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残疾学生的有关 TNReady
的家长须知
为您的学生提供 2016-17 学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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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残疾儿童的家长，您可为有关您孩子的服务做决定。本指南旨在增加您对教学与评估期间使用调整
服务的了解。调整服务的使用是为您的孩子规划教育方案的重要部分，许多残疾学生只需略微改变他们
受教及接受考试的方法便可顺利参加他们的普通教育课。

了解调整服务
调整服务是为残疾学生提供平等的获取教学与评估的手段及程序。获取教育是个人参与公立学校内为全
部学生提供的教学、讨论、活动、教育成果及评估的机会与能力。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
境”。若没有调整服务，残疾学生便会无法获取年级水平的教学或是充分参与评估。
调整服务旨在抵消残疾的影响并为学生提供展现知识与技能的机会。调整服务旨在降低或甚至是消除对
学生残疾的影响，但并不会降低学习期望，同时不应对学生了解的内容及能够处理的事情提供虚假观
点。对考试调整的信赖绝不应在接受考试的内容区域内取代适当且严谨的教学。
理想情况下，调整服务应相同于或相似于整个课堂教学、课堂考试以及州或地区考试。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一些调整服务仅针对教学而无法用于州或地区评估。对提供适当的调整服务的有效决策制定始于
收集并审查有关学生的当前学业成绩水平、与课程相关的功能表现以及学生在教学及课堂评估期间所需
支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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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调整服务的过程便是 IEP/504 团队的成员试图使残疾学生获取“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过程，以便该残
疾学生可以参加普通的教育课程。
 团队会议可包括对有关为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以及确定在教学与评估期间旨在帮助学生克服
学习障碍的实践和方法进行讨论。
 获悉有关调整服务的决策对确保残疾学生能够顺利且有意义的参与教学与评估过程中而言至关重
要。
 关于提供适当的调整服务的决定从做出良好的教学决策开始。
 收集并审查有关学生的残疾情况以及与学术内容标准相关的当前成绩水平的良好信息对做出适当
的教学决策具有促进作用。
调整服务通常可分为以下类别：







演示：这些调整服务使得学生能够以无需阅读标准印刷字体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这些获取信息的
可选模式包括听觉、多感官、触觉以及视觉。（例如重复步骤、大声朗读、在答题纸上使用大号
气泡选项）
答题：这些调整服务使得学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活动、作业及考试，并且能够使用一些类型
的辅助装置或组织导体来解决或整理问题。（例如在小册子上作答、使用参考工具、使用电脑）
时间安排/计划：这些调整服务增加了完成考试或作业可准许的时长，同时还可改变安排时间的
方式。（例如延伸时间、频繁间歇）
环境：这些调整服务改变了提供考试或作业的地点或是评估环境的条件。（例如特殊的学习阅读
室、特殊的灯光、单独的房间）

调整服务对比变动服务
调整服务与变动服务不同。调整服务旨在缩小对学生残疾情况的影响；而这种调整服务并非旨在降低学
习期望。更改、减弱或降低学习期望通常被称为变动服务或变更服务。与调整服务不同，坚持使用变动
服务可增加残疾学生的成绩与年级水平的期望之间的差距。这会对学生的教育生涯造成负面影响，以至
于学生不会继续进步并且无法获得正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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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评估调整服务
联邦及州法律要求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学生（包括残疾学生）参加该法律中所述的特定学术领域及年级的
年度考试。要求所有残疾学生参加州及地区评估有助于确保学校、学区及州能够对这些学生的成绩负
责。这些法律还要求为残疾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或 504 章节涵盖的那些个人）提供参加这些
考试所必需的适当的调整服务。
标准的调整服务是指那些不改变接受考试的技能的行为。例如，在旨在衡量数学题求解的问题中使用计
算器不会改变预期的构想。非标准的调整服务是指那些将会改变任务或目标能力的性质的行为。例如，
在旨在衡量数学流畅度的问题中使用计算器是非标准的调整服务，并且在州或地区考试中是不被准许
的，因为该行为将不会导致对学生数学能力的真实衡量。对于使预期的构想无效的调整服务的使用无法
提供针对学生技能的准确衡量，并且可能导致无效的考试分数，从而把学生视为对学业的不精通。所有
的 IEP/504 团队成员需要熟知有关在州评估中使用调整服务的州政策及指南。
对考试调整服务做出严格的政策需要所有团队成员了解：
 考试（内容、试题类型及考试条件）
 州的考试指南
 州的调整服务指南

