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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布鲁伦天主教永助圣母学校是一个天主教的中小学学校。OLPH 接纳来自任何种族，肤色，国籍，
宗教民族血统的学生们并给他们全部的权利，基本人权，项目和提供给在校学生的活动。 在我们布鲁
伦天主教永助圣母学校的教育政策行政部门，贷款项目，或者其他的管理项目的基础上，我们 不歧视
种族，肤色，国籍以及民族血统。 
 
上课时间： 
 
学前班: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00  – 下午2:45  
 
幼儿班– 8年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00  – 下午3:00 
 
课后辅导项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00 – 6:00  
 
报名要求: 
 
在报名的过程中你的孩子必须一起来并且你必须带以下: 

 
● 填好报名表格并且签好名字 

 
● 不可退还的报名费，每个小孩$250.00. 提前在3月1日之前报名还有报名优惠$50.00. 

 
● 你孩子的出生证明 – 9月份入学的年龄要求: 

▪ 学前班在12月31日之前年龄必须是4岁 
▪ 幼儿班在12月31日之前年龄必须是5岁 

 
● 你孩子的出生证明. 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公民, 请提供文件证明你孩子的合法身份, 如果可以的话, 列
如一个 I20 或 F1 签证 。 

 
● 你孩子的领洗证，如果是天主教教友的话  

 
● 你孩子的疫苗书面证明 (打针卡或医生的证明) 

 
● 地址证明 (列如水电单，银行月结单等) 

 
For grades 1-7: 
 

● 你孩子最近的成绩单 – 最后的一份全年的成绩单以及转学要求的当前期中的成绩单 
 

● 你孩子最新标准的数学和英文阅读成绩 
 

● 圣体圣事，告解圣事，以及坚振圣事的证书复印件 (如果已经领受了圣事) 
 



学费 & 学杂费 
 

 OLPH 教友 & 附属教区的教友 非教友 

 学费 10个月付款计划 学费 10个月付款计划 

1个小孩  $5000 $500 $5500 $550 

2个小孩 $7450 $745 $8200 $820 
     

Each Additional 
Child 

$1734 $173 $1900 $190 

 
任何学生在交最后一个月的学费之前离开学校，学生必须交$250的费用跟当月的学费一起。学校的记
录可能不会发布如果你的孩子在交最后一个月的学费之前离开学校。 
 
每月学费的支付时间表: 
 

7月 1日 8月1日** 9月1日  10月1日 11月1日 

12月1日** 1月1日 2月1日 3月1日 4月1日 
任何付款在当月5日之后收到的，将会收取$20的费用。如果支票被退回将会收取$30费用。 这些费用将会被添加到学费的余
额上。以下是学费的分解： 
 

** 在7月1日之前交全部的学费将会有$200.00 的优惠.  

 
学费援助 
布鲁伦教区提供学费援助给符合需要的家庭。 访问www.futuresineducation.org 查找更多的资料以及申
请。 
 
我们布鲁伦天主教永助圣母学校提供一个学费援助的抽奖来自于Catherine P. Molly 以及 Curran Sisters 
Memorial 学费奖学金项目的慷慨的支持。更多的资料关于这个以及其他财务上的援助可以在我们的网
站上找到: www.olphc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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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表 

 
请填写并完成。缺少资料可能会延迟录取。 

 
学生的资料: 
 
1.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 9月份的年级_________ 天主教教友? (请圈) 是     否 
 
学生有一个IEP 或者要求特殊帮助吗?   (请圈)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一张IEP/IESP 的复印件或者其他的文件。 

 
2.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 9月份的年级_________ 天主教教友? (请圈) 是     否 
 

学生有一个IEP 或者要求特殊帮助吗?   (请圈)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一张IEP/IESP 的复印件或者其他的文件。 

 
3.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 9月份的年级_________ 天主教教友? (请圈) 是     否 
 
学生有一个IEP 或者要求特殊帮助吗?   (请圈)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一张IEP/IESP 的复印件或者其他的文件。 

 
4. 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 9月份的年级_________ 天主教教友? (请圈) 是     否 
 
学生有一个IEP 或者要求特殊帮助吗?   (请圈)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一张IEP/IESP 的复印件或者其他的文件。 

 
转学学生: 
 
当前的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前年级 _____________ 学校的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学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资料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t. # 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 ________________   邮编号码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有没有分居或离婚？ (请圈) 是     否 
 
如果是，小孩（们）是跟谁一起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资料: 
 

父亲: 

OLPH CAB 校友? (请圈) 是     否 

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如果跟以上的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亲: 

OLPH CAB 校友? (请圈) 是     否 

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如果跟以上的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电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写如果家庭以及/或者学生是天主教教友: 
 
堂区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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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协议 
 
请检阅并签字。 

 
1. 我/我们承认报名费在本协议是可付款的以及不可退还的。 

2. 我/我们承认学费付款的截止日期是每个月的1日。任何付款在当月的5日之后收到，将会收取
$20的费用。如果支票被退回将会收取$30的费用。这些费用将会被添加到学费的余额上。 

3. 我/我们承认我/我们作为家长/监护人保证20个小时的每个学年的义工服务时间。全部的服务时
间必须在5月31日之前完成。如果任何学期的服务时间没有完成，一个$300.00 的费用将会被加
到学费余额上。我/我们同意在开始服务时间之前完成要求的安全环境/Virtus培训项目。 (更多
的资料关于培训日期，时间等将会提供。) 

4. 我/我们承认以及同意遵守在家长/学生手册中做陈述的学校的政策。  

5. 我/我们承认OLPH CAB学校校服政策， 并且同意学生（们）必须在全部的时间里穿着校服，除
非是OLPHCAB指定的，不然必须遵守全部的着装以及饰品的规则。 

6. 宗教课是学校非常重要的一门课。不管学生们的宗教和信仰是什么，他们都要求参与祈祷以及在
班级和学校所安排的时间里参与弥撒。非天主教的学生在宗教活动中要表现他们的尊重以及礼

节。  

7. 学生们被要求准时到达学校。迟到将会被记录到学生的永久记录上。 

8. 学生们被要求要每天来学校。如果一个学生缺席，请假条必须在第二天让学生带来学校。 

  

通过一下的签名我/我们接受本协议规定的所有条款和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