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MONT 聯合學區 

學生註冊申請表 過渡幼稚園–12年級 

For Office Use Only: 

School Year:                                      Gr                  

School of Resid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ent ID #:                                                                       

 
 

學生法定姓名      男  女  非二元性別 

姓 名 中間名 

學生地址    公寓  #     城市   郵遞區號  

學生出生日期    出生城市    出生州    出生國家     
月          日 年 

 

學生醫療資料  

你的學生有甚麼醫療狀況嗎?    無  有 

如 果 ”有 ”, 請列出狀況 (例如：過敏，氣喘，糖尿病，癲癇等等):    

您需要Health Care保險的協助或資源嗎? 不需要   需要 
 
學生過去學校資料 

學校    城市    州   學區   最後一天上學日期   

學生的兄弟姊妹資料  

兄弟姊妹 #1   年級         學校  兄弟姊妹 #2   年級          學校    

學校/學區可動性 

您的學生曾經在美國就讀過公立學校嗎 ?   否   是  

如 果 ”是 ”， 您學生第一天上學日期 ?    

您的學生曾經在Fremont聯合學區註冊過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該學生第一次就讀Fre m ont聯合學區的學校是甚麼時候 ?    日期     學校  年級   

您的學生是否曾經從在美國的學校退學 ?      否   是  

如 果 ”是 ”， 最近一次重返美國學校就讀的日期 (幼稚園‐12年級 )?    

其他學生資料  

有任何生效的限制令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限制令對象?      提供證明嗎?  無   有 

您的學生曾經留級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哪一年級?    

您的學生曾經考過加州英語發展測驗(CELDT,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Test)嗎?    否   是  不知道 

您的學生曾經註冊過移民教育計畫 (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嗎?     否    是   不知道 

貴子弟正在接受任何以下服務嗎?     504 計畫    GATE (資優)      其他   

   特殊教育 (IEP):      

列出服務種類 (例如: ED / LH / RSP / SDC / SLD/ Speech, 等等) 

您的學生目前依加州教育法令被開除或在開除審核中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哪所學校和學區?    

貴子弟曾被任何學校停學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哪所學校和學區?    

學生種族和族裔資料 

您的學生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嗎?   否   是   如 果 ”是 ”， 您的學生剛到美國嗎?   否   是 

請勾選一或多個您認為您的學生所屬的種族: 

美國印地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具有任何北美和南美原住民血統，包括中美洲，並仍舊歸屬部落或與社區關聯者) 

亞裔 :              中國人          日本人        韓國人        越南人         印度人     寮國人     高棉人      
其他亞裔    
太平洋島嶼人:  夏威夷人  關島人  薩摩亞人  大溪地人  其他太平洋島嶼人    
菲律賓人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白人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gg Rvsd 11/29/2018 

FOR Proof of Birth Proof of Residence Immunizations Health 
Requirements 

Entry Reason/Code 
 

Application Verified By: 

 

Initials     

 

Date     

 Time      

STAFF 
USE 
ONLY 

 Birth Certificate 

 Passport 

 Other    

 Own  Rent 

 D/R 

 McKinney‐Vento 

 County Record 

 Yellow Card   

 CAIR 

 Physician’s Report 

 School Record 

 Other    

TK/Kinder/1st 

Grade 

 Physical 

 Dental 
 Waiver 

 New enrollment 

 Returning student 

 Inter/Intra District 

Transfer 
 Other    



 

FREMONT 聯合學區  
學生註冊申請表(續) 

填寫此表格者的姓名  (請正楷填寫):               家長/法定監護人簽名:            日期: 
 
 
 
 
 

    

居住資料  

學生和誰居住:    父母雙方     只和父親住     只和母親住     共同監護權     法定監護人     養父母 

 父親和繼母     母親和繼父    保母  (詳情請致電Please call 657‐2350, 分機 12367)  

 

  

 

 截至今日，上列學生: 

 住在單獨家庭的永久住處 (房子, 公寓, 共渡, 活動屋)     

 住在庇護所    

 住在行動旅館/旅館   

 住在車裡     

 

 暫時和他人共居一室 (因經濟困難或類似原因和他人共同

居住)   

 住在公共場所 (如公園) 或廢棄建築物  

 等待寄養安排中  

 住在任何這些住處的移民學生  

 其他     
 家長/監護人資料:  

 

 母親  父親  監護人  繼母   繼父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                                       名 
 

 出生日期  _______ 連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地址 :           
 
 最高學位: 

 高中未畢業   高中畢業                 部分大學/AA 學位  

 大學畢業 (學士學位)            研究所 (碩士或博士) 

