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PECIAL EDUCATION RESOURCE HUB:
What Families & Students Need This Year. I think my child may have a disability

3

3

4

4

I think my child may have a disability

我应该求助谁

1.	 我担心我不到	3	岁的孩子的发育情况。我可以联系	谁寻求支持？

2.	 我担心我	3-5	岁的孩子的发育情况。我可以联系谁	寻求支持？

3.	 我的孩子在学校面临困难。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是否需要特殊教育资源？

特殊教育初体验

4.	 我的孩子刚被诊断为有残疾。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	我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您孩子的权利

5.	 我的孩子被诊断为有残疾。我应该期待孩子的学校	提供怎样的支持？

本学年的期望

6.	 考虑到	COVID-19，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我可以期	望我孩子的学校提供哪些
支持？

在本学年支持您的孩子和家人

7.	 为了为保我的孩子接受到他为在家需要的支持，我	可以为我的为校为些为为？

8.	 我如何在为校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为取服为和	支持？

9.	 如果我和我的孩子为有为我的为校为得我为所需的	支持，我可以求助为？

10.	我如何在为程为为期为，在家为我的孩子提供最好	的支持？

11.	 在为为为期，我的家庭可以做什为为管理为力和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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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求助谁

我担心我不到 3 岁的孩子的发育情况。我可以联系 
谁寻求支持？

您、您的家人或您孩子的医生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孩子与其他
儿童发育不同。这可能会让您感到压力，但有一些支持您的资
源。

如果您有任何疑虑，请致电(202)727-3665联系DC的早期
干预计划— 早期强身计划(Strong Start)。早期强身计划由	
OSSE	运营，为残疾或发育迟缓的婴幼儿及其家人提供免费的
支持和服务。他们的团队将解释您的权利，判断您的孩子是否
有资格获得早期干预服务，并支持您建立信心，利用孩子的兴
趣和日常活动设置来促进您孩子的学习。早期强身计划路线
图解释了该流程的每个步骤。

一些所提供的服务的示例如下：

●	 发展性评估

●	 言语、身体、职业和发展疗法

●	 听力或视力服务

●	 服务协调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您的幼儿的信息，您可以查看以下资源：

●	 早期强身计划手册

●	 CDC（疾病控制中心）的发育里程碑

●	 家庭权利：IDEA（《残障人士教育法案》）C	部分程序保障

我担心我 3-5 岁的孩子的发育情况。我可以联系谁 
寻求支持？

如果您担心您 3-5 岁的孩子，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早期阶
段(DCPS Early Stages)  在此为您提供支持。DC	公立学校早
期阶段是	DC	2	岁	8	个月至	5	岁	10	个月的儿童的评估中心。
他们帮助识别您的孩子可能有的任何迟缓，并在获得您的同意
和参与的情况下，安排服务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服务免费
向所有在	DC	居住和就读的儿童提供。

如果您的孩子就读于	DC	的公立特许学校，您可以请学校的任
何人进行评估。

若可能，请书面（电子邮件或信函）提出评估申请。但是，	
我们要求	DC	早期阶段或您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接受口头
评估	申请。

我的孩子在学校面临困难。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是
否需要特殊教育资源？

看到您的孩子在学校面临困难可能会让您感到压力。如果您
认为您的孩子可能有残疾，有一个流程可以查明特殊教育服
务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您可以通过和您孩子的教师交谈开始
此流程。提出您的担忧，并请求对您的孩子进行“评估”。您的
请求将按以下步骤启动流程：

1) 转介：学校将从审查您孩子的所有信息开始。该审查
旨在确定这些信息是否会让他们怀疑您的孩子可能
有残疾。
●	 如果他们确实怀疑您的孩子可能有残疾，他们将征求
您的同意以进行评估。这意味着您将继续以下后续
步骤。

●	 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信息不会引起对可能的残疾的
担忧，他们将向您发送书面通知，通知此事。这意味着
您的孩子将不会进行评估。如果他们决定不对您的
孩子进行评估而您反对，您可以选择对此决定提出
异议。

