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 | 1
與紐西蘭學校董事會
（NZSTA）合作

解決在校的問題

每位兒童與年輕人都有權接受教育。也許有時您會擔心孩子的學習需求不被滿足， 
或是擔心孩子在學校發生問題。

第一步是與孩子所在班級的導
師詳談事件始末。在問題一發
生時便與學校溝通至關重要。

您也可能會想和家人、朋友、
社群或支援團體、部族長老或
代表、或您熟識的教學助理人
員討論。

如果您已經和與您孩子最密切
互動的工作人員討論過此問
題，但仍有疑慮，以下的步驟
也許能幫助您找到解決方案。
切記，您不需要獨自解決問
題，如有需要，可以帶支持者
陪伴您。

每個學校都有其處理申訴的特
定程序。在與孩子的學校溝通
時請注意這些程序。

第一步 – 了解學校以及諮詢 
對象

索取學校的章程或策略計劃、
以及學校對於滿足學習協助需
求 (先前稱特殊教育) 的政策以
及申訴程序。

如果問題未能解決，請了解您
下一步應該與誰溝通，並安排
會面的時間。溝通對象可能是
校長，或者如果是較大的學校，
則可能為另一位資深教職人員，
例如副校長或助理校長。

約定時間會面非常重要。為妥
善處理問題，相關人員必需要
集中精力投入其中。您可能遇
到忙碌的老師或校長試著讓您
在當場即刻討論事情。

請您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請
先用一句話描述問題，然後說
「我 (我們) 真的希望能夠在沒
有干擾的情況下討論此事」。

預約面談時間可能是這個過程
中最重要的一步 ─ 由此表明這
對您是一件重要的事，也讓人
們有傾聽的時間，並找出正面
的解決方案。

第二步 – 準備

收集資訊，確認資訊正確 (作筆
記可能有幫助)。您能否清楚地
描述問題或議題？發生了甚麼
而讓您憂慮？做具體的陳述。 

找您所信任、願意傾聽的人。
他們可以建議選項、幫助您擬
定計畫，告知您如何與學校聯
繫溝通，包括您可能希望有誰
作爲支持者陪同您前往。

您也可以與專家以及了解您的
孩子以及其需求的人溝通。

向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與年輕人的 
父母、照護者與家人提供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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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 討論

您在參與會議時，需做筆記。
您可能會發現有支持者陪同將
會有所幫助。教師或校長也可
能有人陪同。 

儘可能讓討論不帶情緒：

» 對孩子的未來抱持正面的願景

» 專注於解決問題

» 重點放在議題上、孩子的需求
以及您的顧慮，而不是針對您
所交談的對象

» 找出所有選項以及最適合孩子
的解決方案

» 聆聽學校的觀點、他們的需求
及議題，並提供正面的建議 

» 具建設性

» 採用長遠的觀點並保持溝通管
道暢通

第四步 – 解決

當你們達成協議時，做成書面
紀錄並擬定實踐計畫。您也許
會想安排另一次會面，討論計
劃的進展。

如果問題尚未獲得解決

多數情況下，透過和學校討論
問題，您可找出大家一致認可
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您已
經與孩子的老師和校長交談
過，但是仍然覺得問題沒有解
決，那麼您可能想尋求其他幫
助。例如，您可以考慮與父母
支持小組或身心障礙倡導小組
溝通以尋求建議和支持。 

另外，您也可以根據教育部的
爭議解決程序*，向該部尋求協
調者的幫助。此過程是一種工

具，可幫助您和學校解決問題
並共同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

您也可以選擇寫信給學校的董
事會，他們是學校的最終決策
者。

使用教育部的爭議解決程序

如果您決定向教育部尋求協调
者的幫助，那麼教育部的爭議
解決程序部門將會提供協助，
以幫助您和學校盡快解決問
題。這是自願性的服務，不會
向學校或家長收取費用。

如果您已經與孩子的老師或校
長交談過，但是無法達成共
識，則可以使用此程序。在以
下情況下，您將無法使用此程
序：

» 您已經將您的疑慮提交給董事
會，並且它已告知您其決定

» 您已經向人權委員會或監察員
辦公室投訴。

教育部協調協助： 如果您與學
校同意，您可要求教育部提供
受過協調訓練的人員協助。他
們將幫助您與您孩子的學校溝
通，並共同努力尋找切實可行
的解決方案。

教育部審核：如果協調會議不
成功，您或孩子的學校可以要
求教育部審核。此審核將檢查
應完成的所有工作是否已完
成。

獨立調解：如果教育部認為這
將有所幫助，並且所有人都同
意，它將安排獨立調解。調解
員將舉行會議，以確保聽取每
個人的觀點，並幫助您與孩子
的學校就最適合您孩子的安排
達成協議。

