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入学年份: ______

[Insert
Logo]
(optional)

年级:

*(TEMPLATE)

_______

*Schools may adjust this form if necessary provided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Insert School Name]

学生入学表格
(西澳公立学校入学用表)
本表格填写对象为申请已得到学校批准的孩子。本表是针对以前没有入学的儿童和所有学前学生。对于正在接
受强制性教育并且在前一年已经就学的学生，如果需要更新表格内容，请直接通知学校。
在向学校提交入学表格之前，请阅读所附的《入学西澳公立学校父母须知》

注意：如果您用打字在表格中输入信息，请双击勾选框
确定，如
。

，选择默认值标题下方的“选中”单选按钮，点击

学生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姓氏（如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曾用姓氏（如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__

第三名字: ________________

首选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地址: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居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手机号码（如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车牌号（如适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读本学校的兄弟姐妹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与何人同住:
父母双方 ..................................................
父母/监护人/照顾人 1 ................................
父母/监护人/照顾人 2 ................................
独立未成年人 ............................................

其他..............................................................................
姓名
与学生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2000 年学校教育规定第 3 条》)

关于访问限制信息，见本表的保密部分
紧急联系人（按优先顺序填写）:
姓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与学生的关系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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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详情——其它信息
国籍（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________________ 学生将退出宗教教育吗?

是

否

学生是否为以下人士后裔 : ....................................................原住民
..............................................................................................托雷斯海峡岛民 (TSI)
..............................................................................................同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学生在家是否说非英语语言?..................................................................................................
学生在家是否主要英语? .........................................................................................................
（如果说多种语言，请标明最常说的语言。）
否，只说英语

是
是

否
否

学生的母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其它语言——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为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 ..............................................................................................
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 _____________

签证类别号码: ___________

是

否

签证到期日: ____________

是否为国际自费学生（如知道）: ...........................................................................................

是

否

学生是否接受任何以下津贴:
中学学习援助

青年津贴

孤立孩子援助(AIC)

Abstudy 助学金

之前就读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学原因（选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曾入读《在家接受教育课程》，说明教育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动原因（选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密
访问限制——该生在照顾、福利和成长方面是否受限于任何法院判令? ................................
如是，请说明并附上支持文件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生是否受儿童保护和家庭支持部(CPFS)部长的照顾？…………………………………….

是

否

如是，请说明 CPFS 个案经理、CPFS 地区和他们的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表格
附件 2 列出需征得父母同意的一系列学校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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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详情——医疗/健康
除了以下信息外，学校有一个单独表格（学生医疗保健总结）需要所有学生填写。
注意：被确认有健康问题需要学校帮助的学生，学校将向他们提供其它表格。
学生是否有残疾？

有

没有

如有，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有关于您孩子以下方面的残疾文件，请说明。需要提供文件副本作为学校记录。
自闭症谱系障碍
失聪或听力障碍
具体言语障碍
智力残障

严重精神障碍
整体发育迟缓（6 岁前）
视力障碍
身体残疾

学生是否有疾病或精心健康护理需求？ 是
如是，请说明。
过敏——过敏性反应
过敏——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
哮喘
糖尿病
确诊偏头痛/头痛
惊厥性疾病（如癫痫）

否
听力问题（如中耳炎）
心理健康或行为（如抑郁、注意力缺乏症/ 注
意力不集中症）
精心健康护理需求（如胃管喂食）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疗诊所（名字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牙医诊所（如适用，名字和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牙医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民保健(Medicare)号: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医疗保健(Health Care)卡（如适用）:

有

______ 到期日: ___ / _________

没有。 如有，请提供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到期日 ________

您是否有救护车保险? ............................................................................................................

是

否

（如需要急诊，父母或监护人应支付救护车费用）
父母/监护人详情
父母/监护人 1 详情
称呼: ____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____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__
请说明与学生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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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明您对学生是否提供:

每日照顾

是

费用和收费账单:

或

长期照顾

否。 如否，谁负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如与学生住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工作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在家是否主要说英语？ .......................................................................................................

