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铂尔曼公立学校！ 

 

要注册您的学生在学校，请完成此包并将其返回给您分配给学生的学

校。 

 

 

我需要什么文件来注册我的学生？ 

1.入学要求：学生的出生证明或护照 

2.入学要求：经医学验证的免疫状况证明或免疫豁免证明-免疫信息-包

括2020年的新要求：www.PullmanSchools.org/health 

注意：如果未向学生的学校提供适当的免疫记录，则学生将没有资格

上学。 

3.幼儿园学生需要额外的问卷，可以在学生的学校完成。 

  

注意：经历无家可归的家庭-经历无家可归的学生无需提供必需的文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Pullman公立学校网站的McKinney-Vento计

划页面。 

 

 

 

 

 

 

 

家庭参与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您希望将其他交流翻译成您的母语，请

联系Shannon Focht，sfocht @ psd267.org 
 

Chinese Version of 2020-2021 Pullman Public Schools Registration Packet



Pullman Public Schools 

登记清单2020-2021 
 

带到您学生的学校： 
 

学生的出生证明复印件 

除非学生在2020年8月31日之前年满5岁，否则他们不能在幼儿园注册。除非学生在2020

年8月31日，至少年满6岁，否则他们不能注册一年级，除非他们完成了符合华盛顿州的

幼儿园计划 标准（RCW 28A.150.220和WAC 180-16）. 

 学生经过医学验证的免疫记录 

注意：如果未向学生所在的学校提供适当的免疫记录，则该学生将没有资格上学。 
 

完成并交付给学生的学校: 
 

入学清单 
 

学生登记表 

请阅读并填写整个表格。 紧急联系人应不同于表格上已列出的父母或监护人。 
 

 比赛数据收集表 

 请在数据收集表上选择您孩子的种族。 

为了完成联邦和州的报告，如果父母没有选择种族，地区顾问将报告孩子的种族。 
 

家庭语言调查 

     即使您会说英语，也请填写此表格。   
 

 学生住房问卷 

该信息用于识别符合联邦《麦金尼·文托无家可归者教育援助法》规定的援助资格的学生

。 
 

授权请求记录 

请填写此表格。 该信息使学区可以请求以前就读过的学校的记录 


 （可选）天才学生计划调查 

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符合调查中列出的“高级能力计划”要求，则在注册学生时应填写此信

息。 
 

健康信息，医疗信息和年度健康更新 

请填写并签署此表格。 

这用于确定由于诊断出的医疗状况而需要采取哪些特殊的预防措施和适应措施。 

地区护士可以致电询问任何问题。 



 

                学生登记表 
 

 

学生的法定姓氏 
 

名字 合法中间名 昵称 年级 [   ] 男 

[   ] 女 

生日 出生城市/州: 
 

市:                                                                               州: 

出生国家: 

如果出生国家不是美国，那么该学生在美国学校（私立学校和学前班除外）的初始入学日期是什么？ 
 
 

 

主要监护人信息：与学生同住的人的名字。 
 

监护人姓氏 监护人姓名 关系： 电子邮件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监护人姓氏 
 
 

监护人姓名 关系： 电子邮件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我们应该首先打电话给哪个监护人？ 
 
 

家庭电话号码:                                                                                            这是一个未列出的号码吗？  

                                                                                                                                            [   ]  是    [   ] 没有 

地址： 公寓号 市 邮政编码 

邮寄地址（如果与上述地址不同）  公寓号 市 邮政编码 

书面交流的首选语言： 

 

第二家庭资料：非主要监护人父母 
 

监护人姓氏 
 

监护人姓名 关系：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地址 
 
 

监护人姓氏 
 

监护人姓名 关系：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地址 
 
 

家庭电话号码 

检查它是否为私人  



这些物品应该邮寄给这个家庭吗？ 

报告卡   是        没有      所有邮件   [   ] 是     [   ] 没有 

地址： 
 
 

市 州 邮政编码 

 

兄弟姐妹：请列出参加普尔曼学区的所有其他兄弟姐妹。 

姓 名字 学校 年级 

    

    

    

    

 

 
 
重要信息：列出两个本地人。 他们同意在生病或受伤时照顾和帮助您的学生，我们无法与您联系。 我们尝试先联系我们的父母。   

今天的日期: 



联系人姓名 与学生的关系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系人姓名 与学生的关系 办公电话 
 

手机 

 

法律信息  
是否有有效的联合监护或育儿计划？ [  ] 是   [  ] 没有   如果是，则必须将计划提交给学校以执行. 

