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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早期教育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

答案

入学需要付多少钱?

所有学前班都是免费入学的。

学前班每周哪几天上
学，上课时段是什么？

各学前班的上课时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致如下：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下午 3:00
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2:30

学前班供应午餐吗？

学前班免费提供早餐、午餐和下午点心。该服务由 Child and Adult Care Food Program
(CACFP) 提供。

学前班提供校车接送
吗？

教育局不提供对学前班学生的校车服务。

我可以见一见我子女的
老师吗？在开学日之前
我能看一下子女将要学
习的教室吗？

可以。新注册的家长将有机会在家长和老师约定的新生家长见面会上见面并参观教室

子女进入学前班的第二
年时，家长需要重新提
交学前班申请吗？

不需要，家长不必递交新的申请。在“率先起步”（Head Start）和“光明未来”（Bright
Futures）就读的学生需要递交更新过的健康检查报告、牙科检查报告和疫苗接种记录。此
外，在“光明未来”（Bright Futures）就读的学生需要递交一套新的 CACFP 餐饮申请表。

学前班的入学年龄是什
么？

孩子必须在申请入学前班就读这一年的 9 月 1 日这一天或之前满三岁，方可入读。如果孩
子这一年的 9 月 1 日这一天或之前满五岁，应该注册入读幼儿园。如果孩子在这一年的 9
月 2 日这一天或之后满五岁，仍可进学前班就读。

我怎样为子女注册？

家长应填好学前班申请表并递交所有所需文件。所有详情均列在申请表中。各学前班地点
均可获取申请表。您也可以登陆
https://webapps.philasd.org/stor/Preschool_Registration_Flyer_Chinese_Combo.pdf 下载申请表
的中文版（请用英文填写）。所有申请必须递交至 440 N. Broad St., Suite 170。
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均可递交申请。

学前班学生必须穿校服
吗？

学前班不强制要求学生穿校服。但是有些学前班校长要求学生穿着该校校服颜色的衣服。
校服问题将在新生家长见面会上讨论。

我可以在 440 N. Broad
St.的教育局总部为子女
注册吗？

可以。您携带以下文件：子女的出生证明、子女的疫苗接种记录和健康检查报告、子女的
医疗保险卡、最新的家庭的税前经济收入（工资及各项福利收入）、目前家庭住址证明、
您最近的带相片的身份证明。您还要和教育局工作人员面谈。

我何时能够知道我的子
女是否被录取？

录取通知和候选名单通知将在递交申请的四个星期后邮寄给您。

我为子女递交了申请，
但目前仍为收到录取通
知或候选名单通知

请拨打电话 215-400-4270 （说英语）或在汉语热线 215-400-8482 留言。

我的子女在候选名单上
要等多久？

有的孩子有可能在候选名单上等上一整个学年。是否从候选名单上录取学生取决于是否有
学生从该学前班离开。当有一个空位被腾了出来，候选名单上的第一个家庭会接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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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录取标准？

一个幼儿必须符合以上提到的年龄要求、必须居住在宾州费城，必须符合经济收入标准。
“率先起步”学前班：见以下 2016 年联邦“率先起步”按家庭人数制定的贫困线指南。
“光明未来”学前班：全家年税前收入不得超过按家庭人数制定的 2016 年贫困线的三倍。
2016 年全美大陆 48 州及华盛顿特区“率先
起步”最高年收入合格线

最高年收入合格线

家庭人数

贫困线

家庭人数

贫困线的三倍

1

$11,880

1

$35,640

2

$16,020

2

$48,060

3

$20,160

3

$60,480

4

$24,300

4

$72,900

5

$28,440

5

$85,320

6

$32,580

6

$97,740

每增加一人，增加 $4160

7+
如需服务，找谁联系？

2016 年贫困线的三倍为“光明未来”

7+

每增加一人，增加 $12,480

请与以下幼儿早期教育办公室的员工联系
Susan Maraschiello

光明未来

smaraschiello@philasd.org

215-400-5757

Abigail McMahon

率先起步

amcmahon2@philasd.org

215-400-4270

Lawanna Lockhart

率先起步

lbullock@philasd.org

215-400-4270

幼儿早期教育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

答案

幼儿园什么时候开学？

幼儿园开学要比教育局的其它年级晚一星期（今年为 9 月 14 日）。在这一星期
里，教师将和家长举办新生见面/面谈，完成早期幼儿教育面谈。幼儿园学生注
册学校的教师会打电话和家长约好面谈的时间
请登陆 www.philasd.org/language/chinese/calendar 查找有关开学日期及有关文
件。

家长到哪里申请入读幼儿园

一般来说，学生必须在家长/法定监护人住址所在的特定区域内的学校注册。家
长/监护人应去其所在的就近入学学校为子女注册。如果您需要知道您所在区域
的就近入学学校是哪所，请登陆：www.philasd.org/school_finder/zh 将住址输
入，点击“查找”即可。

