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ly Head Start
Head Start

兒童發展學前計劃申請表
指示： 請用英文填寫此申請表，並連同: (1) 收入證明, (2) 居住證明, (3) 你每位孩子的出生證明, 和(4) 你計算入家庭
內的成年人的讀書 / 訓練日程證明一齊遞交。有關每項證明文件的詳細內容, 請參看申請表格的附頁。
請注意：對於被診斷為殘障的兒童，請提供最新證明文件，包括個別化教育方案（IEP)，個別家庭服務計劃（IFSP），
或者兒童家庭醫生的正式信函。
郵寄或傳真已填妥的申請表到:
Wu Yee ERSEA, 831 Broadway S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33 傳真：415-391-4716
如有問題，請聯絡 Resource and Referral 資源轉介部, 電話：415-391-4956 (廣東話, 國語和英語) 或 致電 415-321-3210
(粵語) 和 415-321-3214 (限西班牙語)
第一部份：需要服務兒童／人士的資料 選一：  兒童

 寄養兒童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月)_____(日)______ (年)______
性別:  男

女

種族: 西班牙裔/ 拉丁裔  是  否

在家裡的主要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診斷之殘障情況(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種族 (選擇所有適用項目):

美洲印第安裔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裔
醫療保險:  沒有

 非裔

 白人

 亞裔

 混血兒/多種族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州醫療保險和/ 或兒童健康保險計劃

 私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目前是否有兒童保護服務個案:  否  是 (需附上文件證明) 家庭是否無家可歸?  否

 是 (需附上文件證明)

家庭是否有領取臨時現金補助 TANF 或 SSI?  否  是 (需附上文件證明)
第二部份：父母／監護人資料
家長 A:

 母親

 父親

 祖父母

 寄養父母

 監護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月)_____(日)______ (年)______ 是否單親:  否

女

 是 (如屬是，無須填寫 “家長 B”部份)

住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A_________________
門牌街名

城市

州

郵區號碼

郵寄地址 (如與上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A 目前狀況:  工作  尋找工作  上學／受訓  醫療性障礙/傷殘
最高教育程度： 高中或以下畢業  高中畢業或普通中等教育證書 GED  副學士學位/ 職業學校/ 一些大學經驗
 學士學位或更高的學歷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B:

 母親

 父親

 祖父母

 寄養父母

 監護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月)_____(日)______ (年)______

女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B 目前狀況:  工作  尋找工作  上學／受訓  醫療性障礙/傷殘
最高教育程度： 高中或以下畢業  高中畢業或普通中等教育證書 GED  副學士學位/ 職業學校/ 一些大學經驗
 學士學位或更高的學歷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前後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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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學前計劃計劃申請表
第三部份：家庭資料

你是移民的家庭嗎？  否

 是 (居住在美國的年數：_______）

你或你的配偶目前正在美國軍方服役嗎？  是  否

家庭是否有領取 WIC?

是 否

家庭正在領取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SNAP) 的服務嗎 (原稱為糧食券)?  是  否
家庭收入來源 (選擇所有適用項目):  工作

 兒童生活費  CalWORKS  失業福利  其他:_____________

全家每個月稅前總收入: $________________ (不包括 SSI)
你是如何知道護兒兒童服務的?  家人  朋友

家庭人數: ______________

 兒童委員會

你目前有沒有子女在護兒計劃內接受服務？  沒有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 (如有，孩子姓名和中心/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未有列出之家庭成員姓名

出生日期

與家長 A 的關係

第四部份：計劃選擇 (請選擇所有你希望孩子列入輪候名單的計劃):
 中心學前計劃: 全日，全年制的兒童教育計劃，服務三至五歲的兒童.
請選擇你希望中心托兒所在地區 (請按優先次序在下面註明您的選擇喜好)
選擇

優先選擇次序

中心

地區

服務年齡



選擇＃_______________

888 Clay St.

華埠

3 歲－5 歲



選擇＃_______________

1010 Montgomery St.

華埠

3 歲－5 歲



選擇＃_______________

177 Golden Gate Ave.

田德隆區／市政中心

3 歲－5 歲



選擇＃_______________

700 Velasco Ave.

訪谷區

3 個月－5 歲

如需協助或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Resource and Referral 護兒資源轉介部, 電話：415-391-4956 或 致電 415-321-3210 (粵語)
和 415-321-3214 (限西班牙語)。如你的家庭符合申請計劃資格，你將進一步獲通知是否被取錄或是否需要提供更多證明。
如你的家庭收入、小孩年齡、或居住郵區不符合申請計劃的要求資格，你將不會取得進一步通知。

我證明此處所載資料就我所知真實和正確，如有虛報會被處分。如上述資料有任何改變，我將聯絡護兒兒童服務。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由辦公室填寫: Application received date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tered date: ____/____/_____ Staff Initials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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