有限制令吗？    [  ] 是   [  ] 没有    如果是这样，则必须向学校提交法院命令。 

禁止令针对谁？    [  ] 母亲   [  ] 父亲     [   ] 其他:_______ 

 

巴士资讯 
学生乘公共汽车去学校吗？      [  ] 是   [  ] 没有    

 

以前的学校信息 

 

日托信息 
您的孩子会去日托吗？   [   ] 是     [   ] 没有    如果是，请检查以下一项   : [   ] 上学之前   [   ] 放学后  [   ] 上学前后 
 

托儿服务提供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重要信息: 
您的学生当前正在上另一个学区或在线课程吗？ [   ] 是      [  ] 没有      

您的学生有资格参加特殊教育课程吗？ [   ] 目前     [   ] 先前 [  ] 没有 

学生有资格参加504计划吗？ [   ] 目前     [   ] 先前 [  ] 没有 

您的学生参加过吗: 

  该程序未列出: 

[  ] Title I 

[  ] ELD /双语     

[  ] LAP 
[  ] Highly Capable 

你的学生被保留了吗？ 什么年级 [  ] 是     [  ] 没有 

您的学生曾经被停学或开除吗？  

  如果是，请说明 

[  ] 是      [  ] 没有      

在过去的两年中，学生和/或家长是否就学校出勤问题与学校官员举行了正式会议？ [  ] 是      [  ] 没有      
学生是否按照法院命令去上学了？ 还在提交逃学申请吗？ [  ] 是     [  ] 没有      

转移学生到学区外？ （学生将住在铂尔曼学区外） [  ] 是      [  ] 没有 

您的学生在家上课了吗？ 如果是，什么年级 [  ] 是      [  ] 没有     

该学生目前正在寄养吗？     [  ] 是     [  ] 没有 

您的学生计划参加课外活动，体育运动或俱乐部吗？ [  ] 是     [  ] 没有 

父母或监护人目前是现役美军的成员吗？    [  ] 没有                       [  ] 守护者1   [  ] 守护者2    [  ] 两位监护人 

父母或监护人目前是美国武装部队预备役的成员吗？   [  ] 没有                      [  ] 守护者1    [  ] 守护者2   [  ] 两位监护人 

父母或监护人当前是华盛顿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吗？   [  ] 没有                       [  ] 守护者1    [  ] 守护者2    [  ] 两位监护人 

 

居住证明 
截至该日期，此表格上提供的住所信息是真实准确的。 我了解，伪造地址或使用任何其他欺诈手段来实现录取或作业，将导致该学生的录取和作业被撤回到
家庭出勤地区的学校。 

 

法定父母/监护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后一所学校 最后的学区 年级 邮政编码，城市，州，原学校地址 

您的孩子去过普尔曼学区吗?      是        没有 
如果是，哪所学校？                                                                                                              年级 

请列出您的孩子最近5年来就读的所有学校的名称，城市和州： 



 
Chinese 

 

 

公立教育局（OSPI） 

家中語言調查 

 

華盛頓各大院所的註冊學生皆要接受家中語言調查。 

學生姓名： 年級： 日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筆譯及口譯服務的權利 

說明您的語言偏好，我們才能免費提供符合您需

求的口譯員或翻譯文件。 

 

家長皆有權利索取使用其所熟悉的語言書寫的與孩子教育相關的資料。 

 

1. 您的家人偏好使用哪種語言與學校溝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言發展輔導的資格 

學生的語言相關資料幫助我們識別為發展學業成

就必要語言技能而需要輔導的學生。可能需要考

試以確定是否需要語言輔導。 

 

2. 您的孩子最先學會哪種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的孩子在家中最常使用哪種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不管您的孩子說的語言，家中主要使用哪種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您的孩子在前一所學校是否接受過英語發展輔導？  是___ 否___ 不知道___ 

 

以往教育 

 

