在整个诉讼程序过程中，您有时需要与听证官沟通。听证官
对于此类沟通有具体的规定。

以下是听证官对于与他们沟通的规定：

• 电子邮件。律师或不请律师的家长/家庭（这叫做“亲自
到庭”），如果有电子邮件账户，必须使用电子邮件作为与
听证官通信的唯一方式。向听证官发送的所有电子邮件必须
抄送（电子邮件中的“cc”部分）对方律师，或抄送亲自到
庭的家长。除非听证官另有指示，否则用电子邮件发送给听
证官的任何文档，不需要也不应该再寄送纸质版。所有电子
邮件必须在主题行注明 ODR 文件编号。讨论听证会的信函
不适合使用嵌入式图形和电子“文具”。

• 邮件。如果律师或亲自到庭家长没有电子邮件账户，那么
必须通过美国邮政寄送信件和其他文档。

• 电话会议。任何一方或者听证官都可以请求电话会议。
电 话 会 议 必 须 包 括 双 方 的 律 师 ， 或 者 学 校 律 师 和 亲 自 到 
庭家长。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rehearing-Dir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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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听证官达成和解

听证前说明涉及到和解。如果双方和解了案件，或者双方认
为他们已准备好请求有条件驳回命令，那么投诉方应立即通
知指派的听证官。

减少不必要/重复的证据

听证官的听证前说明涉及到减少不必要和重复的证据。您应
该开始熟悉这些说明，以避免产生误解。

小提示

听证官并不按照一般的早 9 晚 5 日程工作。
所以，如果您在夜晚或周末收到所指派听证官
的电子邮件，请不要惊讶。定期查收邮件或电
子邮件，看看是否收到了听证官或学校律师的
任何通信。

步骤 8：理解时间线和裁决截止日期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类型不同，时间线也不同：

IDEA 案件——家长请求正当程序

IDEA 法律规定，家长发起的正当程序案件将在投诉提出后
的 75 天内完全解决。但有一条例外。您或者学校可以请求
听证官延长这一 75 天时间线。

这 75 天是这样计算的：30 天（争议解决期）+ 45 天（开
听证会和作出书面裁决）= 75 天。

裁决截止日期是指听证官将颁发裁决，并且正当程序案件将
关闭的日期。

IDEA 案件——学校请求正当程序

IDEA 法律规定，学校发起的正当程序案件将在投诉通知提
出后的 45 天内完全解决。但有一条例外。您或者学校可以
请求听证官延长这一 45 天时间线。

由于学校发起的请求没有 30 天的争议解决期，所以完成实
际的听证会和允许听证官撰写决定的时间范围缩短。

裁决截止日期是指听证官将颁发裁决，并且正当程序案件将
关闭的日期。

听证会礼仪

听证官的听证前说明涉及到礼仪，或每个人应该如何在听证
会上行事。这些说明描述了一般可接受的行为，所以要再次
强调，最好熟悉这些听证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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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IDEA 纪律处分案件

对于处理纪律处分安置的正当程序听证会，必须在投诉提出
之日起的 20 个上课日内举行加急听证会。

在加急纪律处分安置的案件中，裁决截止日期必须是在听证
会之后的 10 个上课日内。此时间线没有例外。

加急 IDEA 延长学年 (ESY) 案件

对于 ESY 方面的正当程序请求，加急听证会必须在投诉提出
后的 30 天内举行，并且听证官的书面裁决必须在此期限内
发送给双方。听证会通常在请求之后的 15 个日历日内举行，
但这并非硬性要求。此时间线不得破例。

第 504 节案件

第 504 节并没有严格的时间线；但是，ODR 听证官通常在
这些案件中遵循 IDEA 的程序。

通知双方裁决截止日期

法律规定，在案件开始时向双方通知裁决截止日期。

在 ODR 发送的初始信件/电子邮件里，您将看到基于简单算
式计算的裁决截止日期。裁决截止日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变
化，包括：

• 有人提交了修改过的投诉，重启时间线。

• 您和学校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争议解决期。

• 在调解或争议解决会议开始后，但在 30 天期限结束之
前，您和学校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意见，即双方不可能达成
协议。

• 如果您和学校以书面形式同意，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结束
后继续调解，但后来您或学校退出了调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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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学校要求延长裁决截止日期，并且该要求得到批准。

• 如果发生未预见的情况，影响相关人员在预定日期到庭的
能力，那么任何一方可以请求听证会日期变更，这叫做延期
审理。听证官将裁定所有延期审理的请求。延期审理请求与
延长时间线请求不同（后者通常是指裁决截止日期的延长）。
裁决截止日期从提出听证会请求起计算。裁决截止日期可能
因为多次延期审理，完成案件审理需要的场次，完成书面结
案陈词需要的时间，或者其他原因而需要变更。延长裁决截
止日期的任何请求必须向听证官提出。仅当一方明确请听证
官更改裁决截止日期时，裁决截止日期才能变更。如果听证
官同意延长裁决截止日期，那么将在听证官决定之时设定新
的裁决截止日期（请参阅 34 CFR 300.510 和 300.515）1。

 1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e

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根据双方延长裁决截止日期的请求更改裁决截止日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在诉讼程序过程中更改裁决截止日期可能会产生混乱，但联邦政府要求这一流程。听证官将通知您裁决截止日期是
否已变更。您可以始终联系听证官，问询有关裁决截止日期的问题（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7：与听证官的沟通）。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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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向学校披露您的证据和证人

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向听证官呈交的证据通常有三种类型：

1. 您的证词；

2. 您和学校的证人的证词，包括任何专家证人；以及

3. 文档（在听证会上叫做“证物”）。

您必须在听证会开始前告知学校您的证人是谁，以及您打算
使用什么文档。学校必须向您提供同样的信息。您必须在听
证会开始之前披露所有证人和所有证物。

这一步至关重要，并且有必须遵守的时间线。

IDEA 和加急 IDEA 案件

您必须在听证会日期之前五个工作日向学校律师发送：

• 您的证人名单

• 您的证物清单，以及学校尚未获得的任何证物的副本，比
如私人评量。

您不需要使用特定的表格。您可以用电子邮件发送、邮寄或
交付 5 天提前披露信，但您使用的方法应该能证明您及时披
露了证人和证物。这一般叫做“5 天提前披露信”。请查看
下一页的 5 天提前披露信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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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提前披露信范本

日期：
学生姓氏/学区
ODR 文件编号：
关于：5 天提前披露

尊敬的 [学校律师姓名]：

我打算在听证会上传唤以下证人并使用以下证物：

1. Jane Marks （家长）
2. Joe Marks（家长）
3. Smith夫人（老师）
4. Jones医生（心理医师）

证物

1. 2006 年 10 月 26 日 [老师姓名] 向 [家长姓名] 提供的信件
2. 2006 年 11 月 21 日的成绩单
3. 2006 年 12 月 30 日 [专家姓名] 执行的评量
4. 2006 年 8 月至 2006 年 12 月的家庭作业抽样
5. 2007 年 1 月 2 日 [家长姓名] 向学校提供的信件
6. 2007 年 1 月的 NOREP
7. 2007 年 1 月制定的 IEP
8. 2007 年 1 月至 2007 年 6 月的家庭作业抽样
9. 2007 年 3 月 10 日 [老师姓名] 向 [家长姓名] 提供的信件
10. 2007 年 6 月的期末成绩单

[您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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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4 节

第 504 节并没有严格的披露规则；但是，ODR 听证官通常
在这些案件中遵循 IDEA 的程序。

您和学校都必须遵守披露规则。如果你们任何
一方未遵守规则，那么另一方可以请听证官禁
止此类证人作证，并禁止违规方使用证物。如
果您是违规方，那么您可能无法向听证官证明
您的案情。不要碰运气，最终由于您没有遵守
披露规则，而导致听证官称您不能使用所有证
人和证物。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向学校律师提
供这些信息。也要准备好能证明您在时间线内

提供了信息，以防万一。 

想判断您应在披露信中列出什么内容，请考虑您试图向听证
官证明什么。哪些证人将有助于证明您的案情？哪些证物将
有助于证明您的案情？

您的证人应满足所有要求：

• 他们了解您的孩子以及您的疑虑；

• 他们可以提供与您的疑虑相关的信息；

• 他们的证词将协助听证官作出裁决。

请不要使用多位证人对同一事实作证，选择您认为将最有效
作证的证人，而且如有必要，选择另外几位能不重复就简要
支持该证词的证人。如果您呈交证人名单，那么听证官可能
问您，您希望每名证人对哪些方面作证。这叫做“提供证
明”。听证官可能禁止您请出听证官认为多余的证人（重复
证词，或者陈述与其他证人一样的内容）。

您有权要求您的孩子出席听证会并作证。虽然这并不常见，
但您最知道让孩子以这种方式参加是否有用。如果您确定，
您的孩子有相关信息要提供，请确保您在披露信中列出孩子
的名字。

学校可以反对您列出的任何证人（同样，您也可以反对学校
在其披露信中列出的任何证人）。听证官将最终决定某一证
人是否可以作证。以下是一些可能引起学校反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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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孩子作证，但不参加整个听证会，
请确保提前与听证官和学校律师讨论此事。听
证官可能会做出安排，让孩子在某个时间点作
证，不用旁听整场听证会。

• 您的邻居或许能对孩子在家的表现作证，但如果议题是
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那么您的邻居就不太可能提供相关的证
词。学校可能以“相关性”为由提出反对，而听证官可能禁
止您请邻居作证。

• 邻居的孩子参加了某一个阅读计划，对这个孩子的效果很
好。您对这一阅读计划有兴趣。而 IDEA 法律要求的是个别
化教育计划。这表示，对一个孩子有效的计划，并不一定是
另一个孩子需要的。邻居的证词很可能不相关。

您还需要确定您打算在听证会上使用哪些文档（证物）。您
在判断是否有胜算时收集的许多文档都可以作为证物。

步骤 10：请求传票（如必要）

您已经在给学校的 5 天提前披露信中列出了您的证人。您负
责通知证人听证会的日期和时间。听证官可能根据日程和空
闲情况，为特定的证人安排具体的听证会场次。

小提示

得知听证会日期后尽快通知证人听证会
的日期、时间和位置。如果有日程冲
突，请立即通知听证官。

传票是听证官出具的一种法律命令，告诉一个人他们必须出
席正当程序听证会（也可以用传票强制一个人提交文档）。

通常来说，证人都是双方知道的，并愿意作证。如果您在  
5 天提前披露信中列出了证人，但不确定他们是否将自愿出
席听证会，那么您可以请听证官发布传票。这样会耗费一
些时间，所以请确保您在听证会日期前留出充足的时间请 
求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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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听证官请求传票的信件或电子邮件中，您应该提供以
下信息：

• 您希望传唤的人或文档的名字。

• 为什么这个人出席并作证对您的案件很重要；或者为什么
这个（这些）文档对您的案件很重要。

• 您在不需要传票时为了让这个人出席听证会或获取文档而
付出的努力。

向学校律师发送一份该信件或电子邮件的副本。

听证官将判断使用该证人或文档是否有必要。

注：您将负责向证人交付传票。听证官不会直接向证人寄送
传票。传票将送到您手上。

如果您从学校获取孩子的教育记录时遇到麻
烦，您不用请求传票。联系学校律师和听证
官，向他们解释您在获取孩子记录时的困难。

步骤 11：标记证物
现在，您已经决定了要在听证会上使用什么证物，接下来应
该整理您的证物并进行标记（标识），以为听证会做准备。
听证官对于标记证物的方式有严格的规则。这是为了防止混
淆，便于简单、准确地在听证会上鉴定，而如果有人上诉，
也能满足州和联邦法院对于证物的要求。这是法律诉讼程序
的标准流程。如果没有遵循标记证物的规则，您可能被要求
重新标记。

以 下 信 息 确 切 地 解 释 了 如 何 按 照 听 证 官 的 听 证 前 说 明 标 
记证物：

1. 首先，按您认为合理的顺序排列证物。排列证物的顺序
不分对错。证物的顺序取决于对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您 
的习惯。

