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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Alliance (CIDA) received more than 100 questions 
from the town hall meeting attendees during registration period. The questions were grouped 
by issues, and a set of special education related questions was submitted to th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Christopher Suriano, prior to the event. Here is the list of questions.  

 

1.确保为特殊学生提供特殊教育和监控教育质量 

联邦政府已经向州教育机构发布了几项有关大流行期间可以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指导。 但是，我们

看到一些学区并没有遵守在流行病期间IEP所制定的那样提供适当的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学区

几个月都根本没有提供相关服务。 预计在秋季的学年，许多父母将让孩子留在家中学习或参加混

合学习模式。 家长们想知道纽约州教育局将如何确保每个地区都遵循联邦和纽约州教育局的指导

方针，并为我们的孩子提供适当的服务。 

              *比如，综合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的相关服务（OT，PT和ST）、资源课堂或支持服务的的频

率和比例 

2. SPED特殊教育的远程学习以及教学质量的保证 

在远程学习期间，我们发现纽约州的特殊教育质量存在不一致。 虽然有些学校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表现，但另一些学校却表现出无法与家长沟通，没有实施适当的服务。 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情

况，特别是在严重残障的学生中。 例如，一些课堂老师只是将他们的课程内容上传到Google课堂

上，而由家长负责教学。 

家长知道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空前的时期。 我们确实了解到，许多学校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为远程学习做好准备。 但是，我们应当进一步地发展学生的教育实践。 家长们希望知道正在采

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和改善特殊教育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以及未来的远程学

习和远程医疗服务。 

3. 大流行期间的纽约州教育指南信息的传达 

纽约州教育部于7月16日发布了“恢复，重建和更新：纽约学校的精神，重新开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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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A知道，该指南说明了重新开放计划，社会隔离和其他安全措施。 但是，大多数家庭不了解此

指导材料，学区也没有向知识较少的人散发该指导。 

我们想知道： 

1）是否要求或建议学区使用和传达本指南以告知学生和家庭？ 

2）这是根据州长的行政命令将在纽约州翻译成13种主要语言的文件之一吗？ 

4.学校重新开放建立区域工作团队 

您能否解释一下区域工作团队在学校重新开放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计划与有特殊儿童和少

数族裔的家庭进行沟通？ 

 5.与有英语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家庭针对远程学习进行沟通 

与有英语语言障碍的家庭进行交流一直是提高特殊教育服务质量的主要障碍。 纽约州拥有数百万

在公立学校系统中有特殊儿童的移民家庭。 您能否给我们一些有关改善支持这些家庭的政策和做

法的想法？ 我们特别想知道纽约州教育局如何建议学校为有语言障碍的家庭提供远程和混合学习

的支持。 

6.改善特殊学生的远程学习体验和效果 

对于老师和家庭来说，在线教授特殊学生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父母担心孩子康

复学习的能力。 纽约州教育局计划如何改善严重残障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 

 7.学校和教师的技术支持，培训和资源 

尽管由于COVID的情况学校正在促进远程学习，但许多人说，未来的学习将转向使用技术进行远

程学习。 但是，我们看到当地学区的教师培训不足，无法在线提供学习。纽约教育局有哪些计划

改善教师的在线教学表现，并增加教师资源和技术培训？ 

8.使严重残障的学生获得教育以及可替代的评估 

这个问题与COVID无关，而与确保教育公平性和严重残障学生的包容性有关。 尽管纽约州教育局

已经更新了针对严重残障学生的可替代的评估（即NYSAA）的程序和指南，但对于将学生转介给

NYSAA的标准，我们仍然不清楚。 同样，许多家庭对NYSAA的了解也不尽如人意，这对他们的孩

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否有机会参加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计划。 纽约州教育局是否有任何计划

进一步阐明NYSAA的标准和/或改善父母（尤其是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父母）的信息共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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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过渡计划 

家庭和教育界对特殊学生的高中毕业后状态深表关注。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为高中毕业后残障孩