由谁决定？

所有残疾学生（加入有效的 IEP 或 504 计划的学生）均有权享有适当的调整服务，该调整服务可使他
们充分地参加州及地区考试。学生的 IEP/504 团队会为教学及评估选择调整服务。调整服务应根据个
别学生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而非根据残疾种类、年级或教学环境。一经选择，调整服务便应针对教学与
评估进行一致性使用。负责实行调整服务的每名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取得有关必须提供的特定调整
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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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调整服务
田纳西州综合评估计划 (TCAP) 为参与的学生提供了多层面的支持。下图描述了评估功能的几个方面，
包括准许的考试程序、适用于所有学生的辅助功能以及根据 IEP 或 504 计划所需的调整服务。准许的
考试程序和辅助功能均适用于所有学生，包括获取事先确定的辅助功能的学生以及获取调整服务的学
生。事先确定的辅助功能仅适用于成年人或团队根据需要这些功能的经展示且记录的教室已为其表明对
该功能的需求的学生。调整服务只适用于通过正式的计划（IEP 或 504）需要证明文件的学生。
确定必要的调整服务应是发展各项 IEP 或 504 计划的一部分。在选择过程中应考虑这些问题：
• 学生的学习强项和需求是什么？
• 学生的学习需求如何影响年级水平内容标准的成绩？
• 学生需要什么样的专业教学来实现年级水平内容标准？
接下来，对学生早已使用的调整服务进行讨论及复审。提问以下问题：
 学生通常在教室及考试中使用哪些调整服务？
 学生对调整服务的运作状况有何看法？
 学生已愿意使用调整服务了吗？
 家长、教师及其他人对调整服务运作的方式有何看法？
 执行已选的调整服务有过困难吗？

评估调整服务
评估调整服务的有效性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有通过仔细审查调整服务的影响才能带来改善。IEP
或 504 团队不应认为调整服务是一成不变的。
团队应每年审查：
 每项调整服务以及使用该调整服务后的考试结果
 学生对每项调整服务的运作状况的观点
 调整服务的有效结合
 教师、辅助专业人员及其他专家对调整服务运作方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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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应询问的有关评估调整服务的问题
1. 学生在课堂教学期间是否使用了在进行州或地区评估时不被允许的任何调整服务？

由于某些调整服务的性质，因此仅允许这些调整服务用于教学，而不用于考试。如果学生习惯于使
用此类调整服务，则 IEP 团队需要确保该学生了解在考试和学习期间特殊的调整服务将不可用，因
此需要以可比的方式找到在考试期间可支持学生的可接受的调整服务。
2. 选择的评估调整服务是否可接受并允许在特定的评估中使用？

在针对特定评估的可接受调整服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务必遵循特定的评估指导文件，其中将列出
可接受的调整服务。
3. 学生是否显示出对所有已选调整服务的已记录的需求？
研究表明，IEP 或 504 计划团队经常捆绑选择调整服务，如延伸时间和不同的环境。然而，学生可
能只需要这些调整服务中的一种。IEP 团队有责任确保学生既不会未充分接受调整服务，也不会过

度接受调整服务。
4. 所有已选的调整服务均在 IEP 或 504 计划之内吗？
学生的有效 IEP 或 504 计划应包含针对教学和评估的所有已选择的调整服务的证明文件。一旦在
IEP 或 504 计划中进行了记录，则必须提供调整服务。调整服务的实行是强制性的，不是可选

的。
5. 学生是否了解如何使用已选的评估调整服务？

学生应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在评估期间使用适用于他们的调整服务。确保学生愿意使用调整服务，并
在考试日之前已使用过该调整服务。
6. 学校是否有预先的规划流程，以确保对我孩子的 IEP 或 504 计划中已选择并记录的考试调整进行
实施？