我子女几岁才能进幼儿园？

孩子必须在申请入幼儿园就读这一年的 9 月 1 日这一天或之前满五岁，方可入
读。如果孩子在这一年的 9 月 2 日这一天或之后满五岁，必须进学前班就读。
费城教育局在任何情况下，不为不满五岁的学童作幼儿园入学测试。

幼儿园的入学标准是什么？

孩子必须满足在申请入幼儿园就读这一年的 9 月 1 日这一天或之前满五岁的年
龄标准。

我怎样为子女注册入读幼儿园？

造访您所在区域的就近入学学校，确保携带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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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子女年龄证明 （以下文件中的任何一种）


子女的出生证原件



经公证过的子女出生证复印件



子女的有效护照



写有子女出生日期的宗教洗礼证书原件



写有子女出生日期的宗教洗礼证书复印件-经过公正或鉴定



经公证的由家长或其他亲属出具的含有出生日期的声明

B. 子女的疫苗接种记录
C. 家长/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明（以下文件中的任何一种）


最近的驾照/非驾驶执照



有效的联邦、宾州或费城公职人员带相片身份证



护照

D. 住址证明（以下文件中的任何两种）


房契



买房贷款协议定稿



最新物业账单（燃气、电、有线电视、电话）



最新的地产税账单



有效的驾照或含有目前地址的换址卡



含有目前地址的来自社会保险办公室的信函



含有目前地址的来自公共援助办公室的信函



当学生接受寄养/儿童抚养机构的监管时，来自寄养/儿童抚养及民政部
的信有效



含有家长/法定监护人和子女姓名的租房契约



有限的 Valid DOT 身份证



最新的信用卡账单



最近的车辆登记卡



含有目前住址的选民登记卡。



含有目前住址的银行对账单



联邦税局的声明或其它工资及税收声明，例如：W2, 1040, 1099



含目前住址的最近雇主工资单存根



无家可归的学生可使用临时居所或住房安排信



签过字的买房合同书，以及在买房后 45 天内出具的买房协定文件的元
件复印件

D.1- 无家可归的儿童及其家庭
无家可归的儿童可享受当场注册的待遇，其家庭无需为注册提供住址证明。在
“在无家可归的青少年”的定义中，还有“正在等待寄养家庭安排”和“无人陪伴的
无家可归的少年。”在目前所在学区或在以前上学的学区的此类学生应予以立即
录取。详情见 McKinney-Vento Act, 42 U.S.C. §11431 et seq。
*建议与教育局联系获知注册时间。
幼儿园学生必须穿校服吗？

有关教育局的校服政策将在新生家长见面会上交给您。请在会上向老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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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全天上课吗？

幼儿园采用全日制。其上课时段与教育局学校的其它年级相同。

注册入读幼儿园的截止日期是哪
天？

注册入读幼儿园全年均可办理，没有截止日期。

如果家长不想让子女上自己所在区
域的就近入学学校怎么办？

在本学年，家长/监护人必须在他们所在区域的就近入学学校注册入读幼儿园。
择校申请程序是为那些希望下一学年入读自己所在区域之外的一所从幼儿园至
高中学校的学生和家长设立的。如欲了解详情，请登陆：
www.philasd.org/language/chinese/school-choice

幼儿园学生享受校车接送待遇吗？

如果幼儿园与住址的距离超出可走的范围，家长必须自己为幼儿园学生提供交
通。教育局只为接受个体教育的计划中要求提供交通的学生提供此项服务。请
登陆校车交通办公室的网站查找有关这项规定的例外。

如果所在区域的就近入学额满了怎
么办？

我们会尽全力让幼儿园孩子注册入读本区幼儿园。不过，如果所在就近入学的
幼儿园已经满员，学生注册及安置办公室将成为学校和学生家庭的资料来源。
该办公室将会按各人情况提供帮助。

如果有对”幼儿园入学储备”(KEI)
或“早期幼儿经历面谈”(ECEI)有疑
问，应与谁联系？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幼儿园入学储备”（KEI）或“早期幼儿经历面谈”（ECEI）信
息，请联系：
-

Doria Mitchell, 幼-3 读写能力及特殊项目主管
Sharai Cunningham, 幼-3 读写能力及特殊项目助理

联系方式如下
如需服务，找谁联系？

Please contact thes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Offi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oria N. Mitchell

幼-3 读写能力及
特殊项目主管

dnmitchell@philasd.org

(215) 4005811

Sharai
Cunningham

幼-3 读写能力及
特殊项目助理

shcunningham@philasd.org

(215) 4006140

Tyhira Vorn

见习生

tvorn@philasd.org

(215) 4006862

Juanita Rodrigues
Romu

“家校联手”活动
协调员

jromu@philasd.org

(215) 4006716

Amber Yancy

见习生

ayancy@philasd.org

(215) 4006031

Katherine
Bradstreet

P-3 协调员

kbradstreet@philasd.org

(215) 400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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