2) 评估：您的学校将召集一个团队来确定您的孩子是否有
使其足以获得特殊教育的残疾。该团队将审查他们拥有
的关于您孩子的信息并可能需要收集新信息来完成
评估。他们可能通过对您的孩子进行教育或心理评估来
收集新信息。

3) 资格：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将与您会面，以探讨
评估事宜。他们将与您讨论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获得
特殊教育服务。资格判定的基础是特殊教育法律。联邦特
殊教育法律称为《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无论你的孩
子是否具备资格，他们都将与您探讨后续步骤。

https://osse.dc.gov/service/strong-start-dc-early-intervention-program-dc-eip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service_content/attachments/Strong%20Start%20DC%20EIP%20Roadmap%20%28English-%202018%20Update%29.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service_content/attachments/Strong%20Start%20DC%20EIP%20Roadmap%20%28English-%202018%20Update%29.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service_content/attachments/StrongStart%20DC%20EIP%20Brochure%20Guide%20to%20Early%20Intervention%20Program%20%282018%20Update%29.pdf
https://www.cdc.gov/ncbddd/actearly/milestones/index.html
https://osse.dc.gov/node/368
https://osse.dc.gov/node/368
https://www.earlystagesdc.org/
https://www.earlystages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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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如果您的孩子有资格获得	特
殊教育，则将为您的孩子制定	IEP。IEP	是一份书面文	件，
包括您孩子的目标、优势和独特需求。它将描述您	的学校
为了帮助您的孩子实现这些目标而提供的服务和	支持。
该文件将由您孩子的	IEP	团队制定。作为家长，您	是该团
队中平等的一员。您有权选择您的孩子是否接受	特殊教
育服务。

如果您的孩子不需要特殊教育服务，他们仍可能从其他支持
中获益。这些其他支持可能是“504	 计划”的一部分。有关更
多信息，您可以与您孩子的学校交谈或在	OSSE	第	504	节网站
上阅读更多内容。

流程中这些步骤的时间表可能因	 COVID-19	 而推迟。例如，无
法亲自会面可能使评估难以完成。您的学校应与您合作，以便
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创造性和灵活的选项来完成评估。如果
无法继续进行，您应该收到您的学校通知此情况的书面通知。
您也可以与您的学校一起商定一个新的到期日。
以下资源包含更多信息：
●	 OSSE	特殊教育家长手册
●	 Understood.org	-	对您孩子进行评估的	6	点好处
●	 学生倡导者办公室	-	家长和家庭必备指南

特殊教育初体验

我的孩子刚被诊断为有残疾。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 
我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您了解更多以及为您的孩子提供支持。
以下是一些可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资源：
可以查看的资源：
●	 家长关于特殊教育服务的常见问题
●	 Understood.org	 是让您了解更多有关特定残疾类型和
与其他家庭取得联系的资源。其网站上的一些有用链
接包括：
○	 了解特殊教育
○	 IDEA	规定的	13	种残疾类别
○	 了解	IEP
○	 术语和定义列表

可以交谈的人员：
●	 正义与教育倡导者	(AJE)	是	DC	针对残疾学生家庭的家长
培训和信息中心	。

●	 DC	州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	(SAPSE) 	会议面向公众开放，	
是与其他家庭取得联系的好方法。

您孩子的权利

我的孩子被诊断为有残疾。我应该期待孩子的学校 
提供怎样的支持？

您的学校将免费为您的孩子提供符合其独特需求的特别设计 
的教育。这将包括：

●	 您的孩子将获得特别设计的教学。视需求而定，他们可能
还有资格获得言语治疗或咨询等服务。

●	 由教师和其他成员（包括作为家长的您）组成的团队决定
学生获得哪些服务和支持。

●	 提供这种教育的计划必须写入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	 全年，您的学校将为您提供关于您孩子的进展的报告或
最新消息。您也可以探讨您的任何担忧。

●	 作为家长，您可能能够获得作为您孩子的	IEP	 的一部分的
培训，以帮助您理解孩子的特殊需求并协助他们。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 是一项联邦法律，保障残疾儿童
享有“免费适当的公立教育”（也称为 FAPE）的权利。无论您的
孩子就读于	DCPS	学校或	DC	公立特许学校，还是就读于非公
立特殊教育学校，这项权利都适用。

