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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申请表格 
 
 
 

常规转学信息   
• 使用随附的申请表向附近各学校或PPS重点选项提交困难申请，或申请转入不通过抽 签进行或董事会批准的

年级。 

• 如果您是 PPS 的新生并且居住在Jefferson 集群带，您有双重选择权:您可以就读综合性高中或 Jefferson 

Middle College for Advanced Studies。 您必须指定一所高中，如果您没有获得转学许可，您将在之前指

定的学校就读。 请联系注册和转学中心，获取更多关于双重选择权的信息。 

• 如果要申请转学至 关在线学习学院, Alliance 或 PPS 特许学校，请直接联系学校。 

• 居住在 PPS 学区边界之外的学生不能使用本申请表格，因为这样做不符合本州关于跨学区转学的相关法规。

来自其它学区学 生的单独申请将于 5 月份开放。 

困难申请信息 
本请愿程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每所学校都必须努力满足分配至该校学生的需求。请愿系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家

长们需要解释为什么附近/当前学校无法满足其子女的需求和/或转学到其他学校如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学生居 

住地附近/当前的学校会权衡学校是否可以解决家庭的顾虑并满足孩子的需要。 

 
转学申请的获批需要验证学生若离开目前所在的学校，学生的健康、安全或教育状况是否能得以改善，以及要求转入

的学校是否有空余的学位。 

 

请愿决定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您可以随时提交表格。为了获得最佳的录取机会，

请在转学抽签周期结束前提交请愿书。 

 

转学申请提交之后…… 

• 转学结果将在申请提交后一至三周内发送给各家庭。 申请人数众多时，等待时间可能会更长。 

• 没有收到心目中的任一学校的录取通知或不符合强制性要求的学生将被安排到其居住地附近、拥有双重选择权

的学校或当前就读的学校/项目。 

• 候补名单上的学生可能会在学年开始后的 20 天之前获得安置。 

• 如果通过 IEP 的特殊教育学生的家长申请转学，如果确定该学生可能无法在该学校接受适当的免费公共教育，

则该校可能不会录取该生。 

• 您新学校的各年级（包括最高年级）都可以接受转学批准和指定双重分配。 学校将来发生的任何变化都

需要获得注册和转学中心的批准。 

• 首次注册的学生或刚搬家的家庭必须向其附近或当前学校提供两份居住证明。如果 学生在学年开始前搬到

其他学校的周边地区或其他学区，或者提供虚假的家庭住址，则批准的转学申请可能会被撤销。 

 

招生转学中心： 

501 N Dixon St, Suite 140, Portland OR 97227 

电子邮箱：enrollment-office@pps.net 

邮寄地址： 

P.O. Box 3107, Portland, OR 97208-3107 

电话： 503-916-3205 

www.pps.net/schoolchoice 
 
 

波特兰公立学校承认所有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和价值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不论年龄、肤色、信仰、残疾、婚姻状况、国籍、种
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所有个人和团体在所有活动、项目和运营中都应受到公平对待。教育委员会政策 1.80.0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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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申请表格 
 

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通信语言：英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中文  俄语   索马里语 

您是如何听说我们的？  

与学生的关系（请勾选一项）：母亲   父亲   监护人   其他：  

1. 父／母的名字：  父／母的姓氏：  

电话号码（必须输入至少一项）手机：其他电话：   

电子邮件：   

首选联系方式（必须勾选至少一项）  电子邮件和短信   仅限电子邮件   仅限短信 

家庭住址：    门牌号  

城市  州   邮编   
 

通信语言：英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中文  俄语   索马里语 

您是如何听说我们的？  

与学生的关系（请勾选一项）：母亲   父亲   监护人   其他：  

2. 父／母的名字：  父／母的姓氏：  

电话号码（必须输入至少一项）手机：其他电话：   

电子邮件：   

首选联系方式（必须勾选至少一项）  电子邮件和短信   仅限电子邮件   仅限短信 

家庭住址：    门牌号  

城市   州   邮编   

生信息 

学生名字：  中间名：  姓氏：  

性别： 女  男  非二元 出生日期：  学生 ID#   

与学生同住者：  父母／监护人 1  父母／监护人 2  父母／监护人 1 和 2 二人 

目前就读的学校／课程（如有）：    

目前就读的年级： _ 申请的年级：   

您的孩子是否在寄养？  是  否 您的孩子是否合资格获得第 X 卷／无家可归者服务？  是  否

您的孩子是否合资格获得特殊教育服务或 504 寄宿？  是  否 

您的学生是否正在使用重新连接服务？ 是  否 如果是： 协调员姓名：   

您是否有兴趣让您的孩子参加俄勒冈学校活动联盟 (OSAA) 校队？  是  否 

如选“是”，请注意，会通过单独的程序确定运动员资格。在考虑本转学申请期间参加有组织的训练或训练营或

联系所申请学校的教练可能会损坏您孩子的 OSAA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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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原因 
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与兄弟姐妹上同一所学校：  
兄弟姐妹的名字 姓氏 年级 出生日期 