您對孩子的出生國家及以往教育的相關回答： 

 向我們提供您孩子具備的知識及技能的相關資

料。 

 可使學區獲得額外的聯邦補助，提供您孩子的

輔導。 

本表不用來識別學生的移民狀態。 

6. 您孩子的出生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的孩子是否曾在美國境外接受正式教育？（幼稚園–12 年級）   ____是   ____

否 

 

若回答是：月數：  ______________ 

         教學語言：  ______________ 

 

8. 您的孩子何時首次就讀美國學校？（幼稚園–12 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感謝您提供家中語言調查需要的資料。若您對本表或您孩子的學校提供的服務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您的學區。 



 
Chinese 

 

 

Note to district: This form is available in multiple languages on http://www.k12.wa.us/MigrantBilingual/HomeLanguage.aspx. A response that includes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to 
question #2 OR question #3 triggers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placement testing. Responses to questions #1 or #4 of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could prompt further conversation with 
the family to ensure that #2 and #3 were clearly understood.  ”Formal education” in #7 does not include refugee camps or other unaccredi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children.  

  

Forms and Translated Material from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Office of the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are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www.k12.wa.us/MigrantBilingual/HomeLanguage.aspx
http://www.k12.wa.us/MigrantBilingual/TranslatedMaterial.aspx
http://www.k12.wa.u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种族和种族数据收集表 

请回答这两个问题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问题 1. 你的孩子是西班牙裔还是拉丁裔？ 

  

  不是西班牙裔/拉丁人     

        

  或（检查所有适用）     

 
  古巴   墨西哥 / 墨西哥裔美国人 / 奇卡诺 

  多米尼加   中美洲 

  西班牙人   南美 

  波多黎各   拉丁美洲 

    其他西班牙裔/拉丁裔     

  
  

问题 2. 你认为你的孩子是什么种族？（检查所有适用。 

        

  非裔美国人/黑人   阿拉斯加原住民 

      切哈利斯 

  白人/欧洲/中东/北非(出于联邦报告目的，种族选择"白色"包括

欧洲、中东或北非血统的个人。 
  科尔维尔           

    考利茨         

    霍赫 

    詹姆斯敦   

  亚洲印第安人   卡里斯佩尔 

  柬埔寨   下埃尔瓦       

  中文   卢米 

  菲律宾语   马卡 

  苗族   穆克勒射击 

  印度尼西亚语   尼斯夸利 

  日语   努克萨克 

  朝鲜语   甘布尔·克拉拉姆港 

  老挝   普亚利普         

  马来西亚   奎勒特 

  巴基斯坦   奎纳特 

  新加坡   萨米什 

  台湾   苏克-苏亚特尔 

  泰语   浅滩水 

  越南语   斯科科米什 

  其他亚洲人   斯诺夸尔米 

      斯波坎            

  夏威夷原住民   斯夸辛岛    

  斐济   斯蒂拉瓜米什 

  关岛人或查莫罗   苏夸米什 

  马里亚纳岛民   斯维诺米什 

  美拉尼西亚   图拉利普 

  密克罗尼西亚   亚卡马 

  萨摩亚   其他华盛顿印第安人 

  同安   其他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其他太平洋岛民   
  

        

家长签名：                                                     日期： | 

 



铂尔曼学区学生住房调查 

请为每个学生填写表格 

 

学生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  __________                 生日:   __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_______             

 

以下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确定学生是否符合《麦金尼·芬托无家可归者教育援助法》规定的服务资格。 资格取决于当前学年的主要夜间居

住地。 

1.  学生和/或家庭是否处于以下任何情况？ 

住在庇护所，过渡性住房或紧急庇护所/房屋中。   

由于失去住房，经济困难或类似原因而共享他人的住房。 

由于住房损失，经济困难或类似原因而住在汽车旅馆或旅馆中。 

不合标准的住房：没有电，自来水，违反卫生规定，缺乏烹饪能力等。 

睡在汽车，露营地，公园或公共场所。 

在学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处于上述情况之一. 