IDEA	还保障了许多其他权利（称为“程序保障”），以确保您的
孩子获得	FAPE。OSSE	的	程序保障通知	包含更多关于这些权
利的详细说明。

COVID-19	不会改变您孩子的权利。无论您的孩子在学校学习	
还是通过虚拟方式学习，这些权利都一样。但是今年，对于	您
的孩子而言，特殊教育的呈现方式和带给人的感受可能有	所
不同。“考虑到	COVID-19，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我可以	期望
我孩子的学校提供哪些支持？”这个问题的部分提供了	关于
这种情况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有疑问，请联系您孩子的教师或特殊教育协调员。

https://osse.dc.gov/service/section-504-rehabilitation-act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OSSE%20Special%20Education%20Parent%20Brochure%20FINAL%201.17.2018.pdf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evaluations/should-child-be-evaluated/the-benefits-of-getting-your-child-evaluated?_ul=1%2A1on7our%2Adomain_userid%2AYW1wLU40eDMxRUVJTE1GR2ZNWTh2OFZaS3c
https://sbo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sboe/Eng%20Parent%20Go%20To%20Guide%202019.pdf
https://www.parentcenterhub.org/lg1/
https://www.understood.org/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special-services/special-education-basics/understanding-special-education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special-services/special-education-basics/conditions-covered-under-idea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special-services/ieps/understanding-individualized-education-programs?_ul=1%2A41ah2t%2Adomain_userid%2AYW1wLW4teU9VYnNaV2FORWxEYk5NRmtza0E
https://www.understood.org/en/glossary
https://www.aje-dc.org/
https://osse.dc.gov/service/state-advisory-panel-sap-special-education-district-columbia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your-childs-rights/basics-about-childs-rights/what-is-and-isnt-covered-under-fape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ublication/attachments/Policies%20and%20Procedures%20for%20Placement%20Review%20-%20Parent%20Brochure%2012.01.11.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ublication/attachments/Policies%20and%20Procedures%20for%20Placement%20Review%20-%20Parent%20Brochure%2012.01.11.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ublication/attachments/Part%20B%20Procedural%20Safeguards%20Update_%20August%202018-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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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的期望

考虑到 COVID-19，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我可以期 
望我孩子的学校提供哪些支持？

您的学校一直在努力制定本学年的工作规划。关于您和您的孩
子对学校的期望，请记住以下重要事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
联系您的学校。

1) 您的学校必须继续提供特殊教育，即使没有恢复面对
面上课。这将包括获得您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所要求的特殊教育，可在平衡您家庭的健康和安全
需求的同时，通过远程学习模式提供。但是，在远程
学习期间，一些学习和服务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例
如：
●	 学习可能涉及虚拟方式，以适应您孩子的残疾
●	 您可能会通过电话或视频与服务提供者会面
●	 您的孩子可能需要新的技术（称为“辅助技术”）来帮助
他们在家学习。这与远程学习所用的设备不同，而且
可能包括用于放大或大声朗读文本的软件。

您应该与您孩子的学校讨论如何弥补本学年不能提供的任
何服务。

2) 您的学校应该在必要时与您合作，以审查并更新您孩子的
IEP。如果您的孩子需要，该流程应考虑您孩子的需求可
能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当您的孩子在家或在学校
学习时，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它还应该考虑您作为家
长，为了支持自己的孩子对培训的需求。如果您的孩子就
读于	DCPS	学校，	DCPS	已承诺为每名残疾学生制定远程
学习计划	。

3) 您的学校应在学年开始时测试您孩子的学习水平，并告知
您这些结果。该测试（称为“形成性评估”）将帮助学校了解
您孩子的需求可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您的学校应帮助您支持您的孩子。这包括提供针对远程学
习的培训和资源。他们还应帮助您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

