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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学校：   

所有新生在报名时必须提供居住证明，所有在校生必须每年提供居住证明。 

父母/监护人文件一览表： 

     出生证明 社会安全卡 免疫证明 
     眼睛、耳朵和牙齿检验证明 
     成绩单 

     标准考试成绩（CRCT、EOCT、GHSGT） 

    证件照 

     居住证明** 

     退学表 
     居住宣誓书 

**请访问 APS 网站（http://www.atlanta.k12.ga.us/Page/34748）了解居住证明文件信息 
 

 

 

学生信息 

姓： 名： 中间名字： 后缀： 

年级： 性别： 当年年龄： 出生日期： 社会安全号： 

出生州： 出生国：（如果为非美国） 进入美国的日期： 进入美国学校的日期： 

家庭电话： 学生移动电话： 

家庭住址：（街道住址） 单元号： 城市名： 州： 邮编： 

学生是否居住联邦补贴房？ 

是  否 

学生是否有个别化教育方案 

（特殊教育） 是 否 

学生是否参加 ELL/ESOL 项目？ 

是  否 

学生是否（曾）参加精英/挑战 计

划？ 
是  否 

学生是否有 504 计划？ 

是 否 

学生是否（曾）参加学生辅助小组？ 

是  否 

过去三年中家庭是否曾在其他国家生 活

？ 

是  否 

为了给您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我们需要确定他或她英语的讲说和
理解情况。这项调查有助于学校工作人员决定你的孩子是否会成为额
外英语语言支持的候选人。语言支持的最终资格基于英语语言的评估

结果。若是，你的家庭何时迁往富尔顿县？ 

学生的第一语言是什么？  学生在家说的最多的语言？ 

学生最常说哪种语言？ 成年人在家里与孩子说话时最经常使用的是哪种语

言？ 

哪种语言目前你的孩子能理解或说？ 

如果可能的话，你会更喜欢学校的活动通知，除

英语以外的语言？  是  否 

 

如果是的话，哪种语言？ 

孩子的种族（多选） 

美国印第安或阿拉斯原住居民（起源于北美或南美（包括中美）的原有民族，而且仍保有部落 关系
或社区归属感。） 

亚洲人 （起源于远东、东南亚或印度次大陆（包括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和韩国、马 来
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群岛、泰国和越南等）的原有民族。） 

黑种人或非裔美国人 （起源于非洲黑人种族——包括加勒比海岛居民或其他非洲裔。） 

夏威夷或其他太平洋岛屿原住居民 （起源于夏威夷、关岛、萨摩亚或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原有 民族。
） 

白人 （起源于欧洲、中东或北美的原有民族。） 

您的孩子是不是西班牙人/拉美人？ 

否，不是西班牙人/拉美人 

是，是西班牙人/拉美人（古巴、墨 

西哥、波多黎各、中美、其他西班牙文 化或

起源的人，无论种族如何。） 

SCHOOL USE ONLY 
STUDENT HOUSEHOLD NAME:   

Student ID #:     Grade:  Homeroom:  Counselor Name:  Advisor/Teacher:   

Transportation:   Bus #:      Walker 

Special Education     Student Support Team 
  Car 
    ESOL 

  Day Care Bus 
  504 

  After-School Program 
    Gifted 

Conditional enrollment is only available during the school year. Students pre-enrolling or enrolling before school starts are 
not eligible for Conditional Enrollment. 
     30 Day Conditional Enrollment Granted 

Items Needed To Complete Enrollment: 
     BIRTH CERTIFICATE 
     EYE, EAR & DENTAL CERTIFICATE 
     REPORT CARD/TRANSCRIPT 
     PROOF OF GUARDIANSHIP 

7 Day Conditional Enrollment Granted Ending Date   

     SOCIAL SECURITY CARD 
     PHOTO IDENTIFICATION 
     PROOF OF RESIDENCY 

     IMMUNIZATION CERTIFICATE 
     WITHDRAWAL FORM 
     RESIDENCY AFFIDAVIT 

School Records requested from   Date:   Received:   

School Records requested from   Date:   Received:   

Registration Personnel 

http://www.atlanta.k12.ga.us/Page/34748


新生入学表 

日期 ： 学校： 

Rev. 03-2015 

 