 軍隊服役  (全職軍人):  否  

如 果 ”是 ” :  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海岸警衛隊 

 Parent/Guardian ID: 
 
 Driver’s  License 
Passport 
 Other:  
 

 

 家長/監護人資料:  

 

 母親  父親  監護人  繼母   繼父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                                       名 
 

 出生日期   _______ 連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地址:           
 
 最高學位: 
 高中未畢業  高中畢業                 部分大學/AA 學位  

 大學畢業 (學士學位)            研究所 (碩士或博士) 

 軍隊服役  (全職軍人):  否  

 如 果 ”是 ” :  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海岸警衛隊 

  Parent/Guardian ID: 
 
 Driver’s  License 
Passport 
 Other:  
 

 家長/監護人資料:  

 

 母親  父親  監護人  繼母   繼父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                                       名 
 

 出生日期   _______ 連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地址:           
 
 最高學位: 
 高中未畢業  高中畢業                 部分大學/AA 學位  

 大學畢業 (學士學位)            研究所 (碩士或博士) 

 軍隊服役  (全職軍人):  否  

 如 果 ”是 ” :  陸軍  海軍  空軍  海軍陸戰隊   海岸警衛隊 

  Parent/Guardian ID: 
 
 Driver’s  License 
Passport 
 Other:  

 



 

                                                                   Fremont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 Assessment Center                School Year/學年        

                                                        HOME LANGUAGE SURVE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使用語言問卷調查表            FUSD Student Number/學生證號碼 
PLEASE COMPLETE FORM AND WRITE FIRMLY IN P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力填寫本表所列細節          Today’s Date  / 今天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M男  _____F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Name of Student                            First Name of Student                          Gender / 性別        Date of Birth/ (MM/DD/YY) 

學生姓氏                                                 學生名字                                                                   出生日期  (月／日／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Phone / 家庭電話號碼                                        Work Phone / 工作電話號碼                                        Cell Phone / 手機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ent’s Country of Birth / 學生出生國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w  School in Fremont    Start Grade at the New  School in Fremont/          First Day at the New  School in Fremont 
新入菲利蒙學校的名稱    新入菲利蒙學校的年級            新入菲利蒙學校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Previous School / 之前就讀的學校            City, State, Country / 市, 州, 國                  Grade Completed / 已念完年級 When? 何時?  

 
Has the student ever attended K-12 school in USA? ______  Names of CA public schools attended            City             School Year      Grade 

貴子弟曾在美國的學校 (K-12) 就讀嗎?                   曾就讀過的加州公立學校的名稱                      市  學年                  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 
When (start date)? 何時 (開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 
Has the student ever attended K-12 public school in CA?____                
貴子弟曾在加州的公立學校(K-12)就讀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 

 

The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306a requires schools to determine the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by each student.  This 
information is essential in order for schools to provide meaningful instruction for all students.  Your cooperation in helping us 
meet this important requirement is requested.  Please answer all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加州教育法律 306a 規定本州各學校必須調查以得知學生在家使用的語言。該項調查可以提供校方作為學生教育計劃的依據。

敬請貴家長通力合作藉以满足这重要需求。依此務請回答下列各項問題。在此謝謝家長的協助及合作。 

 

 

1. What language did your son/daughter learn when he/she first began to talk? 

貴子弟初學說話時使用何種語言 ?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at language does your son/daughter most frequently use at home? 

貴子弟在家中常用何種語言 ?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most frequently to speak with your son/daughter? 

貴家長常用何種語言與子女交談 ? _____________________ 

------------------------------------------------------------------------------------------------------------------------------------------------------------------------ 

4. What is the language most often spoken by the adults at home? 

家中成年人常使用何種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E: When you indicate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we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test your child’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306a).  You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results of that test.  

注意：當貴家長書明除了英語外幷且使用其他語言時，學區將依法對貴子弟進行英語能力測驗 (加州教育法律 306a)。幷將測驗

成績通知貴家長。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PER-LS 77R-6/7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English/Chinese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FREMONT 聯合學區 

居住聲明 

我明瞭加州教育法案和學區委員會在就學區域的規定中，要求學生在其家長居住就讀範圍內的學區和學校註冊和就讀(當該校有

空位時)。 
 

本人,                                                                            , 保證我的學生,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學生姓名) 
 

于                               和我同住在此 Fremont 聯合學區就讀範圍內的住宅       
           (今天日期)          (房產地址) 
 