5) )	您的学校还应在开学后的前两周内通知您，他们将如何
采	取这些步骤。您的学校正在制定一项名为“继续教育和
学	校恢复计划”的计划。该计划应直接分享给您。它也将
在它也将在敲定后，呈现在您的学校网络的网站和	OSSE	
网站上。该计划将解释，除了其他方面，您的学校将如何：
●	 教授在家上课和面对面上课的学生
●	 点名
●	 以所需技术联系家庭
●	 修改学业、行为以及专业支持以适应远程学习

在	OSSE	的继续教育指导原则和	OSSE	的	IDEA，FAPE（免费
适当的公立教育）B	部分的规定：远程和混合学习相关指南中
阅读关于这些期望的更多内容。
您可以在此找到学校的联系信息：
●	 DC	公立学校

●	 DC	公立特许学校

●	 非公立特殊教育学校

在本学年支持您的孩子和家人

为了确保我的孩子接受到他们在家需要的支持，我 
可以问我的学校哪些问题？

您的学校一直在计划如何在新学年支持残疾学生。您的学校
应在开学后的前两周内与您分享其计划，以支持您的孩子。他
们也应该将此类信息公布在其网站上。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向您孩子的教师或特殊教育协调
员询问以下几个问题：

今年整个学校的计划：
●	 学校将为本校所有学生提供哪些支持和服务？学校会
为我的孩子和家庭提供其他支持吗？

●	 你们怎样选择技术？你们如何确保我的孩子可以使用
它？

●	 每天，我的孩子会与其教师一起度过多长时间？

学习期望：
●	 我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中的哪些服务将是线
上的？

●	 如何通过虚拟方式审查我孩子的进展？这会是什么样
子？我在家可以如何提供帮助？

●	 学校审查（以及在必要时修改）IEP	以解释学生的特定
需求，例如行为差异的时间表和计划是什么？

●	 今年春季，哪些内容对我的孩子起作用，哪些没作用？	基
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调整？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yYw5NrDf21Xmj5nm2J0GlO2pwBhMSuF3vd_fSBrutk/edit
https://mayor.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coronavirus/page_content/attachments/School-Year-20-21-Presentation_07-30-20.pdf
https://mayor.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coronavirus/page_content/attachments/School-Year-20-21-Presentation_07-30-20.pdf
https://mayor.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coronavirus/page_content/attachments/School-Year-20-21-Presentation_07-30-20.pdf
https://osse.dc.gov/page/guiding-principles-continuous-education?utm_source=DC%2BSchool%2BReport%2BCard%2BNews&utm_campaign=1312e2285e-EMAIL_CAMPAIGN_2018_10_05_08_31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a8a280e054-1312e2285e-
https://osse.dc.gov/page/guiding-principles-continuous-education?utm_source=DC%2BSchool%2BReport%2BCard%2BNews&utm_campaign=1312e2285e-EMAIL_CAMPAIGN_2018_10_05_08_31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a8a280e054-1312e2285e-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Guiding%20Principles%20for%20Continuous%20Education%206.30.20.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COVID-19%20-%20Guidance%20Related%20to%20Distance%20and%20Blended%20Learning%207.20.20.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COVID-19%20-%20Guidance%20Related%20to%20Distance%20and%20Blended%20Learning%207.20.20.pdf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COVID-19%20-%20Guidance%20Related%20to%20Distance%20and%20Blended%20Learning%207.20.20.pdf
https://profiles.dcps.dc.gov/
https://dcpcsb.org/school-profiles
https://osse.dc.gov/publication/osse-approved-nonpublic-schools-and-program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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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可以询问您的学校的更多问题，请参见此处：

●	 COVID-19	期间残疾学生家长的重要提示
●	 国家学习障碍中心

您可以在此找到学校概况以及联系信息：
●	 DC	公立学校
●	 DC	公立特许学校
●	 非公立特殊教育学校

我如何在学校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争取服务和 支
持？

您孩子就读的 DC 学校是您为您孩子倡权的首选联络点。如果
您有疑虑，您应该首先告知您孩子的	DC	学校。您可以联系您
孩子的教师、特殊教育协调员或学校的其他官员。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视频沟通这件事。此处有可能对
您有所帮助的资源和信函样例	。

