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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當地兒童發展服務機構（CDSA）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 CDSA 的地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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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早期干預服務協調員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她的電話號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聯絡資料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註：

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
兒童與家庭權利通知
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兒童與家庭權
利通知」描述聯邦法律《障礙者教育法》(IDEA)所定義的您家庭
的權利。IDEA 的 C 部分為符合資格的嬰兒-學步期幼兒（年齡在
三歲以下）提供早期干預服務。在北卡羅來納，IDEA C 部分的
系統稱為早期干預計劃或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
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ITP）的主導機
構是北卡羅來納州公共衛生分部婦女兒童科早期干預組。在當地
層級，早期干預組的兒童發展服務機構（CDSA）管理、監督並監
控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的各種計劃與活動。全州
有許多提供並監控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服務的
CDSA。CDSA 在一縣或多縣的服務區域服務於北卡羅來納的所有
100 個縣。
本文件是您根據聯邦法律與法規所享有的權利的正式通知。您可
能對其中的一些詞語感到陌生。因此，我們在一些單詞首次出現
在文件中時對其進行定義，另一些單詞則在文件最後的詞彙中進
行定義。在詞彙中或文件中定義的單詞在文中以粗體字表示。
與您的家庭合作的早期干預服務協調員（EISC）可向您提供其他
資源與資料方面的建議，以幫助您了解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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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羅來納公共衛生分部

簡介



服務加入到 IFSP 的 30 天內，為您的

制定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

孩子與家庭得到 IFSP 中認別的適當與

以下兒童計劃（NC ITP）的目的是為了讓家
庭充分參與並確保早期干預過程的每個步驟
（從轉介一直到我們確定您的孩子符合參加

及時的早期干預服務。





有權在提出或拒絕變更您的孩子的識
別、評估或安置（您的孩子接受服務

ITP。

的地方）或向您的孩子或家庭提供服

N.C. ITP 包括程序性保護措施，以保護被

務的十（10）個日曆日之前，得到事

轉介到和/或參加 ITP 的兒童及其家長的計

先書面通知。

劃權利。必須通知家長聯邦法規第 34 篇
303 部分 400-438 節所定義的程序性保護措

有權得到所有 IFSP 會議的書面邀請並
參加所有 IFSP 會議。

的一部分。早期干預計劃的聯邦法規（聯邦
法規第 34 篇 303 部分所述）適用於 N.C.

有權接受或拒絕資格確定評估、評定
和/或服務。

N.C. ITP 是聯邦法律《障礙者教育法》
(IDEA) C 部分所規定的全國早期干預系統

有權免費得到評估、評定、IFSP 的制
定、服務協調以及程序性保護措施。

計劃的資格並規劃和提供您的孩子與家庭需
要的服務）均得到家長的同意（許可）。

如果符合參加 N.C. ITP 資格，有權在



有權在盡可能適合您的孩子的自然環

施，包括聯邦法規第 34 篇 303 部分 430-

境中接受服務，以滿足您的孩子的發

438 節的爭議解決選項，以便家長能積極參

展需要。

與並在提供給他們的孩子與家庭的服務中發



有權維護個人可識別資料的機密性。

揮領導作用。家長權利文件是聯邦 C 部分法



有權免費得到您的孩子的早期干預記

規所定義的兒童與家庭程序性保護措施的書
面通知。

錄的初始副本。


參加 N.C. ITP 對您與您的家庭來說都是自
願的。在 N.C. ITP 中，您享有以下權利：


有權複審並（如果適當）修正早期干
預記錄。



有權在每個 IFSP 會議之後，免費盡快

如果根據您的孩子的醫療記錄或其他

得到每次資格確定評估、兒童評定、

記錄，您的孩子並無已確定疾病或有

家庭評定以及 IFSP 的副本。

已確定的發展延遲，則有機會對您的



有權使用正當程序，以解決您的孩子

孩子進行多學科評估，以了解您的孩

的識別、評估或安置（您的孩子接受

子是否符合參加計劃的資格；如果符

服務的地方）或早期干預的提供相關

合資格的話，在轉介後四十五（45）

任何事項的投訴。

個日曆日內進行評定並制定個性化家
庭服務計劃（IF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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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進行自願調解，以解決 ITP 政
策項下任何事項相關的任何爭議。



