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 
保护每个孩子的学习权利 

 
 

残障学生的高中毕业选项 
所有学生均有权利在取得高中文凭、进阶高中文凭或地方文凭之前留在学校，或留校直至他们年满 
21 岁当年的学年结束，以较早发生者为准。 

如果您是残障学生，在您 15 岁那年，您的 IEP 必须包含一个过渡计划。过渡计划应谈及您从高中毕业

有哪些选项。如果您已年满 15 岁或以上，并且还未召开会议订立过渡计划，您的家长应向学校申请

召开会议。 

您甚至可以在 15 岁之前，在为高中做规划时就开始考虑您的毕业选项。联络您的 IEP 团队，与他们展

开相关对话。如想获得有关过渡规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transition_guide.pdf 

  文凭选项  
凭借着高中文凭，您可以进入大学、军队以及职业学校。纽约州最常见的两个文凭就是高中文凭和

地方文凭。要取得高中文凭或地方文凭，所有学生必须在特定课程中获得 22 个学分（纽约市为 44 
个学分）。1 

高中文凭 
要取得高中文凭，您必须通过“4+1”的考试： 

• 以 65 分或更高的分数通过 4 项高中会考。2 必考的科目为英语语言艺术 (ELA)、数学、历史以

及科学；并且 
• 通过州批准的一项其他考试。您可以将大学预修课程 (AP) 或 SAT II 分数、州批准的职业与技术

教育 (CTE) 考试、其他高中会考考试或 职业发展和职业学习结业证书（CDOS）作为您的第五项

考试（参见第 3 页）。 
 

 

1 如想了解您所需要的课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rules-for-students/graduation-
requirements. 
2 如果您成功上诉复核介于 62-64 分之间的成绩，您将仍然能够获得高中会考文凭。如想了解有关上诉复核州高

中会考分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egents_exam_appeal_options.pdf 

注意： 
如果您计划在 2020 年 6 月和/或 8 月参加或重新参加一项高中会考，或朝着 CDOS 学时努力，或

参加英语以外语言 (LOTE) 的考试，您可能有资格在不参加考试的情况下毕业。如想了解有关 
COVID-19 免除的更多信息，请前往： 

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Grad_Requirement_Changes_COVID_19.pdf 

http://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transition_guide.pdf
http://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transition_guide.pdf
http://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rules-for-students/graduation-requirements
http://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rules-for-students/graduation-requirements
http://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egents_exam_appeal_options.pdf
http://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regents_exam_appeal_options.pdf
http://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es/default/files/library/Grad_Requirement_Changes_COVID_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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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凭 
使用“安全网”的分数要求通过“4+1”的考试，或符合“学监决定”资格的残障学生可以获得地方文

凭。 
 
安全网3 

使用“安全网”的分数要求通过“4+1”的考试的残障学生可以获得地方文凭。如果您有 IEP，您将自

动符合安全网的资格。如果您有 504 计划，您的 504 计划必须说明您符合安全网的资格。下表列出的

是每个安全网的分数要求。除非另有注明，您可以组合使用这些安全网选项。 
 

安全网 地方文凭的要求 

 
低及格分 必考的高中会考科目得分介于 55-64 分之间。 

 
 

上诉复核低及格分 

 
在最多两个必考高中会考科目上得分为 52、53 或 54 分，并且 
• 至少两次参加您上诉复核的考试； 
• 在您上诉复核的科目上用好学校的帮助； 
• 您上诉复核的科目课程为合格成绩；并且 
• 在您上诉复核的科目上得到您的老师或系主任的推荐。 

补偿 在最多两个的必考高中会考科目上得分介于 45-54 分之间，并且 

• 每有一个分数介于 45-54 分之间，要有另一个高中会考考试得分为 
65 分或以上；并且 

• 通过您得分为 45-54 分的科目的课程；并且 
• 在得分为 45-54 分的学年出勤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您不能将此选项用于 ELA 或数学考试。 
 

学监决定 
如果您有 IEP，4但借助上述安全网无法通过您的高中会考考试，则您仍然可能有资格通过学监决定取

得地方文凭。如想获得学监决定，您必须： 

 
1. 以 55+ 的分数通过数学和 ELA高中会考（或成功上诉复核 52-54 分）；或者 

获得 CDOS 毕业证书（参见第 3 页）； 
2. 参加毕业所需的全部考试；并且 
3. 在考试不及格的科目通过高中会考水平的课程。 

 
3 如想查看安全网的常见问题，请参见：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safetynet-qa.htm。 
4 如果您有 504 计划，或如果您已不再列入特殊教育，则此选项不适用于您。如果您就读于特许学校或私立学