 

过去三年中，您的家庭是否曾因工作原因而迁往他州、县或市？ 是 否 
如果是，您的家庭何时迁往所居城/镇？    

过去三年中，您的近亲中是否有人从事以下职业（无论是兼职还是临时）？    （多选） 

     农业；种植/采摘番茄、南瓜、葡萄、洋葱、草莓、蓝莓等水果或蔬菜 
     种植或砍伐树木（纸浆用木材）/捡拾松针 农产品加工/包装 
     奶场/家禽/家畜 肉类包装/肉类加工/海产品 
     捕鱼或开渔场 其他（请注明职业）：   

之前就读的学校 

幼儿园: 无 早期启蒙 乔治亚州彩票资助的学前班 Title 1 教育项目资助的学前班 3 岁孩子特殊教育 

4 岁孩子特殊教育 私人学前班 其他学前班项目 

中学经历：请确认学生第一次升入九年级的年份： 

之前是否就读于亚特兰大公立学校？ 

是  日期： 否 

上一学校是否为亚特兰大公立学校？ 

之前就读学校（如果不是亚特兰大公立学校）：: 

之前学校的地址（市/州/邮编）： 之前学校的电话： 年级 退学日期： 

学生现在是否休学或被学校开除？ 

否  是 

学生是否曾被学校开除？ 

否 是 

休学/开除的原因： 

在亚特兰大公立学校就读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女 

兄弟姐妹当前就读的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名称： 年级： 

兄弟姐妹的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女 

兄弟姐妹当前就读的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名称： 年级： 

兄弟姐妹的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女 

兄弟姐妹当前就读的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名称： 年级： 

兄弟姐妹的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别： 

男女 

兄弟姐妹当前就读的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名称： 年级： 

PARENT / LEGAL GUARDIAN INFORMATION 

与学生共同生活的人员：父母 仅母亲 仅父亲 法定监护人 养父母 祖父母 
其他：_   
（如果是除父母之外的人员，则需要有法律文件。） 

学生一般应由录取者办理退学。办理学生入学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可向学校提供书面许可或父母/监护人证件照副本，以便其他人员办理退学。 

家庭住址： 楼号： 城市： 州：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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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 

法定监护人 

姓： 名： 中间名首字母： 

家庭电话： 工作电话： 家长手机： 其他号码： 

婚姻状况： 老板： 接受的最高教育： 是否讲英语？ 

是 否 

邮箱地址： 現役軍人？ 

是 否 

是否从事联邦财产工作？ 

是 否 

是否依靠联邦财产生活？ 

是 否 

母亲 父亲 

法定监护人 

姓： 名： 中间名首字母： 

家庭电话： 工作电话： 家长手机： 其他： 

婚姻状况： 老板： 接受的最高教育： 是否讲英语？ 

是 否 

父母邮箱地址： 現役軍人？ 

是 否 

是否从事联邦财产工作？ 

是 否 

是否依靠联邦财产生活？ 

是 否 

紧急联系人 
学生可由此人接走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姓名： 关系： 联系电话： 
是 否 

父母/监护人居住通知 
要就读于亚特兰大公立学校，学生必须与亲生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看管人长期居住在亚特兰大市。根据这一政策，市民是指长期居住 
于亚特兰大市的人员，且在上学时间内，如果不工作或不在学校，那么应该在其声明的住处。在亚特兰大市有财产，但不居住在该市的人 
员不视为居民。如果居住地有变化，父母应在十四（14）天内通知亚特兰大公立学校。 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代表可以前往您家确认是否
居住。以虚假信息非法进入亚特兰大公立学校的学生将立即勒令退学。父母和监护人做出 虚假声明或提供虚假文件的，属违反乔治亚州
刑事法律 O.C.G.A. §16-9-2, §16-10- 20 和/或§16-10-71，会被处以 1000.00 美元及以下罚 款，或处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或两者
兼施。O.C.G.A. 16-10-71。 

父母/监护人签名 
我宣誓或申明，提供的以下信息真实正确。 

   
 

  _ 

父母/法定监护人签名 
 

日期： 

父母/法定监护人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