DC 的一些组织可以帮助您倡权。他们也可以在您难以与学校
合作时，告知您接下来可以采取哪些步骤。这些组织包括：
●	 学生倡导者办公室：通过家长教育、辅导、资源和培训支
持	DC	的学生和家庭。

●	 巡查官办公室：一个中立办公室，利用调解和冲突解决方
案帮助对	DC	公共教育心存疑虑的家庭。

●	 正义与教育倡导者	(AJE)：DC	的家长培训和信息中心。他
们帮助家长代表其子女倡权并向家长提供培训和资源。

如果我和我的孩子没有从我的学校获得我们所需的 
支持，我可以求助谁？

如果您尝试过且无法与您的学校就特殊教育问题达成一致，	
您还有其他选择。如果您的孩子就读于	DC	学校，您可以
首先联系	DCPS	诚信办公室寻求帮助。或者，针对接下来的
步骤，您也可以先求助	OSSE	的争议解决办公室或州投诉办
公室	:
●	 促成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会议：由一位中立人士领导
的IEP	团队会议。这可能是您应该考虑的第一步。它为您
提供在熟知您孩子的人员中快速解决问题的机会。

●	 调解：由一位中立的第三人领导的与学校的对话。目标
是您与学校达成一致。这通常比正当程序快。

●	 正当程序听证会：您和学校通过呈递给一位中立的听证	
官的证据和相关文件表达各自的观点。由听证官作出决	
定。这可以上诉至法院。

●	 州投诉：您向	 OSSE	 提交书面投诉，后者会进行调查以
查看是否违反了法律。

争议解决办公室	家长指南	包含更多信息。

我如何在远程学习期间，在家为我的孩子提供最好 
的支持？

您为您的孩子提供安全有爱的家，并鼓励他们上学，这已经做
出了很大努力。在此期间在家支持您的孩子可能会让您感到
压力，但您孩子的教师关心您，并为您提供支持。

您的学校应该提供培训和资源，以帮助您支持您的孩子在家
学习。您可以始终向您孩子的教师寻求帮助。

以下是一些在家支持您的孩子的建议：

为他们设置学习空间。若可能，设置专门的学习空间。尽量找
一个避免分心、井井有条的地方。请参见	School	Virtually	 了
解更多建议。

帮助他们规划自己的一天。远程学习提供的系统安排比在学
校提供的少。帮助他们制定时间表并坚持完成任务可能让您
的孩子获益。若可能，制定与学校日程表类似的日程表。

○	 以下是一套海报、打印资料和其他资源，您可以利用它
们制定系统安排。

通过远程治疗提供帮助。远程治疗是一种以虚拟方式提供的
治疗。在家，您的孩子可能与外部治疗师或顾问配合。家庭远
程治疗建议包括准备好在必要时加入视频或电话会话，并确
保服务提供者可以看见您孩子的脸。

照顾好自己。管理您自己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您可以拨打	
1(888)	7WE-HELP	或	1(888)	793-4357	致电无障碍帮助热线。

https://www.ncsecs.org/news/top-tips-for-parents-of-students-with-disabilities-during-covid-19/
https://www.ncl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A-Parents-Guide-to-Virtual-Learning-4-Actions-To-Improve-your-Childs-Experience-with-Online-Learning.pdf
https://profiles.dcps.dc.gov/
https://dcpcsb.org/school-profiles
https://osse.dc.gov/publication/osse-approved-nonpublic-schools-and-programs-list
https://dredf.org/special-education/sample-letters/
https://sboe.dc.gov/page/office-student-advocate
https://sboe.dc.gov/page/office-ombudsman-public-education
https://www.aje-dc.org/
https://dcps.dc.gov/page/office-integrity
https://osse.dc.gov/service/office-dispute-resolution-odr
https://osse.dc.gov/service/specialized-education-state-complaints
https://osse.dc.gov/service/specialized-education-state-complaints
https://osse.dc.gov/page/odr-special-education-facilitated-resolution-meeting-and-facilitated-iep-meeting
https://osse.dc.gov/page/special-education-mediation
https://osse.dc.gov/page/odr-special-education-due-process-hearing
https://osse.dc.gov/service/specialized-education-state-complaints
https://osse.dc.gov/sites/default/files/dc/sites/osse/page_content/attachments/Office%20of%20Dispute%20Resolution%20Special%20Education%20Due%20Process%20Hearings%20%20A%20Guide%20for%20District%20of%20Columbia%20Parents.pdf
https://schoolvirtually.org/designing-a-home-learning-space/
https://schoolvirtually.org/designing-a-home-learning-space/
https://www.smore.com/udqm2-covid-19-preparedness
https://www.dropbox.com/sh/bqi8gnfek9o27bs/AAD8WErU2ZKF2zQb5ouoabxIa?dl=0&preview=Family%2BTeletherapy%2BInfographic_Final.pdf
https://www.dropbox.com/sh/bqi8gnfek9o27bs/AAD8WErU2ZKF2zQb5ouoabxIa?dl=0&preview=Family%2BTeletherapy%2BInfographic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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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	 在家学习家庭指南