如果州機構、當地機構或某個提供者
違反聯邦或州 C 部分的要求，有權提
出州投訴。



有權使投訴得到及時解決。

除了這些一般性的權利之外，您有權被告知
以下各頁所述的 N.C. ITP 項下特定程序性保
護措施（C 部分 E 節）。

事先通知
在 N.C.ITP 透過早期干預組的兒童發展服務

如果您的母語或其他溝通方式並非書面語

機構（CDSA）採取特定行動之前的 10 個日曆

言，CDSA 必須採取措施，以確保：

日，必須向您提供事先書面通知。如果您同



意的話，可在 10 個日曆日之前採取行動。這
些行動是為了提出或拒絕啟動或變更您的孩
子的識別、評估或安置（您的孩子接受服務
的地方）或向您的孩子或家庭提供的早期干
預。
書面通知必須通知您有關：

方式為您翻譯通知。


您理解通知。



有已符合本章節要求的書面證據。

如果您是聾人或有聽力困難、盲人或或無書
面語言，溝通方式必須是您平時使用的方式
（例如手語、布拉耶點字或口頭溝通方



正在提出或正被拒絕的行動。



提出或拒絕該行動的原因。



N.C. ITP 項下對該行動的所有可用程序性
保護措施。



以您的母語或其他溝通方式以口頭或其他

N.C. ITP 的投訴程序，包括如何提出投訴
以及這些投訴的時間表。（請參閱本文件
的爭議的解決章節）

通知必須以公眾能理解的語言進行書寫，以
您的母語或您平時使用的語言提供，明顯無
法做到這一點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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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個人可識別資料包括：

同意表示：



您的孩子的姓名或其他家庭成員的姓名。



您對於尋求得到同意的活動相關資訊完全



您的孩子或孩子家庭的地址。

知情。資訊以您的母語或溝通方式提供，



個人識別碼，例如您的孩子的社會安全碼

除非明顯無法做到這一點。


您理解並書面同意您的同意書尋求的活動

或您自己的社會安全碼。


的提供，且同意書描述該活動並列出將提
供的記錄（如果有）以及將記錄提供給
誰。


您理解您提供同意書是自願的，並且您可
隨時以書面形式撤銷同意書。

如果您撤銷同意書，這種撤銷不適用於同意
書被撤銷之前發生的行動。

個人特點或其他使您的孩子的身分容易追
溯的資料。

未經您的同意，早期干預服務承包商或早期
干預服務提供者不能將您孩子的早期干預記
錄提供給其他機構，除非承包商或提供者依
FERPA 得到採取這種行動的授權。
依 FERPA 與 IDEA 的 C 部分，在未得到您的同
意的情況下，N.C. ITP 得到授權並必須將您

在以下情況下，必須要求您提供書面同意

的孩子的姓名與出生日期、您的聯絡資料

書：

（包括您的姓名、地址以及電話號碼）提供



在對您的孩子進行評估與評定之前。

給州教育機構與您的孩子居住所在地的當地



在早期干預服務開始之前。

教育機構。需要這些資料來識別可能符合



在使用公共權益或公共保險或私人保險來

IDEA 的 B 部分項下服務資格的所有兒童。

支付服務之前。

如果您不提供評估、評定或早期干預服務的

在透露個人可識別資料之前，法律要求者

同意書，N.C. ITP 將做出合理的努力來確保

除外。

您：



如果您不提供同意書，就不能採取行動。



質。

聯邦法規 C 部分（聯邦法規第 34 篇 303 部
414 節）與家庭教育權利與隱私權法（也稱
FERPA，聯邦法規第 34 篇 99 部 31 節）要求
在對個人可識別資料採取必須以下行動之
前，必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完全了解評估、評定或將提供的服務的性



明白除非提供同意書，否則您的孩子將無
法得到評估、評定或服務。

此外，作為轉介到 N.C. ITP 或符合 N.C. ITP
資格的兒童的家長，您可在不影響其他早期

透露給依 C 部分收集或使用資訊之承包商

干預服務的情況下接受或拒絕提供給您的孩

或提供者的管理人員以外的任何人，除非

子或其他家庭成員的任何早期干預服務。您

依 FERPA（聯邦法規第 34 篇 99 部 31 節）

也可在不影響其他早期干預服務的情況下，

得到採取這種行動的授權。

先接受某項服務之後再拒絕該項服務。

 用於滿足 C 部分項下要求以外的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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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的檢查
根據以下章節所述的資訊程序機密性，您有

