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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 

多语种课程及项目办公室 

办理新移民学生入学注册手续 

(我们将为有需要的家长及学生提供翻译服务) 

  

时间：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25 日 

地点： 

费城教育局总部（440 N. Broad Street）一楼 1058 室 

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费城教育局 
2017-2018 学年入学报名规定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SDP Enrollment Guideline 

7/2017 Chinese 

综述： 

如果学生申请入读任何学校，只要学生住在该校就近入学范围内，该校应当负责完成其注册手续；如果学生不住

在其入学范围内，该校应立即准确告知学生应当在哪个学校注册。 

 

除非已经完成学业并已毕业或根据合法程序已被开除学籍，住在学校就近入学范围内的学生 21 岁之前都享有入

读该校的法定权利。因此，如果这类学生希望返回学校就读，学校必须允许他们注册或重新注册，进入其白天上

课的常规班级学习。 

程序： 

从即日起，以下费城教育局学生入学报名程序生效，以前相关程序及做法均失效。  

 

家长带子女前来报名后的第一个上学日，学生就应该被允许入该校上学；在任何情况下，教育局收到需递交的入

学报名材料的五天之内，学生必须被允许入校上学。（22 Pa. Code §11.11(b) ） 

家长必须提供的信息： 

为了维护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学校可以要求家长递交以下文件：  

 注册时递交一份家长/监护人的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学校将其存档，以便核实那些被授权接送

学生上下学的人士的身份  

 另外，学校可以要求家长递交学生的医疗或体检记录、学业记录、出勤记录、个人教育规划以及其它特

殊教育记录，以便把学生安置在设有相应水平支持服务的恰当年级/班级。 

请注意：尽管学校可以索要这些信息，但他们不能以此作为办理入学手续或录取学生的先决条件，也不能以家

长尚未递交这些信息为由而延迟办理注册或入学。学生入读学校后，学校可以继续督促家长/监护人递交这些信

息。 

家长必须递交的各类文件  

1) 子女年龄证明（必须递交以下文件中的一种） 

 有效文件包括（以下为举例，并非完整清单）： 

 子女的出生证 

 子女出生证的公证件 

 子女的有效护照  

 注明子女出生日期的洗礼证书原件 

 注明子女出生日期的洗礼证书的公证件或认证件 

 家长或其他亲属所做的经过公证、说明子女出生日期的证词 

 注明子女出生日期的、以往的学业记录 

 

2) 预防接种记录（必须递交以下文件中的一种） 

 有效文件包括：  

 子女的疫苗接种记录  

 子女以前所就读教育局或某诊所出具的书面证明，说明其已经接种必须接种的疫苗，或者正在接种这

些疫苗。  

 子女以前所就读教育局或某诊所出具的口头证明，说明其已经接种必须接种的疫苗并将发出疫苗接种

记录。 

http://www.pacode.com/secure/data/022/chapter11/s11.11.html


费城教育局 
2017-2018 学年入学报名规定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SDP Enrollment Guideline 

7/2017 Chinese 

 

有关疫苗接种记录的各类豁免 

 (a)  出于医学原因豁免疫苗接种 。如果医生或其指定者出具书面证词，说明接种疫苗可能对该学生健康

有害，学生不需接种疫苗。如果医生认定接种疫苗不再对学生健康有害，学生必需根据本章节要求接种

疫苗。  

 (b)  因为宗教信仰或医学原因缘故豁免疫苗接种。如果出于宗教信仰或类似宗教信仰的强烈的道德或伦

理的缘故，家长、监护人或已法定自立的学生书面反对接种疫苗，学生不需接种疫苗。 

注意：如果学生已经开始接种各种疫苗系列，学校可以为其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学生必须继续按时接受

疫苗接种（如：学生打了第一针的三十天后应当打第二针）。请点击此处查看费城医疗卫生部疾病控制

局免疫项目所规定的学生入学之前必须接种的疫苗。 

  

3) 住址证明（只需提供以下文件中的两(2)份） 

学校核实住址时应当灵活处理，应当考虑学生家庭的具体情况下哪些信息是合理的。有效文件包括： 

 

1. 房契 10. 交通部(DOT)颁发的有效身份证  

2. 按揭贷款结算单 11. 最近的信用卡帐单 

3. 近期（煤气、电、有线电视、电话）帐单  12. 最近的车辆登记卡 

4. 最近的房产税账单 13. 列有目前住址的选民登记卡  

5. 列有目前住址的有效驾照或住址变更卡 14. 列有目前住址的银行对账单 

6. 列有目前住址的社会保险局信函 15. 联邦税局 IRS 对账单或其它工资及税收对账

单，如：W2, 1040, 1099表 

7. 列有目前住址的公众补助办公室信函 16. 列有目前住址的、雇主发出的最近工资存根 

8. 如果学生由儿童寄养/看护机构照顾，儿童寄养

/看护机构及/或民政局出具的信函为有效注册

材料 

17. 无家可归学生注册时，有关其收容安置或居住

的信函有效 

9. 列有家长／合法监护人及子女姓名的租房合同

原件 

18. 经过签名的房产销售协定，之后在房产交易结

束后的 45 天之内出示交易结算文件的原件 

 