●	 残疾学习者的远程学习资源

●	 最佳特殊教育应用和网站

●	 有重大或多种残疾的学生的远程学习

●	 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应对远程学习

在这个时期，我的家庭可以做什么来管理压力和 健
康？

我们知道，对于整个	DC	的家庭和学生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
到压力的时刻。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帮助。

参加虚拟培训/研讨会：

●	 DCPS	在线家长学院	(Parent	University	Online)	提供面向	
DC	所有家庭的虚拟研讨会。在线提供研讨会时间表和往
期记录	。

●	 如果您担心	 6	 岁以下的幼儿，您可以参与在线积极育儿
计划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该计划由	DC	行为
健康	 部提供。该计划将帮助您练习处理具有挑战性的情
况。若要访问该计划，在创建账户时请输入“dcparetns”
作为注册密码。

访问支持或资源：

●	 行为健康部提供的资源：

○	 您可以致电	DC	的无障碍帮助热线：1(888)	7WE-HELP	
或	1(888)793-4357。

○ 	 这个单页行为健康传单解释了所提供的支持的
类型。

○	 行为健康部	提供更多信息和资源。

●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有一个资源页面来帮助学
生和家庭。

●	 您是否想给您的孩子更多支持？致电您的学校并请求
联系“行为健康协调员”。他们可以帮助您的学生联系
服务。

联系其他家庭：

●	 州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	 (SAPSE)	 召开公开会议，在那里，	
您可以见到其他家庭。

●	 DC	学校行为健康家庭与青年参与委员会为家长提供分享
经验、顾虑和想法的场所。该委员会在每月的第三个周五
召开会议。您可以向Chioma	 	Oruh	 	 	博士发送电子邮件(	
chioma@drchibornfree.com	)	以获取虚拟会议的链接。

●	 Understood.org	 的故事合集分享了残疾学生的家庭如
何应对	COVID-19。

https://ceedar.education.ufl.edu/wp-content/uploads/2020/05/CEEDAR-Family-Guide.pdf
https://digitalpromise.org/online-learning/sped-resources/
https://www.commonsense.org/education/top-picks/best-special-education-apps-and-websites
https://www.isbe.net/Documents/Intellectual-Disabilities-Ideas-During-Pandemic.pdf
https://www.techlearning.com/how-to/helping-students-with-special-needs-to-cope-with-remote-learning
https://www.eventbrite.com/c/dc-public-schools-parent-university-universidad-para-padres-cwwxfgp--HICuoIZ2J8au/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RNGOzfvHE2Uasz4hNiNURyY2HouCx-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RNGOzfvHE2Uasz4hNiNURyY2HouCx-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RNGOzfvHE2Uasz4hNiNURyY2HouCx-Q
https://kognitocampus.com/
https://kognitocampus.com/
https://www.dchealthmatters.org/content/sites/washingtondc/COVID_Behavioral_Health_Resources.pdf
https://dbh.dc.gov/page/dbh-operations-information-and-resources-during-covid-19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managing-stress-anxiety.html
https://osse.dc.gov/service/state-advisory-panel-sap-special-education-district-columbia
mailto:chioma@drchibornfre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