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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文件件：：您您需需要要准准备备和和携携带带什什么么？？ 

费郡居住证明  

儿童年龄证明  

您孩子的健康信息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s://www.fcps.edu/registration/general-registration-requirements/documents 
 
 

4.表表格格：：请请填填写写 

请在当地学校以及/或者欢迎中心领取。(请提前打电话， 
以便工作人员准备好表格) 
 
家长为每个学生填写一份表格。  
 
您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表格：  
https://www.fcps.edu/registration/forms 
 
 
 
5.  预预约约注注册册时时间间 
 
给居民区学校或者最近的欢迎中心提前打电话 (第 2 步) 
 
携带所有需要的文件 (第 3 步) 
和 填写完毕的表格 (第 4 步) 
 
至少一位家长要陪同学生前去注册 
 
我们的注册人员随时都可以帮助您孩子注册 

https://www.fcps.edu/registration/general-registration-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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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步骤骤 

注注册册程程序序 

1-12 年年级级 
https://www.fcps.edu/registration/general-registration-requirements 
 
1. 资资格格：：审审查查标标准准 
儿童和家长必须实际居住在费郡 

孩子必须在9月30日或之前年满5岁 

 

2. 注注册册：：确确定定地地点点 

在学年中的任何时候为 1 至 12 年级的学生注册时，学生需要 
完成家庭语言调查，以确定最佳注册地点。 

家家庭庭语语言言调调查查 
https://www.fcps.edu/sites/default/files/media/forms/se82.pdf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 
是唯唯一一的的语言? 
 
 
学生在当当地地学学校校注册。 
使用费郡公立学校学校边界确定器来寻找您居住区的当地学校：  
http://boundary.fcps.edu/boundary/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以以外外的的语语言言 
或除除英英语语外外还还讲讲其其他他语语言言，，并并且且… 
 
学学生生最最后后一一次次在在美美国国学学校校上上学学是是在在... 
 
学学生生最最后后一一次次在在国国际际学学校校就就读读是是在在... 
 

学生在最近的 
学学生生注注册册欢欢迎迎中中心心注册。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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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册册程程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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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注册册：：到到哪哪里里去去注注册册？？ 

在学年中的任何时候为 1 至 12 年级的学生注册时，学生家庭需要完成家庭语言调查，以确定最

佳注册地点。 

家家庭庭语语言言调调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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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cps.edu/sites/default/files/media/forms/se82.pdf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是唯唯一一的的语言? 
 
 
学生在当当地地学学校校注册。 
使用费郡公立学校学校边界确定器来寻找您居住区的当地学校：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以以外外的的语语言言或除除英英语语外外还还讲讲其其他他语语言言？ 
 

学生在最近的 
学学生生注注册册欢欢迎迎中中心心注册。 
 
请使用下面的链接寻找离您最近的中心： 
https://www.fcps.edu/node/34104 
 
 
注注意意: 请请在在前前往往当当地地学学校校或或学学生生注注册册欢欢迎迎中中心心前前完完成成第第 3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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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undary.fcps.edu/boundary/
  
https://www.fcps.edu/node/34104

5 步步骤骤 

注注册册程程序序 

1-12 年年级级 
https://www.fcps.edu/registration/general-registration-requirements 
 
1. 资资格格：：审审查查标标准准 
儿童和家长必须实际居住在费郡 

孩子必须在9月30日或之前年满5岁 

 

2. 注注册册：：确确定定地地点点 

在学年中的任何时候为 1 至 12 年级的学生注册时，学生需要 
完成家庭语言调查，以确定最佳注册地点。 

家家庭庭语语言言调调查查 
https://www.fcps.edu/sites/default/files/media/forms/se82.pdf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 
是唯唯一一的的语言? 
 
 
学生在当当地地学学校校注册。 
使用费郡公立学校学校边界确定器来寻找您居住区的当地学校：  
http://boundary.fcps.edu/boundary/ 
 
 

如果调查显示英英语语以以外外的的语语言言 
或除除英英语语外外还还讲讲其其他他语语言言，，并并且且… 
 
学学生生最最后后一一次次在在美美国国学学校校上上学学是是在在... 
 
学学生生最最后后一一次次在在国国际际学学校校就就读读是是在在... 
 

学生在最近的 
学学生生注注册册欢欢迎迎中中心心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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