存取記錄——每個 CDSA 將必須保留存取早期

機會來檢查與複審計劃所收集、維護或使用

干預記錄的人員的記錄（家長與 CDSA 授權員

的關於您的孩子與家庭的所有早期干預記

工的存取除外），包括該人員的姓名、提供

錄。記錄可與篩選、評估、評定、資格確

存取權的日期以及該人員得到授權可將該早

定、IFSP 的制定與實施、早期干預服務的提

期干預記錄用於哪個用途。

供以及您孩子的服務投訴相關。這包括您的
孩子的早期干預記錄的任何部分。
存取權——如果您提出檢查您的孩子記錄的
要求，CDSA 必須在無必要延遲的情況下滿足
您的要求，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超過您提出
要求後 10 個日曆日。CDSA 必須在舉行任何

如果早期干預記錄包括多個兒童的資料，您
有權檢查與複審只與您的孩子相關的資料，
或被告知關於您的孩子的特定資料。
CDSA 可向您提供該機構所收集、維護或使用
之早期干預記錄類型與地點的清單。

IFSP 相關的會議或任何適當早期干預服務相

記錄費用——CDSA 可收取早期干預記錄副本

關的識別、評估、安置或提供之前滿足該要

的費用，如果該費用不會有效地使您無法行

求。

使檢查與複審早期干預記錄的權利。在每個

檢查與複審早期干預記錄的權利包括：



每次評估、兒童評定、家庭評定以及 IFSP 的

有權要求 CDSA 做出回應，以合理要求對

副本。CDSA 不得收取搜尋或擷取資訊的費

早期干預記錄進行解釋與詮釋。

用。

有權要求 CDSA 提供包含此類資訊的早期
干預記錄副本，如果未能提供此類副本將
有效地使您無法行使檢查與複審早期干預
記錄的權利。



IFSP 會議之後，CDSA 必須盡快向您免費提供

有權讓代表您的人員檢查與複審早期干預
記錄。

記錄的修改——如果您認為嬰兒-學步期幼兒
三歲以下兒童計劃所收集、維護或處理的早
期干預記錄資料不準確、誤導或違反您或您
的孩子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您可要求 CDSA
或維護該資料的參與機構修改這些資料。
CDSA 必須在收到此類要求之後的合理時間內

CDSA 假定您有權檢查與複審您的孩子相關的

確定是否按照您的要求修改這些資料。

早期干預記錄，除非已收到書面通知，得知

如果 CDSA 拒絕按照您的要求修改這些資料，

您根據適用的州法律或管理監護、離婚或分

CDSA 必須通知您這種拒絕結果並告知您舉行

居的法院命令無該授權。

聽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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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干預組將提供舉行聽證的機會，以質疑
早期干預記錄中的資料，從而確保這些資料
準確、無誤導或無違反該兒童的隱私權或其
他權利。
所舉行的這些事項相關的聽證必須依聯邦條
例第 34 篇 99 部 22 節家庭教育與隱私權法案
(FERPA)的程序進行。您也可在北卡羅來納嬰

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政策保護措
施與爭議的解決佈告欄中找到這些程序。
如果舉行聽證之後確定資料不準確、誤導或
違反該兒童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CDSA 將相
應修改資料並書面通知您。
如果舉行聽證之後確定資料並無不準確、誤
導或違反該兒童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您有
權在您的孩子的早期干預記錄中加入說明，
提供資料註解並指出與參與機構/提供者意見
不一的原因。
只要該早期干預記錄或受質疑部分（您不同
意的記錄部分）由 CDSA 進行維護，置於本章
節下面的該兒童的早期干預記錄的任何解釋
必須由 CDSA 作為該兒童早期干預記錄的一部
分進行維護。如果 CDSA 將該兒童的早期干預
記錄或受質疑部分透露給其他當事人，這些
解釋也必須透露給該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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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機密性
本節所述之機密性程序適用於以下情況下之