• 示例：比如说，如果您的第一位证人将就 IEP 发言，
那么将 IEP 作为第一份证物可能是适当的。

2. 在整理证物后，就应该标记证物了。您的所有证物必须标
记“P”，代表家长（学校的证物标记“S”，代表学区或特
许学校；“IU”代表中间单位；或者“C”代表县）。

• 示例：家长打算提交五份单独的证物。第一份证物
将标记为 P-1，第二份证物将标记为 P-2，依此类推。

3. 每份证物的每一页都应注明证物编号和作为证物总页数一
部分的页码。每一页都要单独并完整地标记。同样的规则适
用于学校每份证物的页面编码（页码），使用上文第 2 点提
及的相应缩略词。

• 接续第 2 点的示例：家长的第一份证物有四页。证
物的标记应该是 P-1 第 1 页，共 4 页；P-1 第 2 页，
共 4 页；P-1 第 3 页，共 4 页；P-1 第 4 页，共 4 
页。第二份证物有六页，将标记为：P-2 第 1 页，共 6 
页；P-2 第 2 页，共 6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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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证物编号和页码必须位于右下角，不得被页面上的其他内
容遮盖。为了确保在复印时不截断证物编号和页码，证物标
记距离页面底部必须至少有二分之一英寸，距离页面右侧必
须至少有二分之一英寸。

接下来两页举例展示了标记的证物采用横版格式和竖版格式
的模样。

如果证物采用横版格式，那么在制作证物的版面时，应确保
在切换到竖版格式后，文档的文字会远离页面左侧。换句话
说，当以竖版格式持握页面时，顶部文字应该在左侧，底部
文字应该在右侧，页面的阅读顺序将是从下往上。

• 注：对于采用横版格式打印的证物，当以竖版格式持握
时，证物标识应该位于右下角，阅读顺序是从左至右。

如果证物未正确编号，那么将退回证物给该方进行重新编
号。只有当证物的标记和编号正确后，才会封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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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第 1 页，共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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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第 1 页，共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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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复印证物

步骤 13：为听证会整理您的证物

双方必须交换他们各自一套完整的证物，并且在首次听证会
上，向听证官提供一套完整的证物。如果以虚拟方式开听证
会，那么这些规则可能不同，所以请向听证官确认。对证物
做完标记后，您需要复印证物。您必须在听证会上提供四套
完整的证物。

这四份副本将使用如下：

• 一份证物副本自用。

• 一份证物副本将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交给听证官。

• 一份证物副本将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或之前交给学校律师。

• 一份证物副本将交给证人，以供在作证时参考。

以下是复印证物的规则：

• 给听证官的证物副本必须单面复印。

• 给学校律师和任何证人的证物副本可以单面复印，
也可以正反面复印。

• 您将需要按以下方式分发证物：

• 您可以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或之前向学校律师提供证
物副本。学校律师也将这样做。

• 您将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向听证官提供证物副本。

建议您把四套标记好的证物归入四个单独的文件夹（笔记
本），为每个证物做标签，以便能轻松找到证物。文件夹的
第一页列出所有证物，同时注明相关联的标签编号。正当程
序听证会的任何参与者出现紧张心理是非常普遍的，您也非
常有可能紧张。这种文件整理方法被公认为是管理在听证会
上常用的许多（通常是多页）证物的最好方法。下一页展示
了证物笔记本封面的例子。

小提示

如果一个文档在文件夹里，但没有在听证会上
用到，那么听证官极有可能认定该文档没有收
录到记录中，并极有可能不会在作裁决时利用
此文档。如果您希望听证官考虑您的证物，您
应该确定在听证会上使用或提及此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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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物笔记本封面的例子

家长证物
学生姓氏/学区

标签 证物编号 证物名称

1 P- 1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老师姓名] 向 [家长姓名] 提供的信件

2 P- 2 2020 年 11 月 21 日的成绩单

3 P- 3 2020 年 12 月 20 日 [专家姓名] 执行的评量

4 P- 4 2006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家庭作业抽样

5 P- 5 2020 年 1 月 2 日 [家长姓名] 向学校提供的信件

6 P- 6 2020 年 1 月的 NOREP

7 P- 7 2020 年 1 月制定的 IEP

8 P- 8 2007 月 1 月至 2020 年 6 月的家庭作业抽样

9 P- 9 2020 年 3 月 10 日 [老师姓名] 向 [家长姓名] 提供的信件

10 P- 10 2020 年 6 月的期末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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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4：确定共同证物

在您与学校交换了证物清单后，您很可能会看到学校律师打
算使用与您一样的一些或全部证物。IEP、NOREP、成绩单
等是家长和学校经常列出的听证会证物。去除重复的证物有
助于汇编一套更清晰、更简明的听证会记录。

当双方都请律师代表时，听证官强烈鼓励律师合作找出家长
和学校都想在听证会上使用的证物（标记为“共同”证物，
而不是家长证物或学校证物）。这样能减少或去除同时出现
在家长证物册和学校证物册里完全相同的证物数量（前提是
只需要一份副本）。作为亲自到庭的家长，您不用必须与学
校合作来汇集您和学校都想在听证会上使用的证物，但我们
鼓励您这样做。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意向，请联系学校律师。

听证前说明涉及到共同证物的议题。在这方面，听证前说
明非常具体，您应该阅读这些说明，以应对可能产生的各 
种问题。

示例：您在 5 天提前披露信中指出，2020 年 9 月份的 
IEP 将作为证物。在您标记证物时（2020 年 9 月）， 
您将此 IEP 标记为 P-1。学校律师在他们的 5 天提前披
露信中指出，2020 年 9 月份的 IEP 将作为证物，标记
为 S-1。在听证会上，将只使用一份 2020 年 9 月份
的 IEP。您和学校律师将决定这份证物是标记为“P”
代表家长、“S”代表学校，还是“J”代表共同，但
无论怎样标记证物，将只使用一份。

听证官鼓励您和学校讨论双方都在 5 天提前披
露信中列出的证物，并选择一份在听证会上使
用。但是，听证官可能要求双方指定一份记录
在案的证物在听证会上使用。

这些说明旨在适用于同一文档的重复副本。如
果您和/或学校律师认为，在任何记录在案的
证物中，有非常重要的重大（显著）差异，需
要听证官知道，那么您和学校可以在听证会上

使用你们自己的证物副本（重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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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因为您不赞同您认为证人将在听证会上
做的陈述，或者您不同意证物上列出的内容，
就视证人或文档是可反对的。如果您同意学校
的证人和证物的话，您就不会进入到正当程序
听证会的环节了。

步骤 15：审阅学校的证人或证物清单

学校的 5 天提前披露信将列出学校打算在听证会上请出的证
人，以及学校打算使用的证物。请仔细审阅这些信息。确定您
对于学校列出的证人和证物是否有任何反对（如果学校反对
您的任何证人或证物，请准备好向听证官解释，为什么您认为
这些证人和证物进入您的 5 天提前披露信中是适当的）。

记住，学校律师很有可能在特殊教育正当程序听证会方面经
验丰富，并知道哪些证人和证物是适当列在 5 天提前披露信
中的。换句话说，如果家长反对学校的 5 天提前披露信，而
听证官同意家长，禁止学校证人作证或禁止在听证会上使用
某一证物，那么这更可能是例外而不是常态。但是，也有可
能，您有正当的理由反对证人或证物，所以请仔细审阅学校
的 5 天提前披露信。

我 们 无 法 列 出 学 校 可 能 反 对 的 全 部 原 因 ， 以 下 是 一 些 
可能性：

• 您列出的证人不是在听证会上作证的适当人士。

• 示例：您将孩子学校的督学或校董会成员列为正当
程序听证会的证人。虽然在罕见的情况下，确实需要督
学或校董会成员在听证会上陈述事实，但大部分时候，
这应该是校长、特殊教育主任、老师或者对您的孩子掌
握第一手资料的其他学校人员，也因此他们才是听证会
的适当证人。

• 您列出了多位证人，但他们都通过重复的完全相同或近似
完全相同的证词来阐明同一观点。

• 示例：如果一名老师可以在听证会上陈述重要的事
实，那么就不需要再请另外五名老师作证以陈述完全一
样的观点。记住，这与证人和证物的数量无关，重要的
是证人证词以及证物的质量。

• 您将孩子曾经的每份 IEP 都列为证物。

• 示例：在正当程序听证会开始前，听证官将非常认
真并审慎地确定听证会要审理的议题。如果您的孩子的 
5 年级 IEP 是听证会的议题，那么孩子的幼儿园 IEP 是
怎样规定的很可能并没有相关性。这并不是硬性、明确
的规定；每个案件都不同，而您或许能证实早前 IEP 的
相关性。但请准备好向听证官解释，为什么这份文档真
的与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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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参阅第四部分：反对，了解关于反对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认为，您有正当的理由反对学校的证物或证人，那么
您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行动之一：

1. 您可以向听证官发送信件或电子邮件，抄送学校律师，
在信中以非常精确的语言解释为什么您认为应禁止学校请
出某一证人或使用某一证物。听证官可能以几种不同的方 
式回应：

• 听证官可能回复您的信件或电子邮件，对您的反对
作出裁定（告诉您他们是否同意您）；

• 听证官可能在裁定之前要求学校律师回应您的反对；

• 听证官可能决定在电话会议中处理您的反对；

• 听证官可能决定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处理您的反对。

2. 自己做笔记，便于在听证会上提出您的疑虑（反对）， 
并请听证官作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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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您或学校提出了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请求。

有人视需要提出了充分性挑战，并且听证官已对充分性挑战作出裁定。

不是提起投诉的一方已对投诉提交了答辩。

如果作为家长的您提起了投诉，那么已举行了争议解决会议（或已放弃，或用调解代替
了争议解决会议）。

您和学校已交换了你们的 5 天提前披露信。

您已经与学校律师交流过共同证物的事情。

您已经标记并复印了四份证物，也考虑了将证物归入单个文件夹（前提是您将参加现场
听证会；而如果您将参加虚拟听证会，请咨询听证官应如何处理证物）。

您已经审阅了学校的 5 天提前披露信，判断了您对于学校的证人/证物是否有任何反对。

您和学校律师已经交换过了你们的证物副本，或者将要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交换。

目前已经过以下流程：

现在，您应该进行最终的听证会准备了。每个人对听证会的准备都不同，
准备顺序也不一样，这里提供一份检查清单，是准备听证会的常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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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6：为听证会做准备

开场陈述

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听证官将要求您做开场陈述。

开场陈述并不是证据。听证官不会基于您在开场陈述中说了
或没说什么而裁决案件。但开场陈述能帮助听证官准确地判
定审理的议题是什么（也就是您和学校的分歧）。开场陈述
也让听证官大体了解您的案情。您可以解释情况的基本事
实，以及您希望听证官怎么做。

记住，到目前为止，听证官对案件的所有了解都限于您在投
诉中陈述的情况，以及学校在答辩中陈述的情况。开场陈述
是您用自己的话解释全部案情的机会。

要知道，听证官期望请求听证会的一方能确切地陈述听证的
议题是什么。听证官将听取的证词和考虑的文档，仅与开场
陈述中确定的议题有关。

在双方都做完开场陈述后，听证官将通常准确地陈述记录在
案的议题。听证官将询问每一方，听证官是否正确地总结了
议题，并将与双方讨论直至议题完整并清晰。如果最终的听
证官议题总结未包括某些事项，那么听证会不会涉及这些事
项，听证官的裁决也不会包括这些事项。请确保您确切地理
解听证会将处理什么议题。

如果一个议题没有在开场陈述中提出，那么听
证官的裁决不会涉及到此议题（仅有一些罕见
例外情况）。

小提示

在您完成开场陈述后，学校律师将给出他们的
开场陈述。请认真倾听，因为您将借此机会更
好地了解学校打算在哪个方面挑战您对孩子教
育计划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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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听证会时，建议您首先写出来您的开
场陈述，以梳理您的思绪。有些人更愿意在所有听证会准备
都做完后再写出开场陈述。写开场陈述没有固定的时间。只
要选择适合您的时间就可以。但是，您应该在听证会之前写
出开场陈述，之后可以在听证会上照着读，或者作为发言时
的大纲。一般来说，开场陈述大约需要 5 分钟，所以您将无
法，也不应该在此时面面俱到。

