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伊州
教育学院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

大学
120 梅特卡夫
Campus Box 7000 常规，
IL 61790-7000
电话：(309) 438-7621

2022 年 1 月 26 日
亲爱的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申请者和家庭，
感谢您对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的兴趣。在教育学院院长的指导下，托马斯梅特卡夫学院延续了伊利
诺伊州立大学实验学校四部分使命所体现的悠久传统：

•
•
•
•

提供一所学校，教师候选人和其他职前学校专业人员可以在其中观察、研究和实践卓越
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提供可以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的环境；
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学术课程；
在整个教学职业中促进有效的高质量教育，并帮助其他教育工作者提高他们学校的教育
质量。

该数据包包含有关申请过程的信息。我们希望您会发现我们的在线申请流程简单明了。要访问在线
申请，请访问 招生 梅特卡夫网站上的选项卡，然后单击 申请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请使用本页在线
申请部分中的链接进行申请。
如果您无法在线访问该应用程序，您可以从梅特卡夫办公室（工作日上午 8 点至下午 4 点）领取一
份副本。请记住，您必须为每个孩子单独填写一份申请。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无论采用何种申请
方法（在线或纸质） 必须在 202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4:00 之前收到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 申请人评估表 由申请人当前的老师或托儿服务提供者填写（如果孩子尚未上
学），并且应该是 由老师直接邮寄到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虽然我们及时收到这些评估很重要，
但它们不受 3 月 1 日相同英石 最后期限。
录取决定将采用书面形式，而不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或之后通过美国
邮政服务邮寄。
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 开放日 2022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6:00 未来的家庭将有机会参观学
校，观看信息演示，并参与问答环节。在学校财产上将需要口罩。请注意，在入学前不会与管理员
单独会面或参观。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致电 (309)438-7621 联系我们的办公室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etcalf.illinoisstate.edu 一个 nd 去招生链接。
尊敬，

Jason M. Surian 博士
托马斯梅特卡夫校长
鼓励多样性的平等机会/平权行动大学

入学程序
入学指南
学生将根据以下准则被录取：
1. 班级人数：为了成为模范学校，Thomas Metcalf 学校限制了每位教师的孩子人数。根据给定
班级的组成，通常会观察到以下招生范围：
学前班
每班 12-16 名学生
幼儿园
每班 16-20 名学生
小学（1 英石-3rd 年级）
每班 18-23 名学生
中级（4th-6th 年级）
每班 23-25 名学生
中学（7th-8th 年级）
每班 24-26 名学生

2. 实验室学校员工的兄弟姐妹和子

女：将尽一切努力考虑家庭，但由于每个年级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必须根据其自身的优点

来考虑每个申请。
3. 程序可用性：梅特卡夫的注册可能取决于特定学生的适当编程的可用性。
4. 居住区：学生将被麦克莱恩县内外的各个学区录取。

学生选择过程
应用程序按三个不同的变量排序：
1) 兄弟姐妹已经就读于实验室学校
2) 实验室学校员工的孩子
3) 居住区
然后，申请按所申请的年级进行排序。不同年级录取的人数将根据当前的入学需求而有所不同。
遴选委员会无权获得学生或家长的姓名。实验室学校的负责人审查建筑决定，以确保符合入学指
南。
th
申请过程的时间表是： 1 月 26 日星期三
nd
2 月 2 日星期三 3
月 1 日星期二英石 4 月
15 日星期五 th

上午 8:00 开始申请
下午 6:00 的信息开放日
申请截止日期，必须在下午 4:00 之前提交

决定信将在此日期或之后邮寄。
如果您的孩子被录取，您将收到一个必须退回的录取包。使用该数据包，您必须提供 官方认证的出
生证明 从县城来拯救你的位置。Metcalf 总办公室将复印一份并给您原件。
前 最后 录取通知书发出后，申请学前班和幼儿园的学生将被要求参加评估过程，申请 1-8 年级的学
生可能需要与管理团队成员面谈。
学校保留因不合作、持续的反社会行为模式、学生发展的任何教育需求无法满足或梅特卡夫工作人
员和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原因而要求学生退出梅特卡夫的权利。

