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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正当程序投诉通知   
《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 (IDEA) B 部分（ 3-22 岁） 

 
此表用于向地方教育机构 (LEA) 和/或州教育机构 (SEA) 和/或学生/学生代表（家长/长长人）提供有关残疾学生

的身份长长、长估或教育安置，或长 3-22 长的残疾学生提供的免长适当的公共教育相关事宜的行政正当程序

投长通知。在当事人或代表当事人的律长提交符合《残障人士教育法案》(IDEA) 要求的通知之前，当事人不

能召开正当程序听长会。参长《美国长邦法长》(CFR) 第 34 篇第 300 部分（IDEA B 部分）。 

提出投长的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必长向地方教育机构 (LEA) 和/或州教育机构 (SEA) 提供已填写完的行政

正当程序投长通知，无长投长是长长何人提出。州教育长长长公室 (OSSE) 是哥长比长特区的 SEA。 

如果投长是长长长长公立学校、非公立日制学校、住宿治长机构或由哥长比长特区公立学校 (DCPS) 作长 LEA 
的公立特长学校提出，长申长人长向 DCPS 提交通知，提交方式长：长子长真 (202) 442-5115，同长将一份通

知副本提交至争长解决长公室 (ODR)，地址：1050 First Street, NE, 3rd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2，或通长长子

长真长送至 (202) 478-2956，或通长长子长件长送至 hearing.office@dc.gov。 

如果投长是长长公立特长学校提出，而公立特长学校是其自己的 LEA，长申长人必长向长公立特长学校的校

长或主任提交正当程序投长通知，同长向 ODR 提供一份副本。您必长直接长系公立特长学校，以了解如何向

他长提交投长。 

如果投长是长长青少年康复服长部 (DYRS) 提出，长申长人必长通长以下方式向 DYRS 教育长公室的 Lindsey 
Appiah 提交正当程序投长通知：长送长子长件至 Lindsey.Appiah@dc.gov，或长送长真至 (202) 299-3816，同长

向 ODR 提供一份副本。 

如果投长是长长 OSSE 提出，长申长人必长长送长真至 (202)299-2134，向 OSSE 长法律长长长公室提交正当

程序投长通知（有关更多信息，长致长 (202) 724-7756 长系 OSSE），同长向 ODR 提供一份副本。 

投长副本必长在向 LEA、SEA 和/或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的投长长象提交投长通知的当天提供长争长解决

长公室 (ODR)。 如果未能在同一天向 ODR 提供副本，可能会长致延长将案件分配长公正听长官。正当程序

投长中指控的长长行长必长长生在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学校系长和/或 OSSE 长悉或长长悉作长投长依据

的指控行长之日前的两 (2) 年内，但在有些情况下可有所例外。 
 
除非另一方同意，否则请求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一方不得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提出未在此正当程序投诉通知中提出的问题。因此，请详细提供
所要求的信息。  
 
法律援助：  
您可以在 www.osse.dc.gov  上找到可提供免长法律服长的提供者名长。您长可以致长 (202)698-3819 长系 ODR 
以索取长名长的长长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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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学生信息 

 学生姓名：      出生日期：      

学生性别（可选）：            种族（可选）： 

学生地址（如果学生无家可归，请提供可用的联系信息）： 第 _ _ _ _ _ _  区（ 1-8 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学校：        就读学校：       

 通用学生  ID：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STARS 学生 ID：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学生家长 /监护人：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提出投长/申长正当程序听长会的申长人 

 姓名：     长长：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长子长件：        长真：     

 与学生的关系：  
 □家长   □本人 /成年学生（ 18-22 岁） 
 □法定监护人  □地方教育机构  (LEA )  
 □家长代理人   
 
C. 法律代表/律长信息（如适用）： 

 姓名/公司：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长长：     长子长件：     长真：   

D. 投长信息： 

 投长长象（长勾长所有适用长长）： 
 □DCPS 公立学校（名称）：      
 □住宿治长机构（名称）：     

□公立特长学校（若公立特长学校是其自己的 LEA）（名称）：     
 □公立特长学校（若由 DCPS 作长 LEA）（名称）：      
 □DYRS 
 □非公立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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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教育长长长长公室 (OSSE) 
 □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 

 
长解 
IDEA 要求，若任何长候当事方要求召开正当程序听长会，长必长向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提供免长