以下是起草开场陈述时的一些提示：

• 陈述您相信的主要事实。

• 清晰明确。

• 语气坚定、积极。现在还不是争论的时候。

• 不要夸大您的案情。

• 解释您对案件的观点（您认为情况是怎样的，以及您认为
情况应该是怎样的）。

• 最后解释您寻求的救济或成果 (Mauet, 1980)。

开场陈述的范例格式
以下是推荐您遵循的一种格式，您不用必须照搬，但能让您
了解如何组织开场陈述：

• 介绍：

• “尊敬的听证官 [姓名]：我叫 Beth Jones，我
是 Connor Jones 的家长，他是 [学区] 的 5 年 
级学生。”

• 简要描述与您的孩子相关的事实，以及您为什么请求正 
当程序：

•“我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是因为我对孩子的阅读计划
有疑虑。Connor 已被鉴定为患有阅读方面的特定学
习障碍。他在学校的表现一直很好，直到今年……”

• 解释您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 解释您认为证据将展示什么：

•“2020 年 11 月份的 IEP 指出……”

• 您的诉求是什么：

•“恳请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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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上的证人顺序

看看您的 5 天提前披露信中的证人名单。您将需要决定以什
么顺序陈述您的案情。

• 怎样安排才在逻辑上说得通？

• 哪位证人应首先作证？

• 是否有任何证人存在日程上的冲突？如果有的话，那么此
类证人可能要打乱您原本计划的顺序。但这不会成为问题，
因为听证官已习惯处理此类日程冲突以及更换证人顺序的需
求。因此，即使证人的顺序不是您原本计划的，听证官也将
能够理解您的证据。

您在听证会上的证词

您可能想在听证会上作为证人。通常，证人一定是被提问
的，并且要回答问题。由于您没有自己请律师向您提问，所
以您可以用自我陈述来替代。您将跟着法庭记录员宣誓，并
被要求发誓或确认您要讲的都是真话。（律师不用作证，所
以律师不用跟着法庭记录员宣誓。）然后，您将获得机会作
证。学校律师将向您提问，或许听证官也会向您提问。

您可以写出证词，在作证时参考，或如果照着读能让您更放
松，也可以照着读。

准备向证人提出的问题

准备提问证人的方式将取决于您，还有您的风格和偏好。或
许，您想写下来将要问每名证人的具体问题。或许，您想写
一份将要和每名证人讨论的主题的清单，而不是具体的问
题。但无论做何种选择，您都应该花时间想清楚，您想在听
证会上向所有证人问什么（这包括您的证人和学校的证人）。 
与您不同的是，证人不能只是作出陈述；必须有人向证人提 
出问题。

记住，您向证人提出的问题以及您期望他们给出的回答，都
是为了证明您的案情，也就是您相信的事实。在写出问题时
要记住这一点，但还要明白，您无法 100% 地确定任何证人
会说什么。

提问证人的指导准则

提问证人是有规则的。正当程序听证会是行政诉讼程序，而
不是法庭诉讼程序，所以听证官没有义务遵守适用于法庭诉
讼程序的严格规则。但是，您熟悉其中一些规则很重要，因
为听证官将期望您和学校律师都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遵守。

基础规则之一，是要记住您不能为您的证人作证。您之所以
在听证会上请出或“传唤”证人，是因为您认为这名证人将
对听证官需要听取的重要事实作证。您不能传唤证人，然后
实际上在您的问题中向他们提供您心里的答案，或者在您的
问题中暗示答案。这叫做诱导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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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您提问您自己的证人时（这叫做直接询问），您通
常不得提诱导性的问题，这表示暗示或包含答案的问题。

以下是诱导性问题的示例，这些都是不适当的：

家长：“所以，我的孩子没有在 1 月份到 3 月份每周接受三
次言语治疗，就像他的 IEP 要求的一样，对吧？”

学校律师：“反对。[家长姓名] 正在诱导证人。”

相反地，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提非诱导性问题）：

家长：“我的孩子在 1 月份至 3 月份期间，多久接受一次言
语治疗？”

[证人回答]

家长：“IEP 规定我的孩子要在这一阶段多久接受一次言语
治疗？”

[证人回答]

家长：“如果有的话，这种言语治疗的减少对我的孩子有何
影响？”

[证人回答]

您不得对自己的证人提诱导性问题。但您可以对学校的证人
提诱导性问题。提问学校证人是在交叉询问环节进行的。

小提示

我们非常容易就会提出诱导性问题；即使是经
验丰富的律师有时也会犯错。可能有帮助的做
法是，提问您的证人时用“谁”、“什么”、 “哪
里”、“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等词开
头，以减少提出诱导性问题的可能性。

进行交叉询问的经典方式是这样开头：

“……是不是真的”，或者

“你是否同意……”

在您决定问证人哪些问题时，要始终记得，您不应该向您的
证人问诱导性问题，但您可以向学校证人问诱导性问题。
如果不明确证人是被视作家长证人还是学校证人，请咨询 
听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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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意见的区别

通常，证人只能就他们所知的事实进行作证，而不是他们的
意见。例外情况是专家证人，他们可以就他们的意见作证；
但是，您必须证明您的证人是专家，方法是向他们问几个问
题，证明他们精通将作证的领域。该专家通常是需要获得证
词的领域的专业人士。例子包括心理医生、治疗师或为您的
孩子提供服务的其他专业人士。学校也可以在听证会上请他
们的专家作证。

想要符合专家证人的条件，通常要问及一个人的教育背景、
学历以及工作经验。他们的回答证实了，他们精通被要求作
证的主题，比如心理测验、物理治疗等。

以下是向专家提问的例子：

家长：“Smith 医生，您是否能描述一下您的教育背景？”

[证人回答]

家长：“请描述您的工作经验。”

[证人回答]

如果该专家对这个主题出过书或论文，或者做过任何重要的

其他事情，您可以就这些方面提问。通过查看专家的简历，
可以帮助您思考要提的问题。

在此类初始提问结束时，说“我请 Smith 医生作为[专业领
域]领域的专家。”

注：您或许不一定要证实专家的资质。如果学校律师和听证
官已知道该专家，那么您或许不一定要走这个流程。有时
候，双方可以推测或者同意专家的资质。

如果您将要请的专家要求付费出席听证会，那么您将负责这
笔费用。尽早与您的专家沟通，确定他们出席听证会要收多
少钱。如果您有一份由医生完成的外部报告或评量，那么通
常情况下，最好请他们出庭就报告作证。但是，由于费用可
能较贵，所以您必须决定是请专家亲自出席听证会，请听证

请始终获取专家的最新简历的副本，交给听证
官（抄送学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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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在写出您的问题前，请先阅读第四部分：反
对。理解常见的反对将增加您的问题“不可反
对”的可能性。然后，再回到本节，开始针对
每名证人准备问题或问询领域。

官允许他们通过电话作证或以虚拟方式出席（这可能省一些
钱），还是只提交专家报告归入记录。请参阅第六部分：专
家报告，了解在听证会上使用专家报告的更多信息。

最终听证会准备

• 反复检查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位置。

• 跟您的证人确认，他们知道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位置，
或者如果是虚拟听证会，确认他们有登录的链接。

• 确保您的证人为听证会当天留出一整日。如果当天没空，
则与听证官和学校律师做出调整，安排他们有空的时间，以
确保听证会将顺利举行，并且您的证人将能够作证。

• 告诉您的证人大概流程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他们将进行
宣誓，并将需要如实回答问题。告诉您的证人，在您向他们
提问完毕后，听证官将允许学校向他们提问。告诉他们，听
证官也可能向他们提问。

• 如果对您重要的话，提前确认在听证会过程中的饮料/水、
午餐或晚餐（取决于听证会时间）的安排，以及您或代表您
出庭的任何人可能要求的任何特殊性质的安排。

• 打包带好将帮助您放松的东西（咖啡、水、休息时的零
食、午餐）。要么自带午餐，要么带钱买午餐。现场可能没
有冰箱存放您的午餐，所以请考虑到这一点。

• 做好工作安排，留出时间。

• 如需要，做好儿童保育和/或交通的安排。

• 听证会没有着装规范，但由于也是法律诉讼程序，所以不
建议穿着太随意（短裤、夹趾拖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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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ODR 网站的 ODR 培训视频页面提供了模拟
正当程序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观看此视频，
可能有帮助。

杂项信息

请求重新安排听证会

当听证官被指派审理一个案件后，听证官会安排第一次听证
会的时间。

有时候，您就是无法出席安排好的听证会。要知道，没有哪
一种情况始终能保证重新安排听证会的时间。听证官必须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唯一有权力作决定的人，听证官必须
平衡诸多且经常冲突的因素。

家长可能出于若干种常见的原因要求重新安排听证会。无论
听证官是否同意重新安排听证会，这都不应被解读为反映了
您的案情的优劣势，或者听证官偏袒一方。要记住，每个案
件都不同，听证官在决定是否应重新安排听证会时要考虑许
多因素。

听证官对于请求重新安排听证会是有规定的，这些规定在 
听证前说明中阐述。在请求重新安排听证会时，您将需要遵
循以下程序：

1. 问一下学校律师，看他们是否反对重新安排听证会。

2. 在出现重新安排听证会的需要后，尽快通知听证官这 
种需要。

3. 陈述该请求的确切理由。

4. 告诉听证官，学校是否同意您重新安排听证会的请求。

https://odr-pa.org/resources/odr-training-videos/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rehearing-Dir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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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对于加急听证会，由于完成听证会的时间紧迫，所
以重新安排加急听证会的请求很可能不被批准。 请求重新安
排听证会的理由可能包括：

• “我的老板不让我在那天放假。”

• 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快向雇主报备未来近期要缺勤
的情况。

• “我目前正在找律师。”

•  如果您正在努力找律师，要告诉听证官，这是您
请求重新安排听证会的原因。不要拖延找律师，因为
在某些时候，即使您找不到律师，听证官也将坚持开 
听证会。

• “我找不到人在那天照看孩子。”

• 尽量在听证会日期之前预期儿童保育的需要，并找
人照看孩子。

• “ 在 听 证 会 当 天 ， 我 有 特 殊 的 孩 子 或 家 庭 活 动 需 
要参加。”

• 如果您在听证会流程开始时就知道了预定的特殊活
动，则通知听证官，您在那一天没空参加听证会。听证
官可能根据该活动和听证会的状态批准请求。

•“ 有 一 项 评 量 还 在 待 定 中 ， 结 果 不 会 在 听 证 会 以 前 
出来。”

• 此时，听证官可能作出以下两种回应之一：

• 重新安排听证会，以等到评量完成；或者

• 告诉提出了正当程序的一方先撤销请求，等评
量完成并且他们准备好参加听证会后再重新提交
投诉通知。

• 如果评量已经在进程中，并且将很快完成，那么听
证官更有可能批准重新安排听证会的请求。

• “我在同一天、同一时间还有一件法庭事务。”

• 向听证官提供关于这另一事务尽可能多的信息。听
证官可能索要日程冲突的证明（比如听证会通知或法院
命令）。记住，正当程序听证会也是法律诉讼程序，通
常与任何其他法律事务一样重要。

• “我要在这个时间外出休假。”

• 如果您在听证会流程开始时就知道了预定的假期，
则尽快通知听证官您的休假日期。最好在您知道被指派
听证官的姓名后，尽快告诉听证官已经计划好的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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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获取学校记录时遇到麻烦，我需要更多时间。”

• 如果您在获取孩子的教育记录时遇到麻烦，那么您
应该以书面形式向学校索要这些记录，同时抄送听证
官。听证官可能允许重新安排听证会日期，并命令学校
允许您获取记录。

• “我的证人在听证会当天没空。”