4） 家长注册申明（学校提供的学生入学注册表 EH-40 中包含该申明） 

学生入读任何学校之前，家长应当作出宣誓申明，证实学生是否曾因在校涉及毒品、酒精饮品、凶器、

对他人施加伤害或暴力行为等违纪事件而被停学或开除。24 P.S. §13-1304-A。学校不能因学生违纪处分

记录或宣誓证词中涉及的有关信息而延迟或拒绝为学生办理注册。但是，如果学生目前因私藏携带凶器

而被开除的话，学校可以在其被开除期间为学生提供另类教育服务。24 P.S. § 13-1317.2(e.1)。如果违纪处

分记录或宣誓证词表明学生目前并非因私藏携带凶器而被以前所就读学校开除，教育局建议学校认真研

究学生以前的学业表现及记录来确定学生入读教育局所属学校后应当为其提供何种服务及支持。  

 

5）家庭所使用语言调查（学校提供的学生入学注册表 EH-40 中包含该调查） 

根据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规定，学校应当要求所有首次注册入学的学生填写一份家庭所使用语言调查

表。学校不能因为要求学生填写家庭所使用语言调查表的缘故延迟为学生办理注册。  

https://webapps1.philasd.org/downloads/tdm/Updated_Immunization_Requirements_Chinese.pdf


费城教育局
报名所需材料

第一页：    清单
第二页：    入学申请表——EH-40（双面）
第三页：    注册入学家长申明
第四页：    学生医疗信息（双面）
第五页：    给药申请
第六页：    体检报告
第七页：    FERPA名录退出表
第八至九页：FERPA相关文件(家长持有文件)

利用本清单准备报名所需文件

□ 子女年龄证明
出生证、洗礼证或有效护照

其他（包括任何包含学生年龄信息的官方文件证明）：

□ 免疫记录 (费城免疫记录要求)

□ 住址证明——辅助文件(从下列清单中选出两种)

* 房契
* 交通部(DOT)颁发的有效身份证
* 按揭贷款结算单
* 最近的信用卡帐单
* 近期（煤气、电、有线电视、电话）帐单
* 最近的车辆登记卡
* 最近的房产税账单
* 列有目前住址的选民登记卡
* 列有目前住址的有效驾照或住址变更卡
* 列有目前住址的银行对账单
* 列有目前住址的社会保险局信函
* IRS对账单或其它工资及税收对账单，如：W2, 1040, 1099表
* 列有目前住址的公众补助办公室信函
* 列有目前住址的、雇主发出的最近工资存根

* 无家可归学生注册时，有关其收容安置或居住的信函有效
* 列有家长／合法监护人及子女姓名的租房合同原件

如果有其他疑问，请拨打电话215-400-4290联系学生注册及安置办公室。

年龄限制——您子女必须在9月1日或之前满五(5)周岁才能注册。必须遵守年龄限制规定，无一例外。

* 如果学生由儿童寄养/看护机构照顾，儿童寄养/看护机构及/或民政局出具的信函为有效注册材料

* 经过签名的房产销售协定，之后在房产交易结束后的45天之内递交交易结算文件的原件

* 如果适用，携带子女以前学校的信息：学校名称、地址及电话号码

*家长／监护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注册时要求出示但家长可以拒绝出示)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2/2017)                                                      EH-40 Checklist (Chinese)                                   



费城教育局 
入学申请表(EH-40) 

家长／监护人必须填写表格并递交必要文件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enter EH-40 

1/2017 Chinese  

请工整填写所有信息 

学生个人情况——第１部分/STUDENT INFORMATION – Section 1 

姓／Last Name 名／First Name 中间名／M.I.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学生证号／ID  

   月／
MONTH 

日／
Day 

年／
YEAR 

 

   

住址号码 方向 街名 St., Ave, Etc. 公寓号 邮编 

      

种族认定/Race Designation: 性别/Gender:          男/M             女/F 出生国家／Country of Birt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人/White               黑人/非裔美国人/Black/African American 

       西语/拉美/ Hispanic/Latino  

       美州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American Indian/Alaska Native 

学生主要语言／Student Primary Langu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亚裔/Asian          多种族/其他/Multiracial/Other                             

       夏威夷原住民/其他太平洋岛原住民/Native Hawaiian/Other Pacific Islander 

首次入读美国学校的日期／Date child first enrolled into a 

U.S. school ___________ 

学生个人情况——第２部分/STUDENT INFORMATION – Section 2 
学生和谁住在一起／Student Resides With: 