是

否

您在家是否说非英语语言？
否，只说英语
是，其它——请说明
(如说多种语言，请写下说得最多的语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所接受的最高年级的小学或中学教育是什么？
12 年级或同等
11 年级或同等
10 年级或同等
9 年级或同等或 9 年级以下

您完成的最高学历是什么？
本科学位或以上
高级文凭/文凭
1 至 4 级证书（包括技能测验证书）
无非学校教育资历

（如您没有上过学，请选“9 年级或同等或 9 年级以下”)
您的职业类别是什么？_______ (插入 1, 2, 3 或 4，请从附件 1 提供的列表中选择父母相关职业类别。如果您目前没有有
偿工作，但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工作，请使用您最近的职业。不过，如果您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有偿工作，在上方填
“8”)

父母/监护人 2 详情
称呼: ____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
请说明与学生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说明您对学生是否提供:
费用和收费账单:

每日照顾

是

或

长期照顾.

否。 如否，谁负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如与学生住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工作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在家是否主要说英语? .........................................................................................................
您在家是否说非英语语言？

否，只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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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多种语言，请写下说得最多的语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所接受的最高年级的小学或中学教育是什么？
12 年级或同等
11 年级或同等
10 年级或同等
9 年级或同等或 9 年级以下

您完成的最高学历是什么？
本科学位或以上
高级文凭/文凭
1 至 4 级证书（包括技能测验证书）
无非学校教育资历

(如您没有上过学，请选“9 年级或同等或 9 年级以下”)
您的职业类别是什么？_______ (插入 1, 2, 3 或 4，请从附件 1 提供的列表中选择父母相关职业类别。如果您目前没有有
偿工作，但在过去 12 个月内有工作，请使用您最近的职业。不过，如果您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有偿工作，在上方填
“8”)

其他联系人详情
名称: ____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__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说明与学生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如与学生住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工作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想登记其他联系人，请告诉学校。
签名
给学生申请入学的人的姓名:
称呼: ____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
与学生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这是幼儿园入学申请，我声明这是唯一的入学申请。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独立未成年人和 18 岁或以上人士可代表自己签字)
校长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长批准

批准/不批准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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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Insert
Logo]
(optional)

同意书
在【Insert name of school】，我们旨在为您的孩子提供最广泛的学习机会，并尽可能表彰他们的
学习。这通常需要父母某种形式的同意。该表是请您同意（或不同意）您的孩子参与/使用/接触学校
课程的几个方面。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在履行照顾职责方面达到最好的标准。
媒体同意
孩子的肖像和/或作品经常会被公开发表，以表彰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或做出的努力，并且可能在新
闻、网络、简报或电影或视频中出现。他们的名字可能也会包含在内，但不会提供详细联系方式。
学校拍摄的作品/肖像将被保存，时间不会超过上述目的所需的时间，并且将会被安全保存和处理。
是，我同意我孩子的肖像和/或作品按上述描述的方式发表。
不，我不同意。

另见附录 F 的学生网络政策。

使用网络
学生使用网络将根据学校政策（可从办公室或学校网站获得）。学生使用网络必须遵守使用者≪ 行
为准则≫ 。
是，我允许我的孩子根据学校政策使用网络
否，我不同意

另见学校政策和学生网络政策。

观看同意
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孩子通常会看视频/DVD/电视。通常大多数都是 G 级别的，不需要同意。但在
非常个别的情况下，PG 级别更为合适，因此我们需要父母同意。
是，我同意我的孩子在老师和学校管理层认为适合的情况下观看 PG 级别材料
否，我不同意。

当地旅行
孩子们有时会在老师的监督下在当地短途步行旅行，并在当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其它学校、市政
府图书馆或购物中心参加活动。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父母都将会收到当地旅行的通知。
是，我同意我的孩子参与老师监督下的当地旅行，可能需要短程步行往返学校。
否，我不同意。

学校的网站有时事通讯。请订阅 www………【school to include this sentence re the website and
newsletter if they wish】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班级/教室: _________________

签署同意书的人的姓名:
称呼 ____第一名字: _____________第二名字: ____________姓氏: _______________
请说明与学生的关系（如父母/监护人/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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