機密性保護措施

您的孩子與家庭的相關個人可識別資料：

已採取以下保護措施以確保記錄的機密性：

1. 包括在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



每個參與機構/提供者保護收集、維護、

劃或任何參與機構收集、使用或維護的早

使用、儲存、透露及毀損階段個人可識別

期干預記錄中的個人可識別資料。

資料的機密性。

2. 適用於您的孩子因早期干預服務被轉介，



到資料不再需要由該計劃進行維護的期
間。

每個機構的至少一位管理人員對確保所有
個人可識別資料的機密性承擔責任。



所有收集或使用個人可識別資料的人員均

機密性通知

得到 IDEA 的 C 部分與 FERPA 項下適用的

當您的孩子被轉介到 CDSA 時，北卡羅來納嬰

N.C. ITP 政策、程序與做法的相關訓練

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必須向您提

或指導。

供適當的通知，以充分告知您機密性方面的



每個參與機構均保留機構內部有存取個人

要求，包括：

可識別資料權限的員工姓名與職位的一個



現用清單，以供公眾查閱。

為其維護個人可識別資料的兒童說明、尋
求的資料的類型、該計劃準備用來收集資





料的方法（包括從其收集資料的來源）以

如果依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收

及準備將該資料用於哪些用途。

集、維護或使用的個人可識別資料對於向該

在儲存、向第三方透露、保留以及毀損個

兒童提供服務不再是必須的，參與機構/提供

人可識別資料方面，參與機構必須遵循的

者必須通知家長。通知家長這些資料不再必

政策與程序摘要。

須時，如果家長提出要求，必須毀損這些資

家長與兒童關於此類資訊的所有計劃權利
說明，包括家庭教育權利與隱私權法
（FERPA）及其在聯邦法規第 34 篇 99A 部
中的實施法規項下的權利，以及在州的各
個群體中以各群體的母語提供該通知的範
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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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解決

N.C. ITP 保留一份合格、具有提供早期干預

如果您與參與機構/提供者在您的孩子的識

服務相關法律法規豐富知識的調解人清單。

別、評估或安置或向您的孩子或家庭提供適

必須以隨機、輪流或其他公正的方式選擇調

當的早期干預服務方面有不同意見，您可要

解人。

求解決您的顧慮。

調解人的公正性——擔任調解人的人員不得

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

為早期干預組、CDSA 或參與向該兒童提供早

劃確保及時透過非正式方法來管理顧慮的解

期干預服務或其他服務的早期干預服務提供

決，例如直接與您的早期干預服務協調員或

者；其個人與職業利益必須與該人員的客觀

您當地 CDSA 的其他聯絡人交談。N.C. ITP 也

性無沖突。符合擔任調解人資格的人員不因

提供三個正式程序：調解、正當程序聽證以

受該機構或提供者雇用為調解人而成為員工

及州投訴程序。

或早期干預服務提供者。

所有這些程序均免費向家庭提供。

N.C. ITP 負責調解程序的費用，包括會議的
費用。

調解
北卡羅來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
劃提供調解程序來解決分歧。調解可在提出

調解程序的每個會議均必須及時安排在便於
爭議各方的地點舉行。

正當程序聽證或州投訴之前或之後進行。作

如果透過調解程序解決了爭議，各方必須簽

為家長，您可透過填寫並郵寄「N.C. ITP 家

訂有法律約束力之說明解決情況的協定，且

長調解要求」表格到以下地址來提出調解要

該協定指出：

求：



調解程序過程中的所有討論均保密且不得
在任何後續之正當程序聽證或任何聯邦法

Early Intervention Branch Head
Division of Public Health
1916 Mail Service Center
Raleigh, NC 27699-1916

院或依部分 C 接受協助之州縣的州法院訴
訟上用作證據。


本段項下的書面、已簽字調解協定在任何

N.C. ITP 調解程序確保調解：

具有合法管轄權的州法院或美國的地方法



對於所有當事人來說都是自願的。

院均為可執行。



不用來否定或延遲您提出正當程序聽證的
權利或否定您在 IDEA 的 C 部分項下享有
的任何其他權利。



由受過有效調解技巧訓練的合格、公正調
人主持。

調解為您提供一個以
非對反抗方式解決分
歧的機會。調解是自
願的，必須由雙方自
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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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選擇不使用調解程序，N.C. ITP 將向

