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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 个性化教育计划（IEPS）和 504 个计划可以为在学校中挣扎的 K-12学生提供正

式的帮助。它们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却非常不同。此图表将它们并排比较，以

帮助您了解差异。 
 

IEP 504计划 

基本说明 儿童在学校特殊教育

经历的蓝图或计划。 

学校将如何提供支持和消除

残障学生障碍的蓝图或计

划。 

它能做什么 提供个性化的特殊教

育和相关服务，以满

足儿童的独特需求。 

这些服务是免费向家

庭提供的。 

提供服务和改变学习环境，

使学生能够与同伴一起学

习。 

与 IEP一样，向家庭免费提

供 504计划。 

法律适用 在残障人教育法的个

人（IDEA） 

这是联邦针对残障儿

童的特殊教育法。 

1973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 

这是一项联邦民权法，旨在

制止对残障人的歧视。 

谁有资格 要获得 IEP，有两个

要求： 

1. 儿童患有 IDEA中列

出的 13种残障中的一

种或多种。该法律列

出了特定的情况，例

如学习障碍，多动

症，自闭症等。 

要获得 504计划，有两个要

求： 

1. 儿童有任何残障。504节涵

盖了学校中的各种不同挣扎

情况。 

2. 残障必须干扰孩子在普通教

育教室学习的能力。 

第 504节对残障的定义比

IDEA更为广泛。（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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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残障必须会影响孩子

的教育表现和/或学习

从能力和效益一般的

教育课程。孩子必须

需要专门的指导才能

在学校取得进步。 

残障必须极大地限制一项或

多项基本生活活动。这可能

包括学习，阅读，交流和思

考。）这就是为什么不符合

IEP资格的孩子仍然可以获

得 504计划的原因。 

独立教育评估 家庭可以要求学区支

付外部专家进行的独

立教育评估

（IEE），学区不必

同意。 

家庭总是可以自己支

付外部评估的费用，

但是学区可能没有给

予太大的重视。 

不允许家庭要求 IEE。与

IEP评估一样，家庭总是可

以自己为外部评估付费。 

谁来启动 关于谁参加有严格的

法律要求。IEP由 IEP

团队创建，必须包

括： 

• 孩子的父母或照顾者 

• 至少一名儿童的通识

教育老师 

• 至少一名特殊教育老

师 

• 可以解释评估结果的

学校心理学家或其他

专家 

有关 504小组成员的规则比

针对 IEP的规则不太明确。 

504计划是由一组熟悉孩子

并且了解评估数据和特殊服

务选项的人员创建的。这可

能包括： 

• 孩子的父母或照顾者 

• 普通和特殊教育老师 

• 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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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管理特殊教育服

务的地区代表 

除少数例外，整个团

队必须出席 IEP会

议。 

这里面包括什么 IEP设定学习目标并

描述学校将提供的服

务。这是一份书面文

件。 

以下是 IEP必须包括

的一些最重要的内

容： 

• 孩子目前的学业和功

能表现水平-孩子目前

在学校的表现 

• 儿童的年度教育目标

以及学校如何跟踪进

度 

• 孩子将获得的服务-这

可能包括特殊教育，

相关，补充和延长学

年的服务 

• 服务的时间安排-何时

开始，它们出现的频

率以及持续的时间 

• 任何照顾 -改变孩子的

学习环境 

• 任何修改-改变儿童的

预期学习或知识 

没有标准的 504计划。不像

IEP，504计划不具备成为

一个书面文件。 

504计划通常包括以下内

容： 

• 为孩子提供的特殊照顾，支

持或服务 

• 提供每项服务的人员名称 

• 负责确保计划实施的负责人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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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如何参加标准化

考试 

• 如何将孩子纳入普通

教育课程和学校活动 

注意 当学校要更改孩子的

服务或安排时，必须

在更改之前以书面形

式告知家庭。这称为

事先书面通知。任何

IEP会议和评估也需

要通知。 

在 IEP意见分歧的情

况下，家庭也拥有“保

留”权利以保持服务到

位。 

学校必须将安排情况的评估

或“重大变化”通知家庭。注

意不一定是书面形式，但大

多数学校还是这样做。 

同意 父母或照顾者必须以

书面形式同意学校评

估孩子。他们还必须

以书面形式同意学校

才能在 IEP中提供服

务。 

学区评估孩子需要获得父母

或监护人的同意。 

审查和修订的频率 IEP小组必须至少每

年检查一次 IEP。 

必须每三年对孩子进

行重新评估，以确定

是否仍然需要服务。 

规则因州而异。通常，每年

都会审查 504计划，并且每

三年或在需要时进行重新评

估。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your-childs-rights/basics-about-childs-rights/prior-written-notice-your-right-to-hear-about-changes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your-childs-rights/basics-about-childs-rights/stay-put-rights-what-they-are-and-how-they-work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your-childs-rights/basics-about-childs-rights/stay-put-rights-what-they-are-and-how-they-work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evaluations/evaluation-basics/reevaluations-for-special-education
https://www.understood.org/en/school-learning/evaluations/evaluation-basics/reevaluations-for-special-education


 

IEP 504计划 

如何解决争议 IDEA为家庭提供了

几种解决纠纷的方法

（通常按此顺序）： 

• 调解 

• 正当程序投诉 

• 解决会议 

• 民事诉讼 

• 国家投诉 

• 诉讼 

504节为家庭提供了几种解

决与学校分歧的方案： 

• 调解 

• 替代性纠纷解决 

• 公正的听证会 

• 向民权办公室（OCR）投诉 

• 诉讼 

资金/费用 学生免费获得这些服

务。 

州为拥有 IEP的学生

提供额外的资金。 

学生免费获得这些服务。 

州没有为拥有 504个计划的

学生提供额外的资金。但

是，联邦政府可以从不符合

为残障儿童提供服务的法律

义务的计划（包括学校）中

提取资金。 

IDEA资金不能用于为 504

个计划的学生提供服务。 

知道 哪些法律在做什么，对于理解 IEP 和 504 计划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了解有关特殊

教育术语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是老师，请学习 在 IEP 中寻找的五个重要内容以及 如何阅

读 504计划。 

并且，如果您需要在您所在州导航特殊教育法方面的帮助，请考虑与当地的 家长培训和

信息中心联系。那里的人可以回答有关您所在地区的问题并提供实用建议。 

查看显示 IEP 内容的 视觉辅助工具。或者您可以下载 样本 504 计划。 

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 IEP和 504计划比较的信息吗？观看专家的解释，他们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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