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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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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ywc

cunywc

cunyedu

为学生提供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不论其经济情况如
何，这一直是 CUNY 的一项使命。自 1847 年起，CUNY
已提升了数代家庭，教育了上百万的人士。
大学教育的支出是一项应当予以慎重考虑的重要投
资。如果您观察 CUNY 教育的质量与成本，您会发
现，其具有巨大的价值。超过百分之八十的 CUNY 本
科生在没有联邦学生贷款债务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
的学位课程。
CUNY 的学生心怀远大梦想、勤奋学习、成就非凡 —
经常能够获得全国最享有盛名的学术奖项。如果您
认为您将需要获得帮助以支付教育经费，我们建议您
申请财务资助。教育经费包括学费与费用、住宿与餐
饮、书籍与用品，以及交通费用。虽然您和您的家庭
需要为您的教育经费支付承担主要责任，但联邦、州
和市政府（以及 CUNY）可提供资金来帮助您。

 约州持续致力于为 CUNY 学生提供
纽
支持，帮助学生以很少的债务甚至是
无债务的状态成功完成大学学业，
一个显著的标志便是“精益求精奖学
金”(Excelsior Scholarship) 的设立。精益求精奖学金为符合资格的纽
约居民提供在就读 CUNY 期间获取州政府提供的学费支持的机会。如
今，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实现接受世界级教育的梦想，同时无需承
受学生贷款的负担。
在 cuny.edu/financialaid 上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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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负担的高品质大学教育
本科生学费
学校类型

四年制大学

社区学院

纽约州居民

非纽约州居民

6,530 美元/每年

17,400 美元/每年

（全日制）

285 美元/每学分

（全日制）*

580 美元/每学分

（非全日制）

（非全日制）

4,800 美元/每年

9,600 美元/每年

210 美元/每学分

320 美元/每学分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全日制学费的计算基于自 2017 秋季起每学期修 15 个学分。

财务资助类型

财务资助申请

助学金 – 无需偿还的资金，通常
根据经济需求授予。

如需确认您是否符合财务资助的资
格，请每年填写下列申请：

奖学金 – 无需偿还的资金，通常
根据学习成绩授予。

FAFSA（联邦学生资助免费申请）访问
www.fafsa.gov 以申请联邦财务资助。

贷款 – 向学校借取的资金，必须
偿还并支付利息。

TAP（学费资助项目）
访问 www.hesc.ny.gov 以申请这项面向
纽约州居民的财务资助项目。

勤工俭学 – 通过在学校财务资助
办公室提供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而
赚取的资金。

布朗克斯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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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财务资助
1

准备申请
收集您和您家长的*收入与资产的记录。对于 2018–19 学年而言，
这些记录可能包含您的（和您家长的，如适用）2016 年度纳税申
报单和 W-2 表格、社会安全号码以及其他收入与资产记录。向学
校顾问、您计划就读的学校的财务资助办公室，或是美国教育部
获取免费信息与帮助，美国教育部网址：www.studentaid.gov，电
话：1-800-4-FED-AID (1-800-433-3243)。

2

获取一个 FSA ID – fsaid.ed.gov
FSA ID 是您必须在登录、签署和更正您的 FAFSA 时使用的用户名与
密码。您和您的至少一位家长将分别需要一个 FSA ID。务必保存您
的 FSA ID，因为您将需要每年使用它来重新申请和访问您的信息。

3

完成 FAFSA – www.fafsa.gov
联邦学生资助可免费进行申请。您可以为从您高中三年级的 10 月 1
日开始的后续学年进行申请，即使是在您被 CUNY 录取之前。如需
申请，请访问 www.fafsa.gov。如需获取帮助以完成您的 FAFSA，请致
电联邦学生资助信息中心：1-800-4-FED-AID (433-3243)。
IRS 数据检索工具
IRS 数据检索工具让您和您的家长能够访问完成联邦学生资助免费
申请 (FAFSA) 所需的 IRS 纳税申报信息。学生和家长可将其税务数据
直接转到他们的 FAFSA 内。强烈建议您使用 IRS 数据检索工具，原
因如下：
 是提供您的税务数据的最简单的方式。
这
¢¢ 
这是确保您的 FAFSA 拥有准确的税务信息的最佳方式。
¢¢