调整服务仅与其适当的实施一样有效。遗憾的是，调整服务的实施可能会在考试日变得困
难，因为此时学校工作人员已分散到各个地点。对调整服务的事先规划，如安静的空间、
阅读器或已调整的形式，是评估调整服务的道德实施的关键。
最后，请确保调整服务不会造成不适当的考试实践，例如：
 考试期间指导学生
 校订学生考试
 允许学生回答较少的问题或减少所需回答的数量
 以任何形式给出考试答案的提示
 通过改写或提供额外的信息来更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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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服务指南

显示调整服务
潜在有资格的学生

提出的问题

具有阅读残障的学生，其被
定义为由于生理缺陷、感觉
障碍或认知障碍而难以或无
法通过视觉阅读标准的印刷
字体

 学生能够阅读并了解说
明吗？
 学生通常需要大声朗读
文本吗？
 学生已被证明具有阅读
障碍了吗？

教学示例







大号字体
放大设备
人工阅读器
录音磁带
电子教科书
讲话素材
（计算器、时钟、计时
器）

评估示例





屏幕/人工阅读器
文本转语音
盲文
针对数学的可视化表示
形式

答题调整服务
潜在有资格的学生
具有生理缺陷、感觉障碍
或学习障碍的学生（包括
在记忆测序、方向性、校
准和组织方面的行为困
难）

提出的问题
 学生能使用铅笔或其他书
写工具吗？
 学生是否具有影响他们
拼写能力的障碍？
 学生是否在从一页到另
一页的跟踪及保持他们
的位置方面有困难？

教学示例







抄写员
记录者
磁带录音机
在考试册子上作答
拼写及语法设备
图形组织器

评估示例





语音转文字系统
成人转录
草稿纸
词语预测

时间安排及计划调整服务
潜在有资格的学生

提出的问题

需要更多时间、无法在延伸
的时间内集中、有健康相关
的残疾、易疲劳、并且有特
殊饮食和/或药物需求的学
生

 学生能否在分配给考试
实施的整个时间内持续
作业？
 学生是否由于他们的障
碍而易疲劳？
 学生是否需要短期作业
以及频繁的间歇？

教学示例
 延伸时间
 频繁间歇
 多种考试过程

评估示例


延伸时间



频繁间歇

环境调整服务
潜在有资格的学生
在大群体环境中容易分心、
在小群体中集中能力最好的
学生

提出的问题
 学生是否因其他人而容
易分心？
 学生是否在坚持任务中
有困难？
 学生是否会表现出扰乱
其他学生的行为？

教学示例
 更换教室或地点
 耳机或头戴式耳机
 学习小隔间

评估示例
 更换教室或地点
 耳机或头戴式耳机
 学习小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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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可提供意见
在对调整服务做出决定时，每个人均有提供意见的机会，
这点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家长、特殊教育工作人员、职业教师、普通教育工作人员以及任何相关的服务
提供者。但是，不要忘了询问您的孩子。如果您的孩子不想使用特殊的调整服务，则可以考虑其他选
项。切记您的孩子将继续进行学习和发展，即便是以较慢的速度进行。随着针对学习基本技能的持续教
学，如阅读和写作，对某些调整服务的需求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许多调整服务将会是临时性
的。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对调整服务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少，而更依赖于其自己的能力。
当为您的孩子提供调整服务时，协作是必须的事项。众多人员都会负责您孩子的教育计划。您拥有一个
团队的支持。作为家长，您将希望成为该团队的积极参与者。协作可用于解决一般问题，确定所需的资
源，以及监测教学计划和调整服务使用的有效性。当您的孩子遇到问题时，不要害怕寻求援助，要始终
记得让您的孩子参与到谈话中。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学生均能培养现实生活的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写作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我们希望在此项工作中与作为合作伙伴的你们每个人一起向前发展，以便
最终我们的学校可以培养出专注于整个儿童发展的积极的学习环境。我们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在他们的教
育之旅中为下一步做好准备，同时 TNReady 是我们确保他们准备好迎接更好的机会的一种方式。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NRead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