並非早期干預組、CDSA 或參與向該兒

您提供一個與公正方在便於您的時間與地點

童提供早期干預服務或照顧該兒童的

會面的機會，以解釋調解的好處並鼓勵使用

早期干預服務提供者的員工。

調解。調解不會對您隨時要求舉行公正正當

▪

程序聽證或提出州投訴進行限制。您可同時
提出調解與舉行公正正當程序聽證或州投訴
的要求。
正當程序
您可透過填寫並郵寄「N.C. ITP 家長正當程
序要求」表格到以下地址來提出正當程序聽
證要求：
Early Intervention Branch Head
Division of Public Health
1916 Mail Service Center
Raleigh, NC 27699-1916

收到正當程序投訴之後，就會指定正當程序
聽證官員來執行投訴解決程序。正當程序聽
證官員必須：


在實施正當程序聽證方面並無與其客
觀性相沖突的個人或職業利益。

符合擔任正當程序聽證官員資格的人員不因
受該機構或計劃雇用來實施正當程序聽證官
員規定而成為州或當地主導機構（早期干預
或 CDSA）的員工、早期干預服務承包商或早
期干預服務提供者。
參與正當程序聽證的任何家長均有權：


由法律顧問與具備向有障礙嬰兒-學步期
幼兒提供早期干預服務特殊知識或受過相
關訓練的人員陪同並提供建議。



提供證據並質疑、交叉檢查與推動證人的
出席。



禁止在聽證會上提出未在舉行聽證會之前
至少五天向家長透露的任何證據。

了解 C 部分的規定和有障礙的嬰兒-學步
期幼兒及其家庭的需求以及有障礙的嬰兒
-學步期幼兒及其家庭可使用的早期干預
服務，並履行以下職責：
▪

▪
▪

傾聽關於投訴相關觀點的陳述，檢查



免費得到向家長提供的一份聽證會的書面
或電子形式逐字轉譯記錄。



免費得到向家長提供的一份書面事實裁定
與決定。

議題相關所有資料，尋求及時解決投

任何正當程序聽證均必須在合理便於家長的

訴。

時間與地點舉行。

由州承擔費用，提供訴訟記錄，包括

N.C. ITP 必須確保在收到家長的正當程序投

書面決定。

訴的 30 天內完成正當程序聽證並將書面決定

正當程序聽證官員必須「公正」。公

郵寄給每個當事人。如果家長或服務提供者

正的意思是指定擔任正當程序聽證官

提出要求，聽證官員可將時間延長至超過 30

員的人員：

天。
受到正當程序聽證或州投訴之後簽發之裁決
或決定影響的任何當事人均有權在州法院或
聯邦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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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正當程序投訴的任何未裁決訴訟的過



給投訴人提供機會呈交投訴中的指控的額

程中，除非早期干預組與有障礙嬰兒或學步

外相關資料（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

期幼兒的家長達成另外的意見，否則該兒童

的）。

必須繼續在家長同意的、在 IFSP 中識別的環



向 CDSA 或其他早期干預機構/提供者提供

境中接受適當早期干預服務。如果正當程序

機會對投訴做出回應，包括由早期干預組

投訴涉及 C 部分項下初始服務的應用，該兒

決定是否提出解決投訴的提案，以及向所

童必須接受無爭議的那些服務。

有當事人提供自願參與調解的機會。

州投訴



共機構或早期干預提供者是否違反 C 部分

N.C.ITP 已有政策與程序可解決個人或組織提
出之聲稱州機構、當地機構或某個從業人員
違反聯邦或州 ITP 要求的投訴（包括來自另

要求的決定。


向提出書面投訴的人員簽發書面決定，該
書面決定對投訴中的每項指控進行說明並

一個州的投訴）。投訴必須為書面形式，已

包括事實裁定與結論以及主導機構做出最

簽名並包括所聲稱的違反行為的陳述以及投

終決定的原因。

訴根據的事實。投訴必須郵寄到以下地址給
N.C. ITP：

複審所有相關資料並獨立做出 CDSA、公



包含有效執行早期干預組的最終決定的程
序，包括技術協助活動、談判以及必須時

Early Intervention Branch Head
Division of Public Health
1916 Mail Service Center
Raleigh, NC 27699-1916

