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監護人問答
nyckidsrise.org

1.何為 NYC Kids RISE 大學儲
蓄計劃？

NYC Kids RISE 大學儲蓄計劃為您、您的家庭和您
的社區提供了一種為您孩子的未來進行儲蓄的合

作方式。這是一項旨在使您的孩子更易於入學並
完成大學學業的獎學金和儲蓄計劃。透過為每名
學生提供預付獎學金，並為家庭提供制訂他們自

己的大學儲蓄計劃的工具和資訊，大學儲蓄計劃

監護人、家庭成員和朋友可以直接向該帳戶存款。
根據您選擇的選項，您的家庭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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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查詢您的儲蓄餘額以及孩子的紐約市獎

學金帳戶。

在您的孩子收到獎學金帳戶後，NYC Kids RISE 將提
供更多有關如何制訂適合您和您的家庭的大學儲蓄
計劃的資訊。

使得家庭能夠為自己孩子的未來奠定基礎。大學

4.為什麼要制訂大學儲蓄計劃？

的孩子實現他們的大學之夢。該計劃向所有就讀

長 來 說，送 孩 子 上 大 學 似 乎 是 遙 不 可 及 的 事 情。

儲蓄計劃也邀請整個社區參與合作，以幫助我們
30 學區公立學校的幼稚園兒童開放，而不論他們
的家庭收入或移民身份如何。

2.大學儲蓄計劃獎學金部分如
何運轉？

NYC Kids RISE 自動將 100 美元存入每一位參與
該計劃的幼稚園兒童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隨著

您的孩子繼續接受他們的教育，NYC Kids RISE 將

為您的家庭提供機會，以便為這個獎學金帳戶存

入更多資金。社區其他成員（包括社區組織和企

業）也將能夠為獎學金帳戶注入資金，以幫助您的
孩子實現他們的大學目標。

獎學金基金投資於紐約的 529 大學儲蓄計劃直
接計劃，這是一種專門為幫助家庭入學儲蓄而設

計的帳戶。根據金融市場和投資表現，您孩子的紐
約市獎學金帳戶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盈利或虧

損。這意味著當孩子上大學時，孩子的紐約市獎學
金帳戶可供支配的金額可能大於或少於原始存入
該帳戶的金額。

儲 蓄 資 金 接 受 大 學 教 育 並 不 容 易。對 於 許 多 家

NYC Kids RISE 與紐約市和紐約市教育局合作，啟動

了大學儲蓄計劃，從而使家長能夠從孩子入學第一
天起就為入讀大學開始儲蓄和規劃。研究還表明，擁

有 1 到 500 美元的大學儲蓄帳戶的兒童的大學入學

率高出三倍，畢業率高出四倍。研究還表明，上過大

學的孩子在其一生中薪酬水準明顯更高，失業的可
能性較低。

5.誰有資格參加大學儲蓄計劃？
在初期階段，所有就讀於皇后區第 30 學區的公立學

校的幼稚園學生都可以參加。除了選擇大學儲蓄計劃

「結束活動」外，每名就讀第 30 學區公立學校的幼

稚園兒童都將自動加入該計劃，除非他們的家庭選
擇不參加。

6.哪些學校參加該計劃？
皇后區 30 學區的所有公立學校都參加了初始階段
的 NYC Kids RISE 大學儲蓄計劃。

3.大學儲蓄計劃的儲蓄部分
如何運轉？

為積累投資於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資

金，您將有機會開立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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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如何參加？
• 要啟動並開始投資於您孩子的未來十分簡單。
執行以下三個簡單的步驟，即可加入大學儲
蓄計劃：

• 每名在皇后區 30 學區的公立學校就讀的幼兒都將
自動獲得一個初始金額為 100 美元的紐約市獎學
金帳戶，除非他們的家庭選擇不參加。

• 一旦開立了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請線上註
冊以查看您的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並隨時追

蹤帳戶餘額。當您註冊以查看您孩子的獎學金帳戶
時，NYC Kids RISE 將會向該帳戶中存入一筆額
外獎勵。

• 參加講座或瀏覽 nyckidsrise.org，以瞭解更多有關
大學儲蓄方案選擇的資訊以及如何制訂適合您和
您家庭的大學儲蓄計劃。

8.如果我不想參加，該怎麼辦？

符合條件的幼稚園兒童的家長/監護人將有機會通

知學校，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加入大學儲蓄計劃。
您的幼兒將會收到來自學校的「退出通知」
。如果您不