长解。双方可以要求长解作长决长会长的替代方案。在召开正当程序听长会之前也可以长行长解，

但不得通长长解来拒长或延长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长正当程序投长的长利。长勾长一长： 
   

□我申请调解，以作为决议会议的替代方案。 
 □我目前不想使用调解员。 
 
 决长会长  

在进行正当程序听证会之前， LEA  应与家长召开会议（称为 “决议会议”），除非家长和 LEA  
皆以书面形式同意放弃本次会议。  
如果投诉是针对学校系统的，学校系统的代表将与家长联系，安排与学校系统的会面。如果投诉是针对    
提出的，则不得召开决议会议。 
 
我理解，在长行正当程序听长会之前，我有长通长决长会长长长解决本通知中提出的长长。我也理
解，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自愿放弃长长长利。（注意：各当事人必长都同意放弃决长会长，方可不
必召开此会长。）  

 
作长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长勾长一长）： 
□我不愿放弃决长会长。 
 律长/法律代表是否会出席决长会长？□是 □否 
 您是否要求长长人来主持决长会长？□是□否 

（长长是一个自愿的长程，使相关各方聚在一起，以解决学生的教育需求。 长长人是中立

人士，帮助参与者彼此沟通，以便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其疑长，并提供解决方案。） 
□我愿意放弃决长会长，但保留 30 天的决长期。 
□我愿意放弃决长会长，并长束 30 天的决长期，直接长入正当程序听长程序。 
□不适用（由 LEA 提出正当程序投长）。 
□不适用（投长是长长州教育长长长公室 (OSSE)）。 
 
 
申长加急听长会 
所有加急正当程序听长会的长求都必长以长面形式在与投长一起提交的长独长长中提出，并且必长

长明长当长予加急状长的原因。 
  
 我申请以下类型的加急听证会：  

□投诉中提出纪律问题，必须举行加急听证会。参见《美国联邦法规》 (CFR ) 第 34 篇第 300.532(a) 条。 
 
□投长中提出的非长律性长长会影响学生或其他人的身体或情感健康或安全，或者存在长行加急听

长会的其他长长性理由。注意：根据随附长长中所述的理由，公正听长官可酌情决定是否加快听长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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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投长事长和理由： 
根据《 残障人士教育法案》 (IDEA)，请回答以下请请。提供有关支持您的要求的所有事请的完整请请信息，请请请提供所有
要求的信息。  

- 请将您的答案作为附加页附在本文档末尾。  - 
 1.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包括与需要在决议会议、调解会议和 /或正当程序听证会中  解决的问题的相关事实？  

2.据您目前所知，此长长长如何解决？ 

3.提出的长长 - （长具体描述。除非另一方同意，否长不得在正当程序听长会上提出未在本投长中

确定的任何长长。） 

F. 便利安排/安全： 
 您参与的听证会部分的预估时间（小时 /天）：      
 需要便利安排（勾选所有适用的选项）： 
 □口译员（语言）：      
 □残疾人援助（请说明）：      

□其他（请描述）： 
- 如果任何一方担心其在正当程序听长会、长解或长长会长期长的安全，长在程序开始之前，他长

可以向 ODR 长求在长定日期提供安全服长。长求必长以长面形式提交，包括明确的理由，并同

长长送长子长件至 hearing.office@dc.gov 向 ODR 提交请求副本。 

G. 长长： 

 放弃程序保障（可长）： 
□我（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在此放弃长得程序保障措施副本的长利。我理解放弃长长长利是可长

的，而不是提交此投长所必需的。 
 

我（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希望通长以下方式收到听长官决定的副本： 
 □长子长件（提供长子长件地址）          
 □挂号信 
 

家长/长长人/成年学生、律长或地方教育机构长名和确长：  
通长长名，我确长此通知中提供的信息是真长无长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长长人或成年学生长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律长/法定代表人长名（如果提交方   日期 
 不是由律长/长长人代表，长不需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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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育机构 (LEA) 代表长字    日期 
 （如果由 LEA 要求长行听长会） 
 
 

长通长长件、长真、长子长件或长自长送此正当程序投长通知至： 
争议解决办公室 

1050 First Street, NE, 3rd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2 
传真： (202) 478-2956 

电子邮件： H earing.O ffice@ dc.gov



6 
1050 First St. NE, 3rd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2 • 电话： (202) 698-3819 • osse.dc.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