 (根據委員會 5111.1 條規章，每週至少五個上學日的晚上) 和我同住。 
 

此外, 我了解如果我搬離以上地址，而未在五天內通知學區將視同偽造。如果此聲明被發現不實，我要負責我孩子每年大約

$6,000 的教育花費，而且我的孩子會被退學，並轉回他(她)居住區域的所屬學校。當我或我的孩子搬離此地址時 , 在五個上學日

內通知學校註冊組/秘書是我的責任。 

 

依照加州規定, 我已附上下列 2019/2020 學年註冊所需的二份居住地址證明 (教育法令 48204.1)。(必須是 30-45 天內的最新文

件)。 

➢   2018-2019 地產稅單，最新的貸款單或最終的過戶文件/最新的租屋契約 

➢   水電服務開始契約/服務確認，報單或付款收據 

➢   薪水支票存根 

➢   政府機構回覆文件 

➢   選民登記卡 

 

我聲明以上資料正確屬實，以上學生住在我的住處，並且我已滿十八歲，依據加州法律，若有不實願受偽證法制裁。我明白假若此學生不是

全時間在學區的範圍內居住，或學生的安排與以上提供的資料不符，他/她將不能在 Fremont聯合學區內就讀。 

 

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名:                                                                                        

 
        

地址 (包括門號，街名，州，郵遞區號)  住家/手機號碼  
  

For school use only: 
Proof of residence verified on    by   . 

  Today’s Date District Administrator or Designee 
 

入學狀況  

 
  目前您學生居住範圍內的學校可以容納貴子弟。我們預期貴子弟的就讀學校不會改變。如果我們需要將貴子弟轉學到其他

學校，您將會收到通知。 

 目前您居住範圍內的學校暫時可以容納貴子弟。秋季時我們可能有貴子弟的名額，因為有些超額分發到他校的學生在學年

中這個時間不會回本校上學。這些學生在秋季時比貴子弟有入學優先權。 一旦秋季入學情況確定時，如有改變，我們會

儘快通知您學生的安排。 

 目前您居住範圍所屬學校已經額滿。貴子弟將會被安排到一個可以容納他/她的學校。依貴子弟被安排的學校距離，可能

會有上下學交通車服務。當居住範圍內的學校有空位時，學生會依年級和註冊日期被轉回該校。您的註冊日期已標示在

此表格上。如果您選擇今年不回到居住範圍內的學校，他/她在優先名單上的位置將會保留到下學年開學的第一天。然

而，其他學生可能已接受了空位，他們明年將不會為了容納貴子弟而被調離。開學第一天未回到學校報到將導致失去在

居住範圍所屬學校內的優先權。如有足夠名額，所有的學生都要在秋季回到居住範圍內的學校報到。 

請在下方簽名，表示您完全明白貴子弟的入學情況和以上登記入學的程序。  

 

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名:   



SSS-ly-7/24/19 

FREMONT 聯合學區 

健康歷史檢驗 

(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姓, 名):  學校: 
 

出生日期: 年齡: 年級: 性別: 女 男         拒絕陳述 

 

特殊教育: 否 是  ( ED / LH / RSP / SDC / SLD ) 504 計劃:  否 是 

 

目前健康狀況 

過敏 哮喘 抽搐症/癲癇 

糖尿病 頭痛/偏頭痛 心臟狀況 

視力(戴眼鏡/隱形眼鏡)  聽力困難/感染 語言困難 (口齒不清, 口吃) 

 體重問題 特殊或不良飲食習慣 飲食或營養問題 

經常感冒或喉嚨痛 四肢或關節疼痛 身體殘障 (請在以下說明) 

請解釋以上任何選項:  

 

 

學生現在正在接受醫生治療嗎? 否   是  

原因/狀況?    

 

 

藥物 – 請列出您學生現在正在服用的藥物名稱和劑量:  

 

 

手術或意外: (譬如:  眼/耳手術, 骨折, 頭部創傷等等) : 

 

 

 

家長/監護人授權:   我在此授權 Fremont 聯合學區的員工和我學生的醫療人員溝通，也了解員工可以在

需要時取得健康資料。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醫生姓名      醫生電話號碼 

 

 

身體檢查部份需要學生的醫生填寫。 

 

請注意：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幼稚園（進入公校第一年的一年级）學生必須完成身體和牙齒檢查。身體

檢查報告紀錄文件必須在2019年3月1日之後的幼稚園學年內完成。 

 

如果學生在2019年3月1日之前做了身體檢查，學生在幼稚園學年任何時間內進行下一次例行身體  

檢查約會時，帶着註册時提供的健康歷史檢驗表格，讓醫生填妥後交回就讀的學校。 

所有學生必須填

妥此表格。 
註冊時交回學生

支援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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