父母（同一住址）／Both Parents (same address) 母亲／Mother 父亲／Father  继父母／Stepparent 监护人／其他／Guardian/Other 

家长/监护人姓名／Parent/ Guardia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Father              母亲／Mother   继父母／Stepparen               监护人／其他／

Guardian/Other____ 

住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H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Ce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Work) 

 

电子邮件／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护人的主要语言／Guardian’s Primary Langu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姓名／Parent/ Guardia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Father              母亲／Mother   继父母／Stepparen               监护人／其

他／Guardian/Other____ 

         如果地址一致请在该方框内打勾／Please check this box if the address is the same 

住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H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Ce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Work) 

电子邮件／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护人的主要语言／Guardian’s Primary Langu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兄弟姐妹信息——第３部分／SIBLING INFORMATION – SECTION 3 

请列出所有学龄子女（５岁及以上）／Please list all school aged children (ages 5 and above) 

姓名／Name 出生年月日／
D.O.B. 

目前所就读学校／
Current School 

年级／
Grade 

学生证号，如果有／Student 

ID # if available 

     

     

     

联系人信息——第４部分／SIBLING INFORMATION – SECTION 4 

* 请列出两个本地紧急情况联系人及其与学生的关系，以便我们联系不到家长或监护人／Please list two LOCAL emergency 

contac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child in the event a parent or guardian cannot be reached: 

主要联系人／Prima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与其关系／Relation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 (1)    电话／Phone (2) 

  

次要联系人／Seconda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Name    与其关系／Relation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 (1)    电话／Phone (2) 

 



费城教育局 
入学申请表(EH-40) 

家长／监护人必须填写表格并递交必要文件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Center EH-40 

1/2017 Chinese  

学生受教育历史——第５部分，如果子女曾上过学，填写本部分／STUDENT EDUCATION HISTORY – Section 5, Complete 

this section if the child has ever attended school 

说明子女最后一次上学是在哪座城市及学校类型／Indicate city and type of school child last attended 

       费城／Philadelphia          其他城市／Other 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State: _________ 邮编／Zip:_________ 

       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 

       非公立学校／Non-Public School 

最后上学日期／Date Last 

Attended 

最后上学年级／
Grade Last Attended 

学校名称／Name of School 住址所在街道/Street Address 

如果学生不是在美国上的学，是否有其学业记录？／If the student attend school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 do you have his/her school record? 

是／YES  否／NO 

如果是，请向学校递交一份记录／If yes, please provide a copy for the school 

如果否，请联系学校获取该记录／if no,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 to obtain the record 

您子女是否曾上过／Did the child even attend: 学前班／Pre-Kindergarten/or 幼儿园／Kindergarten 

 

1) 您子女是否曾在宾州或其他州接受过特殊教育?／Has the child ever received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in PA another state? 是／Yes 否／No     如果是，哪个州／If yes, which State 

______ 

2) 您子女现在是否有个人教育计划？／Does your child have a current IEP?     是／Yes 否／No 

3) 您子女现在是否有评估报告？／Does your child have a current evaluation report?    是／Yes 否／No     如果是，报告名称／If yes, what  _______ 

4) 您子女是否曾接受过早期干预项目服务？／Was the child ever enrolled in an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是／Yes 否／No 

5) 您子女是否曾接受过 ESOL/双语课程服务？／Has the child ever received ESOL/Bilingual services?   是／Yes 否／No     如果是，哪个州／If yes, which 

State______ 

6) 您子女是否有 504 计划？／Does your child have a 504?      是／Yes 否／No 

7) 您子女是否有天资个人教育计划？／Does your child have a Gifted IEP?     是／Yes 否／No 

语言服务——第６部分／LANGUAGE SURVICES – Section 6 

 

 

1) 家人在家交流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family speak at home most of the time? 

2) 父母和子女说话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parent(s) speak to her/his child most of the time? 

3) 子女和父母说话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ld speak her/his parent(s) most of the time? 

4) 子女和兄弟／姐妹说话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ld speak her/his brothers/sisters most 

of the time? 

5) 子女和朋友说话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ld speak her/his friends most of the time? 

6) 子女平时说话时使用最多的是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ld speak  most frequently? 

英语／
English 

 

其他／
Other 

 

语言／
Language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7) 子女在家时大多数时间使用何种语言?/What language does the child speak at 

home most of the time?      1) ________ 2) ________ 3) ________ 

   

* 如果答案不是英语，学生必须参加由持证测试人员实施的英语水平测试(W-APT)。／If th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s other 

than English, the student must be given the English placement test (W-APT) by a certified administrator. 
 

