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申请
2020 – 2021 学年
儿童名字 （正楷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 性别: _____
名
姓
父母/监护人

父母/监护人 (如果适用)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儿童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人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儿童与谁居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们在家使用哪种语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列出任何兄弟姐妹，他们的年龄以及他们上学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述您孩子的任何团体经历，包括任何放学之后的活动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述您的社区参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绍一下您的家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通过早期干预（EI），特殊教育（CPSE）或私人保险*获得服务吗？
如有, 圈出服务项目:

语言

工作/职业疗法

物理疗法

SEIT

是

不是
辅导/游戏疗法

我们学校结合了启蒙教育，早期启蒙教育，Pre-K和学费资助，为下东城及其他地区所有家庭提供服务。




我对我们学校学费课程感兴趣；请完成所附申请表的A部分。
我对有经济补助的学费资助感兴趣；请填写A和B部分，并附上收入证明。
我对Head Start启蒙教育/Early Head Start早期启蒙教育资助感兴趣；请填写C部分，并附上孩子的出
生证明副本，两份地址证明和一份收入证明。

请注意，在收到所有文件之前，不会认为申请已提交。
*此信息不会影响注册决定

A部分
2020-2021 课程提供

请选择适合的年龄段和班级时间：



婴儿

3-8个月 (出生日期 1/1/20-6/1/2020)



幼儿

___ 周一到周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一，三，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一，三，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二/周四,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二/周四,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延时班 (下午3-6点)



9-20个月 (出生年份 2019)

___ 延时班 (下午3-6点)



2岁儿童 (出生年份 2018)

3岁儿童

(出生年份 2017)

___ 周一到周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一，三，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一，三，五,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二/周四,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周二/周四, 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

___ 延时班 (下午3-6点)

___ 延时班 (下午3-6点)

Manny Cantor中心的早期幼儿教育部很荣幸与纽约市教育局合作提供Universal Pre-K（UPK）。通过DOE的
MySchools门户在外部处理入学申请，所有回返家庭都享有入学优先权。

 申请程序开始后，请向我发送有关UPK注册的信息。

父母或监护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B部分
经济补助申请表
经济补助是根据需要提供的，申请没有截止日期。通常经济补助金额为总学费的10％-30％。
请填写这些表格，然后和您的入学申请表连同所有支持文件一起提交。提交所有文件之前，入学申请不会被受理。
儿童名字: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____/____/______

其他家属：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_________________

孩子和谁住在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租房还是拥有房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第二个家吗？如果是这样，您是租房还是拥有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 1-就业信息：
雇主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办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年限: ________职位/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 2-就业信息：
雇主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公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办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年限: ________职位/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收入:

年收入

月收入

1. 父母/监护人 1 薪酬:
2. 父母/监护人 2 薪酬:
3. 其他收入: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4.
5.
6.
7.
8.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9. 净收入: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家庭总收入: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税收 & FICA:
保险:
退休金:
存款:
其它:

家庭中其他儿童:
姓名/年龄/学校/学费每年支付：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从其他学校获得的资助（总计）: $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信用信息:
储蓄账户银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储蓄存款: $ _______________

支票账户银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存款: $ ______________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额: $ 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产
请列出您的资产及其价值，包括房地产，共同基金和权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债务
请列出您当前持有的任何债务，包括大学贷款，医疗债务和抵押贷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添加您认为对经济补助委员会有用的其他信息，以评估您的申请，例如，这所学校对您家庭特别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请注明您可以支付的学费。如果下面空格不够，请随意添加额外纸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附上以下表格:
• 最近期的W2和1040表
• 失业保险邮件，如果有
我/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认据我所知，此申请表中包含的信息是准确和真实的。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所有信息将严格保密

C部分
启蒙教育申请表
Head Start 启蒙教育和 Early Head Start 早期启蒙教育提供符合资格的家庭免费入学位子。Early Head Start
早期启蒙教育教室为 0-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Head Start 启蒙教育教室为 3-5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低于 2020 年贫困线标准，您将有资格申请启蒙教育或是早期启蒙教育：
家庭成员人数

贫困线标准

对于家庭人数超过 8 人的家庭，每增加一人，需增加$4,480。
1

$12,760

2

$17,240

3

$21,720

4

$26,200

5

$30,680

6

$35,160

7

$39,640

8

$44,120

如果您目前无家可归，您的孩子正在寄养中，或者您有资格通过需要家庭临时援助（TANF）或补充安全收入
（SSI）获得公共援助，那么您也有资格获得启蒙教育/早期启蒙教育资助。

请告诉我们您如何具资格申请启蒙教育：


我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标准。
家庭总收入: 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员人数: _____
请附上以下收入证明之一：
*4 张薪水存根，涵盖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附有联系方式的雇主信
*W2 表格
*1040/1099 表格



我的孩子正在寄养。
请附上寄养费报销信。



我正无家可归。
请附上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信件。



我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
请附上 SSI/TANF/HRA 文件。

C部分
启蒙教育申请表 (继续)
请填写以下信息，并在提交入学申请书的同时附上所有证明文件。 提交所有文件之前，申请不会被处理。
您的名字:
您的最高学历?
O 大学本科或以上
O 未完成高中

O AA 学位，职业学校或一些大学学分

您或您孩子的任何监护人有入读学校吗？O 有
您或您孩子的任何监护人是军人吗？
O 是, 服役中
O 是, 退伍军人
O 不是

儿童名字:

O 高中 或 GED

O无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 ____/____/______

其他家属: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______________

我们为以下类别的家庭提供入学优先权。请选择以下任何一项是否适用于您：
□
□
□
□
□
□
□

有效的 ACS 案列
青少年父母 (21 岁或以下)
被诊断为残疾的父母或子女
英语是第二语言
寄养儿童
住房需求（无家可归者/庇护所）
住房需求（不安全/拥挤）
(人数_______ / 卧室数 ______)
□ 父母是最近三年内的移民
□ 父母/子女接受辅导服务中
□ 最近 3 年内父母其中一位被羁押/最近出狱
□ 最近 3 年内父母都被羁押/最近出狱

□ 父母在校/培训/就业中
□ 接收预防服务（法院/ ACS 强制服务，家
庭保护服务，ACS 预防服务）
□ 父母参加了工作中心
□ 即将到来的学年，兄弟姐妹参加了 Manny
Cantor 中心的幼儿教育课程
□ 单亲家庭
□ 单亲家庭: 无业
□ 双亲家庭: 父母无业
外部机构推荐:
__
□ 其它:
_

进入我们的早期启蒙教育和启蒙教育资助的大多数孩子都在 9 月入学。但是，启蒙教育 Head Start 的注册正在
进行中，有时空位会在年中开放。请让我们知道您对什么感兴趣：



如果有空位，我有兴趣立即开始
我对 9 月开始课程感兴趣

我/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认据我所知，此申请表中包含的信息是准确和真实的。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所有信息将严格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