• 此时，听证官可能作出以下若干种不同的回应之一：

• 听证官可能将听证会重新安排到您的证人有空
的时间。

• 听证官可能允许在听证会上进行电话或虚拟作
证，而不用要求您的证人亲自到庭。

• 听证官可能指示对您的证人做口供证词，而不
用要求该证人亲自到庭。虽然这在正当程序听证
会上属于例外，但在做口供证词时，证人可以在
法庭记录员和双方代表面前作证，然后笔录提交
给听证官（请参阅第三部分，杂项信息：口供证
词，了解更多信息）。

•  如果要请专家证人，则或许也可以提交证人
的报告归入法庭记录，而不用要求证人亲自到 
庭作证。

• “我有突发紧急事件（例如疾病、事故等）。”

• 在紧急事件发生后尽快联系听证官和学校，及时让
每个人都知道您无法出席听证会。

• “学校和我正尝试解决（和解）案件，但我们需要更多一
点交涉的时间。”

• 如果您和学校正尝试解决案件而不开听证会，但需
要更多一点交涉的时间，则告诉听证官。听证官可能愿
意批准将诉讼程序推迟一小段时间，看双方是否能达成
协议，并撤销听证请求。

• “我是在听证会刚刚安排完才收到通知的。”

• 如果您是在临近听证会日期前收到的通知，没有足
够的时间准备，那么您应该告诉听证官，并请求重新安
排听证会。但是，双方很少收到听证会的仓促通知，而
即便真是如此，对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也本应该在提交投
诉通知以前就开始了，或者一收到另一方的投诉通知后
就马上开始了。在加急听证会的情况下，由于为加急听
证会设定的时间线，您将在距离实际听证会日期非常近
的时间收到通知。

关于重新安排听证会的基础知识
关于重新安排听证会，应该记住以下几点：

• 听证官将更有可能批准共同请求（即您和学校都想重新安
排听证会），但也并不一定会批准。

• 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反对另一方提出的重新安排听证会的请
求。如果您认为听证官不应该批准学校的重新安排听证会请
求，那么您应立即向听证官发送电子邮件消息或信件（抄送
学校），解释您不赞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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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只有听证官可以决定是否应该重新安排一个案件
的日期。听证官可能考虑的因素包括：

• 听证会已经推迟和重新安排的次数；

• 案件是否加急；

• 您找律师代理所耗费的时间；

联邦教育部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 (OSEP) 现在规定，各州须报告解决一个案
件所耗费的时间；包括从有人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之时起，直到听证官颁布裁
决。OSEP 希望案件得到及时解决，这表示听证官在决定是否批准延期时必须

平衡诸多因素。因此，如果听证官没有批准您的请求，请不要认为是针对您。

• 您或学校为听证会做准备所耗费的时间；

• 孩子的状态。例如，如果您的孩子没有接受教育安
置，那么听证官将很可能不愿意推迟诉讼程序，除非有
极令人信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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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正当程序听证会更像是法庭诉讼程序而不是个人预约。由于必要与会者人数众多，他们的日程安排
几乎总是有冲突，所以只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才是重新安排听证会的正当理由。这既适用于您提出重
新安排的请求，也适用于学校提出重新安排的请求。如果重新安排的请求被拒绝，那么重要的一点
是，您仍要出席听证会，并竭尽所能论证为什么您的孩子需要某个计划或服务。如果您未能出席听
证会，那么听证会可能在您缺席下进行，并且在您缺席下作出裁决。

口供证词

口供证词是指在预定的听证会流程以外录取证人证词的过
程。如果证人没有办法出席听证会，就会使用口供证词。录
取口供证词的程序与听证会基本相同：法庭记录员在场；证
人发誓或确认讲述实情；所有讨论由法庭记录员记录，等

等。当然了，主要的不同就是听证官不在场。如果有人提出
反对，则法庭记录员将反对记录在案，供听证官稍后裁定。
口供证词的笔录会交给听证官作为证据。在正当程序听证会
上，口供证词并不经常使用，但这是适用于日程冲突问题的
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如果您认为，您可能需要录取口供证
词，请尽快告诉听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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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在准备听证会时已计划好：

• 您的开场陈述
• 您的证人顺序
• 您的证词
• 向证人提的问题

在 ODR 的网站观看了正当程序听证会视频，更好地了解在听证会上可能发生什么。

确认了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位置，并与您的证人一起审阅了这些信息。

熟悉了听证官对于日程冲突下重新安排听证会的规定。这些规定见于听证前说明，
您可以在 ODR 的正当程序：听证会程序页面找到。

现在，您已经完成以下事项，准备好了参加听证会：

下一节将解释反对，进一步帮助您为听证会做准备。

http://odr-pa.org/odr-training-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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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是指对一方请出的证人和呈交的证据提出口头或书面
挑战。家长或学校任何一方都可以反对另一方的证据。本
节列举了最常见的反对，并简要解释了每种类型。 

第四部分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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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的一般信息

正当程序听证会是行政诉讼程序，而不是法庭审理。这表
示，听证官并不需要像法官那样遵循严格的证据和证人规
则 。 但 是 ， 这 些 规 则 可 以 用 作 指 南 ， 并 可 能 在 出 现 反 对 
时适用。

尽管如此，学校律师很可能会在听证会上提出反对；这是常
规操作。您可能也想提出自己的反对。无论哪种情况，大致
了解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常见反对类型，会对您有帮助。听证
官和学校律师都理解，您不是律师，不会像他们那样熟悉并
自如地利用反对。

相关性

向证人提的问题以及在听证会上使用的证物，必须与听证会
审理的议题相关。换句话说，文档和证人必须协助听证官裁
决案件。

示例：听证会上的议题是关于您孩子在 5 年级的言语
治疗。所以，关于孩子 2 年级数学课的问题很可能与
听证会的议题无关。学校律师可能以相关性为由反对这 
些问题。

重复（已问过和答过）

如果反复向一名证人问相同的问题，证人也回答了，那么这
可以成为反对的依据。

示例：如果您反复向证人提出相同的问题，那么您可能
听到学校律师提出这样的反对：“反对。问题已经问过
和答过。这位证人已经陈述过若干遍……[证人的任何
回答]……这些问题是重复的。”

记住，听证官在听证会上正听着证词，并且会在撰写裁决前
审阅笔录。重复证词不会增加一方胜诉的机率。如果证人已
明确陈述了回答，那么没有必要再让他们重复一次。

小提示

您很可能不赞同听到的一些证词。但这本身并
不表示您应该反对。请把反对留给真正“可以
反对”的问题和回答。记住，您也有机会向每
名证人提问。例如，如果您认为学校证人没有
考虑到一个重要事实，那么您可以在交叉询问
过程中指出来。

在思考向证人提出的问题时，问问自己，某一
个问题或一系列问题是否有助于证实您试图向
听证官证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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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

传闻是指以下陈述：

• 一个人在听证会以外的某个时间点作出的陈述；

• 在听证会上提出，以证明己方观点的真实性。

传闻的问题在于，这个人并没有参加听证会，所以无法问他
们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

示 例 ： J o n e s  夫 人 有 一 些 信 息 ， 与 听 证 会 有
关 。 J o n e s  夫 人 没 有 参 加 听 证 会 。 您 问 证
人：“Jones 夫人对……说了什么？”您可能听到学
校律师这样说：“反对。这个问题诱导用传闻回答。”

传 闻 规 则 有 许 多 例 外 。 但 是 ， 关 于 传 闻 ， 要 记 住 重 要 
的三点：

1. 正当程序听证官并不需要完全像法庭那样遵循传闻规则。
您的听证官可能允许一些传闻证据。

2. 听证官的裁决不能完全基于传闻证据。

3. 如果一个人在听证会以外的某个时间点作出的陈述至关重
要，那么您应该在听证会上请出此人作为证人。

需要意见

正如第三部分步骤 16“事实与意见的区别”所述，只有专家
可以对意见作证。非专家证人只能对事实作证，尽管他们可
能对正当程序案件中的议题有意见。

示例：您的邻居在听证会上作证。您问她：“你是否认
为，缺少课堂助手影响了我孩子的教育？”您可能听
到学校律师这样反对：“反对。这个问题需要专家意
见。这位证人不具资格提供此信息。”听证官将很可 
能赞同。

确保您向非专家证人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孩子处境的事实。 
不要向非专家证人询问他们对于孩子处境的意见。

由于专家可以解释意见，所以您在提问您的专
家时会有更多自由（也就是更多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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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在整理您的证据时，将听证会准备材料中的专
家证人名单与非专家证人名单分开，并确保您
要向非专家证人提出的问题不需要意见。

错误陈述证据/错误引述证人

这种反对不言而喻。对证人的提问在某种程度上错误陈述了
提出的证据。

示例：学校证人作证称，现在还太早来确定某一阅读计
划是否对您的孩子有效果。而在您对学校证人的提问
中，您说：“你作证称，阅读计划对我的孩子没有效
果，是吧？”您可能听到学校律师这样反对：“反对。
此问题错误表述证人在证词中的陈述。”

令 人 困 惑/ 误 导/ 模 棱 两 可/ 模 糊 不 清/ 无 法 令 
人理解

在听证会上适当提问是一种技能。正因如此，才有法学院来
教授这些技能！对您来说，您要了解，必须以合理清晰并且
简单明了的方式提问。要点在于，不能用措辞不当的问题来
引诱证人。关键是提出的问题能从每名证人那里获得信息，
以供听证官考虑。

同样的规则适用于证人给出的回答。如果证人给出的回答令
人难以理解，那么可以提出反对。证人将被要求澄清他们的
陈述。

示例：“我没有听到（或不理解）证人回答的最后一部
分。可以请她重复吗？”

推测性问题

向证人的提问需要证人猜测可能被视为不适当的情况。以下
这类问题一般被视为只能猜测：

•“那么，如果……，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难道没有可能……？”

在提问时，尽量要让证人谈论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不要让他
们猜测本可能发生什么。

复合问题

复合问题是指在一个问题内合并了两个单独的事实。复合
问题的麻烦在于，可能迫使证人给出令人困惑的回答。证
人可能对第一部分问题回答“是”，然后对第二部分问题 
回答“否”。

示例：“你是否在星期一提供了言语治疗，然后没有在
星期三提供言语治疗？”

相反，您应该这样问：

 “你是否在星期一提供了言语治疗？”

[证人回答]

 “在星期三提供了言语治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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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引辩

您的问题不应该让听证官听起来像是争论。想要知道您的问
题是否会引起争辩，请问自己以下问题：

• 证人回答我的问题是否会引出新的信息？或

• 我是否在问题中已陈述了结论，并迫使证人与我争辩？

示例：您可能认为，由于您的孩子没能参加某个阅读
计划，所以他们没有接受 FAPE。您需要用事实进行证
明，或许还需要专家意见来证明情况属实。只是问证人
是否同意您的立场，并不太可能对听证会有太多助益。
以下问题可能招致学校律师的反对：

家长：“由于我的孩子没能参加阅读计划 X，所以她没
有接受 FAPE，但她有权获得补偿教育，没错吧？”

学校律师：“反对。提问引辩。”

还可能招致反对的情况是，提问者真的开始与证人争辩。这
可能是因为提问者不同意证人的回答。但记住，您不可能赞
同每名证人所说的一切。您可以指出您在证人的证词中看出
的问题，并推出您自己能证实您的立场的证据（证物、证
人），但您不能与有分歧的证人争辩。

示例：家长 Smith 女士问证人：“你怎么可以说，
我的孩子少上了言语治疗课是可以的？”您可能听到
学校律师这样说：“反对。Smith 女士正在与证人争
辩，”或者更简单：“反对。引起争辩。”

答非所问

确定证人回答了问题！证人并非总是确切地回答对他们的提
问。因此，您必须仔细听每个回答，之后再问下一个问题。
如果证人没有回答问题，那么可以提出反对。

示例：

问题：“学生多久接受一次言语治疗？”

回答：“学生接受了所有需要的言语治疗。”

您 可 能 听 到 学 校 律 师 这 样 反 对 ： “ 反 对 。 证 人 没 有 回 
答问题。”

小提示

将复合问题拆分为两个问题（如上文示例）， 
先 让 证 人 回 答 第 一 个 问 题 ， 之 后 再 问 第 二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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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的证人回答了对他们的提问。听完证人
的回答，再问下一个问题。不要着急问下一个
问题，以至于后来才意识到证人没有回答上一
个问题。