¢¢

您无需向您的学校提供税务记录或纳税申报单副本。

*如果您是目前被寄养或是有过被寄养历史的学生，请联系您的机构获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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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纽约州资助的申请

5

获取学生资助报告 (SAR)

在您完成了 FAFSA 之后，您将会被带到确认页面；点击州申请
链接，以申请纽约州的财务资助项目，例如“学费资助项目”
和“精益求精奖学金”。

在您完成 FAFSA 的几天之后，您将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附有
您的学生资助报告 (SAR) 的链接。SAR 包含您的 FAFSA 信息的概要，
以及您的家庭预计支付额度 (EFC)（用于确定您的联邦学生资助资
格的数字）的计算。查看您的 SAR，确认是否需要提交额外的信息
或作出任何更正。您也可以在 www.fafsa.gov 上访问您的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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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您的数据
联邦处理人员将选取特定数量的申请人以进行验证流程。如果您
被选中（将显示在您的 SAR 上），您将需要向您计划就读的 CUNY
学院的财务资助办公室提交要求的文件，以验证您已在您的 FAFSA
中提供的数据。

7

获取您的财务资助授予通知
一旦您完成了财务资助申请并体现出经济需求之后，录取您的学院
将向您发送一份授予通知，以指出您符合资格的财务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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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大学成本与财务资
助组合
在选择大学时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因
素就是，这所院校是否符合您的教
育需求。此外，在决定报名的学校
时，您和您的家人必须考虑就读大
学的成本。

确定您是否符合各类学校奖学金的
资格。对于联邦财务资助而言，您
的 EFC 针对每所大学的计算方法都
是一样的。
经济需求

就读成本 (COA)
在进行大学规划时，您需要查看就
读成本 (COA)，其包括学费与费用、
住宿（食宿）、交通、书籍、用品
以及个人支出。如果您是纽约州居
民，且您计划住在家中，那么就读
CUNY 全日制大学九个月的预计费用
将包含学费与费用，外加大约 9,700
美元的所有其他支出。如果您计划
离开家里生活，那么预计的支出大
约为 20,400 美元。
家庭预计支付额度 (EFC)
您的家庭预计支付额度 (EFC) 指的是
您和您的家人能够合理地为年度教
育成本支付的金额（基于您在您的
FAFSA 上提供的信息）。诸如您的家
庭收入、家庭人口数、特定资产、
纳税情况以及就读大学的家庭成员
人数等因素可用于计算您的 EFC。
您的 EFC 将用于确定您可能符合资
格的联邦财务资助金额，例如佩尔
基金、联邦勤工俭学以及联邦补助
贷款。除此之外，EFC 还可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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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需求指的是就读成本和您的家
庭预计支付额度之间的差额。
COA – EFC = 经济需求
CUNY 净价计算器
如需帮助确定您可能可以获取的财
务资助，您可以使用 CUNY 网站上
的净价计算器。这项工具可以计算
预估的财务资助授予组合以及预估
的学费与费用成本。净价计算器还
可以帮助对比 CUNY 和其他院校的
成本差异，以帮助您确定最符合您
经济情况的学校。
访问 www.cuny.edu/financialaid 以获取
净价计算器。
财务资助组合
根据您的经济需求，CUNY 将为您构
建一个财务资助组合。这个财务资
助组合可能包括不同类型的财务资
助，以帮助全部或部分承担您的大
学成本。如果您有经济需求，您还
可能符合助学金、勤工俭学以及补
助贷款的资格。

帮助为您的教育提供资
金的项目
CUNY 项目
学院奖学金
www.cuny.edu/scholarships
CUNY 各院校都提供有多种类型的学
术与基于成绩的奖学金。如需在某
一个 CUNY 院校申请奖学金，学生
通常需要完成 FAFSA，有时还需进行
单项奖学金申请。
学费支付计划
CUNY 各院校均参与一项月度支付计
划，以帮助学生家庭更好地预算学
费与费用支出。
关于项目的详情，请拨打
1-888-470-6014 联系 Nelnet，或是联系
您的 CUNY 学院的财务主管办公室。
纽约市议会绩优奖学金
纽约市议会绩优奖学金授予已证明
具备取得学业成功的能力并且符合
资格的 NYC 高中生。申请 CUNY 的
所有学生都将自动被作为奖学金
候选人予以考虑，这项奖学金将
为 2017‑18 学年提供 800 美元的金
额（可能发生变化）。如需符合资
格，您必须：
 一名美国公民或符合资格的非
是
公民。
¢ ¢ 是一名纽约市居民。
¢ ¢ 毕 业于纽约市的高中，平均分至
少达到 80 分。
¢¢