 

在以下空格处签名表明我允许费城教育局为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我同时证实，本申请表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提供虚假或不

完整报名信息可能会耽误报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日期/Dat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Parental Registration Statement  

2/2017                                                                                                                                                              Chinese 

                注册入学家长申明* 

            费城教育局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或监护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宾州学校法令§13-1304-A 规定，“一个学生在获准进入任何学校就读之前，家长、监护人或
其他负责监护该学生的人必须在办理注册该学生入学手续时提供一份书面誓词或证词，认证
该学生是否曾经或正在因在校内触犯涉及凶器、酒精或毒品条例，或因对他人实施故意伤害
或因其它任何暴力的违纪行为接受宾州或其它任何州之任何公立或私立学校对其作出的停学
或开除处分。”  

 

请填写以下内容： 

 

在此我保证或证实，我子女曾经/未曾（打圈选择其一）因在校内触犯涉及凶器、酒精或

毒品条例，或因对他人实施故意伤害或因其它任何暴力的违纪行为接受过宾州或其它任

何州之任何公立或私立学校对其作出的停学或开除处分，或目前正在(is)/没有(is not)（打

圈选择其一）接受这种停学或开除处分。如果以上陈述不符合事实，我将接受有关向政

府机关作伪证的法令 24 P.S. §13-1304-A(b)及 18 Pa. C.S.A. §4904 中规定的惩罚。根据我

所了解的所有情况及信息，我相信以上声明内容均为正确属实。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日期） 
 

任何有意作出不实证词的行为均属三级违法行为。 
 

本表将被归入学生违纪活动记录并存档。 

 

  
 

*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查找本文件的翻译：www.philasd.org/offices/translation。 

如果该学生曾经或者正在接受其它学校对其作出的停学或开除处分，请填写：作出停学或

开除处分的学校名称： 

 

停学或开除处分的日期： 

（请在背面写明其它做出停学或开除处分的学校名称以及停学或开除处分的日

期。） 

 

停学/开除处分的原因（可以不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philasd.org/offices/translation


费城教育局 

学生医疗信息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2/2017)   S-865 (Chinese) 

 

本表格用于记录新生情况并用于每年更新信息。  

 

姓／Last Name: 名／First Name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日期／Date: 

学校名称／Name of School: 

 

教室／区: 年级／Grade: 

 

亲爱的家长／监护人：  

宾州法律要求所有学生分别在第一次入学和入读初中、高中时必须递交完整的体检表。 

学校护士可帮助您了解有关医疗保险的信息。您的家人可能有资格享受免费或低收费医疗保险。您带子

女作体检时请将所附表格交给您的医生或诊所填写，并于_________________（Date）之前将填好的表

格交还给学校护士。 

我授权学校护士与子女的医生和我的医生联系，就有关我子女的医疗护理作必要回答。  

家长/监护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病史——由家长/监护人填写 

 

1. 您子女是否有医疗保险吗？／Does your child have health insurance? __是／Yes  __ 否／No     保险

公司名称？／Compan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子女在哪里作体检？／Where do you take your child for checkups? 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子女最后一次体检的日期？／Date of child’s last physical examination? ________________ 

4. 您子女在哪里作牙科护理？／Where do you take your child for dental care? 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子女最后一次牙科护理的日期？／Date of child’s last dental examin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 



费城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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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子女现在吃药吗？／Does your child take any medicine now?                                                           

__是／Yes               __ 否／No                如果是，请列出／If yes, list below: 

药物／Medicine: 剂量／Dosage: 
频次／
Frequency: 

原因／Reason: 

    

    

    

    

7. 您子女有任何过敏吗？／Does your child have any allergies?                                                               

__是／Yes  __ 否／No     如果是，对什么过敏？／If yes, to w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子女有任何活动限制吗？／Does your child have any activity restrictions?                                      

__是／Yes  __ 否／No     如果是，原因？／If yes, explain? 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子女是否有任何已有的医疗问题？／Does your child have any 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s?          

__是／Yes  __ 否／No     如果是，请列出／If yes, list bel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子女是否接受治疗／理疗或接受检查程序？／Does your child receive treatment/therapy or undergo 

any testing procedures?                    __是／Yes               __ 否／No      

如果是，请列出种类及频次：／If yes, please indicate kind and how often tak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如果您不想让我们给您子女服用必要的对乙酰氨基酚，请在这个方框内打勾：／Che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ant Acetaminophen (Tylenol) dispensed to your child, as needed:  

12. 如果您不想让我们给您子女服用必要的布洛芬(Motrin)，请在这个方框内打勾：／Che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ant Ibuprofen (Motrin) dispensed to your child, as needed: 

切记：如果您不在 11 及 12 项注明，费城教育局可能让您子女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 

 