以上都不是。 

 

如果您选择“以上皆非”，则无需填写此表单的其余部分，只需在下面签名并注明日期 

父母/监护人签名:                         日期:                        

如果您选择了其他复选框，请完成此表单的其余部分。 

2.  学生是否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住在一起？  _____是   _____没有    
3.  以下任何原因是否导致学生和/或家庭流离失所？ 

 抵押止赎   自然灾害（洪水，山火，飓风，地震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灾难（房屋火灾等）。 如果是，在哪个城市和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前学校，城市和州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目前的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区的兄弟姐妹？      没有     是 

兄弟姐妹的名称和等级（包括婴儿，学步儿童和学龄前儿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夜间住所的地址和所在城市: _ 

电话或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用的服务和支持 

请在下面说明您的孩子在以前的学校中是否接受过以下任何服务: 

 Title I  特殊教育 (IEP)   504 Plan   Highly Capable 

 ELD/双语  Learning Assistance Program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的孩子有资格获得McKinney-Vento服务，请指出他/她需要什么帮助:   

 成本      学校餐（自动获得免费餐）  辅导/学术协助  

 学校用品        Head Start for preschoolers     医疗/牙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无人陪伴的青年的打印的姓名（圆圈一）:  _ _ 
  

父母/监护人/无人陪伴的青年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For School Personnel Only:  Meets eligibility?    Yes        No 

Building Title X Liaiso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District Title X Liaison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The Pullman School District complies with all federal and st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reed, religion, color, national 
origin, age, veterans or military status, sex,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expression or identity, disability, or the use of a trained dog guide or service animal and 
provides equal access to designated youth groups.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housing questionnaire may be directed to the District Homeless Liaison, Paula Bates, at 
240 SE Dexter Street, Pullman, WA 99163, 509-332-3144.   
 
Revised:  July 2018 



 
 
美国《麦肯尼-芬托法案》第42条11435 

 

就此字幕而言： 

1.“入学”和“入学”一词包括上课和充分参与学校活动。 

 

2.“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年”一词： 

一种。指缺乏固定，定期和足够的夜间居住权的人（第103（a）（1）条的含义）；和 

b。包括以下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 

一世。因失去住房，经济困难或类似原因与他人共享住房； 

ii。住在避难所，紧急避难所或过渡性住房/庇护所中； 

iii。由于缺乏其他适当的住宿条件而居住在汽车旅馆，旅馆，拖车公园或露营地中； 

iv。居住在汽车，公园，公共场所，废弃建筑物，不合格房屋，公共汽车站或火车站或类似环境中；和 

v。夜间主要住所的儿童和青年，该住所是公共或私人场所，并非为或通常用作人类的常规睡眠场所而设计的； 

vi。被遗弃在医院；和 

七。 this游儿童（此名词在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第1309条中定义），因该子弟生活在上述情况下，因此有资格成

为本字幕的无家可归者。 

 

3.“无人陪伴的青年”一词包括未由父母或监护人亲自监护的儿童或青年。 

取自秒725 –定义 

其他资源 

家长信息和资源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http://center.serve.org/nche/ibt/parent_res.php 

http://naehcy.org/educational-resources/naehcy-publications 

http://www.schoolhouseconnection.org/   

 

 

 

http://center.serve.org/nche/ibt/parent_res.php
http://naehcy.org/educational-resources/naehcy-publications
http://www.schoolhouseconnection.org/


Pullman School District Form                                                    2190F 
 
INSTRUCTION 
 

高能力转学生调查：K-12 

 

您的孩子以前接受过高能力的服务吗？                       是        没有  

 

如果是，请填写以下信息. 

 

学生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在的水平: _____ 

 

该学生已经有资格参加高能力课程:   秋季 / 冬季 / 弹簧  (圈一个), 年: ________ 

 

学生在哪个学区有资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就读的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过渡军事家庭的学生子女吗？  是   没有 

 

如果您有以前的学校课程学历证明，请将其包含在录取包中或提供给您孩子所在学校的学校心理

学家。    

高级Selection选委员会将审查您孩子先前所在学校的计划资格信息，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普尔曼学

区的资格要求。 您将收到有关委员会决定的书面通知。 

 

如果您的孩子符合资格要求，您是否允许他/她获得高性能的服务？ 

   是   没有  我不确定 

 

父母/监护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此过程或“铂尔曼学区高容量计划”的更多信息，请与您孩子所在学校的学校心
理学家联系。 
 

 

For Staff Use Only 
Office: 

 Copy of form given to school psychologist on _____ . 

 Copy of form sent to district Highly Capable Program coordinator on _____ . 

File original in student cumulative folder. 

 

School Psychologist: 

 Program eligibility documentation sent to district Highly Capable Program coordinator on _____ . 

