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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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C Kids RISE存入該帳戶的原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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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您的親屬以及您
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向該帳戶存入資金。根據您選擇的選
項，您的家庭可以透過NYC Kids RISE線上儲蓄查詢器追
蹤您孩子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旁邊的儲蓄餘額。瀏覽
nyckidsrise.org/options或參加即將舉行的大學儲蓄計劃
活動，瞭解關於大學儲蓄選項以及如何開立帳戶的詳細
資訊。

4.我的孩子如何註冊加入的大學儲蓄
計劃？

每一名就讀一所參與學校的幼稚園學生均自動註冊加入
大學儲蓄計劃，除非他們的家人選擇不參加。未曾在參
與計劃的幼稚園就讀的一年級小學生，今年也將有資格
參與該計劃。如果您收到本文件（您的大學儲蓄計劃歡
迎套件的一部分），則表明您的孩子已被納入該計劃。 

如果您在2019年6月26日之前開立您自己的大學儲
蓄帳戶，NYC Kids RISE將把另外25美元存入您孩子
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 

1.何為NYC Kids RISE大學儲蓄計劃？
    
NYC Kids RISE大學儲蓄計劃為家庭、學校和社區提供了
一種為您孩子的未來進行儲蓄的合作方式。它是一項獎
學金兼儲蓄計劃，其設立目的在於讓紐約市的每一位公
立學校學生都能入讀大學並在大學裡取得成功，而不論
他們的家庭收入或移民身份如何——自皇后區30學區
開始。大學儲蓄計劃是眾多家庭、及其學校和鄰里社區
可以利用和定制的一項工具，這項工具能夠很好地貼合
他們的生活，並幫助他們為孩子圓夢。

大學儲蓄計劃包括：

•	 為每名參與計劃的學生提供紐約市獎學金帳戶，	
其資金只能用於大學和職業訓練； 

•	 為各個家庭制訂自己的大學儲蓄計劃提供工具和	
資訊；

•	 社區共同合作為孩子們的獎學金帳戶捐款的方式； 

•	 學校和整個社區內為增強孩子就讀大學和獲得職業
訓練的期望而召開的集會與活動；以及 

•	 與教師以及教育廳合作，在教室裡提供財務教育。

2.大學儲蓄計劃獎學金部分如何運
轉？
 
NYC Kids RISE已自動將100美元存入專為您孩子的教育
未來而設立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隨著您的孩子繼續接
受教育，NYC Kids RISE將為您的家庭提供機會，以便向
這個帳戶存入更多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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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職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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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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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nyckidsrise.org，以採取下個步驟並查詢您孩子
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在2018年6月26日之前註冊
以查看獎學金帳戶，您的孩子將從NYC Kids RISE獲
得額外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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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認為您的孩子被錯誤地納入該計劃，請聯絡NYC 
Kids RISE： 833-543-7473或info@nyckidsrise.org。

5.我的孩子已被納入。我下一步該做
什麼？

邁出為大學和職業訓練儲蓄的第一步可能是最艱難的一
步。隨著大學儲蓄計劃的實施，我們已經共同邁出了第
一步。 

從今天開始，您可以在學年結束之前採取另外三個步
驟。請將這些視為我們為了您孩子的未來教育而結成的
夥伴關係的「三個組成部分」：

這些僅僅是與NYC Kids RISE、您孩子的學校和您的社
區長期合作共同為您孩子的未來儲蓄的第一步。瀏覽
nyckidsrise.org並按一下View My Account（查看我的帳
戶），輕鬆開啟。

線上註冊以查看您孩子的紐約市
獎學金帳戶

探索您的大學儲蓄選項，開立您
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並連接到
您孩子的獎學金帳戶

向您的已關聯大學儲蓄帳戶存入
至少5美元

6.為什麼要制訂NYC Kids RISE大學儲
蓄計劃？ 

儲蓄資金接受大學教育並不容易。對於許多家庭來說，
送孩子上大學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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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應當如何在我孩子的獎學金帳戶
之外為大學儲蓄？  

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大學儲蓄是家庭的總體財務
健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大學或職業培訓儲蓄多少
資金取決於您的個別財務狀況，包括您的收入、資產、
債務、定期支出、公共福利和信用狀況。NYC Kids RISE
鼓勵每個家庭一開始存入對他們來說合理的金額。在您
的孩子年幼時開始儲蓄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不論金額
多少。 