 从高中毕业后的一年内作为全
在
日制学生被一所 CUNY 学院录取。
¢ ¢ 每 学 期 作 为 全 日 制 学 生 进 行 注
册，累积平均绩点至少达到 3.0。
¢ ¢ 在 就读任何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之
前就读 CUNY。
¢¢

外部奖学金
有上千家私人组织为大学生提供奖
学金资助。这些奖学金基于多种多
样的考量因素。如需搜索奖学金，
您可以使用免费的搜索服务，例如
collegeboard.com 网站。您无需向他
人支付费用以获取奖学金搜索方面
的帮助。

面向纽约州居民的
项目
www.hesc.ny.gov
如需成为纽约州项目的考虑对象，
您必须：
是一名纽约州居民。
¢ ¢ 提交 FAFSA 与 TAP 申请。
¢ ¢ 被一个学位项目录取。
¢ ¢ 为 了 您 的 学 位 而 取 得 学 术 上 的
进步。
¢ ¢ 无 联邦学生贷款或财务资助方面
的欠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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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为您的教育
提供资金的项目（续）
学费资助项目 (TAP)
TAP 是授予以全日制形式就读位于
纽约州内的大学的纽约州居民的一
项助学金。TAP 助学金基于申请人
及其家人的纽约州净应税收入。本
科生 TAP 助学金的金额范围在每年
500 美元到 5,165 美元之间。在完成
您的 TAP 申请之前，您必须首先提
交 FAFSA。
面向纽约州居民的非全日制资助
纽约州为修读非全日制（每学期
6 到 11 学分）学位的学生提供两种
财务资助项目：非全日制学费资助
项目以及非全日制学习资助项目。
每项助学金的金额将根据学生的家
庭收入、所修学分数量以及纽约州
的资金可用情况来确定。除了 TAP
申请之外，您还必须提交一份 CUNY
补充表。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 cuny.edu/financialaid 并点击‘联邦
与州助学金’链接。
CUNY 机会项目：SEEK、CD 与 ASAP
SEEK（ 搜 寻 教 育 、 提 升 与 知 识 ）
是 CUNY 四年制大学所提供的一个
纽约州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那些
在学业和经济上均处于劣势的学
生。SEEK 学生将得益于更多的必需
财务支持的机会。CD（大学发现）
是由纽约市政府在 CUNY 的社区学
院中提供资金的伙伴项目。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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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或 CD 项目是 CUNY 招生流程中
的一部分。
ASAP（大专加速学习项目）在大部
分 CUNY 的社区学院以及部分四年
制学院中提供，旨在让有积极性
的学生能够更快、更有效率地完
成大专学位。
精益求精奖学金
精益求精奖学金使得符合资格的纽
约居民能够获取州政府提供的、
其他财务资助未覆盖之任何学费
成本的 100% 支持。本项奖学金
的获得者在 2017-18 学年间的家庭
收入必须为 100,000 美元或以下。
对于 2018-19 学年，这一金额将提
高至 110,000 美元，从 2019‑20 学
年起，您家庭的调整后的总收入
可以是总计不超过 125,000 美元。
学生必须在公布的截止日期之前
提交 FAFSA、TAP 和精益求精奖学
金申请，就读一所 CUNY 院校的全
日制项目（最低 12 学分）并在每
个学年内完成三十 (30) 个学分。
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同意居住在纽
约州，并同意在与其获得精益求
精奖学金的持续期间相等的年份
内不在其他任何州就业。请访
问 http://www2.cuny.edu/financial-aid/
scholarships/excelsior-scholarship-faqs/
获取更多关于精益求精奖学金的资
格与要求的信息。