 

District Program Coordinator: 

 Program eligibility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Highly Capable Selection Committee for review on _____ .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committee decision sent to parent/guardian on _____ . 

 

Revised 4.25.17 



▲要求入学  

● 要求进入儿童保育机构/幼儿园  
日期  

月/日/年  

日期  

月/日/年  

日期  

月/日/年 

日期  

月/日/年 

日期  

月/日/年 

日期  

月/日/年 

学或进入儿童保育机构所需的疫苗   

●▲  DTaP（白喉、破伤风、百日咳）        

  ▲ Tdap （破伤风、白喉、百日咳）（7 年级以上）        

●▲ DT 或 Td （破伤风、白喉）        

●▲ 乙型肝炎        

●     Hib （乙型流感嗜血杆菌）        

●▲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小儿麻痹症）（脊

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任何组合）  

      

●▲ 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小儿麻痹症）        

●▲ 麻风腮三联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        

●     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肺炎球菌）  

      

●▲ 水痘 

      经 IIS 证实的疾病史 

      

推荐疫苗（非入学或进入儿童保育机构所需）  

    流感（流行性感冒）        

    甲型肝炎        

    人乳头状瘤病毒        

    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脑膜炎球菌多糖疫

苗（A、C、W、Y 型脑膜炎球菌病）  

      

    B 型脑膜炎球菌疫苗（B 型脑膜炎球菌病）        

    轮状病毒        

Certificate of Immunization Status（CIS） 

请打印。请参阅如何填写此表格或从华盛顿州 Washington State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IIS ，免疫信息系统）打印此表格的说明。  

孩子的姓氏：                                                       名字：                                                                   中间名首字母：                              出生日期（月/日/年）: 

 

我允许我孩子的学校/儿童保育机构在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中添加免疫信

息，以帮助学校维护我孩子的记录。  

仅针对有条件身份：我确认我的孩子将以有条件身份入学/进入儿童保育机构。为了

让我的孩子留在学校，我必须在规定的最后期限前提供必要的免疫记录。请参阅有关

有条件身份的指南。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如果以有条件身份开始，则需要家长/监护人的签名                                        日期 

Documentation of Disease Immunity 
(Health care provider use only)  

If the child named in this CIS has a history of 
varicella (chickenpox) disease or can show 
immunity by blood test (titer), it must be veri-
fied by a health care provider. 
 
I certify that the child named on this CIS has: 
 A verified history of varicella (chickenpox) 
disease. 
 Laboratory evidence of immunity (titer) to 
disease(s) marked below. 

 Diphtheria  Hepatitis A  Hepatitis B 

 Hib  Measles  Mumps 

 Rubella  Tetanus  Varicella 

Polio (all 3 serotypes must show immunity) 

 
► 

  

Licensed Health Care Provider Signature  Date 

 
► 

  

Printed Name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is form is correct and verifiable. 

Health Care Provider or School Official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 
If verified by school or child care staff the medical immunization records must be attached to this document. 

X X 

Reviewed by:             Date: 

Signed COE on File?  Yes  No 



 

Reference guide for vaccine trade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For  updated list, visit https://www.cdc.gov/vaccines/terms/usvaccines.html 

Trade Name Vaccine Trade Name Vaccine Trade Name Vaccine Trade Name Vaccine Trade Name Vaccine 

ActHIB Hib Fluarix Flu Havrix Hep A Menveo Meningococcal Rotarix Rotavirus (RV1) 

Adacel Tdap Flucelvax Flu Hiberix Hib Pediarix DTaP + Hep B + IPV RotaTeq Rotavirus (PV5) 

Afluria Flu FluLaval Flu HibTITER Hib PedvaxHIB Hib Tenivac Td 

Bexsero MenB FluMist Flu Ipol IPV Pentacel DTaP + Hib +IPV Trumenba MenB 

Boostrix Tdap Fluvirin Flu Infanrix DTaP Pneumovax PPSV Twinrix Hep A + Hep B 

Cervarix 2vHPV Fluzone Flu Kinrix DTaP + IPV Prevnar PCV Vaqta Hep A 

Daptacel DTaP Gardasil 4vHPV Menactra MCV or MCV4 ProQuad MMR + Varicella Varivax Varicella 