提问重叠

听证官不会允许多名证人对完全相同的一件事作证。因此，
如果一名证人可以证实一个事实，那么听证官可能不允许您
再请出五名证人来陈述完全相同的事情。请记住，决定案件
结果的不是证据的数量，而是证据的质量。

示例：您可能听到学校律师这样说：“我反对这个证
据。前一个证人已经提及。”

缺少事实根据

为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或为在听证会上使用证物“奠定事实
根据”，是指在事件背景下看证词或证物。换句话说，为什
么证人或证物对听证会有重要性？

示例：您在 5 天提前披露信中列出了您的邻居。但学
校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您的邻居与正当程序听证会和您
孩子的教育计划有关。学校律师可能要求您奠定事实根
据，解释为什么您的邻居有相关信息，否则学校律师可

小提示

在整理要向学校披露的证人和证物清单时，请
考虑您是否可以通过一名证人或一件证物来证
明相同的事实，而不是通过多名证人和多件证
物。记住，重要的是提交给听证官的证据质量
而非数量。

能要求“提供证明”。提供证明是指向听证官解释，为
什么某一证人或证物对议题有重要性。

在将证物采纳为证据之前，您必须为此类证物奠定必要的事
实根据。比如说，您不能随便向听证官交一份有字的文档，
就说想让这份文件作为证物。您必须首先说明是谁准备了该
文档，是什么时候准备的，以及文档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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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在 ODR 网站观看模拟正当程序听证会视频。

将您想向每名证人提出的问题列出来，随身带到听证会上。这将帮助您整理思绪，并确保在听证会
当天不会遗漏或忘记任何事情。

在清单上证人姓名的旁边，列出您想在提问证人过程中与证人一起查看的或者想提交的任何证据。

您不能仅因为不同意某个文档或证人的证词就提出反对。在表示异议时，您需要提出其他能支持您
的观点的证据（证人和文档），以及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

如果您认为您有依据的话，您可以反对一份文档成为证物，或者一名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您必须
准备好解释您这样认为的原因。

反对最常在听证会上提出，针对的是家长或学校律师对证人的提问，或者是针对证人的回答。但要
记住，不能仅因为证人给的回答不是您喜欢的，就表示这值得提出反对。

无论反对是书面还是口头，是在听证会前或过程中提出，您都必须准备好概述支持反对的法律和/
或事实依据。

https://odr-pa.org/resources/odr-training-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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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是向听证官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求，申请采取某些行
动。本节讨论最常见的动议类型，以及需要遵守的程序。

第五部分

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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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议的一般信息

动议可以由任何一方提出。

在向听证官发送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书面动议的同时，必须抄
送另一方该书面动议。在听证会流程期间，可以随时向听证
官提出动议。

听证官将对动议作出裁决（或裁定）。

并非所有动议都是书面的；一些动议是口头的。动议主题的
复杂性通常决定了是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更合理，还是口头
向听证官提出更合理。个人偏好也可能决定动议是书面还是
口头。如果动议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那么最好使用书面动
议，以确保不落下您想提出的所有观点。如果动议简单明
了，那么口头动议可能更适当。另外，由于在听证会上可能
出现意外，所以我们不可能预知要准备动议。有两种可能的
解决方案：

1. 在听证会上提出口头动议；或

2. 根据时间范围以及听证官是否允许，可以请求更多时间来
准备书面动议。通常，仅当问题复杂时才有这种必要。

关 于 动 议 应 该 是 书 面 的 还 是 口 头 的 ， 没 有 硬 性 、 明 确 的 
规定。

动议的类型

限制议题范围的动议
听证官将听取关于两类议题的证据：

1. 听证官在听取开场陈述之后，在听证会开头确定的议题；
和/或

2. 在听证官管辖权范围内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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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或学校试图谈及除了上文直接引述的范围以外的议
题，则可能有人提出限制议题范围的动议（或者，可能有人
提出反对；请参阅第四部分：反对）。

示例（与上文第 1 点相关）：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各方
同意，唯一的议题是您的孩子的数学计划。如果您提出
孩子的阅读计划的问题，而这与数学计划的议题无关，
那么学校律师可能请听证官阻止您提此类问题。

示例（与上文第 2 点相关）：投诉提出了孩子监护权的
议题。听证官不裁决监护权议题。学校可能提出动议，
确保这个议题不是案件的一部分。

小提示

在准备投诉时，请确保：

1. 您提出的议题可以由听证官裁决；以及

2. 您同时提出所有议题，保证这些议题
在一起审理。

请求重新考虑的动议
请求重新考虑的动议不言而喻。听证官已在听证会上对动议
作出裁定（裁决）。但其中一方，通常是动议提出方，不同
意听证官的裁决，并请听证官重新考虑该裁决。仅当您认为
听证官漏掉了关键事实或法律依据时，才应该提出重新考虑
的动议。不能仅因为您不同意听证官的裁决，就提出重新考
虑的动议。

请求驳回的动议
可能有许多原因使一方提出动议，请求驳回投诉：

1. 缺乏管辖权（职权范围）。如果投诉中的唯一议题是听证
官无法裁决的，那么学校将很可能提出驳回动议。

2. 既决事项 (Res Judicata)。这是一个拉丁语术语，表
示该议题已在先前的正当程序听证会上裁决过。这意味着，
不能反复请求开正当程序听证会来处理完全相同的议题。

3. 未参加争议解决会议。法律要求家长参加争议解决会议/
会面，除非双方同意放弃该会议或用调解来代替（请参阅第
三部分步骤 6）。如果您没有参加争议解决会议，那么学校
可以请听证官驳回您的投诉。

4. 不充分投诉。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4，关于充分性挑战。
如果您的投诉没有包含所有要求的信息，那么学校可能提出
充分性挑战，并请听证官驳回您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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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除证词。在以下情况，可以提出排除（或阻止）证词的
动议。

• 证词没有相关性（表示与听证会上的议题不相关）；

• 证词重复（已经有人作证了）；

• 证词不在许可或允许范围内（比如，关于和解或调
解讨论的证词不在允许范围内）；或者

• 没有在 5 天提前披露信中适当披露该证人。

6. 回避。请求回避的动议是请求听证官退出对案件的审理。
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出请求回避的动议，也就是
您认为证据确凿显示，听证官不能公正地审理案件。条例列
出了听证官必须退出案件审理的情况。如果出现其中任何一
种情况，那么听证官必须将案件交还给 ODR 另行指派听证
官。请注意，听证官自己对回避动议进行裁决。

ODR 网站提供了宾夕法尼亚州 ODR 特殊教育听证官行为准
则（旧称听证官道德规范），该准则描述了听证官必须回避
的情况，以及需要遵循的程序。

公正听证官的要求包括：

• 不得是参与到孩子的教育或照护的州教育协会或地方教育
机构 (LEA) 的员工；并且

• 个人或职业利益不得与听证官在审理中的客观性有冲突。
听证官对所有回避动议作出裁决。如果您或学校不同意听证
官的裁决，那么您可以向州或联邦法院对此议题上诉。除了
州或联邦法官以外，没有人可以推翻听证官对这些或其他议
题的裁决。

额外资源 

请参阅 IDEA 300 CFR §300.511 ，
阅读适用于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联邦条
例，包括针对听证官的要求。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A-Standards-of-Conduct-for-Hearing-Officers.pdf
https://sites.ed.gov/idea/regs/b/e/3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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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请参阅 附录 D 那里提供了动议范本的例子。

有时，反对会起到与动议同样的效果。比如说，如果一方试
图请出三位证人，他们将陈述同样的事实，此时既可以提出
反对（请参阅第四部分：反对），也可以口头提出动议或准
备书面动议。在判断只提出反对是否足够，或者您是否想提
出正式动议时，请考虑以下问题：

• 该议题是否简单明了，提出反对就很可能足以使听证官注
意您的疑虑？

• 该议题是否复杂，需要书面动议来解释所有复杂性？ 

• 该议题是否对您的案件至关重要，有理由准备一份正式动
议，而不是简单地提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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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有时候，在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进程中需要动议。

动议可以由任何一方提出。在听证会流程期间，可以随时向听证官提出动议。

动议可以是书面的或口头的。动议主题的复杂性通常决定了应以书面形式提
出动议，还是口头向听证官陈述。

动议分为不同的类型：

• 限制议题范围的动议
• 请求重新考虑的动议
• 请求驳回的动议

有时，反对会起到与动议同样的效果。在判断您应该使用动议还是反对时，
考虑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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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正当程序听证会可能有许多疑问，比如在哪里入座，
如何称呼听证官，以及什么时候会收到听证官的裁决。 
本节指南将详细介绍正当程序听证会的许多方面。

第六部分

正当程序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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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的位置
听证会几乎总是在学区或中间单位内的某个地点举行。如果
学校是网络特许学校，那么听证官可能参与决定在哪里举行
听证会。法律规定，听证会须在对家长“合理方便”的位置
举行，而这种位置最常见的是学校。如果您、学校、听证官
都同意的话，那么也可以使用电脑和网络摄像头举行“虚拟
听证会”。与听证会的所有方面一样，您应该与听证官讨论
听证会将怎样举行、在哪里举行。

听证会通常在会议室召开。在听证会开始前，听证官将按他
们的偏好布置房间。听证官将告诉您和您的证人坐在哪里。

通常，听证官坐在桌子的一端，法庭记录员坐在一侧，“证
人席”在另一侧。这样是为了确保，听证官和负责记录所有
证词的法庭记录员可以听清证人。通常，家长和证人一起
坐在桌子的一侧，学校律师和学校教职员一起坐在桌子的 
另一侧。

取决于将有多少证人出席，证人可能需要坐在靠墙的一排椅
子上，就在您将入座的桌子后面。但请记住，建筑类型、房
间和可用家具，以及听证官个人的偏好，都可能稍微或显著
改变会议室的布局。

出席听证会的人通常包括双方、律师、倡权人、证人（比如
老师或心理医师，还有其他人）、ODR 偶尔派出的观察员 
 （为了评价听证官或在职培训）以及可能涉及到的校外公共机
构代表。出于礼貌，如果 ODR 工作人员将出席，您将提前
收到通知。

以下是需要记住的几点：

• 在听证会当天，确保您随身携带所有证物、听证会通知 
 （这份通知列出了所有参与者的姓名、电话号码以及听证会位 
置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您自己的任何笔记和准备对证人
的提问。

• 出门参加听证会之前，检查一遍所有消息，确保没有任何
安排被取消。

• 如遇恶劣天气，联系听证会的位置（如果听证官没给其他
指示的话），以确保听证会没有推迟。

• 如果您将无可避免地迟到，或由于听证会当天突发的紧急
事件无法出席，则使用听证官可能提供的任何方式联系听证
官，以及听证会位置的相关人员（通常是学校）。

• 一场听证会可能持续几小时，或者一整天。双方通常会提
前了解听证会的时长，但也要做好准备。您可以带咖啡或其
他饮料到听证会，并打包零食和午餐在休息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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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听证官的称呼

许 多 听 证 官 会 在 桌 子 上 放 他 们 的 名 片 。 您 可 以 假 定 名 片
上的名字就是听证官接受的称呼，比如“Jones 博士”
或“Jones 听证官”。如果没有名片，或者您不确定如何称
呼听证官，和/或学校律师，那么请在听证会开始时询问应该
如何称呼。

由于案件数量巨大，而听证官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完全有可
能，也非常有可能的是，听证官已经认识了参与这件案子的
一名或多名律师。但这并不说明听证官违反了公正性的法律
标准。如果您担心，您可以向听证官表达出来。

听证会时长

本指南第三部分步骤 8 讨论了完成听证会的时间线。听证官
的通用听证前说明涉及到一次听证会应持续多长时间。

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及时裁决不仅是联邦政府所关心的，从实
际角度看，也最符合学生、家庭和教育者的利益。因此，应
尽一切努力在两整日内结束听证会。听证官的意图是，听证
会延期不超过四整日。