州奖学金

联邦佩尔助学金

纽约州为那些在高中取得出色成
绩或是追求特定学术目标的学生
提供多种特殊奖学金。如需了解
关于这些奖学金的信息，请访
问 www.hesc.ny.gov 并选择“支付
(Pay)”，然后选择“助学金、奖学
金与贷款项目 (Grants, Scholarships and
Loan Programs)”以了解更多。

对于 2017–2018 学年，佩尔助学金
每年最高可提供 5,920 美元，可授
予那些尚未获得学士学位的非全日
制与全日制本科生。您可获取的联
邦佩尔助学基金的金额仅限于 12 个
全日制学期或是同等的非全日制学
期。联邦佩尔助学金将为那些修读
了至少一半夏季课程的学生提供额
外的资金。联系您所在学院的财务
资助办公室以获取更多信息。

联邦学生资助项目
www.StudentAid.gov

联邦补充教育机会助学金 (FSEOG)

如需符合联邦财务资助项目的资
格，学生必须：

如果您显示出特殊的经济需
求，CUNY 可向您授予来自于 FSEOG
的资金。由于资金有限，将倾向于
提供给接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

 一名美国公民或符合资格的非
是
公民。
¢ ¢ 填写一份 FAFSA。
¢ ¢ 被一个授予学位的项目录取。
¢ ¢ 维 持良好的学业表现，并为了完
成学位而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
¢ ¢ 报 名参加义务兵役（针对年龄在
18 至 25 岁之间的男性）。
¢ ¢ 无 联邦学生贷款或财务资助方面
的欠款。
¢ ¢ 注 册了至少六个学分。佩尔助
学金是本条规定的一个例外，
其在您注册的学分低至一个时
仍可授予。
¢¢

联邦勤工俭学 (FWS)
联邦勤工俭学项目为您提供能够
符合您学业安排的兼职工作的机
会。若您获得了联邦勤工俭学的
机会，您将会获得一份符合资格
的校外或校内工作。各学院的财
务资助办公室可帮助您寻找联邦
勤工俭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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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为您的教育
提供资金的项目（续）
贷款
联邦直接贷款
直接贷款项目让您能够从联邦政府
借取资金，以帮助负担您的就读成
本。和所有其他贷款一样，这些贷
款必须偿还并支付利息。
可获得的直接贷款有两种类型，
补助与非补助。如需符合补助直
接贷款的资格，您必须显示出经
济需求。只要您至少注册了一半
的学时，便不会针对这些贷款收
取利息，但将会在您毕业或是在
就读过半前退学后累计利息。
若您未显示出经济需求，您仍然可
能符合非补助直接贷款的资格。但
是，利息将从贷款发放后立即开始
累计。
如需申请联邦直接贷款，您必须：
完成 FAFSA。
直接向学院的财务资助办公室申
请贷款。
¢ ¢ 完 成入学面试，其将向您提供关
于贷款的条款与条件的信息。
¢¢
¢¢

额外信息：
您必须签署一张期票。
¢ ¢ 如 果您申请了联邦直接贷款，您
可以在日后通过通知学院财务资
助办公室的方式拒绝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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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共同签署者以期符合联
您
邦直接贷款的资格，也不需要进
行信用核查。
¢ ¢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发放的补
助与非补助联邦直接贷款的利率
为 4.45%。
¢ ¢ 还款期从 10 到 30 年不等。
¢ ¢ 还 款从您毕业、离校或就读过半
前退学后的六个月之后开始。
¢¢

面向家长的联邦 PLUS 贷款
您的家长可能有资格申请联邦 Plus
贷款以帮助支付您的大学费用。
您，即受抚养学生，必须在您的家
长申请 PLUS 贷款之前完成 FAFSA。
额外信息：
P LUS 贷款的借款人须接受信用
核查。
¢ ¢ 对于 2017–2018 学年，联邦 PLUS
贷款的利率为 7.00%。
¢ ¢ 利率将在每年的 7 月 1 日重新进
行计算。
¢ ¢ 可联系学院的财务资助办公室，
获取关于联邦 PLUS 贷款的更多
信息。
¢ ¢ PLUS 贷款的还款将从贷款发放起
的 30 天后开始。只要您至少注册
了一半的学时，您的家长即可延
期还款，但利息仍将继续累计。
¢¢