子过渡到成人做准备是艰巨的任务，而且在整个学校中，对家庭的援助是有限的。 一些地区设有

专门的过渡期间的协调员，他们协助父母制定有关IEP，社区资源和寻找工作计划的可衡量的高中

后目标。 但是，许多其他学区没有过渡期间的协调员，他们没有资源和知识来协助这些学生为成

年做准备。 

1）纽约州教育局是否有任何计划要求并授权学校里有过渡协调员？ 

2）纽约市现行的改善残障学生高中毕业后的计划是什么？ 

 
 

10.保护学生不受种族歧视 

在大流行期间，我们目睹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群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案件明显增加。纽约州教育局将

如何确保学校保护学生免遭身体和在线欺凌？ 纽约州教育局在通过社会和情感学习促进种族平等

和正义方面有什么计划？ 



 

 

                            特殊教育及保障连续性学习  

 

 

                                             讲员: Ms. Joanne LaCrosse, 纽约州教育部 

 

 

 

 

 

 

 确保提供特殊教育服务  

• 联邦和州法规要求学校向残障学生提供免费和适当的教育以及特殊教育服务。 

• 尽管学校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提供特殊教育服务，但学校仍然应当尽

最大可能去执行学生的 IEP。 

• 如果在学校里没有执行特殊孩子的 IEP，则鼓励家长联系纽约州教育部的特殊教育

质量保证地区办事处（NYSED SPED）。  

在秋季学期执行 I EP 并提高远程教学质量  

• 纽约州教育部发布了学校重开指南，并要求学校提交重开计划。 为了确保学校遵守该

指南，学校的首席执行官完成一项调查，确认该学校致力于提供《纽约州教育与培训计

划》指南中的所有强制性要素。 

o 特别指出学校将面对面的服务优先安排给重度残障学生。 

• 学校应监控学生的进度，进度不足和/或退步。 

• 在大流行期间，纽约州教育部将继续确保残障学生尽可能获得他们的 IEP 和特殊教育服

务。  

与英语学习者家长的沟通  

• 纽约州教育局强烈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学校管理者，父母和学生）之间沟通的重要

性。 

• 纽约州教育局要求学校以家庭在家中和通过学校社区使用的交流语言进行交流。 

• 如果英语学习者（ELL）的父母对英语的学习途径和进程有疑问，可以联系 ELL 家长热

线（1-800-469-8224）。 

通过教师培训提高远程学习质量  

• 纽约获得了针对 K-12 年龄段孩子的重新考虑的资金近 2000 万美元。 

• 这将为全州超过 190,000 名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提供总计 45 万小时的专业支持，以实

施远程/混合教学的有效实践，从而将为约 200 万学生提供支持。  

纽约州替代性评估  

• 目前，纽约州替代性评估办公室（NYSAA）是特殊教育办公室的重点工作，美国教育

部已经通知纽约州未达标（上限为 1％以上）。 

• 纽约州教育部开发了几种干预工具来缓解这种情况。 这包括为学校管理员和教育者提

供的技术帮助，网络研讨会，对学校的在线资格测验, 决策图和核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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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特殊孩子及残障人士平等权益与融入机会在线会议的总结 

CIDA 机构与刘醇逸州议员办公室联合主办 

有关文件与资源 
(点击以下链接后阅读资讯) 

01. 恢复，重建与更

新：纽约学校的精神 

(纽约州教育部, 2020

年 7 月)  

 

02. 家庭和社区参与

(简称 FACE): 特殊教

育的教育伙伴清单   

 

03.  纽约州英语学习者

的家长权益   

 

04.  纽约州教育部特殊

教育质量保障地区办公

室    

 

05.  纽约州教育部关于

替代性评估的咨训  
 

*** CIDA 机构是社区内的家长资源

中心. 欢迎你联系我们申请一对一的

免费服务，华语项目专员电话是 

(718-224-8197 转分机 2 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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