对这条一般规定可以有限破例，具体取决于双方的需求。

听证前会议

在第一场听证会前，如果听证官认为有必要，那么听证官将
通过电话或网络摄像头与您和学校律师开听证前会议。会议
的目的通常是澄清议题。

一些听证官会在征得双方的同意后，为每名证
人指定作证所用的时间。然后，听证官会在听
证会上计时，当时间快用完时，听证官通知双
方。这样能推动诉讼程序前进，在许多案件中
都已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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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官的开场陈述

听证会将以听证官的开场陈述开始。听证官将自我介绍，确
定双方身份，并陈述听证会的总体宗旨。听证官将确保您理
解您请律师代表的权利。听证官还将解释开放（向大众公
开）听证会和封闭（保密）听证会之间的差异，确保您理解
不同点。听证官将告知您，听证会将采用封闭形式，除非您
想开放。听证官还将向家长（或家长的代表）告知他们有权
利获得免费的笔录，以及不同格式的笔录。LEA 需要付款以
获得他们的笔录副本。听证官将确保双方交换过证人和证物
清单。

小提示

有时候，听证官会在听证会开始前询问双方，
他们是否想私下讨论达成可能的和解方案。这
只是为了确保双方在听证会前获得了一切他们
需要的机会来探索和解。请考虑利用这次最后
的机会，与学校讨论如何解决案件，但不用感
到被迫去讨论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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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开场陈述

在听证官完成那些开头程序后，听证官将要求每一方做出开
场陈述，很可能您要首先陈述（因为家长通常是请求正当程
序听证会的一方）。这通常是要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来陈
述将在听证会上解决的具体议题，以及您希望听证官如何判
决，其实与您在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时提供的信息一样。如
果您愿意，您可以携带一份准备好的稿子照着念。请参阅第
三部分步骤 16 的开场陈述。在开场陈述后，听证官将通常准
确复述记录在案的议题，要求议题双方进行确认。此后，听
证会将仅涉及已经确定并且双方同意的议题。

证人的顺序以及作证的进程

通常，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一方将首先出示证据。如果是
您请求的听证会，那么要准备好首先做开场陈述，然后传唤
您的第一位证人作证。在听证会开始前，您可以与听证官和
学校律师讨论证人的顺序。有时，您和学校都提起了投诉，
处理多个议题。此时，请联系听证官（抄送学校律师），询
问以什么方式出示证据，也就是，是您首先出示还是学校首
先出示。

提问证人

一方向自己的证人提问叫做“直接询问”或“直接”。一方
向另一方的证人提问叫做“交叉询问”或“交叉”。此后便
是有来有回的提问（再次直接和再次交叉）。再次直接询问
是针对证人在交叉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提问。再次交叉询问
是针对证人在再次直接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提问。 

以下是可能展示证人证词的流程：

•  您传唤您的证人。您向他们提一系列问题（这是直接 
询问）。

• 在您提问证人完毕之后，学校律师有机会向您的证人提问 
 （这是交叉询问）。

• 当学校律师向您的证人提问完毕之后，您有机会基于证人
在交叉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提问（这是再次直接询问）。

• 在您对证人的再次直接询问完毕之后，学校律师可能有机
会基于证人在回复您的再次直接询问时提供的信息提问（这
叫做再次交叉询问）。

当所有这些流程都完毕后，听证官可能提问。听证官也可能
打断直接或交叉询问来提问。

再次直接和再次交叉询问的目的，不是要重复
证人已经作证的事情。与之不同的是，再次
直接和再次交叉仅限于证人在交叉询问期间
提供的信息（适用于再次直接），并限于证
人在再次直接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适用于再 
次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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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直接、交叉、再次直接或再次交叉询问的 
范围

在严格的证据规则下，交叉询问应该仅限于在直接询问期间
涉及到的事实和信息。同样，再次直接询问（这是在交叉询
问之后）应该仅限于在交叉询问期间涉及到的事实和信息。
否则，同样的信息会反复地提及。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律
师，比如说想要跟上直接询问而不是交叉询问涉及到了什
么，也是有挑战性的。而且，对于一个问题是否在前一轮提
问的范围以外，经常发生分歧。听证官不必遵守严格的证据
规则，所以您不需要过分拘泥于此，但要大体理解不能反复
对一个证人提相同类型的问题。

在听证会进行期间，听证官必须只能允许一次一人发言。否
则，如果一次有多人发言，那么不仅听证官将难以跟上案
件，而且法庭记录员也无法记录诉讼程序。

笔记和其他帮助记忆的方法

证人在作证时经常要在面前摆放笔记，以确保他们能记得想
说的话。证人可能为了作证而使用笔记或其他工具帮助回
忆。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要了解，另一方（以及听证官）有
权查看证人使用的笔记。

• 如果证人使用笔记或其他工具帮助回忆，那么对方可能：

• 请求查看笔记或其他工具；

• 就笔记或其他工具交叉询问证人；和/或

• 将这些笔记或其他工具列为证物。

• 如果证人拒绝出示笔记或其他工具，那么另一方可以要求
从记录中划掉基于这些笔记或其他工具的所有证词。

这可比听起来难多了！如果听证官几次三番告
诉您，要等别人发言结束后您才能开始，请不
要感到被冒犯。听证官需要作出此提醒是非常
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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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如果您对学校的证人或证物有疑虑或想提出反
对，那么您也可以请听证官要求学校律师提供
证明。示例：“我希望对方对这名证人提供证
明。我没看出来这位证人对于目前为止已经涉
及的内容有什么新补充。” 

专家报告

在您到达听证会时，您应该已经决定了怎样展示专家的证词 
 （如果有）。您有以下选项：

• 将专家报告作为证物提交，以归入证据；

• 请专家出席听证会并提供证词；或

• 请专家通过电话或虚拟方式在听证会上作证。

通用听证前说明涉及到作为证据的专家报告。关于专家报告
的规则是专门为提高听证会效率而制定的。这些规则解释了
应怎样处理与专家报告相关的几种不同情况，以及应怎样审
阅专家报告。

如果您的专家没有亲自出席听证会，那么您将向听证官提交
专家报告，在您的证词中引用此类报告以作为证据。这是处
理专家证词最划算的方法。

另一方面，这会妨碍听证官直接听取专家的说法和向专家提
问。学校没有办法通过交叉询问挑战专家的意见。

许多时候，当专家通过某种方式出席听证会时，专家在直接
询问过程中也只是照读他们在报告中写的东西。由于专家没
有为报告已有的内容作任何补充，所以没有道理再给他们时
间照读，听证官自己就可以阅读专家报告。专家只读出他们
的报告，是不可以进入记录的。换句话说，报告“应不言 
自明”。

提供证明

在您陈述案情之前和整个过程中，学校律师可能要求您“提
供证明”。这表示，学校律师不明白您为什么请来证人或提
出证物，或者您为什么对证人提出特定的问题。对方要求提
供证明，即提醒了您，对方律师有可能反对您的证人或证物
或一系列提问。请向听证官解释，您为什么以这种方式陈述
案情。同样，如果某一系列提问对另一方来说似乎可以反
对，那么另一方可能要求提供证明。

示例：“我希望对方对这一系列提问提供证明。治疗师
的资质不是本案的议题；言语治疗的频率才是议题。”

(Mauet, 1980)

https://odr-pa.org/wp-content/uploads/Prehearing-Dire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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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时候，专家可能需要解释他们报告中的某些部分。
这是可以的。换句话说，专家的证词不仅只是读出他们已经
在报告中写的东西。

您的专家证词将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处理：

1. 您的专家对于已经在报告里写的东西没有任何补充。这份
报告本身将作为专家的直接询问证词。学校律师将被允许交
叉询问专家。（请参阅第六部分：“提问证人”和“超出直
接……”，了解有关直接/交叉/再次直接/再次交叉询问的
信息。）然后，您将告诉听证官，您希望这份专家报告成为
证物；或者

2. 您的专家想对报告中的一些部分进行解释或阐述。您将
只能就这些部分向专家提问。因此，专家的直接证词将包括 
1) 报告里写的内容；以及 2) 专家在回复您的提问时说的证
词。学校律师将被允许交叉询问专家。然后，您有机会在再
次直接询问中提问（请参阅第六部分：“提问证人”和“超
出直接……”，了解有关直接/交叉/再次直接/再次交叉询
问的信息。）然后，您将告诉听证官，您希望这份专家报告
成为证物。

听证会休息

听证官将决定什么时候休息、多久休息一次。不管出于什么
原因，如果您需要暂停诉讼程序休息一下，请告诉听证官您
需要休息。您的请求如果合理，很可能会被批准。听证官也
将在听证会以前或听证会开始前告知将怎样安排用餐休息时
间。每所学校安排午餐休息的方式都不同，而您可以在每种
情况下选择是否参加：

• 一些学校为正当程序的所有参与者都订午餐，不向参与者
收费。

• 一些学校向众人传阅菜单，点餐，然后收钱。

• 一些学校向参与者开放食堂，每名参与者自付午餐费用。

• 听证官可能允许参与者离开学校，到附近任何餐馆吃午
饭。（这种做法最耗费时间，会占用宝贵的听证会时间，所
以一些听证官不喜欢这个方法。）

• 无论以上提供了什么办法，如果您愿意，您可以选择自带
午餐。请不要假设会有冰箱来存放您的午餐至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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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陈词

所有证据出示完毕之后，听证官将要求每一方做结案陈述。
您的结案陈述应总结议题、提出的证据以及您寻求的补救措
施。结案陈词可能以口头方式进行，您可以照着写好的稿子
念；或者您可能被允许向听证官交这份稿子；或者听证官可
能要求双方在特定日期之前提交书面结案陈述，具体方式由
听证官自行决定。

裁决截止日期

在最后一场听证会上，听证官通常会提醒双方裁决截止日期
是什么时候。裁决截止日期是指听证官将写出裁决并向双方
分发裁决的最后日期（请参阅第三部分步骤 8：理解时间线
和裁决截止日期，了解更多信息）。

裁决

您将在案件开始时就知道裁决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在整个
诉讼程序期间，如果裁决截止日期有任何变更，那么听证官
将通知您。在最终听证会上，听证官将再次提醒裁决截止日
期，确保您知道您将收到听证官裁决的（最晚）日期。

上诉

如果您对听证官的裁决不满意，并认为这其中有法律错误，
那 么 您 可 以 向 州 （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法 院 ） 或 联 邦 地 区 法 院 
上诉。在给出裁决时，听证官将一同提供上诉说明。尽管有
时候，法庭书记员或许能够或者愿意向您提供一些有关提交
文档的协助，但由于流程复杂，所以您最好还是请律师帮
您做。我们鼓励您至少咨询程序保障通知列出的任何倡权 
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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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的双方

由于正当程序听证会是在家长和学校之间进行，所以他们通
常也是任何上诉中的双方。虽然是听证官撰写的裁决，但听
证官不是案件的一方。因此，如果听证官被指定为上诉的一
方，那么法院通常会拒绝听证官。请参阅 Lou V Owen J. 
Roberts Sch. Dist. 2016 U.S. Dist. LEXIS 148908 第 
19-20 页（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地区法院，2016 年 10 月 
27 日）（如果家长质疑听证官根据 IDEA 命令独立教育评
量的职权，那么特殊教育听证官有权获得准司法豁免，免于
被起诉）。同样，在案件开始时，作为行政人员的 ODR 通
常被拒绝参加任何此类上诉，因为我们不是正当程序听证
会的一方，也不在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正当程序听证会上发 
挥作用。

记录的认证

如果法院想获得正当程序听证会笔录的副本，以及在听证会
上采纳为记录的任何证物以用于上诉审查，那么 ODR 将得
到法院的通知。然后，ODR 将与听证官合作收集这些信息，
将信息发送给法院。这叫做“认证记录”。

复核裁决

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 (OSEP) 不允许 ODR 复核
听证官的裁决以判断裁决是否“正确”。另外，OSEP 还禁
止 ODR 这样的办公室更改听证官裁决。但是，OSEP 指示 
ODR 复核听证官裁决，以确定听证官是否需要任何培训。根
据 OSEP 指示，ODR 与独立律师签约，此类律师复核所有
听证官最终裁决，而如果听证官有任何培训需求，则向 ODR 
提出建议。请参阅 OSEP 争议解决自我评估第 22 页（虽然使
用一层级系统的州不能复核裁决以判断裁决是否“正确”， 
并且州没有职权更改听证官的裁决，但已颁布的裁决应该经
过复核，以确定听证官的培训需求）。