為做到符合程序採取的修正措施。
如果最終決定指出以前未/目前未提供適當的
服務，早期干預組必須說明：

所聲稱的違反行為必須發生在公共衛生分部
早期干預組收到該投訴之日之前的一年內。



施（例如補償服務或金錢報銷），以滿足

在向早期干預組提出投訴的同時，提出投訴

作為投訴主體的兒童與家庭的需要。

的當事人必須傳送該投訴的一個副本給向該
兒童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或早期干預服務提

未能提供適當的服務，包括適當的修正措



未來向符合參加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
下兒童計劃的所有有障礙嬰兒-學步期幼

供者。

兒及其家庭提供的適當服務

該投訴必須在公共衛生分部早期干預組收到
已簽名書面投訴的 60 個日曆日內解決。如果

有在以下情況下，早期干預組才允許延長時

聽證官員確定存在異常情況，必須允許延

間期限：

期。不得為管理方面的方便而延期。在收到



特定投訴存在異常情況。

投訴的 60 天內，早期干預組將採取以下行



家長（如果是依州程序向個人或機構提供

動：


調解，則為個人或機構）與 ITP、相關公

如果早期干預組確定必須進行調查，則進

共機構或早期干預提供者同意自願參與調

行現場獨立調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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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到同樣為正當程序聽證主旨的書面投

代理家長

訴，或書面投訴有多個議題且其中的一個或

如果發生以下情況，NC ITP 將指定代理家

多個議題為該聽證的一部分，在得出聽證結

長：

論之前，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



無法識別到任何家長。

的投訴。但非正當程序聽證一部分的投訴中



已做出尋找家長的合理努力，但不成功。

的任何議題必須使用本節所述之時間期限與



北卡羅來納的法律確定該兒童為受「州監

必須擱置正當程序聽證正在處理的任何部分

護人」監護。

程序進行解決。
如果呈交的投訴提出的議題之前已在涉及相

代理家長是被指定來扮演家長角色並保護參

同當事人的正當程序聽證中決定：

加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兒童權



利的人員。指定此類人員必須遵循特定的程

則該正當程序聽證決定對該議題有約束
力。



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必須
將該效果通知投訴人。

聲稱 N.C. ITP 公共機構或早期干預服務提供
者未能執定正當程序聽證決定的投訴必須由
早期干預組進行解決。

序，包括用來確定該兒童是否需要代理家長
的方法，以及向該兒童指定代理家長的步
驟。ITP 將做出合理的努力，以確保在確定
該需要之後的 30 天內指定代理家長。
代理家長：


無與該兒童的利益沖突的特殊利益。



具備確保足以代表該兒童的知識與技能。



並非 N.C. ITP 之 CDSA 的任何部分或任何
州機構的員工，或向該兒童提供早期干預
服務的人員或員工，或該兒童的任何其他
家庭成員。

代理家長可在以下所有相關事項中代表該兒
童：


該兒童的評估與評定。



該兒童的 IFSP 的制定與實施，包括評
估、評定以及定期複審。



持續向該兒童提供早期干預服務。



州法律或法規或 N.C. ITP 政策所確立的
任何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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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評定

早期干預記錄

評定是指一些持續的程序，合格人員用其來

早期干預記錄指根據 IDEA 的 C 部分與 IDEA

識別兒童的獨特強項與需要以及在該兒童依

的 C 部分中的法規必須收集、維護或使用的

IDEA 的 C 部分符合參加計劃資格的整個期間

關於某個兒童的所有記錄。早期干預記錄這

內，適合用來滿足這些需要的早期干預服

個詞包括聯邦法規第 34 篇 99 部（實施美國

務，包括該兒童的評定與該兒童家庭的評

法典第 20 篇 1232g《1974 年家庭教育權利與

定。初始評定指在該兒童的第一次 IFSP 會議

隱私權法案》的法規）中「教育記錄」所涵

之前進行的該兒童的評定與家庭評定。

蓋的記錄類型。

適當的早期干預服務

早期干預服務提供者

適當早期干預服務透過 IFSP 程序進行確定。

接收公共資金以便為合資格的兒童及其家庭

IFSP 必須包含為滿足兒童與家庭的獨特需要

提供早期干預服務的公共或私人機構或專業

必須提供的特定早期干預服務的陳述，以實

人員。

現 IFSP 中識別的結果。聯邦法規將早期干預
服務定義為某些服務，其「目的為滿足每個
符合本部分[IDEA 的 C 部分]資格的兒童的發
展需要以及家庭在促進該兒童發展方面相關
的需要」。