希望您的孩子獲得 100 美元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或
將來的資金，則您必須簽署退出通知，並在收到通知
後的 30 天內將其交回您孩子的學校。

9.如果我未選擇退出大學儲蓄計劃，
會怎麼樣？

30 天選擇退出期限後，教育局將向 NYC Kids RISE 傳

送家長未選擇退出大學儲蓄計劃的每名幼稚園兒童

的姓名和基本資訊。該資訊將包括：兒童姓名、生日、
學校、年級、家庭住址、家庭電話號碼和家庭語言；以

10.移民身份如何影響我的參
與水準？

30 學區的所有兒童均可參加大學儲蓄計劃和獲得

一個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無論孩子或其家人的移民
身份如何。不論移民身份如何，所有家庭還可開立

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並開始透過該計劃在孩子的

獎學金帳戶之外儲蓄。瀏覽 nyckidsrise.org/options
或參加即將舉行的大學儲蓄計劃活動，瞭解關於有
利於您和您的家庭的大學儲蓄選項的詳細資訊。

請注意，如果您選擇在紐約 529 直接計劃中開立
您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您必須是美國公民或具
有經核實的永久美國地址的外國居民。

11.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中的資金
可用於什麼用途？對於如何使
用這筆資金有何限制？

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資金投資於紐約 529 直接
計劃，僅可用於高等教育目的。這包括兩年制和

四年制的大學，以及其他職業訓練計劃。這筆獎學
金可用於學費、雜費、設備、部分食宿費用，甚至是

教科書之類的費用，而其他獎學金通常不包括這
筆費用。這些資金可以在紐約和全國各地的學

術和職業計劃以及國外的一些學校使用。瀏覽
nysaves.org，獲得可納入資格考慮範圍的高等教
育費用的完整清單。

聯邦稅法的最新修改允許某些小學和初中 (K-12)
教育費用被納入

529

計劃下的資格考慮範圍。

但是，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中的資金不可用於任何
K-12 支出。

及父母/監護人姓名和聯絡方式（如果此資訊提供
給了 DOE）
。這些資料將使 NYC Kids RISE 為每名參與

的兒童開立一個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並在每個帳戶中
存入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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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誰管理大學儲蓄計劃？
目前，NYC Kids RISE 與紐約市教育局和紐約市合

作，共同管理大學儲蓄計劃。NYC Kids RISE 是一
家非盈利性組織，致力於透過為家庭、學校和社區
提供共同合作的方式來為兒童提供教育儲蓄，從
而擴大經濟機會並保障公平公正。立足於家庭對

子女未來的夢想和期望，NYC Kids RISE 致力於幫

助所有紐約市公立學校的學生更靠近其入讀大
學並從大學畢業的夢想，無論他們來自哪裡或其
家庭在銀行擁有多少存款。瀏覽
瞭解關於我們的更多資訊。

nyckidsrise.org，

NYC Kids RISE 大學儲蓄計劃是一項獎學金兼儲蓄

計劃，由非盈利性機構 NYC Kids RISE, Inc. 與紐約
市教育局和紐約市合作管理。NYC Kids RISE既非

New York 529大學儲蓄計劃的附屬計劃，也非其
授權經銷商，本計劃不徵集投資，也不提供投資建

議。紐約市和紐約市教育局對紐約 529 大學儲蓄
計劃的計劃管理者以及任何特定的大學儲蓄或其

他投資工具（包括家庭可以透過大學儲蓄計劃瞭解
的特定大學儲蓄或其他投資工具）不提供任何背書

或建議，也不控制、擁有或附屬於該計劃管理者。

13.在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大學儲
蓄計劃的更多資訊？
關於大學儲蓄計劃的更多資訊可瀏覽

nyckidsrise.org 線上查詢，或致電 NYC Kids RISE 電
話 833-KID-RISE (833-543-7473) 查詢。

投資於您的孩子 - 大學儲蓄
瞭解方法

nyckidsrise.org

833-KID-RISE (833-543-7473)

材料的編制部分得益於 Citi Community Development 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