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车调查问卷 

 

为了进一步倡导为残疾学生提供更好的交通系统，纽约公共利益律师组织（NYLPI）

和特殊教育改革行动（ARISE）联盟特此面向纽约市学生和家长/监护人开展此次调查问

卷活动，以期了解其在 2017-2018 和 2018-2019 学年期间利用纽约市教育部（DOE）校车

接送的情况。我们将对您的回复严格保密。 

感谢您的参与。 

 

姓名（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居住的行政区： 

 布鲁克林 _____________ 

 布朗克斯 _____________ 

 曼哈顿 _____________ 

 皇后区 _____________ 

 史丹顿岛 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上什么类型的学校？ 

（选一个） 

 幼儿园_____________ K-12 学校 _____________ 

（选一个） 

 DOE 学校_____________  

 提供 DOE 校车接送的非公立特殊教育学校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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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孩子所在学校的名称（可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您孩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行政区： 

布鲁克林 _____________ 

 布朗克斯 _____________ 

 曼哈顿 _____________ 

 皇后区 _____________ 

 史丹顿岛 _____________ 

 纽约市以外_____________ 

 

您是： 

 学生 _____________ 

 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_____________ 

 其他（如果选这一项，那么您与学生是什么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或您的孩子是否有个别化教育计划（IEP）或 504 计划？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您/您孩子的 IEP / 504 计划是否指定了特定的交通设施，例如空调巴士？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请简要描述您孩子的 IEP / 504 计划指定的交通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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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的孩子上学享受到了什么样的交通服务？（选一个） 

 上门接送的巴士服务 __________ 巴士站到学校的巴士服务__________ 

 交通卡 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您/您的孩子通常乘坐什么类型的校车？（选一个） 

 大型/全尺寸通用校园巴士 _____________ 

 全尺寸特殊校园巴士 _____________ 

 小型旅行车/面包车 _____________ 

  

为您/您的学生提供交通的巴士公司的名称是什么？ （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您孩子今年的校车路线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EP 有关校车的所有规定是什么时候得到满足的？（选一个） 

 开学第一天_____________ 

 开学第一周_____________ 

 九月_____________ 

 十月 _____________ 

 仍未解决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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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您孩子的 IEP 未指定交通设施，例如空调巴士，您/您的孩子是否认为它应该指

定特定的交通设施吗？ 

 是 __________ 否__________ 

 如果是，请指明交通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您为什么认为 IEP 应该纳入这种交通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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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校车路线信息 

 

您或您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离您家有多远？（选一个） 

 不到半英里（0.8 公里）_____________ 

 半英里到 1 英里（0.8-1.6 公里）_____________ 

 1 到 1.5英里（1.6-2.4 公里）_____________ 

 1.5 到 5英里（2.4-8.0 公里） _____________ 

 超过 5 英里（8.0 公里） _____________ 

 

您/您孩子的预定接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_____________ 上午 

学校什么时候开始上课？_____________ 上午 

学校什么时候放学？ _____________ 下午 

放学后的预定接送时间是什么时候？_____________ 下午 

校车什么时候到您家或巴士站？_____________下午 

 

您/您的孩子是否曾经因为校车晚点而迟到或缺课？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本学年或上一学年，您/您的孩子因校车晚点或失约而迟到或缺课的情况大约有多少次？

（选一个） 

从不 _____________ 

1-5 次 _____________ 

5-10次 _____________ 

10-15 次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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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 次 _____________ 

第 3 节：问题 

您是否遇到过以下问题？ 

1）校车故障：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的话，您去年有多少次经历过这种情况？（选一个） 

 1-5 次 _____________ 

 5-10次 _____________ 

 10-15 次 _____________ 

 超过 15 次 _____________ 

 

2）校车的柴油废气： 是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的话，您去年有多少次经历过这种情况？（选一个） 

 1-5 次 _____________ 

 5-10次 _____________ 

 10-15 次 _____________ 

 超过 15 次 _____________ 

 

3）校车的温度：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的话，您去年有多少次经历过这种情况？（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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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 _____________ 

 5-10次 _____________ 

 10-15 次 _____________ 

 超过 15 次 _____________ 

 

4）关于校车接送您的孩子上下学，您是否有其他问题或经历，希望我们知道的？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的话，您去年有多少次经历过这种情况？（选一个） 

 1-5 次 _____________ 

 5-10次 _____________ 

 10-15 次 _____________ 

 超过 15 次 _____________ 

 

5）您是否知道您乘坐的巴士的司机和服务员是否接受过有关帮助满足您孩子的医疗需求

的培训？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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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投诉和反馈 

您是否曾向 DOE 学生交通办公室（OPT）客户服务中心投诉过校车服务？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您能描述一下您向他们投诉的问题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诉结果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您有疑问的时候，您是否直接联系了巴士公司？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情有改善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跟巴士公司联系过几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巴士公司或 DOE 是否曾通过乘客/顾客满意度调查征求过您的反馈或建议？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希望我们与您联系，提供有关纽约市校车的更多信息？ 

 是 _____________ 否 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联系纽约公共利益律师组织的 Paola 

Martinez Boone 或 Justin Wood： 



  
 

9 
 

betterbuses@nylpi.org  (212) 244-4664 

mailto:betterbuses@nylp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