退伍军人教育项目
CUNY 欢迎并支持退伍军人、后备军
人及其家庭成员。学校设有项目可
帮助退伍军人从联邦和纽约州政府
获得资金以支付教育费用。关于这
些福利以及如何进行申请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www.cuny.edu/veterans 并
选择“资助您的教育 (Financing Your
Education)”进行了解。

联邦所得税抵免与
扣除

亨特学院

您可以通过税项抵免来降低您的所
得税总额，从而帮助您抵销高等教
育的支出。特定借款人可就实际为
高等教育的教育费用学生贷款所支
付的利息获得税项抵免。关于这两
项福利的信息，请访问 www.irs.gov
以查看 IRS 出版物 970，针对教育的
税项福利。

拉瓜迪亚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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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资助的资格
就读
如需符合财务资助的资格，您必须
开始修读您的课程。出勤信息将从
您的讲师处收集，并将用于确认您
是否开始修读您的每个课程。在计
算您的注册状态以确定您的财务资
助资格时，未出勤课程的学分将不
予计入。
退课
联邦财务资助授予的前提是期望您
将在资金拟用于的整个期间内出勤
就读课程。如果您在学期完成之前
从您的所有课程中退课，学院将会
根据规定的出勤公式判定您有权获
取的部分联邦资金。已发放的任何

不合资格的资助金部分将需要退还
给学院/美国教育部。从您的部分或
全部课程中退课，还可能会影响您
在当前或下个学期内的纽约州财务
资助资格。
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 (SAP)
根据联邦和州的指导原则以及 CUNY
政策，您必须在您学习的项目中取
得令人满意的进步，方可维持联邦
和州的奖学金资格。将依据针对每
个财务资助项目所确定的令人满意
的进步标准，至少每年对您的学业
记录进行一次评估。请参阅您所在
学院的网站以了解关于这些标准的
更多详细信息。

财务资助期限限制
您可获取的联邦佩尔助学基金的
金额仅限于 12 个全日制学期或是
同等的非全日制学期。纽约州 TAP
仅限于总计 8 个学期，但对于某些
项目，您可能可以获取最多 10 个
学期。
本手册中所含的信息在出版之时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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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学院

FAFSA 与 TAP 学校代码
在填写您的 FAFSA 与 TAP 申请时，您必须为您希望投递信息的每个 CUNY 学院
填写学院代码。每个 CUNY 学院的 FAFSA 与 TAP 代码列于下方。
联邦 /
FAFSA 代码

纽约州 /
TAP 代码

巴鲁克学院

007273

1409

布鲁克林学院

002687

1410

纽约市立学院

002688

1411

斯塔顿岛学院

002698

1417

亨特学院

002689

1413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

002693

1414

莱曼学院

007022

1412

曼德求·埃弗斯学院

010097

1415

纽约市理工学院

002696

1405

皇后学院

002690

1416

约克学院

004759

1418

CUNY 继续教育学院

004765

1420

曼哈顿区社区学院

002691

1404

布朗克斯社区学院

002692

1400

格特曼社区学院

042101

1421

奥斯托斯社区学院

008611

1401

国王区社区学院

002694

1402

拉瓜迪亚社区学院

010051

1403

皇后区社区学院

002697

1407

四年制大学

社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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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Y 财务资助办公室联
系信息
访问 www.cuny.edu/financialaid 并点击“财务资助联系方式 (Financial Aid Contacts)”
四年制大学
巴鲁克学院
地址：151 E. 25th St., Room 880
New York, NY 10010
(646) 312-1360
www.baruch.cuny.edu
financial.aid@baruch.cuny.edu
布鲁克林学院
地址：2900 Bedford Ave.
West Quad Center, Room 308
Brooklyn, NY 11210
(718) 951-5051
www.brooklyn.cuny.edu
finaid@brooklyn.cuny.edu
纽约市立学院与索菲·
戴维斯生物医学教育学校
地址：160 Convent Ave.
Administration Bldg., Room 104
New York, NY 10031
(212) 650-6656
www.ccny.cuny.edu
financialaid@ccny.cuny.edu