请选择子女现有／曾有过的任何问题                                                                                                     

PLEASE CHECK ANY PROBLEM YOUR CHILD HAS/HAS HAD 

 哮喘／Asthma 

 贫血／Anemia 

 关节炎／Arthritis 

 行为／情感问题／
Behavior/Emotional 

 血液疾病／Blood 

Disorders 

 癌症／Cancer 

 水痘及患病年龄／
Chicken Pox at 

age:___ 

 牙科疾病／Dental 

 糖尿病／Diabetes 

 毒品／酒精滥用／
Drug/Alcohol 

 湿疹／Eczema 

 经常感冒／
Frequent Colds 

 听力困难／Hearing 

Difficulty 

 心脏疾病／Heart 

 高血压／High 

Blood Pressure 

 住院／（手术）／
Hospitalized 

(Surgery) 

 学习问题／
Learning Problem 

 肺部疾病／Lung 

Disease 

 铅中毒／Lead 

Poisoning 

 脑膜炎／Menin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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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骨骼／关节

疾患／
Muscle/Bone/Joint 

 身体残疾／Physical 

Disability 

 早产（体重低于 5

磅）／Premature 

Birth (Under 5lbs) 

 癫痫／Seizures 

 言语困难／Speech 

Difficulty 

 肺结核／
Tuberculosis 

 视力疾患／Vision 

Problems 

 排尿/肾疾患／
Urinating/Kidney 

Problem

 

 

其他评语／Additional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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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    学校卫生健康服务处 

准许在校期间使用药物或使用洗胃机、氧气瓶或其它器械的申请 

REQUEST FOR ADMINSTRATION OF MEDICATION OR USE OF SUCTION, OXYGEN OR OTHER EQUIPMENT IN SCHOOL 
(请参阅反面给医生和家长的信/Please see message to physician and parent on back of form) 

Physician, Please note: Fill in all of the spaces.  Missing information will cause the form to be returned to you.  This will 

cause a delay in your patient receiving medication/treatment.  A separate request is needed for each medication.   

 

致校长： 

 

我特此授权让经过挑选的学校员工按照在本表上签字的我子女的医生的

医嘱处方，让我子女服用本表指定的药物、使用指定的器械和机器。 

 

药物的服用将有持照学校护士经手。如果学校护士不在场，可由校长或

其指定的员工经手。持照学校护士将向校长或其指定的员工讲解服用药

物及使用器械的注意事项。 

 

学校护士可酌情让我子女自己服药/使用器械。 

 

我授权学校护士与我子女的医生直接联系，同时也授权我子女的医生在

必要时就有关药物/器械以及/或者我子女对药物器械的反应作出答复。 

 
To the Principal 

 

I authorize selected school personnel to administer the indicated medication, or to use the equipment or 

machinery as prescribed by my child’s healthcare provider, whose signature appears on this form. 

 

Medication is to be administered by the Certified School Nurse. In the absence of the Certified School Nurse, it 

may be administered by the Principal or his/her designees. 

Certified School Nurse will provide instruction for administration of medication or use of equipment to the 

Principal or his/her designees. 

 

My child may self-administer medication/equipment as determined appropriate by the school nurse. 

 

I authorize the school nurse to communicate with my child’s healthcare provider, and my health care provider to 

reply, as needed regarding this medication/equipment and/or my child’s response. 

 

家长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 

                         Parent signature                       Telephone 

 

签字日期 _____________  紧急情况电话_________________ 

                      Date signed                             Emergency number 

 

 

 

依据费城教育局现行程序，使用这种药物巳获批准。批准日期为/In 

accordance with current school district procedur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medication was approved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本表由学校保存/Retain in school) 

 

学校护士签字 (Signature of School Nur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护士电话 (Telephone of School Nur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人/学生姓名/Name of patient/student 

 

住址/Address/Zip 班 Room/book No. 

 

出生日期 /DOB 

 

学校/团体 /School/ORG.# 分局办公室/Regional Office  

诊断/Diagnosis: 

 

必须于在校期间服药的原因/Reason medication must be given in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物/器械/治疗名称/Name of medication /equipment/treatment: 

 

剂量/Dose 

在校期间服药次数/Time(s) to be given in school: 

 

24 小时总剂量/Total dosage per 24 hrs. 

服药起始日期/Date begin: 

 

服药终止日期/Date end: 

服/用药方法/Instruction for administration/util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药禁忌/Contraindica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物副作用/Side effec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缓解副作用的治疗方法/采取的措施/Treatment of side effects/action to be tak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没有应该限制的学校活动/Is any restriction on activity necessary?           ___有/Yes              ___没有/No 

 

如果有，请详述/If yes, describ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学生是否还在服其它药/Is student taking any other medication?                  ___是/Yes              ___否/No 

 

如果是，请列出药名/If yes, name of medication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在家中是否使用类似的器械?Is similar equipment kept by the child’s family at home? 