個人可識別資料的毀損
早期干預記錄的物理毀損或將各個識別碼從
資料中移除，以便使資料無法再對個人進行
識別。

透露

評估
合格人員用來確定某個兒童最初與其後是否
符合參加嬰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
資格的程序。初始評估指用於確定最初資格
的該兒童的評估。

以家庭為導向的評定
由合格人員進行的評定，以識別家庭的資
源、優先事項與顧慮以及必要的支援與服
務，從而提高該家庭滿足該兒童發展需要的
能力。

允許存取或允許將 N.C. ITP 記錄或此類記錄
中所包含的個人可識別資料提供、傳輸給任
何一方或與任何一方溝通。透露可透過多種
方式進行，包括口頭、書面或電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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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家庭服務計劃(IFSP)

母語

向符合資格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干預支

如果指英語熟練程度有限的人員，母語指兒

援與服務的書面計劃且該計劃：

童的家長平時使用的語言或溝通方式。



由 IFSP 團隊（包括家庭）制定。

在進行評估與評定時，母語也指該兒童平時



在兒童的多學科評估與評定以及以家庭為

使用的語言（如果該語言對該兒童的發展階

導向的評定的基礎上制定。

段是適當的）。



包括功能結果、策略與活動。

 包括必要的服務，以促進兒童的發展並提
高家庭滿足兒童需求的能力。

調解
幫助參加計劃的兒童的家庭、北卡羅來納嬰
兒-學步期幼兒三歲以下兒童計劃以及早期干
預服務提供者在非正式、非對抗的氣氛中解
決分歧的一個程序。調解是自願的，雙方必
須自願同意參加。雙方必須共同制定協定並
必須批准該協定。不得用調解來否定或延遲
家長提出公正當程序聽證或州投訴的權利。

自然環境
同年齡、無障礙的嬰兒-學步期幼兒自然或典
型的環境。自然環境可包括兒童的家庭或社
群環境。

家長
兒童生物學上的父母或養父母。
可指撫養父母，除非州法律、法規或與州或
當地實體簽訂的合約責任禁止撫養父母擔任
家長。
監護人通常得到授權可擔任兒童的家長，或
為該兒童做出早期干預、教育、健康或發展

多學科
涉及以下內容的相關兩個或多個不同專業學
科：

的相關決定（如果該兒童為受「州監護人」
監護，則州無此授權）。
與該兒童共同居住、代替生物學上的父母或
養父母的個人，包括祖父母、繼父母或其他

兒童的評估與兒童和家庭的評定；與
IFSP 團隊且必須包括家長與不同專業學科的
兩個或多個人員的參與。其中一人必須為服
務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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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
對該兒童的福利負法律責任的個人。
代理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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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參與機構指收集、維護或使用個人可識別資
料的任何個人、機構、實體或組織，以便為
N.C. ITP 實施 IDEA C 部分的要求與 IDEA C
部分與特定兒童相關的法規的要求。參與機
構包括早期干預組、CDSA、早期干預提供者
以及提供任何 C 部分服務（包括服務協調、
評估與評定以及其他 C 部分的服務）的任何
個人或實體。參與機構不包括主要轉介源
（例如 Medicaid 等公共機構或兒童健康保險
計劃）或只作為 C 部分服務的資金來源的私
人機構（例如私人保險公司）。

個人可識別資料包括：


您的孩子的姓名、您的姓名或其他家庭成
員的姓名。



您的孩子或家庭的地址。



個人識別碼，例如您的孩子的社會安全碼
或您的社會安全碼。



其他間接識別碼，例如您的孩兒的出生日
期、出生地點或母親的婚前姓氏。



可能合理肯定地識別您的孩子的個人特點
或其他使您的孩子的身分容易追溯的資
料。



早期干預計劃有理由認為了解您孩子身分
的人員要求的資料。

州監護人
在北卡羅來納，「州監護人」定義為得到兒
童法定監護權並因此有法律責任做出該兒童
相關決定（即使已知存在生物學上的父母或
養父母且該生物學上的父母或養父母有興趣
代表該兒童）的縣級社會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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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兒童衛生科
早期干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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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ublichealth.n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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