最后忠告

本指南包含了许多法律信息。听证官将理解，您不是律师，
因此不会像学校律师那样熟悉法律诉讼程序。在整个听证会
进程期间，您可以向听证官提出程序方面的疑问。但要理
解，法律要求听证官在整个诉讼程序期间保持公正。听证官
不能像律师（或倡权人）那样协助您陈述案情。听证官的协
助有限，只能向您解释将在听证会上遵循的程序。听证官不
能向一方提供如何陈述案情的法律建议。

https://www.cadrework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OSEP%20Part-B-Self-Assess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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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核对
在听证会当天，确保您随身携带所有证物、听证会通知、您自己的笔记以及当天可能
需要的任何东西（饮料、零食等）。

出门参加听证会之前检查一遍您的消息，确保没有任何安排被推迟或取消。

准备好做开场陈述，也就是阐述需要解决的具体议题以及您希望听证官作何裁决。

在提问证人时，要理解通常以何顺序展示证人的证词。这包括直接询问、交叉询问、
再次直接询问和通常的再次交叉询问。

学校律师可能要求您提供证明。此时，您将需要向听证官解释，您为什么以这种方式
陈述案情。如果您对对方的证人或证物有疑虑，那么您也可以要求对方提供证明。

确定您想怎样展示您的专家证词。

准备好您的结案陈词，然后以听证官选择的方式提供给听证官。

如果您对听证官的裁决不满意，并认为这其中有法律错误，那么您可以向法院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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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进行到正当程序听证会这一步，不是能轻松下的决定。事实
上，在这个选项之前，有若干种可以尝试的手段。尽管如此，如果您
决定正当程序听证会是剩下的唯一途径，那么本指南加上在整篇指南

和附录中提供的其他资源，会帮您做好亲自到庭的扎实准备。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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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部保护残障人士民权的联邦法律，确保他们不受到歧视。

5 天提前披露信：双方（家长和学校）必须出具的一封信函，列出将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请出的证人和呈交的证物。

ConsultLine：(800-879-2301) 免费的帮助热线，协助残障儿童的家长，回答他们对于孩子的特殊教育计划的疑问。

IEP 团队：制定 IEP 的一组人员，包括儿童的家长。

IEP 引导：争议解决办公室提供的一种争议解决流程，一名专业受训的公正引导员出席 IEP 会议来协助 IEP 团队。

LEA：这是指地方教育机构，或为您的孩子提供教育的学校。

Pennsylvania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Network (PaTTAN)：这是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 (PDE) 特
殊教育局 (BSE) 的一项举措，PaTTAN 与家庭和地方教育机构 (LEA) 合作，为各种计划和服务提供支持，以提升学生的学习
和成就。

笔录：速记员（法庭记录员）准备的文档，该文档包括了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公开陈述的所有话语。

宾夕法尼亚州法典：一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出版物，整理了州政府颁布的所有规则和条例；关于教育的条例见于第 22 篇。

补偿教育：向没有接受过免费适当公共教育 (FAPE) 的学生提供的额外或补充教育，以弥补该学生未接受过 FAPE 的损失。

裁决截止日期：听证官撰写裁决并将裁决发给双方的最后日期。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 (IDEA)：一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从出生至 21 岁的儿童，是这些儿童接受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服务的法律 
依据。

倡权人：此人熟知特殊教育流程和要求，能帮助家长寻求特定的服务或计划。

超出范围：法律术语，指家长或学校律师已超过待解决的主题领域。

充分性挑战：一方提醒听证官，该方认为正当程序投诉通知没有包含法律要求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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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票：听证官颁布的法律命令，指示一个人出席正当程序听证会或提供记录。

传闻：某个人在听证会以外的某个时间点作出的陈述，在听证会上利用该陈述来证明某一观点的真实性。

重新评量：一系列测验和观察，由一支跨学科团队执行，以判断残障儿童是否继续需要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第 14 章：宾夕法尼亚州教育法律的一个章节，以联邦教育法律，即 IDEA 2004 为基础提供了特殊教育条例。

第 15 章：宾夕法尼亚州教育法律的一个章节，以《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为基础，适用的对象是患有残障但不符合第 14 
章特殊教育服务资格的学生。

第 711 章：宾夕法尼亚州教育法律的一个章节，以联邦教育法律为基础提供特殊教育条例，具体的适用对象是患有残障并入读特
许学校、网络特许学校或地区特许学校的学生。

调解：自愿的争议解决流程，一名公正调解员促进家长与学校人员之间的讨论以解决问题。

动议：向听证官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求，申请采取某些行动。

独立教育评量 (IEE)：由合格考官执行的评量，该考官不是学校的工作人员。

法规：一种法律。

反对：对一方呈交的证据和请出的证人提出口头或书面挑战。

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 (IFSP)：一份确定了服务和支持的书面计划，适用于接受早期干预的婴幼儿，使家庭成员和早期教育计划
积极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一份书面声明，该声明描述了儿童的当前教育表现水平，以及该儿童的个别化教学计划。

共同证物：双方均打算在听证会上使用的文档。

管辖权：听证官审理一个议题并作出裁决的职权范围。

和解：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私下协议，该协议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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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听证会：由于不同意纪律处分或延长学年的决定，而在大幅缩短的时间范围内举行的特殊教育听证会。

建议教育安置通知 (NOREP)：一份文档，为家长总结了学校为孩子建议的教育计划，以及学校采取的其他行动。

交叉询问：一方向另一方的证人提问。

教育记录：与学生有直接关系的记录，该记录由教育机构或机关维护，或者由该机构或机关的代理人维护。

开场陈述：在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开头，每一方均获得机会，简要概述他们的案情，并确切地解释他们恳请听证官裁决什么议题。

口供证词：在原本的听证流程以外录取证人的证词，这种流程是在没有其他方式获取证人证词的非常罕见情况下使用。

临时替代教育安置：一种纪律处分安置，与学生的当前教育安置不同。

免费适当公共教育 (FAPE)：一项联邦强制规定，要求所有残障儿童都接受符合他们独特需求的适当教育计划，让他们能从这些
计划中获得教育益处，并且对家庭免费。

评量：一系列测验和观察，由一支跨学科团队执行，以判断儿童是否有残障，以及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服务。

亲自到庭 (Pro se)：一个拉丁语词汇，表示一个人没有找律师代理。

上诉：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向州或联邦法院提交文件，解释为什么听证官的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并要求更改此裁决。

上诉专家组：已不存在；在向州或联邦法院上诉之前，上诉专家组裁断对听证官裁决的上诉。见上文“上诉”。

事先书面通知：学校在提议开始或更改孩子的鉴定、评量或教育安置，或向孩子提供 FAPE 之前，向家长提供的书面通知；在宾
夕法尼亚州，通常叫做 NOREP。

诉讼时效：一方必须申请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一段时期。

速记员：又称为“法庭记录员”，这个人负责记录（打字录入）在听证会上公开陈述的所有话语。

特殊教育主任：对监督学区的特殊教育计划的特殊教育行政人员的统称。

提供证明：向听证官解释，为什么应准许一方请出证人，使用证物，提出某些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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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对州或联邦法规的解释，对于如何遵循法规提供了更具体的信息。

听证官：一位专业受训的公正人士，他们举行正当程序听证会。

听证官裁决：在听证会完成后，听证官撰写的文档，该文档概述了案件以及听证官的法律结论。

听证会通知：争议解决办公室出具的一份文档，列明了听证会的时间和日期。

听证前会议：听证官和双方之间的电话会议，解决需要在听证会前处理的任何议题。

通用听证前说明：一份听证官准备的文档，解释了他们一般在听证会上遵循的通用程序。

学费报销：学校支付的钱，偿付学生在私人计划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费用。

延长学年：在暑期或学校不上课的其他延长期间提供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一方/双方：对参与到正当程序听证会的家长和学校的笼统称呼。

诱导证人：向证人提问时暗示如何回答。

再次交叉询问：针对证人在再次直接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提问。

再次直接询问：针对证人在交叉询问期间提供的信息提问。

争议解决会议：（也叫做争议解决会面）当家长主动提出正当程序听证会时，这是一项要求，除非双方放弃此要求，或者使用
调解来代替争议解决会议；只在开过这个会议后，才可以往下进行正当程序听证会，学校可以利用此会议解决问题，以避免开 
听证会。

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格：一份文档，向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局报告争议解决会议的信息和成果。

争议解决会议协议：在争议解决会议上达成协议后，具有法律执行力的书面文档。

争议解决期：是学校收到家长发出的正当程序投诉之后的前 30 天（或如果是加急听证会，则是前 15 天）。

正当程序听证会：与法庭诉讼程序类似的一种法律诉讼程序，有分歧的双方向听证官呈交证据，然后听证官作出书面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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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投诉通知：申请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书面请求。

证据：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使用的证物和证人，以支持当事人的案情和您的案情。

证人：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作证的人（包括家长）。

证物：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使用的文档，作为证据来支持您的案情。

直接询问：一方向自己的证人提问。

专家报告：专家撰写的报告，该报告包括专家的意见，并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用作证据。

专家证人：对某一科目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就他们对某一事件的意见进行作证。

资优生个别化教育计划：一份书面声明，该声明描述了资优儿童的当前教育表现水平，以及该儿童的个别化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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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资源
有几个非常好的资源，提供有关家长与学校之间有效沟通的提示和建议：

• ConsultLine 提供一个家庭资源的网页 https://odr-pa.org/parent-resources/ 
parent-resource-library/

• The Pennsylvania Training & Technical Assistance Network (PaTTAN) 在他们的网站专门有
一个部分，提供适合家长的信息。

• CADRE，也就是 Center for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在他们的
网站为家长准备了丰富的资源。

https://www.pattan.net/Parent-Information
http://www.cadrewor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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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正当程序投诉范本
 “正当程序投诉通知”大纲

日期

通信方法（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和第一类邮件”）

学区律师或特殊教育主任的姓名
地址

关于：学生姓名/学区名称——正当程序投诉通知

尊敬的 [学区律师或特殊教育主任]：

第 1 段：介绍您自己和您的孩子。让读者知道，这是一份正当程序投诉，并提供投诉所要求的基本信息。示例：我叫 [家长姓名]。 
这是一份代表我的[儿子或女儿，名字和姓氏]针对 [学区名称] 提起的正当程序投诉。我们住在 [地址]。

第 2 段：就孩子的诊断以及特殊教育学生的身份鉴定提供相关信息。简要陈述（一两句话）您为什么提起投诉。

建议您使用以下问题，作为写这一段落的指南。

• 该学生是否被鉴定为特殊教育学生？如果是，是什么时候鉴定的？
• 第一份评量报告以及孩子的第一份 IEP 上的日期是什么？

• 学区将孩子鉴定为哪个残障类别？
• 孩子目前从学区接受哪类特殊教育服务？
• 您为什么此时提起这份投诉？这次是什么促使您决定投诉？

问题的性质
这一部分应描述导致您提起正当程序投诉的问题。您应该充分详实地描述问题，使学区能理解您为什么提起投诉，以及您将请听
证官裁决什么议题。建议您在这一部分描述您为什么认为学区正违反法律，或者您的立场为什么在法律上是正确的。您可能需要
自己学习一下法律，以撰写投诉的这一部分。本手册提供了有关如何了解法律的资源，还提供了您可以联系的组织的电话号码，
他们可以协助您理解法律。



争议解决办公室  |  110

提议的解决方案
这一部分应描述您要求学区怎样做，以解决您的投诉。

比如，取决于投诉所涉及的议题，您可能对学区提出以下一条或多条要求，以解决您的投诉：

• 为您的孩子进行评量
• 为您的孩子提供适当的安置
• 为您的孩子提供必要的服务，让孩子在最少约束环境接受适当的教育
• 提供教育服务，补足学校没有在过去提供的服务
• 定论，即您孩子的行为是其残障的症状，学校不应该出于纪律处分的原因更改孩子的安置

注：您提议的解决方案可能没有包括以上列举的任何例子。您提议的解决方案应该因应您的投诉，并应该描述您希望学区怎样做
以解决投诉。

此致，

您的姓名

抄送：争议解决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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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您可以选择填写“正当程序投诉表格”，争议解决办公室可提供这份表格。您也可以选择以信件形式写出正当
程序投诉，寄给学区或学区律师（上文提供了信件格式的范本）。想要提起投诉，您必须向学区或学区律师发
送一份投诉副本。您还必须向争议解决办公室 (ODR) 发送一份投诉副本。要向 ODR 提起投诉，请将投诉表格
附于电子邮件，发送至 odr@odr-pa.org.