                                                                                                                                            ___是/Yes  ___否/No                                    

医生正楷姓名及职称/Print name of health care provider/credentials 

 

电话/Telephone 

地址/Address 紧急情况电话/Emergency number 

 

医生签字/Signature of health care provider 签字日期/Date 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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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医生的信) 

 

To the physician 

 
Your patient has requested that medication or equipment be utilized in school.  Ideally, the administration of medication or utilization of equipment should take place at home.  

However, for students who require medication/treatment during the school day in order to function in the classroom, School District Policy does permit selected school staff to 

administer medication.  In some cases, students may self-administer their medication. 

 

School District Policy also permits the use of equipment/machinery in those instances where similar equipment is kept by the child’s family at home, and such 

equipment/machinery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able the student to function in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for use and precautions should be spelled out in detail. 

 

(If your patient’s medication or treatment schedule cannot be altered so that all are received at home, please complete the request on the reverse side-a separate request 

is required for each medication or treatment). 

 

When the medication/treatment prescribed exceeds or differs from that approved by the FDA or recommended by the manufacturer, you and the child’s parent will be required to 

submit written detailed information to the School Nurse.  This must include a list of side effects and confirmation that all side-effects have been explained to and are understood by 

the parent.  Any particularly dangerous conditions being experienced by the child should be spelled out in detail, with the procedure to follow should a reaction occur. 

 

Please fill in all of the spaces.  Missing information will cause the form to be returned to you.  This will cause a delay in your patient receiving medication/treatment. 

 

Thank you. 

 

School Health Servic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message to parents) 

 
亲爱的家长/监护人： 
 

一些学生需要服药或使用特殊器械才能在教室正常上课。这些能在家中进行最为理想。如果您子女服药和使用器械的安排无法改动，以便所有的服药和治疗都能在家

中进行。您可以和学校护士或校长见面，请求让子女在在校期间服药。 

如果医生为您子女开的处方和医嘱超过 FDA 批准的剂量或制药厂建议的剂量或与之不同，在学校护士批准之前，您和您的医生必须另外向学校护士递交一份书面情

况说明。 

一旦您的申请获得学校护士的批准，您必须将标签正确、由注册的药剂师包装的药物带到学校。药瓶必须有安全瓶益，药瓶的标签必须包含以下项目： 

 

病人姓名    开处方日期（最近） 

药房名称    药名、剂量单位、过期日期（相关的话） 

药房地址及电话    用药方法 

处方号码    开处方的医生姓名  

 

至于特殊器械，只有您家中有类似的器械，学校才会提供同类器械的服务。您必须提供器械，并且在必要时修理和更换。您的申请一旦得到批准，您必须将器械带到

学校，并向经过挑选的学校员工示范其使用方法。书面的使用方法必须随器械一同带来。 

每一个学年和/或每一次医生改变剂量，您都必须重复这一步骤。 

假如您的子女将药物（包括不需医生处方的药物）带到学校，并且自己服用，您必须事先通知校长他服用的什么药以及为什么服药。 

家长/监护人必须亲自取走未用完的或过期的药物，或者书面授权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取走未用完的或过期的药物。如果在十天内或在学期结束时，药物仍未被取走，

将被销毁和废弃 

如果您对这个程序有任何疑问，请与学校护士或校长联系。 
 

谢谢！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教育局的中文信息及文件的中文版本，请上网至：www.philasd.org/language/chinese  查询 

http://www.philasd.org/languag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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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The School District of Philadelphia 

学校卫生保健服务处/School Health Services 

体检报告 /REPOR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学生姓名 /Name of Student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___月/Mo. ___日/Da _____ 年/Yr          

学生证号/Student ID # 年级 /Grade 

学校名称 /Name of School 

 

教室／区／组 /Room/Section/Book 签发日期 /Date Issued 

致家长：我授权学校护士与我子女和我的医生联系，以便需要时了解有关我子女医疗护理的情况。 

家长/监护人签名/Parent/Guardian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医生 （请填写全部项目）/TO THE CARE PROVIDER (Please complete all items) 

宾州法律要求在宾州境内上学的学生必须接受疫苗接种，并定期接受体检。这些体检的费用均由家长支付。只有接种过下列疫苗的

学生才能上学。/Pennsylvania law requires that students attending school in the state be immunized and receive periodic medical 

examinations.  Payment for these examination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ent/guardian.  THESE IMMUNIZATIONS ARE REQUIRED FOR 

SCHOOL ATTENDANCE.   