要免費獲得根據您的總體財務狀況確定儲蓄額的一對一
支持，不妨造訪分佈在紐約市的任何一家紐約市財務教
育中心。您可在財務教育中心與一位專業的財務顧問進
行一對一會面，顧問會幫助您解決債務問題、提升信
用、制訂預算、開設銀行帳戶、為未來儲蓄和規劃等
等。您還可以獲得為您孩子的大學教育進行儲蓄和制訂
開始儲蓄計劃的相關資訊。 

要和您附近的一家財務教育中心預約，請致電311或
瀏覽nyc.gov/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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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參加大學儲蓄計劃收費嗎？
 
不，註冊參加NYC Kids RISE大學儲蓄計劃是自動的，不
收取費用。瀏覽nyckidsrise.org或參加大學儲蓄計劃活
動，瞭解關於低成本和無成本大學儲蓄選項以及您孩子
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資訊。 

9.移民身份如何影響我的參與水準？ 

第30學區內所有就讀於幼稚園和一年級的兒童均可參
加大學儲蓄計劃——包括獲得一個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並
開立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無論孩子或其家人的移民身
份如何。

考慮是否開立您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時，請注意，這
兩種大學儲蓄帳戶目前都可透過該計劃予以開立，但
您必須提供一個社會保障號碼(SSN)或個人稅務識別號
碼(ITIN)才能開立此類帳戶。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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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您必須
符合IRS美國公民定義或具有經核實的美國地址的外國
居民身份。

請記住，如果您沒有該資訊，可讓家人或朋友為您的孩
子開設帳戶。聯絡NYC Kids RISE，瀏覽nyckidsrise.org/
options，或參加大學儲蓄計劃活動，瞭解更多關於大
學儲蓄選項的資訊。我們的多語言工作人員將隨時協助
您獲得您需要的資訊，以協助您制訂對您及您的家庭都
有意義的計劃。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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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業計劃以
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學校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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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中的資金不可用於任何K-12支出，	
包括符合聯邦529法規資格的支出。

11.如果參加大學儲蓄計劃的學生沒有
上大學，那會怎麼樣？

僅在學生就讀一家合格教育機構的情況下，學生才可使
用紐約市獎學金帳戶中的資金，其中包括大多數兩年制
和四年制大學，以及專業訓練和認證計劃。如果學生在
幼稚園畢業後20年內不申領這些資金，則這些資金將
退還至NYC Kids RISE，用於為今後的大學儲蓄計劃學生
提供支援。 

家庭可以保留他們存入自己的大學儲蓄帳戶的任何資
金，不論他們的學生是否就讀合格教育機構。根據家庭
選擇的大學儲蓄帳戶選項的類型，如果他們將儲蓄資金
用於合格教育支出以外的目的，他們必須支付稅金或罰
金。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nyckidsrise.org/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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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kidsrise.org，瞭
解關於我們的更多資訊。 

要瞭解更多關於我們的資訊，請瀏覽nyckidsrise.org、	
致電 8 3 3 - 5 4 3 -74 7 3，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i n f o @
nyckidsrise.org。

NYC KIDS RISE活動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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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下列任何類型的問題：

•	 我校下一次大學儲蓄計劃活動將在何時舉行？
•	 我如何聯絡NYC Kids RISE？
•	 我可以在何處找到關於大學儲蓄選項的更多資訊？
•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是否註冊加入了大學儲蓄計
劃？

•	 如果我的孩子在第一次退出期之後註冊入學，何時
可以再加入該計劃？

   您可以...

致電您孩子學校的家長協調員或其他指定的大學儲
蓄聯絡人
致電NYC Kids RISE：833-KID-RISE 
(833-543-7473)
•	 星期一至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10:00-下午

5:00）和星期四（上午10:00-晚上8:00）	
有人接聽

•	 可以用多種語言提供支援。
瀏覽www.nyckidsrise.org
•	 可提供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中文、英語、
海地克裡奧爾語、韓語、俄語、西班牙語和
烏爾都語的資料

  如果您有下列任何類型的問題：

•	 我可以在何處查詢我的紐約市獎學金帳戶的餘額？
•	 帳戶中的資金可用於什麼用途？其使用是否有最後
期限要求？

•	 我的家庭可以如何獲得其他獎學金？
•	 該計劃將怎樣使用我孩子以及我的個人資訊？
•	 如果我們搬遷或我的孩子轉學會怎樣？
•	 我能否讓我的孩子取消參加該計劃？
•	 我能否重新讓我的孩子註冊參加——即便我們已選
擇退出？

•	 大學儲蓄計劃將對獲得公共福利的資格產生什麼影
響？我可以在何處獲得更多資訊？

•	 我如何將我的現有529帳戶連接到我孩子的紐約市
獎學金帳戶？

•	 我如何變更我的帳戶聯絡資訊？

 您可以...

