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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宣誓书

PALM BEACH 县学区 
规划和房地产服务

此表的目的是确认下列孩子住在其入读的学区内，没有批准的其它分配或再分配方法。完成此表并加注日期，在公证人前面的
誓言下签名，然后交给孩子学校的办公室。 

没有批准的其它分配或再分配方法，Palm Beach 县学区的所有学生每年都将遵照教育委员会政策 5.01 和 5.011，在教育委员

会的管辖和校长的指导下分配到要入读的学校。应根据教育委员会确定的学生/父母/法定监护人居住的学区，按照这些政策将
学生分配到学区内的学校。 

1. a,

或者 b,

2. a,

或者 b,

本人（父母/法定监护人的姓名）

是下列学生（孩子的印刷姓名）的父母/法定监护人

本人是下列独立的学生 

本人（父母/法定监护人）目前与上述学生住在一起

本是上述独立的学生，住在：

Palm Beach 县的下列住址，而且这是该孩子的主要居所。主要居所定义为孩子在其中度过大多数时

间的住所。 

地址：*

我的联系电话号码：3.

4.
必须完成此验证，上述孩子才可入读（学校名称）

5. 本人了解，伪造此信息可能导致我的孩子从此学校退学， 为孩子注册时伪造居住地可能遭到法律制裁。 

接第 2 页

勾选 2a 或 2b，然后在下面的地址框中输入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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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宣誓书（续）

学生姓名

佛罗里达州法 §837.06 规定，知情者有意误导公务员履行公务面做出书面虚假陈述，将判处二级轻刑罪。此外，知情

者在伪证处罚下做出虚假陈述将判处伪证罪，为三级重罪。 
6.

未来孩子的住址或生活安排若有任何变化，我同意立即通知学区。本人特此声明，我已阅读本文档，上述事实真实有
效，愿意承担伪证的处罚： 

父母/法定监护人/独立学生的签名 日期

可选本人特此允许学校或学区与政府机构（如县房地产评估办公室）共享我及我的孩子的地址和相关信息，以验证
我孩子的居所。  

7.

日期父母/法定监护人/独立学生的签名

如果孩子临时与父母/法定监护人和/或其他人住在第 1 页中所列的地址。请参阅政策 5.011 的第 6 段。

业主/出租人/承租人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本为（上述地址的业主/出租人/承租人）声明，上述孩子或独立学生目前住在此地址。

佛罗里达州法 §837.06 规定，知情者有意误导公务员履行公务面做出书面虚假陈述，将判处二级轻刑罪。此外，知情者在伪证

处罚下做出虚假陈述将判处伪证罪，为三级重罪。

本人特此声明，我已阅读本文档，上述事实真实有效，愿意承担伪证的处罚： 

日期业主/出租人/承租人的签名

STATE OF FLORIDA, COUNTY OF PALM BEACH 

Sworn to (or affirmed) and subscribed before me this day of , (year)

by Who is personally known to me or who produced as 

identification .

Signature of Notary Public - State of Florida

Print, Type, or Stamp Commissioned Name of Notary Public, Commission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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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宣誓书
PALM BEACH 县学区
规划和房地产服务
此表的目的是确认下列孩子住在其入读的学区内，没有批准的其它分配或再分配方法。完成此表并加注日期，在公证人前面的誓言下签名，然后交给孩子学校的办公室。 
没有批准的其它分配或再分配方法，Palm Beach 县学区的所有学生每年都将遵照教育委员会政策 5.01 和 5.011，在教育委员会的管辖和校长的指导下分配到要入读的学校。应根据教育委员会确定的学生/父母/法定监护人居住的学区，按照这些政策将学生分配到学区内的学校。 
1. a,
或者 b,
2. a,
或者 b,
是下列学生（孩子的印刷姓名）的父母/法定监护人
本人（父母/法定监护人）目前与上述学生住在一起
本是上述独立的学生，住在：
Palm Beach 县的下列住址，而且这是该孩子的主要居所。主要居所定义为孩子在其中度过大多数时间的住所。 
3.
4.
必须完成此验证，上述孩子才可入读（学校名称）
5.
本人了解，伪造此信息可能导致我的孩子从此学校退学， 为孩子注册时伪造居住地可能遭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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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 2a 或 2b，然后在下面的地址框中输入您的地址*
住所宣誓书（续）
佛罗里达州法 §837.06 规定，知情者有意误导公务员履行公务面做出书面虚假陈述，将判处二级轻刑罪。此外，知情者在伪证处罚下做出虚假陈述将判处伪证罪，为三级重罪。 
6.
未来孩子的住址或生活安排若有任何变化，我同意立即通知学区。本人特此声明，我已阅读本文档，上述事实真实有效，愿意承担伪证的处罚： 
父母/法定监护人/独立学生的签名
日期
可选本人特此允许学校或学区与政府机构（如县房地产评估办公室）共享我及我的孩子的地址和相关信息，以验证我孩子的居所。  
7.
日期
父母/法定监护人/独立学生的签名
如果孩子临时与父母/法定监护人和/或其他人住在第 1 页中所列的地址。请参阅政策 5.011 的第 6 段。
本为（上述地址的业主/出租人/承租人）声明，上述孩子或独立学生目前住在此地址。
佛罗里达州法 §837.06 规定，知情者有意误导公务员履行公务面做出书面虚假陈述，将判处二级轻刑罪。此外，知情者在伪证处罚下做出虚假陈述将判处伪证罪，为三级重罪。
本人特此声明，我已阅读本文档，上述事实真实有效，愿意承担伪证的处罚： 
日期
业主/出租人/承租人的签名
STATE OF FLORIDA, COUNTY OF PALM BEACH 
Who is personally known to me or who produced as 
.
Signature of Notary Public - State of Florida
Print, Type, or Stamp Commissioned Name of Notary Public, Commission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8.2.1.4029.1.523496.503679
Affidavit of Residence
Michele Strawmire
Legal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form is to verify that the child(ren) listed below reside(s) within the boundaries for the school in which he/she is attending, absent an approved alternative method of assignment or reassignment. Complete and date this form, sign under oath before a notary, and return to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ren)'s school. 
Tom Parker
6/4/2012
6/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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