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班和幼儿园入学、升学和留级的 

家长和监护人常见问题解答 

 

发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6 日 

 

学前班注册及升学 

1. 我怎样才能为我的孩子注册学前班？ 

华府公立学校 (DCPS) 为华府所有选区的三岁和四岁儿童提供免费、优质、全日制学前班 

(Pre-K) 教育。在华府居住且处于接受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每一名学生都至少有权在每所小

学、初中和高中就读一所 DCPS 学校-一所他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地址随时注册的学校。但

是，由于 3 岁和 4 岁的孩子不需要上学，Pre-K3 和 Pre-K4 不是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年级，

DCPS 不能保证每个学前班学生在其学区学校都有一个名额。 

 

学前班注册流程从 My School DC (MSDC) 通用申请开始，安置通过由华府州教育总监办公

室 (OSSE) 管理的公平公正的抽签系统确定。首次为 3 岁和 4 岁的孩子注册，所有家庭都必

须通过 MSDC 抽签申请。请访问 www.myschooldc.org 或拨打 My School DC 热线 202-888-

6336，了解更多信息。  

2. 注册学前班的年龄要求是多少？  

为了注册学前班和幼儿园计划，DCPS 严格遵守当地法规 (5-E DCMR § 2004) 定义的年龄要

求： 

• 在学年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年满或将年满三 (3) 岁的学生有资格在该学年入读 Pre-

K3。  

• 在学年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年满或将年满四 (4) 岁的学生有资格在该学年入读 Pre-

K4。  

• 在学年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年满或将年满五 (5) 岁的学生有资格在该学年入读幼儿

园。  
 

3. 我很担心我孩子的发育，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为入读学前班做好准备。 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担心孩子的走路、说话、玩耍、学习或行为方式，请不要等到学前班开始指望他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这些方式。如果你的孩子两岁八个月大，请致电(202)698-8037 或访问

www.earlystages.org，与 DCPS 早期阶段(Early Stages)联系，进行发育筛查。如果你的孩子

小于两岁八个月，请通过(202)727-3665 或 www.eip.osse.dc.gov 联系 OSSE 的 Strong Start，

即华府早期干预计划。  

  

 

  

http://www.myschooldc.org/
http://www.earlystages.org/
http://www.eip.osse.dc.gov/


   
 

4. 我认为我的孩子应该跳过学前班。我可以让他们注册下一个年级吗？ 

如问题 2 所述，DCPS 严格遵守当地法规规定的年龄要求，因此不允许从 Pre-K3 升入 Pre-

K4 或从 Pre-K4 升入幼儿园，除非孩子满足年龄要求。这意味着新加入 DCPS 并通过 MSDC 

抽签获得 Pre-K3 或 Pre-K4 名额的学生必须读完注册的年级，然后才能在学年末升入下一

个年级。请注意：为生日不符合这些年龄限制的孩子申请并获得学前班抽签名额的家庭—

—例如，为 Pre-K3 年龄的孩子申请 Pre-K4 名额——将被没收名额，并且将按照指示通过 

MSDC 重新申请正确的年级。 

 

幼儿园注册与义务教育 

5. 孩子什么时候需要上学？ 

根据华府法律，居住在华府的所有儿童都必须在儿童年满（或已满）5 岁（在 9 月 30 日之

前）的学年开始在教育机构上学。此要求称为义务上学。DC Code § 38-202(a)。在教育机

构义务上学的唯一例外是父母和监护人想让孩子在家上学并向 OSSE 提交在家上学的意

向。请参阅 https://osse.dc.gov/service/homeschooling-district-columbia，了解有关在家上学

要求的更多信息。  

 

6. 我如何为我的孩子注册幼儿园？ 

在 9 月 30 日或之前年满五岁或将满五岁的学生有权在其学区内的 DCPS 学校上幼儿园，并

可以通过 MSDC 申请跨学区学校的名额。查找你的学区学校；

https://enrolldcps.dc.gov/node/41。 

 

7. 我认为我的孩子还没为上幼儿园做好准备。我可以等到他们年满 6 岁再注册吗？ 

儿童必须在他们年满（或已经年满）五岁（在 9 月 30 日之前）的学年开始就读教育机

构。根据华府法律，教育机构是指一所 DCPS 学校、华府公立特许学校、独立学校、教会

学校或私人教师。DC Code § 38-201(2A)。 

 

但是，参加儿童发展中心、私立学前班、家庭日托或其他幼儿计划不符合义务教育要求。  

 