致電NYC Kids RISE：833-KID-RISE
(833-543-7473)
•	 星期一至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10:00-下午

5:00）和星期四（上午10:00-晚上8:00）	
有人接聽

•	 可以用多種語言提供支援 
瀏覽www.nyckidsrise.org
•	 可提供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中文、英語、
海地克裡奧爾語、韓語、俄語、西班牙語和
烏爾都語的資料 

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您仍然有問題或想要獲得一對一支援，請使用下面的聯絡方式。

NYC KIDS RISE活動和講座

紐約市獎學金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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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下列任何類型的問題：

•	 我如何透過開立一個529帳戶來完成第2個組成部
分？

•	 我如何能瞭解關於紐約529直接計劃投資選項的更
多資訊？

•	 我如何向該帳戶存入資金？
•	 我如何使用該帳戶中的資金？
•	 如果我的孩子不上大學，這些資金會怎樣？
•	 如果我想要將該帳戶中的資金用於其他用途	
會怎樣？

• 529儲蓄計劃和銀行儲蓄帳戶有何差異？

您可以...

致電NY 529直接計劃電話(866) 734-4533 諮詢一
名教育儲蓄專家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00-晚上9:00）有人接聽

瀏覽www.nysaves.org

紐約529直接計劃帳戶和投資選項  

AMALGAMATED SAVE FOR COLLEGE BANK帳戶  

  如果您有下列任何類型的問題：

•	 我如何透過開立一個銀行帳戶來完成第2個組	
成部分？

•	 我可以在哪裡開立該帳戶並進行存款？
•	 我如何使用該帳戶中的資金？
•	 如果我的孩子不上大學，這些資金會怎樣？
•	 如果我想要將該帳戶中的資金用於其他用途	
會怎樣？

  您可以...

造訪當地的一家Amalgamated Bank支行。
距離您最近的支行可能是：

36-16/18 21st Street (位於36th Avenue和37th 
Avenue之間),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6

•  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9:00-下午5:00），星期五 
（上午9:00-下午6:00）開放

請致電：800-662-0860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晚上8:00），
星期六（上午9:00–下午2:00）有人接聽

•	 可提供西班牙語支援

還有其他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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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儲蓄目標和計劃

  如果您有下列任何類型的問題：

•	 大學儲蓄如何契合我的總體儲蓄計劃？
•	 我一開始應當存入多少大學儲蓄金？
•	 對於我和我的家庭來說，現實的每週或每月儲
蓄目標是多少？

•	 我可以在何處獲得幫助來制訂儲蓄計劃、預算
和管理債務？

  您可以...

造訪當地的一家紐約市財務教育中心獲得免費、	
保密、一對一的財務諮詢服務。紐約市有超過20家
財務教育中心。距離第30學區最近的三家羅列如	
下（工作日期和時間可能發生變化）：

- Urban Upbound 
• 38-85 13th Street,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下午6:00）星期四 
（上午11:00-晚上7:00）開放

•	 語言：英語，西班牙語
- 位於Make the Road NY的Financial Clinic

• 92-10 Roosevelt Avenue,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	 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上午10:00–下
午6:00）開放

•	 語言：英語，西班牙語
位於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Northern 
Queens 的Neighborhood Trust Financial Partners

• 60-20 Woodside Avenue, 2nd Floor, 
Woodside, NY 11377 

•  星期一和星期三 
（上午9:00–下午6:00）開放

•	 語言：英語，西班牙語
致電311和財務教育中心預約
瀏覽nyc.gov/dca和財務教育中心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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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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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出一小步，實現大學夢

欲瞭解如何實現，請瀏覽：

nyckidsrise.org
833-KID-RISE (833-543-7473)

info@nyckidsri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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