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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学前班计划

学费减免申请表
孩子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丹佛学前班计划（DPP）于2006年获选民批准并于2014年更新，该计划旨在促成丹佛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DPP 每年投资超
过一千五百万资助家庭学费减免，并为市内大约250所学前班学校提供价值三百万的教育资源使得这些学前计划能够获取所需
的资源用于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申请 DPP 学费减免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您必须居住在丹佛市或丹佛郡；您孩子的年龄必须在您所申请的学年的十月一日或之前
满3或者4周岁；您孩子所上的是参与了 DPP 的学前班。每个家庭获取的学费减免额度取决于家庭的大小和收入，所选择的学前
班的质量评级，以及孩子每周上学前班的小时数。但是，每个居住在丹佛并在参与 DPP 的学前班上学的4岁孩子都有资格获得
一定的补助。如果您的孩子所上的学前班还未参与 DPP，请鼓励他们和我们联系以便了解如何加入 DPP。一旦您孩子所在的学
前班加入了 DPP，您的申请获得批准了，您就可以开始收到学费减免。需要估算学费每个月的减免额度，请访问
dpp.org/calculator。
此申请一旦完成了，请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政邮件向 DPP 递交您的申请和所需的文件（参见以下）：
电子邮件
application@dpp.org

传真
(303) 295-1750

邮政邮件
Denver Preschool Program
P.O. Box 40037
Denver, CO 80204-0037

在线版的申请表支持多种语言，请访问 apply.dpp.org 。一旦批准了，DPP 会在大约一个星期内通过邮件通知您和您的学前班
您每个月将获得的学费减免额。该金额会每个月直接付给您孩子所在的学前班，抵充您的学费。如果在您申请后您的地址和收
入情况有变化，敬请通知我们。
如果您对此申请表和申请流程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完成填写申请表，请致电303.595.4DPP（4377），电子邮件到
info@dpp.org，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dpp.org。

需提交的文件
**请完整填写该申请表并提供以下文件。遗漏任何文件都会延迟审理您的申请。我们强烈鼓励您提供收入证明以防您只
获得最低的学费减免额。如果您没有所要求的文件，请联系我们获取帮助。请勾注以下每项您所提供的文件旁的方框。
必需的：孩子的年龄证明
包括孩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的正式文件的复印件。比如孩子的出生证、护照、法庭文件、免疫记录、I-94文件、洗礼
记录、或医院的记录。尽管有少数十月一日或之前满3周岁的孩子可能合格获取 DPP 学费减免，大多数孩子在所申
请学年十月一日或之前必须满4周岁才能获得学费减免。您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招生团队，info@dpp.org
或303-595-4DPP（4377）。
必需的：当前地址的证明
包括至少父母一方或监护人姓名及孩子家庭住址的正式文件的复印件。比如房屋按揭账单、房产税账单、无家可归
支援机构（Homeless Advocate）出具的信件、房屋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出具的文件、当前的租房契
约、房屋拥有权的证明、或水电费账单。只有居住在丹佛市和丹佛郡的孩子才有资格获得学费减免。
推荐的：月收入证明
最近一个月的收入支票存根（如果每个月的收入支付次数超过一次，请附上一个月内所有的收入存根）、工资单、纳
税记录或者其它证明父母或监护人收入的文件。请注意，三岁孩子的家庭必须提供收入证明。
DPP不因种族、公民身份、移民身份、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述、婚姻状况、军人身份和残疾而歧视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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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孩子的信息
孩子的法定全名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非二元/性别酷儿/性别流动

其它

变性人

宁愿不说

出生日期 (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家庭住址
街道地址/公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 #1住址 (如果和孩子的住址不同)
父母
监护人 (请选一)
街道地址/公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种族/民族

孩子的主要语言

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亚裔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白人
未列出——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裔/拉丁裔(是/否)
是
否

联系用的首选语言

英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阿拉伯语
俄语
阿姆哈拉语
法语
索马里语
尼泊尔语
中文-普通话
缅甸语
未列出—请说明:

英语
西班牙语
越南语
阿拉伯语
俄语
阿姆哈拉语
法语
索马里语
尼泊尔语
中文-普通话
缅甸语
未列出—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节. 参与研究

DPP 与评估顾问合作，对 DPP 进行年度深入研究，以衡量学前教育对儿童及其家庭的影响。
• 随机选择家庭。
• 为您的参与提供奖励。

• 您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您孩子和您的 DPP 经历的信息。

• 如果被选中，您的孩子将在学前班里接受经过训练的幼儿专业
人士的评估，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在幼儿园学年的秋季接受评估。

• 研究报告将汇总小组层面的信息，不会包含孩子个人的信息。

• 您会收到您孩子的评估结果。

您希望您的孩子被考虑参加研究吗？
是/联系我并提供详情

否

请根据您的决定选择相应的方框。

第三节. 学前班的信息
您的孩子每周上几个小时的学前班？

少于一天
(每周至少5小时)

全日
(每周至少25小时)

延长日
(每周至少33小时)

我
 尚未找到注册的学前班
如果您的孩子还未在任何一个学前班注册入学，请选择此方框并跳过这一节。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注册了学前班，请在下面填写该学前班
学校的信息。
20
20
您为您孩子在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学年选择的 DPP 学前班

学前班的学校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公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州,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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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父母/监护人及收入信息
我不希望披露我的收入信息。

(选择该项就等于您选择了最低水平的经济援助。强烈建议提供您的收入信息，以便获得您孩子有资格获得的最大学费减免额。)

