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南部中文学校

2017－2018

学年招生简章

学校网址: http://www.hxsouth.org
一. 学校简介：华夏中文学校是一所在新泽西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其目的为推广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联谊华人并增进各族裔团
结。学校教授汉语拼音, 普通话和简体字中文. 我校以暨南大学《中文》教材为主,同时招收非华裔学生或母语为非华语学生，
并有专门为其预备的教材.
二. 上课时间: 第一学期从 2017 年 9 月 9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底止。第二学期从 2018 年 2 月起至 6 月 16 止。 时间为每周六的
(节假日除外)下午 1:30 到 4:20，每节课 50 分钟，两节中文课，一节文体课。
三. 上课地点：借用 Marlboro High School, 地址为 95 N Main Street, Marlboro, NJ 07746, 在 Route 79 上, 近 Route
520 和 Route 18 及美东超市。
四. 招生对象：年满四周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五. 全年学费：中文课:$300；CLS:$340；文体课:$150 起。 一学期学费：中文课:$170; CLS:$190; 文体课:$100 起.
六. 注册日期和费用：
注册费为每人每次 $20（小孩和成人课相同）。第一次注册已经办理之后，再加注课程将视为再次注册，需另付 $20 注册费。
网上注册提交后应及时付费。提交后两星期内未付费者，其提交将被自动注销。注册日期以付费日期为准。




06/11/17 – 07/09/17 之间注册者为早注册,注册费半价 $10 ；
07/10/17 – 08/13/17 之间注册者为正常注册, 每个学生每注册一次需交注册费 $20 ；
08/14/17 日或以后注册为晚期注册, 每个家庭除正常交纳学生的注册费外需额外交付晚期手续费(Late Fee)$20。
新生家庭没有晚期注册费, 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家庭免交此费。

每年每个家庭需交付 $30 PTA会费用于PTA全年活动, 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家庭收取同样会费;
所有表格注册的每个家庭须付额外服务费 $15.
七. 家长值班押金
值班是每个家庭的义务。为保证值班制度的顺利执行，每个家庭必需交$100 值班押金。若按时参加值班，小孩毕业或退学，
成人学员离开华夏南部时退还全部值班押金。对无故缺席值班的家庭，学校每次罚款$50。所有罚款从押金里扣除，每学年
结算一次。值班押金不足的家庭，下学年注册时须补交到$100。欠款家庭账户将被关闭，禁止新的注册直到补齐为止。
八. 中文班编班方式如下：


学前班：孩子年龄 4 至 5 岁。课堂上老师通过教唱儿歌， 歌谣及讲故事的方式提供中文会话环境, 培养普通话语感及
扩大口语词汇量，同时教导儿童认识少量的汉字;



拼音班：孩子年龄 5 至 6 岁，学习汉语拼音，掌握拼音的读写及普通话发音规律，开始学习认字及写字，学年结束后，
学生们基本上可以认读50个汉字;



一年级：适合 6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一册；注重听说读写，引进参考教材。



二年级：适合 7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二册；注重听说读写，引进参考教材。



三年级：适合 8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三册; 注重听说读写，引进参考教材。



四年级：适合 9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四册; 注重听说读，因才施教，引进参考教材。



五年级：适合 9/10 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五册; 注重听说读，因才施教，引进参考教材。



六年级：适合 10/11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六册; 注重听说读，因才施教，引进参考教材。



七年级：适合 11/12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七册；注重听说读，因才施教，引进参考教材。



八年级：适合 12/13岁以上孩子，在掌握了拼音的基础上学习《中文》第八，第九册；注重听说读，因才施教，引进参考
教材。



九年级：适合 13岁以上孩子，重点学习HSK考试内容，中文实际应用，并通过总校毕业考试;



AP中文准备班：适合 14岁以上孩子，准备AP中文考试。通过一至三年的学习，达到AP中文考试的水平。



CSL特别班（Chinese as Secondary Language）: 专门为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儿童及成人开设，有四个级别，CSL1至CSL4。
年龄5岁以上至成人, 教导中文听说及书写能力, 然后根据教师推荐进入不同程度班级;

九. 学校设有儿童文体课及成人文体课，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请到下面网址查询文体课的介绍: http://www.hxsouth.org/Academics/CulturalClassInfo.aspx




儿童： 绘画, 武术,击剑, 舞蹈,声乐,演讲辩论,中国结, 扯铃等课程。机器人，数学， 阅读等俱乐部
成人： 舞蹈，声乐， 戏曲，旗袍，太极拳， 击剑，瑜迦, 塑身健美等课程。 摄影， 乒乓球等俱乐部
公益课程： 夕阳红俱乐部，一帮一辅导（免费，无需报名）

十. 退费方法：每学期开学三次课内可退还该学期 100％学费,五次课内可退还 50％学费，六次课内可退还 25％学费，
六次后该学期学费概不退还。退课时须退还所领书本, 所有退还的书本应为新的.否则书本费会从退款中扣除.如由于
班级人数限制不被录取者，退还该课该学期全部学费。
十一. 分班换班原则：学校有权根据学生报名意愿，师资，教室等条件，决定班级人数；根据学生水平，
调换班级。中文课学生换班及调换年级须由教务长批准. 换级学生应退还旧书, 才可得到新书.
所有文化课(包括成人文化课)可以免费调还一次, 一次以上每次收费$15. 换班在开课三周后截止。
十二.学校有权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根据注册结果对课程进行调整。因学校原因取消的课程，学费全
额退还。
十三. 试课：学校没有试课优待。原则是注册付款上课，三周内可全额退费。
十四. 开课最少人数要求：学生人数不足8人，无法正常开班， 如果不愿服从调剂，可以悉数退款。
十五. RELEASE OF LIABILIT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t 95 N.Main St., Marlboro, NJ 07746, sponsored by Huaxia South Chinese School,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the said Huaxia South Chinese School, its officials, teachers, or
volunteers,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jury or accident sustained by any member of our party, or, for the loss of
any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y member of our party or anyone else.
I give Huaxia South permission to use my child's group photo for non-profit purpose.
-----------------------------------------------------------------------------------------------支票付给：
Huaxia South Chinese School
连同注册凭据寄到：
Huaxia South Chinese School
P. O. Box 410, Marlboro, NJ 07746
报名联系/需要帮助： regadmin@hxsouth.org / info@hxsouth.org
-------------------------------------------------------------------------------------------------------------------------- ------