8. 我认为我的孩子应该跳过幼儿园。我可以让他们注册一年级吗？ 

正如问题 2 所解释的，DCPS 严格遵守当地法规规定的年龄要求，因此不允许五岁的孩子

入读一年级，除非他们已经读完了幼儿园。  

但是，对于就读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学生，在学年开始后有一个可以考虑进行年中特别升学

的流程。你可以在学年开始后联系你孩子的校长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s://osse.dc.gov/service/homeschooling-district-columbia
https://enrolldcps.dc.gov/node/41


   
 

学前班和幼儿园的升学和留级 

9. 我的孩子参加了 DCPS 学前班，但我希望他们留级。那会发生吗？ 

DCPS 一般不支持学前班学生留级或允许学生重读 Pre-K3 或 Pre-K4。但是，如果 Pre-K3、

Pre-K4 和幼儿园学生不符合升学要求(DC Official Code § 38-781.01(a))，他们可以留级，或者

可以选择重读 Pre-K3、Pre-K4 或幼儿园，前提是他们满足核心学科领域的熟练程度要求，

但在身体、社交或情感发展领域未达到为升学做好准备的技能水平 (5-E DCMR § 2201.6)。

在极少数适当的情况下，学前班学生应留级的决定必须由学生的校长做出(DC Official Code 

§ 38-781.01(b)(1))并且家长必须同意。未经家长同意，学生不得留级，未经校长同意，不

得批准家长的留级请求。 

 

10. 我的孩子在学前班就读，但我担心他们的进步或发展。他们应该留级吗？ 

如果你担心孩子的学习、发展、言语或行为，你可以提出特殊教育评估的转介（或请

求）。你可以口头或书面向你孩子的老师或校长提出此请求。学校将确定他们是否认为有

必要进行特殊教育评估，并在进行之前征求你的同意。  

 

11. 如果我就读学前班的孩子留级或将重读学前班，他们能留在目前的 DCPS 学校吗？  

所有 Pre-K3 和 Pre-K4 名额都是通过 MSDC 抽签流程分配的，因此所有 Pre-K3 和 Pre-K4 留

级/重读的决定可能会对注册产生影响。 

 

如果你孩子的学校在你孩子将重读的年级有学前班名额，你的孩子可以注册该名额，而无

需通过 MSDC 抽签流程返回。 

 

如果你孩子的学校在你孩子将要重读的年级没有学前班名额，并且注册改在暑假进行，学

校将优先考虑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名额，学校将与 DCPS 中央办公室合作，将另

一所 DCPS 学校的学前班名额分配给你的孩子。  

 

12. 我的孩子在一所非 DCPS 学校上学前班，我希望他们重读。那会发生吗？ 

DCPS 不会批准家长关于在非 DCPS 学校重读学前班的请求。学生将根据问题 #2 解释的年

龄要求进行注册。  

  



   
 

更多资源 

• 查找你的学区学校：http://enrolldcps.dc.gov/node/41 

• My School DC: https://www.myschooldc.org/ 

• DCPS 注册和抽签手册：https://enrolldcps.dc.gov/node/66 

• DCPS Early Stages: (202) 698-8037 或 www.earlystages.org  

• OSSE Strong Start, 即华府早期干预计划： (202) 727-3665 或 www.eip.osse.dc.gov 

• 21-22 学年留级和升学指南 

• OSSE 家庭学校计划：https://osse.dc.gov/service/homeschooling-district-columbia 

• 关于本指导文件的问题：dcps.earlychildhood@dc.gov 

http://enrolldcps.dc.gov/node/41
https://www.myschooldc.org/
https://enrolldcps.dc.gov/node/66
http://www.earlystages.org/
http://www.eip.osse.dc.gov/
https://dck12.sharepoint.com/sites/DCPSWay/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sites/DCPSWay/Shared%20Documents/Current%20Page%20Resources/Graduation/Promotion%20and%20Retention/SY21-22%20Promotion%20and%20Retention%20Guidance%20.pdf&parent=/sites/DCPSWay/Shared%20Documents/Current%20Page%20Resources/Graduation/Promotion%20and%20Retention&p=true&wdLOR=c812FE76A-25E5-42DB-9FEC-8FCA8F6A6783&ct=1662055959977&or=Outlook-Body&cid=E19BF937-CD30-4375-B8FB-99C22CBC45A6&ga=1
https://osse.dc.gov/service/homeschooling-district-columbia
mailto:dcps.earlychildhood@dc.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