請謹記，調解員的角色不在於
代表任何人發言或強制執行。
調解員的任務是幫助您和孩子
的學校一起解決問題。 

*爭議解決程序目前實施於以下六個地區：奧克蘭，旺格努伊/馬納瓦圖，尼爾森/馬爾伯勒/西海岸，威靈頓，霍克斯灣/吉斯本和豐盛灣/懷阿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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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如果問題仍未獲解
決，則家長和學校可
以選擇途徑一或二

家長和學校可以要求 
教育部協調

途徑一 –  
爭議解決程序

途徑二 –  
學校董事會

教育部安排並協調會議 

問題獲得解決
如果問題仍未獲解決，則家
長和學校可以要求進行審核

教育部教育總長審核，確認所有應該做的事情是否已經完成

或教育總長建議其他 
解決方案

如果每個人都同意獨立調解 
有助於解決問題，則由 

教育總長審批

教育部安排由獨立調解員為家長和學校進行調解

或問題獲得解決 如果問題未獲得解決，則家長
可以選擇遵循途徑二

家長可以寫信至學校 
董事會

董事會做出决定

或問題獲得解決
家長可以聯繫外部機構，

例如：人權委員會或 
監察員辦公室

家長與老師和/或校長
討論問題

注意:
» 家長可以選擇退出爭議解決程序（途徑一），並

選擇隨時寫信給學校董事會（途徑二）。

» 如果學校董事會已經考慮了該問題並做出了決
定，則不能將其提交爭議解決流程（途徑一）。

» 家長可以在任何時候聯繫外部機構，例如人權委
員會或監察員辦公室。但是，如果人權事務委員
會或監察員辦公室已經考慮了該問題並做出了決
定，則不能將問題提交爭議解決程序或學校董事
會。

將您的問題提交至學校董事會

如果您想將問題提交董事會，
則必須採用書面形式。您需要
及時提出您的請求，以便納入
他們每月會議的議程中。

董事會可能會要求您參加會議
討論該問題，或者在某些情況
下，董事會可能會組成一個委
員會來調查您的投訴。

您在與董事會開會時，可以帶
您的朋友或支持者陪同。

除非您的投訴是關於校長的，
否則董事會將要求您在向董事
會投訴前已完成了學校的投訴
程序的所有步驟。

投訴學校

如果您認為董事會未正確遵循
學校的投訴流程，或者想對流
程的某些部分提出異議，則可
以聯繫您所在地區的教育部的
教育總長。您也可以向監察員
辦公室投訴。監察員可以調查

董事會處理投訴的過程並提出
建議。

您也可以隨時與人權委員會或
兒童事務專員辦公室聯繫。

解決在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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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govt.nz

常用的联繫方式
教育部：

奧克蘭地區辦事處
電話: 09 632 9400
電子郵件: enquiries.auckland@
education.govt.nz

旺格努伊/馬納瓦圖地區辦事處
電話: 06 349 6300
電子郵件: enquiries.whanganui@
education.govt.nz

尼爾森/馬爾伯勒/西海岸地區辦事處
電話: 03 546 3470
電子郵件: enquiries.nelson@education.
govt.nz

威靈頓地區辦事處
電話: 04 463 8699
電子郵件: enquiries.lowerhutt@
education.govt.nz

霍克斯灣/吉斯本地區辦事處
電話: 06 833 6730
電子郵件: enquiries.nelson@education.
govt.nz

豐盛灣/羅托魯阿/陶波地區辦事處
電話: 07 349 7399 
電子郵件: enquiries.nelson@education.
govt.nz

國家總部
電話: 0800 622 222
電子郵件: Disputeresolution.Process@
education.govt.nz

學生權益服務處：
社區法務服務處
免費電話： 0800 499 488
http://studentrights.nz/

監察員辦公室：
免費電話： 0800 802 602
電子郵件: info@ombudsman.parliament.nz

兒童事務專員辦公室：
免費電話： 0800 224 453 
電子郵件: advice@occ.org.nz

人權委員會：
免費電話： 0800 496 877
電子郵件: infoline@hrc.co.nz

如需更多資訊：

如需更多有關爭議解決流程的資訊，請登入：

給學校的資訊 http://www.education.govt.nz/working-with-parents-to-
resolve-problems-about-learning-support

給家長的資訊 https://parents.education.govt.nz/resolving-problems-about-
your-childs-learning-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