就读于我家附近的学校（仅适用于目前想从另一所学校转学的学生） 

因学区范围变动或其他学校理事会保证转学 

入学双语沉浸式课程：请写明您的学生自出生起一直与家长或监护人听说所用的语言： 

 中文  英语  日语  西班牙语  俄语  越南语  其他  
请描述您的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 

 无英语 

 主要另一语言，少数英语 

 英语和另一语言相当 

 主要英语，少数另一语言 

 只有英语 

报名加入主题选项课程 

儿童看护需求。请提供您的儿童看护提供者的联系信息，以及您是否就该提供者的服务获得其他地方不提

供的折扣。 

通勤需要。请解释前往您家附近学校的交通困难，以及如果您的孩子转学至您申请的学校，该困难将如何得

到缓解。 

对学生安全和／或健康的担忧。请描述您的顾虑及在学校发生的具体事件、为解决或应对该情况作出的努力和

得到的结果。 转学将如何改善该情况？ 如果不批准转学，将对学生产生何影响？ 

其他原因。请解释申请特殊困难转学的原因，以及您为何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情况。 

本人在下方签名，即表示本人确认，本人已阅读并同意本信息包第  1  页所载的信息。 

 
 

姓名（请正楷书写） 签名 日期 

 

 
#1   

#2   

#3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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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请在此处填写其他申请信息 


	常规转学信息
	困难申请信息
	转学申请提交之后……
	招生转学中心：
	邮寄地址：

	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生信息
	与兄弟姐妹上同一所学校：
	因学区范围变动或其他学校理事会保证转学
	报名加入主题选项课程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toggle_3: Off
	toggle_4: Off
	toggle_5: Off
	toggle_6: Off
	fill_3_2: 
	toggle_7: Off
	toggle_8: Off
	toggle_9: Off
	undefined: Off
	fill_4_2: 
	fill_5_2: 
	fill_6: 
	fill_7: 
	fill_8: 
	toggle_11: Off
	toggle_12: Off
	toggle_13: Off
	fill_9: 
	fill_10: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toggle_14: Off
	toggle_15: Off
	toggle_16: Off
	toggle_17: Off
	toggle_18: Off
	toggle_19: Off
	fill_16: 
	toggle_20: Off
	toggle_21: Off
	toggle_22: Off
	undefined_4: Off
	fill_17: 
	fill_18: 
	fill_19: 
	fill_20: 
	fill_21: 
	toggle_24: Off
	toggle_25: Off
	toggle_26: Off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25: 
	fill_26: 
	fill_29: 
	fill_30: 
	fill_31: 
	toggle_27: Off
	toggle_28: Off
	toggle_29: Off
	fill_32: 
	fill_33: 
	toggle_30: Off
	toggle_31: Off
	toggle_32: Off
	fill_34: 
	fill_36: 
	fill_35: 
	toggle_33: Off
	toggle_34: Off
	toggle_35: Off
	toggle_36: Off
	toggle_37: Off
	toggle_38: Off
	toggle_40: Off
	toggle_39: Off
	fill_37: 
	toggle_41: Off
	toggle_42: Off
	1: 
	2: 
	3: 
	toggle_1_2: Off
	toggle_2_2: Off
	toggle_3_2: Off
	fill_6_2: 
	toggle_4_2: Off
	undefined_7: 
	toggle_5_2: Off
	toggle_6_2: Off
	toggle_7_2: Off
	toggle_8_2: Off
	toggle_9_2: Off
	toggle_10: Off
	toggle_11_2: Off
	toggle_12_2: Off
	toggle_13_2: Off
	toggle_14_2: Off
	toggle_15_2: Off
	toggle_16_2: Off
	toggle_17_2: Off
	toggle_18_2: Off
	toggle_19_2: Off
	toggle_20_2: Off
	toggle_21_2: Off
	fill_12_2: 
	4: 
	fill_18_2: 
	1_3: 
	fill_20_2: 
	fill_6_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