我将提供我家庭的月毛收入，及证明材料。
(需提供以下信息。)

家庭的月毛收入
请填写以下各项，包括您孩子的直系家庭中所有父母/监护人的工作和非工作收入信息，并附上所有收入的证明材料。可接受的文件在此申请表
的前面有列出。收入信息需包括每个月的总数。
• 工作收入包括工资/收益/小费或自雇收入。
• 非工作收入包括 TANF 即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子女抚养费/赡养费、信托收入等。
• 如您是自雇职业或您没有收入证明，您可以提供一份收入宣誓书，请与我们联系 303.595.4DPP (4377). (在下面列出所有非工作的收入)

父母/监护人 #1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用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要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PP 可以给您发短信吗?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父母/监护人 #1 | 每月的总收入
所有工作收入 (月毛收入/薪水/工资/小费) 和非工作收入
(TANF即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子女抚养费/信托收入/等)

父母/监护人 #2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用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要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PP 可以给您发短信吗?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父母/监护人 #2 | 每月的总收入
所有工作收入 (月毛收入/薪水/工资/小费) 和非工作收入
(TANF即困难家庭临时救助/子女抚养费/信托收入/等)

每月毛收入的总数

包括上面所列的直系家庭中所有父母/监护人
可接受的文件：最近一个月的收入支票存根（如果每个月的收入支付次数超过一次，请附上一个月内所有的收入存根）、工资单、纳税记录或者其
它证明父母/监护人收入的文件。

请选择您居家直系家庭成员的人数 (包括您自己和您的孩子)
2

031

3

4

5

6

7

8

9

10 +

(请填写几个):

________________

dpp.org

第五节. 告诉我们您是怎样知道我们的
选择您得知 DPP 的所有渠道。请勾上相应的方框。
社区集市或节日活动
DPP 的营销材料 (明信片，传单)
从朋友或家庭成员听说的*
*请告知向您推荐我们的朋友或家庭成员的名字，我们将寄上礼卡以示
谢意。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或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PP 的社区介绍会
从您孩子所在的学前班的工作人员
网上搜索
网上或印制的广告
电台
社交媒体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节. 父母协议及信息发布
父母/监护人需阅读以下条文并签名:

本协议由 DPP 和以下署名的父母或监护人（“父母”)依据父母/监护人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提交的申请共同签订。以下是
本协议的基本条款：
• 未经您的同意，我们将永不向第三方出卖或出租您的个人信息。 但是我们可能会为了丹佛学前班计划的目的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 父母理解孩子在学前班开学期间保持出勤的重要性，且同意如果孩子要缺席时及时通知校方并提供适当的缺席原因。
• 父母有责任遵守学前班校方和 DPP 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
• 父母理解学费减免额度是根据 DPP 批准的公式决定的，取决于家庭的大小和收入状况、所选择的学前班的质量评级、以及孩子每周上学前
班的小时数，并取决于丹佛市和丹佛郡给 DPP 的年度拨款额度。
• DPP 还会通过 DPP 奖学金向选定的学生提供 DPP 学费减免之外的额外补助。如果您有资格获取该补助，您将会自动收到来自我们的招生
团队的通知。
- 父母理解获取 DPP 奖学金的资格取决于父母/监护人的收入，家庭的大小以及孩子每周上学前班的小时数。而且该奖学金只考虑那些在社区
学校上学但拿不到科罗拉多学前教育计划（CPP） 和启蒙计划（Head Start）补助的家庭。
- 父母理解如果家庭的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孩子不再有资格获取该奖学金，父母会及时通知 DPP。
- DPP 奖学金的拨款取决于 DPP 董事会的授权。奖学金的金额可在学年期间的任何时刻因各种因素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拨款是否到位，
招生人数，和学前班或家庭资格标准是否有变化。
• 父母理解如果父母，孩子，或学前班的校方违反了 DPP 的规章制度，DPP 可以随时取消学费减免和 DPP 奖学金。
如果对学费减免或有关本协议的其它事项有疑问，父母可以联系 DPP：303.595.4DPP (4377) 或 info@dpp.org，或访问 dpp.org。
我授权丹佛学前班计划 (DPP) 将此申请中所提供的任何信息分享给 DPP 的合作伙伴机构，包括科罗拉多儿童保育援助计划（Colorado
Child Care Assistance Program）、丹佛人类服务部（Denver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丹佛学前教育计划（Colorado
Preschool Program，或CPP) 、启蒙计划（Head Start）、和丹佛公立学校，以便保留记录和进行项目评估与审计。我免除 DPP 因发布、审
查或复制此类信息而产生的任何和所有责任。 若被审计，DPP 可能会要求提供其他信息。

我声明所报告的信息是真实、正确和完整的。 如果要求，我同意提供任何必要的文件来支持所报告的信息。
父母/监护人的名字

填表人的名字 (如果不同于父母或监护人)

父母/监护人的签名(*必需)

*填表人的签名 (如果不同于父母或监护人)

日期 (mm/dd/yyyy)

日期 (mm/dd/yyyy)

*通过输入您的名字并将此申请表传送给丹佛学前班计划等同于您在此申请表上签名并确认您即为签署此申请表并将其发送给丹佛学前班计划的申请
人，而且您确认此申请表内提供的信息是真实，正确和完整的。

提交申请:

完成此申
请表

提交所有
要求的文件

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邮政邮件
向 DPP 提交此表及文件

04
P.O. Box 40037 Denver, CO 80204-0037

303.595.4DPP

303.295.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