确保完整申请的清单 （请勿提交此表格——将其用作资源）
请务必提交以下内容：
应用 （在线或纸质表格）
申请人评估表 提交给教师/托儿服务提供者——第 1 页由家长/监护人以及第 3 页的顶部填写。
第 3 页的其余部分由申请人当前的教师或托儿服务提供者（如果孩子尚未上学）填写，并且
由老师直接邮寄到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请注意，评估表是保密的，应该 不是 由家长/监护人
下车或邮寄。
在将表格交给老师之前，请：
» 在首页打印您孩子的姓名和当前年级
> 签署表格
> 填写第 1 页和第 3 页的学生证、居住区和申请年级。

学费/费用信息
学生不会因为经济需要而被禁止参加活动.适用于学前班到 8 岁的所有学生 th 年级，我们将使用确
定免费和减价午餐的联邦指南作为减免费用的标准。家长还可以使用学期或每月付款计划来分散
费用的影响。

学前班学费 2022-2023 学年 （学前教育费用可以全额支付，也可以按学期支付，或每月支付，
并在 8 月份注册时支付第一笔费用）

您可能知道，我们对参加学前教育计划的儿童收取学费。
参加该计划的儿童不会产生国家报销资金，因此，该计划的费用必须完全由我们的运营预算承
担。
学龄前学生每周上 5 天，每天 3 小时：每学年 3,500 美元

注册费 2022-2023 学年
K-2nd
3-4th
5-8th

$230 + $50 技术费
$275 + $75 技术费
$350 + $75 技术费

挂锁
挂锁 必须从学校购买 并将在注册时以每个 8 美元的价格出售。您无需每年购买挂锁；挂锁可以
在每个学年重复使用。

•
•

每个 3-8 年级的孩子都需要为他们的大厅储物柜购买挂锁。
每个 5-8 年级的孩子都需要为他们的体育储物柜购买一个额外的挂锁。

整个学年评估的额外费用：
实地考察、户外教育和其他课程项目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

经常问的问题
1. 我的孩子够大可以申请梅特卡夫吗？
我们为 4 岁的儿童开设了幼儿园。孩子必须在 2022 年 9 月 1 日或之前已满 4 岁，但到此日期尚未
满 5 岁。如果您的孩子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年满 5 岁，他们是适合上幼儿园的年龄，需要申请幼儿
园安置。我们不为适合幼儿园年龄的学前班学生提供服务。
2. 如果我先提交申请，我会在名单上排在第一位吗？
不，每个 完全的 在 2022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4:00 之前收到的申请将被同等考虑。
3. 谁决定学生是否被录取？
招生委员会根据每个年级的需要评估申请。
每个申请人都使用一个唯一的代码作为标识符。委员会不知道学生的身份，只知道他们的人口统计
信息以及他们目前的老师或托儿服务提供者提供的评估/支持文件。
4. 我的孩子就读于梅特卡夫幼儿园。他/她会自动进入幼儿园吗？
入场是 不是 自动，尽管可以优先考虑在学前班就读的儿童。您将需要通过与社区其他成员相同的
申请流程。
5. 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被托马斯梅特卡夫学校录取，他/她的名字可以被列入候补名单吗？
不，我们有 不是 保持全年入学等候名单。我们 将要 在夏季保留所有申请文件，以用于下一学年的
最后一分钟入学变更。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为学生提供一些迟到的录取选择。如果是这种
情况，并且您孩子的申请被选中，梅特卡夫学校办公室人员将在学年开始前与您联系。
6. 梅特卡夫真的是一所只招收天才学生的学校吗？
不，我们不将学生认定为有天赋的学生，也不提供专门针对有天赋的学生的课程或服务。我们努力
为所有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
7. 伊利诺伊州心脏低发病率协会提供哪些特殊教育服务
(HILIA) 通过 Thomas Metcalf 学校提供？
Thomas Metcalf 学校拥有为视力低下/失明或耳聋/听力障碍的学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源。需要这
些服务的学生通过 HILIA 与孩子所在地区和实验室学校之间的合作协议参加。我们的支持服务人员
为有轻度至中度学习挑战的学生提供服务。如果学生有超出此级别的需求，我们将与所在学区合作
确定应在何处提供服务。
8. 如果我申请，我的孩子被梅特卡夫录取的可能性有多大？
梅特卡夫每年收到 300 到 400 份申请，并招收 40 到 60 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