Engerix-B Hep B Gardasil 9 9vHPV Menomune MPSV4 Recombivax HB Hep B   

If you have a disability and need this document in another format, please call 1-800-525-0127 (TDD/TTY call 711).                                                             DOH 348-013 November 2019 

 

Certificate of Immunization Status (CIS，免疫状况证明) 填写说明：从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IS) 打印该表格或手动填写。  

想要打印已填写免疫信息的表格： 

请询问，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办公室是否将免疫接种输入至 华盛顿州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中。如果是，要求他们打印 IIS 中的 CIS，则您孩子的免疫接种信息将自动填写。您也可以在 

https://wa.myir.net 上注册并登录 MyIR，以在家打印 CIS。如果您的提供者没有使用 IIS，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aiisrecords@doh.wa.gov 或致电 1-866-397-0337 联系 Department of Health（卫生部）以获取

您孩子的 CIS 副本。  
 

想要手动填写该表格：  

1. 以正楷书写您孩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并在第一页注明的地方签名。 

2. 在日期栏中填写每剂疫苗接种的日期（格式为月/日/年）。如果您的孩子接种结合疫苗（一针可预防多种疾病），请使用下方的 参考指南正确记录每种疫苗。例如，将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下的百白

破三联疫苗记录为 DTaP、将乙型肝炎记录为 Hep B，并将小儿麻痹症记录为 IPV。  

3. 如果您的孩子患有水痘疾病而没有接种疫苗，医疗服务提供者必须核实水痘疾病以满足学校要求。 

        如果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证实您的孩子患有水痘，请您的提供者勾选 Documentation of Disease Immunity（疾病免疫文档）部分中的方框并在该表格上签名。  

        如果学校工作人员访问 IIS，并看到您孩子患有水痘的确认，则他们将在疫苗部分勾选水痘下的方框。  

4. 如果您的孩子通过血液测试（滴定量）显示出阳性免疫，请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勾选 Documentation of Disease Immunity 部分中适当疾病的方框，并在表格上签字和注明日期。您必须在提供 CIS 时附

带实验室报告。 

5. 根据下方指南，提供医学认证记录的证明。  
 

可接受的医疗记录 

所有疫苗接种记录必须经过医学认证。例如： 

 从华盛顿州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IS)、MyIR 或其他州的 IIS 打印的带有接种日期的 Certificate of Immunization Status (CIS) 表格。 

 带有医疗服务提供者验证签名的完整硬拷贝 CIS。 

 附带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电子健康记录打印的接种记录（有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签名或盖章）的完整硬拷贝 CIS。学校行政人员、护士或其指定人员必须核实 CIS 上的日期已准确誊写，并在申请表

上签字。  
 

有条件身份  

如果儿童正在补齐入学或进入儿童保育机构序所需的疫苗，则他们可以以有条件身份进入并留在学校或儿童保育机构。（疫苗系列剂量按最小的时间间隔分配，因此一些孩子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疫苗接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在等待接种下一剂所需疫苗期间入学）。要以有条件身份入学或进入儿童保育机构，儿童必须在开始上学或进入儿童保育机构之前接种他们有资格接种的所有疫苗剂量。 

以有条件的身份入学的学生在等待下一剂疫苗的最低有效期时可留在学校，再加上 30 天时间以提交疫苗接种文档。如果学生正在补齐多种疫苗，有条件身份将以类似方式延续，直到所有的所需疫苗都

接种完成。 

根据 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RCW，华盛顿修订法典）第 28A.210.120 款规定，如果为期 30 天的有条件期限到期，且文档尚未交给学校或儿童保育机构，那么该学生将无法继续上学。有效文档

包括有关疾病的免疫证明、显示疫苗接种的医疗记录或完整的 certificate of exemption（COE，豁免证明）表格。 



铂尔曼学区学生健康史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 年级: ____ 学校: ______________  

父母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 _______________  

表示如果持照医护人员诊断出学生患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注意：如果您的孩子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则州法律要求持照

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和/或治疗说明，以及紧急情况 必须制定计划在您的孩子上学之前就位。 

健康状况 是 没有 如果选择“是”，请指定 

食物过敏     餐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速率响应: □温和   □介质    □威胁生命 