您务必要理解，您的投诉必须提供充分详实的信息，使学区理解您为什么提起投诉，以及您要求他们怎样做以
解决投诉。否则，您的投诉可能被视为不充分。如果您的投诉被视为不充分，那么您可以向听证官请求机会进
行修正。您还务必要理解的是，您的投诉必须包括您希望听证官裁决的每一个议题。如果您未能在投诉中提出
一个议题，那么听证官不会允许您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提出该议题。

这份文档举例说明了撰写正当程序投诉通知的一种方法。您不用必须按照这种格式，但您必须在投诉中包括以
下信息：

1. 儿童姓名
2. 儿童就读学校的名称
3. 对问题性质的描述，包括与问题有关的事实
4. 对问题提议的解决方案（如果您知道并能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mailto:odr%40odr-pa.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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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程序投诉通知”范本

2021 年 5 月 20 日

通过电子邮件和第一类邮件

Joseph Smith 先生，律师
Smith & Lucas
555 Main St.
Hometown, PA 15155

关于：Jane Doe/Hometown School District – 正当程序投诉通知

尊敬的 Smith 先生，

我叫 Joanna Doe。这是一份代表我的女儿 Jane Doe 针对 Hometown School District 提起的正当程序投诉。我们住
在 123 Main Street Hometown, PA 15155，该地址在 Hometown School District 内。

Jane 是 18 岁的学生，患有唐氏综合征。她目前在 Hometown High School 读 12 年级。学区已鉴定 Jane 是需要特殊教
育的学生，她的主要残障是智力障碍，次要残障是言语和语言障碍。Jane 通过 IEP 接受学习支持、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言语
语言治疗。

问题的性质
在 Jane 最近的一次 IEP 会议上，即 2021 年 5 月 1 日，学区建议 Jane 在本学年结束后毕业。我们不赞同学区的毕业提议，
并提起此正当程序投诉，恳请发布命令，阻止学区令 Jane 在本学年结束后毕业。

我们赞同 Jane 的学习支持老师，Jane 仍可以在她的过渡目的上取得进展，而在本学年过后继续上学也对她有益。Jane 也
表达了她有兴趣继续在学校的工作过渡计划接受培训。工作教练报告称，Jane 的技能已经提高，继续参加此计划将对她有益。

在 Jane 的更近一次 IEP 会议上收到 NOREP 后，我们请求了与学区进行调解。我们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参加了调解，但没
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会议之后，学区再次发了一份 NOREP，建议 Jane 在本学年结束后毕业。我们还是不同意，所以现
在提出这份正当程序投诉通知。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 要求公立学校向 IEP 学生提供免费适当公共教育 (FAPE) 直至 21 岁。Jane 还没有到 21 岁。她
不想毕业。她的学习支持老师和工作教练认为，继续上学将对她有益，并说她仍可以在 IEP 目的上取得进展。她在法律上有权利
在本学年过后继续上学，不应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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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这一投诉，我们恳请命令学区：

1. 继续向 Jane 提供适当教育，直至她到 21 岁，或者她的 IEP 团队认为她已完成 IEP，结果令人满意。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想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请随时与我联系。

此致，

Joanna Doe
Joanna Doe
 （Jane Doe 的家长）

抄送：争议解决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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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争议解决会议选项表单

争议解决会议选项

当家长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时，《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 要求家长和地方教育机构 (LEA) 参加“争议解决会议”。这一规
则的唯一例外是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争议解决会议，或双方同意用调解来代替争议解决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尝试解决争议，
以避免开听证会。

如果双方参加争议解决会议，那么有若干种选择：

• 家长和 LEA 可以出席争议解决会议，并尝试解决争议；或

• 家长和 LEA 可以同意请 ODR 引导员出席争议解决会议，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或

• 家长和 LEA 可以同意参加调解，而不开争议解决会议。调解和争议解决会议引导都是免费向双方提供的选项。调解和争议解
决会议引导均自愿，因此必须由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往下进行。

想要开始调解或争议解决会议引导，请填写并签署相应表格，并提交至 ODR。ODR 网站提供了表格，还提供了关于调解和争
议解决会议引导的更多信息。

您也可以联系以下 ODR 工作人员，寻求调解或争议解决会议引导方面的协助：

Lori Shafer：800-222-3353，选项 2（调解协助）；或
Kati Clendenin：800-222-3353，选项 5（争议解决会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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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格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

说明： 

说明：

特殊教育局 (BSE) 和早期干预服务局 (BEIS) 对于执行《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 
拥有一般监管权，包括该法案的争议解决会议要求。作为这一责任的一部分，这两
个机构会审查在这份表格上提供的信息，监督学前早期干预计划/LEA 是否遵从了与
争议解决会议流程相关的所有法规要求。

除了这两个机构出于检验合规目的使用这些数据，争议解决办公室 (ODR) 也需要这
些信息来完成联邦规定的统计汇编任务，并且听证官需要这些信息来制定时间线。
因此，出于所有这三点原因，LEA 务必要根据文档所述的时间范围填写并返回此
表。如延迟提交此表，BSE 或 BEIS 可能联系学前早期干预计划/LEA。完成此表后，
请用电子邮件发送至争议解决办公室、听证官以及家长或律师。

争议解决会议数据表只适用于家长根据 IDEA 发起的正当程序听证会。LEA 发起的听
证会以及仅与条例第 15 章和第 16 章相关的听证会，没有争议解决会议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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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生姓名： 

LEA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 

LEA LEA 中间单位编号： 

ODR ODR 文件编号： 

LEA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收到家长正当程序投诉通知的日期：  

I. 争议解决期数据

1.  如果已安排并举行了争议解决会议，请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没有，请跳过此问题并移步问题 2。

a. 争议解决会议的日期*

*中的日期必须是在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收到正当程序投诉通知之日起的 15 日
内，才符合条例。

否则，请解释：

b.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确保以下事项： 

•  学生 IEP 团队的相关成员根据 34 C.F.R. §300.510(a)(1) 出席了会议。
是  否
c c

如果“否”，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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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34 C.F.R. §300.510(a)(1)(i)，会议成员包括“（LEA/学前早期干预计划）的代表， 
此代表有代 (LEA) 行事的决策权”。
是  否 
c c

如果“否”，请解释：

•   关于律师参加争议解决会议，34 C.F.R. §300.510(a)(1)(ii)：

c  律师应双方的要求参加了会议；或

c  家长没有要求律师参加，因此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的律师没有在场；或

c  家长律师参加了，但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的律师没有。

c. 争议解决会议有什么结果？（选择一项）

c  在会上达成了全面解决方案。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争议解决会议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
以及家长或律师。

c  在会上达成了部分解决方案。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争议解决会议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
以及家长或律师。

c   在争议解决会议上达成了初步协议，或者双方正继续在争议解决期进行和解讨论。双方将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最终达成完整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争议解决会议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
以及家长或律师。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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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争议解决会议上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双方无法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最终达成完整协议。

注：如果双方无法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完全解决事件，那么正当程序听证会将在争议解决期
到期后开始，除非正当程序听证会请求被撤销。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发生或最终确
定的任何和解协议，不构成争议解决会议协议，而是家长与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之间
的私下和解。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争议解决会议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
以及家长或律师。

c   未达成解决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争议解决会议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
以及家长或律师。

c   在争议解决会议开始后，但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结束之前，双方以书面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即不可能达成协议。

该书面一致意见的日期是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双方签署确认无法达成协议的文档之日起的三 (3) 个工作日内
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返还表格的时间都不得晚于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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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没有举行争议解决会议，请回答以下问题。 

没有举行争议解决会议的原因是：

c  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争议解决会议，日期为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放弃日期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
家长或律师。

c  家长撤销了正当程序请求。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家长撤销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
家长或律师。

c  案件在 15 天期限到期前和解了。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和解日期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
家长或律师。

c  30 天争议解决期已结束；在根据 34 CFR §300.322 (d) 付出合理努力并书面记录后，家长
拒绝了参加争议解决会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长或律师。

c  双方选择了调解以代替争议解决会议。

移步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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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选择了调解来代替争议解决会议的双方，实现了什么成果？

c   就所有议题达成了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调解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
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c   通过调解达成了部分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调解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
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c   在调解开始后，但在 30 天期限结束之前，双方以书面形式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不可能达成

协议。该书面一致意见的日期是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双方签署确认无法达成协议的文档之日起的三 (3) 个工作日内
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
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c   在调解会议上达成了初步协议，或者双方正继续在争议解决期进行和解讨论。双方将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最终达成完整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此事件完全解决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
证官以及家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 
作日。

或

c   在调解时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双方无法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最终达成完整协议。

注：     如果双方无法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完全解决事件，那么正当程序听证会将在争议解决期到期后
开始，除非正当程序听证会请求被撤销。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发生或最终确定的任何和
解协议，不构成争议解决会议协议，而是家长与 LEA 或学前早期干预计划之间的私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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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调解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
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c   在 30 天争议解决期结束后，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继续调解。

注：     如果后来家长或公共机构退出调解流程，那么从第二天起启动 45 天的时间线。

书面协议的日期：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签署协议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
及家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c   未通过调解达成协议。

您已完成表格。请签署表格并在调解之后三 (3) 个工作日内将表格返还 ODR、听证官以及家
长或律师，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 30 天争议解决期到期之后的三 (3) 个工作日。

4.  备注： 
[如果关于本案还有相关信息，但没有在此表格提及，请在这里提供]：



争议解决办公室  |  122

[工整书写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称谓] 

[填表人电话号码] 

[填表人电子邮件地址] 

[填表人签名] 
[可以使用电子签名] 

[日期] 

仅供 ODR 内部使用
 姓名首字母/日期

ODR 接收： 

Excel 录入：  

数据库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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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寄案件经理： 

至 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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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动议范本
Jones Law Firm

P.O. Box 388
Centery City, PA 99999

2020 年 8 月 1 日
通过电子邮件和第一类邮件
Hearing Officer (听证官)
P.O. Box 91
Pittsburgh, PA 10000

关于：学生诉 Pennsylvania School District，ODR 文件编号 12345-1112 请求驳回的动议

尊敬的听证官：

 本办公室在此事件中代表 Pennsylvania School District。在我们审阅家长的正当程序投诉后，我们认为，家长试
图提出一个或多个没有阐明有效主张的议题。因此，请接受这份代表学区的请求驳回动议，或者也可以看作对家长投诉充分性的
挑战。

 正当程序投诉是有具体要求的。34 C.F.R. § 300.508(a)、(b) 和 (c)。但在家长的投诉中，家长未提供 34 C.F.R. 
§ 300.508(b)(5) 要求的“描述问题性质”。家长也未陈述 34 C.F.R. § 300.508(b)(6) 要求的“在已知和可实现范围内的
问题解决方案提议”。学区提出，这些信息是必要的，可以帮助学区理解家长正提出哪些议题，以便学区能提议解决方案。没有
这些信息，学区便无法举行要求的争议解决会议，或妥善准备定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的听证会。

 学区恳请听证官作出结论，即正当程序投诉未陈述适当的主张，并请驳回投诉。

 如果听证官拒绝驳回投诉，那么学区请求，要求家长根据 34 C.F.R. § 300.508 修正投诉，以及根据 34 C.F.R. § 
300.508(d)(4) 所述的调整时间线，重新安排原定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的听证会。

此致，
Mary Jones，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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