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註冊申請表 
（請列印） 必須由家長/法定監護人填寫  （請列印）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請圈選一項：    男性    女性 住家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實際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同住的人 - 請圈選一項：    家長     母親     父親  監護人：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安全號碼（自願選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驗證應依循本地學校委員會政策） 
 
母親/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監護的特殊資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情況聯絡人： (請列出非您本人的電話號碼) 
 
緊急情況聯絡人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情況聯絡人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允許下列人員接送我的子女 
（需遵照學校系統的接送程序）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次就讀學校的名稱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披露您子女的社會安全號碼 (SSN) 係出於自願。如果您選擇不提供 SSN，我們會編排一組臨時識別碼作為替代之用。依據 Ala. Admin. Code  

  §290-3-1-.02(2)(b)(2) 的規定，在學校註冊時要求提供您子女的 SSN 以便使用。這是用來在全州範圍學生管理系統中作為身分識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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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和種族：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請回答問題 1 和 問題 2 
 

問題 1：這位學生是否為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僅可選擇一種族裔： 

 不是，這位學生不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 

 是，這位學生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 (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中南美洲或其他無論何種族但生活於西班牙文化或

原籍西班牙的人。) 

 *上述部分是有關族群而非種族的問題。不論您在上述問題中回答的選項為何，都請繼續回答下列問題二，勾選一個或多個

方框，指明這位學生 (或您) 所認同的種族為何。 

 

問題 2：這位學生的種族為何？請選取一項或多項： 

 美國本土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本土居民。具有北美、中美、南美等任何原住民血統，以及與這些原住民有血緣或地緣

關係者。 

 亞裔。具有遠東、東南亞或印度次大陸 (包括例如柬埔寨、中國、印度、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

群島、泰國和越南等地) 人之血統者。 

 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具有任何非洲黑人種族之血統者。 

 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群島居民。具有夏威夷、關島、薩摩亞或其他太平洋島民的血統者。 

 白人。 具有歐洲、中東或北非之血統者。 

 

 Office use only: 

 
 
Ethnicity - Choose only one: 

 _____ NOT Hispanic/Latino 

 _____ Hispanic/Latino 

Race - Choose one or more: 

 _____ American Indian or Alaska Native 

 _____ Asian 

 _____ Black or African American 

 _____ Native Hawaiian or Other Pacific Islander 

 _____ White 

Date: Staff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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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要求資訊 

 

軍人 

 學生家庭為現役軍人家庭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學生家庭為國民警衛隊或後備軍人家庭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學齡前教育 

 幼兒啟蒙計劃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一級資助學齡前教育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中心式的兒童照顧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家庭式的兒童照顧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家訪計劃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其他學齡前教育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無學齡前教育 - 確認是否未曾接受學齡前教育   受補助特殊教育            請圈選一項：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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