您的孩子需要EpiPen吗？  □是   □没有 

食物敏感吗？□是   □没有 

描述症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昆虫叮咬过敏     速率响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需要EpiPen吗？ □是  □没有    抗组胺药？ □是  □没有 

药物过敏     列出并描述响应： 

过敏（其他）     列出并描述响应： 

哮喘     速率响应:   □温和    □介质    □威胁生命 

在家服用哮喘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述孩子的哮喘症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次哮喘发作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糖尿病     □ 1型（胰岛素依赖型）  □ 2型 

癫痫发作     癫痫发作的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用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脏问题     更多信息: 

癌症     更多信息: 

血液病     更多信息: 

ADD/ADHD     用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   □在学校 

心理健康/行为问题     更多信息:  

用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   □在学校 

骨质状况     更多信息: 

戴眼镜     □距离  □读书  □隐形眼镜 

听力损失     □右耳        □左耳         □助听器 

头痛/偏头痛     更多信息: 

其他     更多信息: 

日常药品–学校可以服用任何药品（处方药或非处方药）之前，州法律要求获得许可的卫生专业人员和父母的书面许可。 

 □ 没有      □ 是        在学校需要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信息被视为机密信息。 当您的孩子在铂尔曼学区时，将根据需要与学校工作人员和紧急人员共享。 

 

父母/监护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护士签名 (School Nurse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 



目的：作为父母，监护人或学生，您有权授予或不授权与其他个人或机构发布儿童记录。 

该请求使您有机会批准或不批准该请求，除非FERPA的《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实施规则的例外允许发布记录（例如
，将记录区域从一所学校转移到另一所学校） ）。  

 

本文档以中文提供，以供您参考。 英文版必须完整。 

 

授权请求记录 
 

学生姓名:  日期:  

    

生日:  学区:  

    

我特此授权发布记录:  [    ] 是    [    ] 没有 

从:  至:  

(以前学校的名称)  

   

街道地址   

  Pullman, WA 99163 

邮政编码   

   
 

描述要披露的记录: 

披露记录的原因是: 
 

我了解，根据《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的规定，学区将以保密方式对待所获

得的信息。 FERPA禁止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披露个人身份信息，除非在特殊情况下。 

请注意，如果需要健康或医疗信息，则学区将根据FERPA隐私标准而不是《健康保险携带

和责任法案》（HIPAA）保护学区收到的医疗信息。 
 

此授权有效期自 ____/____/______   直到 ____/_____/_______.  
注意：要发布医疗记录，授权书签署后不得超过90天。 

 

我了解我同意发布记录是自愿的，并且我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撤回我的同意。 

如果我撤回我的同意，则不适用于事先获得同意的信息以供发布.    
 
   

父母/监护人或学生的签名  日期 
   
     
 

Pullman School District No. 267 
240 SE Dexter Street 
Pullman  WA  99163 

(509) 332-3581 



PURPOSE: As a parent, guardian or student, you have the right to give permission or not give permission for the release of your 
child’s records with other persons or agencies. This request provides you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approve or not approve such a 
request unless release of records is allowed under one of the exceptions under the rules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for example, transfer of records from one school district to another).   

 

AUTHORIZATION FOR RELEASE OF RECORDS  
 

Student name:  Date:  

    
Student DOB:  School District:  

    
I hereby authorize the release of records:  [    ] Yes    [    ] No 
From:  To:  

(Name of Previous School)  
   

Street Address   
  Pullman, WA 99163 

City, State, Zip   
   

 
Describe the records to be disclosed: 

The reason for disclosing the record(s) is: 
 

I understand that this information obtained will be treated in a confidential manner by the 
school distric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FERPA prohibits disclosure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without consent except in 
limited circumstances. Please note that if the request is for health or medical information,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district is protected under FERPA privacy standards by a 
school district and not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This authorization is valid from ____/____/______   to ____/_____/_______.  
Note: For release of medical records, the authorization can be no longer than 90 days after this authorization is 
signed. 

 
I understand that my consent for the release of records is voluntary and I can withdraw my 
consent at anytime in writing.  Should I withdraw my consent, it does not apply to information 
that has already been provided under the prior consent for release.    
 
   

Parent/Guardian or Student Signature  Date 
   
     
 

Pullman School District No. 267 
240 SE Dexter Street 
Pullman  WA  99163 

(509) 332-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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