校，则您的校长有权进行学监决定。 

http://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safetynet-qa.htm
http://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safetynet-q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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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学监决定 

您的家长或监护人必须通过书面形式向您的校长或特殊教育委员会 (CSE) 作出申请。您的校长或 CSE 
必须将您的申请转呈给学监。学监将针对您不及格的每个考试科目，查看您在相关课程的表现。学监

将考虑您的最终课程成绩和您在学年中完成的工作，例如项目、课堂作业、随堂测试和小测等。学监

将做出最后决定。如果您申请学监决定得到批准，您将毕业并获得地方文凭。 
 
 

  非文凭的选项  
拥有 IEP 并且无法取得高中会考文凭或地方文凭的学生在离校时可以获得以下两种证书中的一种：

(1) 职业发展与职业学习结业证书(CDOS)；或 
(2) 技能与成就结业证书 (SACC)。这些证书取代了不再提供的“IEP 文凭”。在单独使用时，CDOS 
和 SACC 的证书并不构成高中文凭，并且不能用于申请进入大学、军队或职业学校。 

 
 

1. 职业发展与职业学习结业证书(CDOS) 
CDOS 的结业证书旨在证明您已经为入门级的工作做好了准备。5

 

 

CDOS 证书的使用 
• 任何致力于争取高中会考文凭或地方文凭的学生都可以用 CDOS 替代他们的第 5 门考试（参见第 I 页）。 
• 任何已经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都可以在他们的文凭上加上 CDOS 作为背书。 
• 拥有 IEP 但未能通过高中会考的学生可以使用 CDOS，借助学监决定取得地方文凭（参

见第 2 页）。未能满足毕业要求的学生在离校时仅能获得 CDOS 结业证书。切记：在

单独使用时，CDOS 的结业证书并不构成高中文凭，并且不能用于申请进入大学、军队

或职业学校。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的任意一种取得 CDOS结业证书： 

(1) 完成以下所有事项： 

• 年度职业计划，记录下您的职业兴趣、优势与不足、职

业目标，以及帮助您实现这些目标的课程作业或学习经

验； 
• 在工作本位学习、CTE 课程或其他职业规划活动上积满 216 

学时（4 个学分），包括至少 54 学时（1 学分）的监督下的

工作本位学习，例如： 
→ 实习、影子实习或服务式学习（例如：SYEP；TOP） 

 
5 通过纽约州替代评估 (NYSAA) 进行评估的学生不符合获得 CDOS 毕业证书的资格。 

如想了解有关可以用于争取 
CDOS 证书的暑期工读计划 

(SYEP)、培训机会计划 (TOP) 
以及其他工作本位学习计划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 
es/default/files/library/vocational_ 

transition_services.pdf 

http://www.advocatesforchildren.org/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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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经过批准的 CTE 系列的一部分的课程 
→ 重点关注职业规划的咨询 

• 工作技能就业能力概况，由您的学校填写，显示您已掌握 CDOS 标准； 
• 离校摘要，由您的学校填写，前提是您有 IEP 

或者 

(2) 取得一个国家认可的就业能力证书。示例包括： 

• SkillsUSA 人力就业能力评估：www.careeressentials.org/assessments 
• 国家就业能力证书 (NWRC)：.http://workreadiness.com/nwrcred.html 
• ACT 国家职业就业能力证书：www.act.org/content/act/en/products-and- 

services/workkeys-for-educators/ncrc.html 
• CASAS 人力技能和认证系统：www.casas.org/product- 

overviews/assessments/WSCS 
 

2. 技能与成就结业证书 (SACC) 
SACC 仅适用于参加纽约州替代评估 (NYSAA) 的重度残障学生。如果您的父母愿意，您可以在上学

至少 12 年后（不包含幼儿园）以 SACC 离开高中。如果您取得了 SACC，您有权留校直至年满 21 岁
当年的学年结束。 

 
在您以 SACC 离校时，您将获得一张证书和学生离校摘要，上面将写到： 

• 您的技能、优势和兴趣； 
• 您达到纽约州 CDOS 标准的成就水平；以及 
• 根据 NYSAA 衡量的您的学术成就水平。 

如想获得有关 SAC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SACCmemo.htm。 
 
 
 
 

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致电联络 Jill Chaifetz 教育服务热线 

周一至周四 • 上午 10:00-下午 4:00  
1-866-427-6033（免费） 

 
 

此情况说明书并不构成法律意见。此情况说明书尝试总结现有的政策或法律，但并不陈述 AFC 的观点。如您有
任何法律问题，请联络律师或倡导者。 

© 2020 年 6 月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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