莱曼学院
地址：250 Bedford Park Blvd.West
Shuster Hall, Room 136
Bronx, NY 10468
(718) 960-8545
www.lehman.cuny.edu
financial.aid@lehman.cuny.edu
曼德求·埃弗斯学院
地址：1637 Bedford Ave.,
Room S108
Brooklyn, NY 11225
(718) 270-6141
www.mec.cuny.edu
finaid@mec.cuny.edu
纽约市理工学院
地址：300 Jay St.
Namm Hall Room, NG-13
Brooklyn, NY 11201
(718) 260-5700
www.citytech.cuny.edu
financialaid@citytech.cuny.edu

斯塔顿岛学院
地址：2800 Victory Blvd.
Building 2A, Room 401
Staten Island, NY 10314
(718) 982-2030
www.csi.cuny.edu
financialaid@csi.cuny.edu

皇后学院
地址：65-30 Kissena Blvd.
Jefferson Hall, Room 202
Queens, NY 11367
(718) 997-5102
www.qc.cuny.edu
financialaid@qc.cuny.edu

亨特学院
地址：695 Park Ave.,
Room 241 North
New York, NY 10065
(212) 772-4820
www.hunter.cuny.edu
finaid@hunter.cuny.edu

继续教育学院
地址：119 West 3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01
(212) 652-2895
sps.cuny.edu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
地址：524 West 59th St.
New York, NY 10019
North Building Room 1280
(212) 237-8149
www.jjay.cuny.edu
financialaid@jjay.cun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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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院

约克学院
地址：94-20 Guy R. Brewer Blvd.
Room 1M08
Jamaica, NY 11451
(718) 262-2230
www.york.cuny.edu
finaid@york.cuny.edu

曼哈顿区社区学院
地址：199 Chambers St., Room N365
New York, NY 10007
(212) 220-1430
www.bmcc.cuny.edu
finaid@bmcc.cuny.edu
布朗克斯社区学院
地址：2155 University Ave.
Colston Hall, Room 504
Bronx, NY 10453
(718) 289-5700
www.bcc.cuny.edu
financialaid@bcc.cuny.edu
格特曼社区学院
地址：50 West 40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8
(646) 313-8011
www.guttman.cuny.edu
financial.aid@guttman.cuny.edu
奥斯托斯社区学院
地址：120 E. 149th St., Room
B112-115
Bronx, NY 10451
(718) 518-6555
www.hostos.cuny.edu
finaid@hostos.cuny.edu
国王区社区学院
地址：2001 Oriental Blvd.,
Room U201
Brooklyn, NY 11235
(718) 368-4644
www.kbcc.cuny.edu
finaid@kbcc.cuny.edu
拉瓜迪亚社区学院
地址：31-10 Thomson Ave.,
Room C107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718) 482-7218
financial@lagcc.cuny.edu
皇后区社区学院
地址：222-05 56th Ave.
Library Building, Room 409
Bayside, NY 11364
(718) 631- 6367
www.qcc.cuny.edu
financialaid@qcc.cuny.edu

有疑问？
如果您对于财务资助申请流程有任何疑问，或是想要详细了解可用的财务
资助项目，请访问 www.cuny.edu/financialaid 或联系您计划就读的 CUNY 学院的
财务资助办公室。如需获取 FAFSA 或 TAP 申请方面的帮助，请参考下方所列
的网站和电话号码。

实用网站与电话号码
纽约市立大学
CUNY 财务资助信息
www.cuny.edu/financialaid
CUNY 奖学金信息
www.cuny.edu/scholarships
联邦学生资助
FAFSA（联邦学生资助免费申请）
www.fafsa.gov
联邦学生资助信息
1-800-4-FED-AID (1-800-433-3243)
www.StudentAid.gov
联邦学生贷款服务
www.studentloans.gov
纽约州高等教育服务机构
TAP 助学金信息
1-888-NYS-HESC (1-888-697-4372)
www.hesc.ny.gov

翻译由 Hunter College AANAPISI Project
(HCAP) 通过美国教育部的拨款进行资
助。更多信息请参阅：huntercap.org
皇后学院

15

cuny.edu/financialaid
2017 年 11 月
3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