疫苗接种记录。请将全部接种记录（连同血清检测结果）附本表一并呈交。 

/RECORD OF VACCINE ADMINSTRATION.  Please attach complete immunization record including serology results if available 

过敏源/Allergie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后一次 PPD 的日期/Date of last PPD___________                               

结果/Result__________________mm 

 

该学生是否有健康保险？/Does this student have health insurance?                                            

                __有/Yes    __没有/No               保险公司名称/Name of insurance provid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写以下项目 (RECORD THE FOLLOWING) 
 

1. 视力（不戴眼镜）/Visual acuity (without glasses)    右 /R____     左 /L____      （戴眼镜）/(with glasses)    右/R____    左/L____ 

2.    听力 /Audiometric screening   右/R ____    左/L____ 3.  血压/B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身高 /Height_______英寸／厘米/Inches/cm          体重 /Weight__________磅／公斤/lb./kg  体重指数/BMI percentile_________ 

5. 脊椎侧凸检查/Scoliosis screening:   ___正常 /Normal       ___异常 /Abnormal           ___转诊/Referred          ___未转诊 /No Referral 

6.  推荐的运动强度 /Activity Recommendation:  ___无运动限制 /Full Physical Activity 

___有限制的运动（必须填写因病体育减免／修改课程内容表 MEH-23）/Restricted Physical Activity (Must complete Phys. Ed. 
Medical Exemptions/Program Modification Form MEH-23);                                      

详述限制的内容/Specify Restriction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列出所有正在使用的药物 / List all medications currently being taken:                         

药物 /Medic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药物的原因/Reason:___________________ 

8.                                                                                     

 

列出病史中或体检中发现的问题 /List all problems by history or examination                     目前状况    （请圈一项）/Status of problem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在治疗中/Under care           治疗巳结束/Care completed           转诊/Referred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在治疗中/Under care           治疗巳结束/Care completed           转诊/Referred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在治疗中/Under care           治疗巳结束/Care completed           转诊/Referred  

 

___.未发现任何异常 /No Problems Identified 
 

评语／后续治疗方案／校方应注意的事项 /Comments/follow-up treatment plan/Special instructions to school: 

 

 

医生签字（必须填写）/Signature (Required) 

 

 

电话 /Telephone 

传真/Fax 

医生办公室印章（必须加盖） 

/Care Provider office stamp (Required) 

 

 

  
地址/Address 

 

 

体检日期 /Date of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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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  

学生权利及责任办公室 

 440 N. Broad Street, Second Floor 

Philadelphia, PA 19130 

 

Rachel Holzman，律师，

主管 

 

                 披露名录类信息退出申请表 
 

教育局可在未经本人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披露经正常途径指定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除非您按照费城教

育局的有关程序， 通知教育局，声明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披露有关您的个人信息。 

   

名录类信息包括以下内容：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专修科目、参与校方认可的活动及体育运动的

情况、身高/体重、是否是运动队的成员、出勤天数、学位、曾获过的奖励、像片、课程表、各类名册、曾经就

学的学校，以及母语。 

 

披露名录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让费城教育局在某些学校出版物中使用从您子女的学业记录中摘录的这一类信

息。这些出版物包括：学校戏剧演出的节目单中对您子女扮演的角色的描述、学校通讯、年度纪念册、优秀学

生或其它奖励名单、毕业典礼程序单，以及各类体育运动报表，例如包括全体队员身高、体重的篮球报表。 

 

教育局还可在接到查阅请求后，向符合要求的外界机构披露上述信息。符合要求的外界机构包括（但不仅限于）

以下单位：奖学金提供者、手艺/技术专科学校、可能的雇主。为了尊重学生家庭的隐私权，费城教育局的政策

规定不向商业机构提供“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 

 

家长或合格学生（年满十八岁以上者）有权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在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中除名。如果您希望

在未接到书面许可之前，不得向查阅者提供“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请在报名后的十（10）日之内，将下表

填好，并呈交给子女就学的学校。一旦填好表格并呈交学校后，在您填写一份新的表格并呈交学校之后才能改

变您的决定。一份表格仅适用于一个学生。只有当您不希望披露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时才呈交此表。 

 

我不希望披露我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并请求采取以下措施中的一项： 
 

  _ 任何时候不得披露我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不得向学校出版物、学校活动、专科学校、奖

学金提供者或雇主提供上述信息。 

 _ 除学校出版物、学校活动，和符合要求的外界机构之外，不得披露我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 

 _ 除学校出版物和学校活动外，不得披露我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 

 _ 不得向招兵人员披露我子女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仅适用于 11 和 12 年级学生）。 

 _ 我不允许子女参加与 PPRA 通知上所列一个或更多领域相关的任何调查。 
 

 
   

学生姓名（请正楷填写）  所在学校（请正楷填写） 学生证号 

 

 
   

家长/监护人姓名（请正楷填写）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学生签字（年满十八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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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持有文件 
家庭教育权利及隐私权法案(FERPA)名录类信息通知 

 

家庭教育权利及隐私权法案(FERPA) 是联邦法律，要求费城教育局（除特定情况以外）在披露

您子女教育记录中的个人识别信息之前必须征得您的书面许可。但是，教育局可在未经本人书

面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披露经正常途径指定的“学校人员的名录类信息”，除非您按照费城教育局

的有关程序向教育局声明，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教育局不得披露这些信息。披露名录类信

息的主要目的是让教育局在某些学校出版物中使用从您子女的学业记录中摘录的这一类信息。

这些出版物包括： 

 

● 学校戏剧演出的节目单中对您子女扮演的角色的描述； 

● 年度纪念册； 

● 优秀学生或其它奖励名单； 

● 毕业典礼程序单；以及 

● 各类体育运动报表，例如包括全体队员身高、体重的篮球报表。 

 

名录类信息指那些一经披露后通常不被认为有害或侵犯隐私权的信息，这些信息还可以不经家长

事先书面许可而被披露给外界机构。符合要求的外界机构包括（但不仅限于）制作年级戒指或出

版年度纪念册的公司。另外，两项联邦法律要求根据 1965 年中小学教育法案 (ESEA)接受补助的

当地教育机构(LEAs)在招兵人员提出申请后向其提供以下信息：姓名、住址及电话清单——除非

家长告知 LEA 他们不希望教育局在征得家长事先书面许可前披露其子女的信息。1 

 

如果不希望教育局在征得您事先书面许可前披露您子女的教育记录中的名录类信息，您必须在

为子女报名后的十（10）天之内向教育局递交书面通知。教育局指定以下信息属于名录类信息： 

 
-学生姓名 -正式参与的教育局承认的 

-住址 课外活动及体育运动 

-电话清单 -如果学生加入体育运动队，其体重和身高 

-主要使用的语言 -所获学位、荣誉及奖励 

-照片 -最近就读的教育机构 

-出生日期和地点   或院校 

-专业 -学生证号、用户名或其他独特的可以用来 

-就读日期   使用电子系统交流的识别信息，如果不使用密 

-年级   码、口令等就无法利用该信息获取学生教育记录。

（不能将学生 SSN 全部或部分数字用以该目的。） 
 

 

1 这些法律是：Section 9528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20 U.S.C. § 7908) and 

10 U.S.C. § 5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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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持有文件 
 “学生权利保护修正案”（PPRA）通知及征求同意/要求退出的请求 

 

“学生权利保护修正案”（PPRA）20 U.S.C. § 1232h 要求教育局就您子女参与某些学校

活动事宜向您通报，以征得您的许可，或让您要求退出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学生

民意调查、结果分析或评估，其内容涉及以下八个项目中的一项或数项（“受保护可以

不予披露的信息调查内容”）： 

 

1. 学生或学生家长的政党归属或政治信仰； 

2. 学生或学生家庭的精神或心理障碍； 

3. 性行为或对性行为的看法； 

4. 非法、反社会、自证其罪或有辱人格的举动； 

5. 对近亲家族成员进行批评性的评估； 

6. 法律规定可以受保护的的社会关系，例如：律师、医生或教士； 

7. 学生或家长参与的宗教活动、宗教/教派归属、宗教信仰；或者 

8. 经济收入，除非获取该信息为法律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衡量申请者是否符合参

加某课程、项目或活动的要求。 

 

此项要求还适用于以市场促销为目的，收集、透露或使用有关学生信息（“市场调

查”）以及某些体格检查及普查。 

 

教育局将在实施民调及活动之前的合理时间段内向家长提供有关民调及活动的通知，以

便家长有机会让子女退出，同时也让他们有机会审阅调查内容。（请注意，如果学生年

满１８岁或根据州政府法律已成为独立未成年人，应当由学生，而不是家长来签署本通

知及征求同意/要求退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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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 5 月 4 日 

主题：学校免疫接种规则 

 

宾州卫生部颁发了新的学校免疫接种规则。这些对规则作出的修改将于 2017 年 8 月开始生效，

将影响我校所有高中学生。尽管很多学生已经接种了所有要求接种的新疫苗，更多学生还需要接

种。以下是最新要求： 

所有年级学生需接种： 

4 剂破伤风、白喉和无细胞百日咳疫苗，4 岁之后接种 1 剂 

4 剂脊髓灰质炎疫苗，4 岁之后接种 1 剂 

2 剂麻腮风（MMR）疫苗，2 剂都必须在 1 岁之后接种 

2 剂水痘（鸡痘）疫苗或者已经证明具有免疫力；2 剂都必须在 1 岁之后接种 

3 剂乙肝疫苗 

其他 7 至 12 年级学生还须接种的疫苗有： 

2 剂流脑疫苗（MCV），第一剂于 11 至 15 岁时接种，第二剂于 16 岁或入读 12 年级时接

种。如果第一剂接种时年龄为 16 岁或超过 16 岁，只需接种 1 剂 

1 剂破伤风、白喉和无细胞百日咳疫苗 

所有学生都应当在 2017/18 学年开学之前完成这些疫苗的接种，或者医生已经制定好接种这些疫

苗的计划。秋季返校之后，请向护士递交所有更新过的疫苗接种记录的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